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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正反AOI检测系统，其包

括AOI检测设备一、AOI检测设备二、传输单元、传

输驱动单元、真空倒吸单元，传输单元与传输驱

动单元连接，传输单元的一端设于真空倒吸单元

的下方，AOI检测设备一设于传输单元上方，用于

对产品的第一面进行检测，真空倒吸单元用于对

产品的第一面进行吸附，AOI检测设备二设于真

空倒吸单元下方，用于对产品的第二面进行检

测。本发明的正反AOI检测系统通过设置AOI检测

设备一，可对产品的第一面进行检测，并设置AOI

检测设备二和真空倒吸单元，通过真空倒吸单元

将产品吸附，由AOI检测设备二对产品的第二面

进行检测，在不翻片的前提下实现对产品的正反

面检测，避免了翻片过程中对产品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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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AOI检测设备一、AOI检测设备二、传输单

元、传输驱动单元、真空倒吸单元，所述传输单元与传输驱动单元连接，所述传输单元的一

端设于所述真空倒吸单元的下方，所述AOI检测设备一设于所述传输单元上方，用于对产品

的第一面进行检测，所述真空倒吸单元用于对产品的第一面进行吸附，所述AOI检测设备二

设于所述真空倒吸单元下方，用于对产品的第二面进行检测。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倒吸单元包括真空板、

真空泵、若干吸附传送带和传送带驱动机构，所述真空板内设有真空腔，所述真空腔与所述

真空泵连接，所述真空板底部设有若干吸气口，若干吸附传送带之间间隔设置，所述吸气口

设于所述若干吸附传送带之间。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腔的数量为多个，每个

所述真空腔均设有与所述真空泵连接的连接孔。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板上设有检测光源，所

述真空板上还设有透光窗口。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板底部设有高度调节

地脚。

6.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真空泵与真空腔之间连接

有电磁阀。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上料单元，所述上料单元

包括上料传送带、第二旋转电机和顶升机构，所述上料传送带与第二旋转电机连接，所述上

料传送带的一端设于所述真空倒吸单元下方，所述顶升机构设于所述上料传送带下方，用

于将产品顶起，便于所述真空倒吸单元对产品进行吸附。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升机构为顶升气缸。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正反AOI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传输驱动单元为第一旋转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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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正反AOI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检测设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正反AOI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AOI检测设备即自动光学检验设备，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光的反射来检查电子元件

贴装是否正确，当检测电池片时，需要检测电池片正反面的外观、色差、印刷缺陷等。现有的

AOI检测设备对电池片进行检测时，需要进行翻片，即先对电池片的一个面进行检测，然后

将电池片翻片，对另一面进行检测。其存在以下问题：在翻片的过程中，极易造成电池片的

损坏，增加碎片率。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并可根据需

要任意定量准确的调整传感器空间位置的声学传感器安装机构，其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4] 一种正反AOI检测系统，其包括AOI检测设备一、AOI检测设备二、传输单元、传输驱

动单元、真空倒吸单元，所述传输单元与传输驱动单元连接，所述传输单元的一端设于所述

真空倒吸单元的下方，所述AOI检测设备一设于所述传输单元上方，用于对产品的第一面进

行检测，所述真空倒吸单元用于对产品的第一面进行吸附，所述AOI检测设备二设于所述真

空倒吸单元下方，用于对产品的第二面进行检测。

[000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真空倒吸单元包括真空板、真空泵、若干吸附传送

带和传送带驱动机构，所述真空板内设有真空腔，所述真空腔与所述真空泵连接，所述真空

板底部设有若干吸气口，若干吸附传送带之间间隔设置，所述吸气口设于所述若干吸附传

送带之间。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真空腔的数量为多个，每个所述真空腔均设有与

所述真空泵连接的连接孔。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真空板上设有检测光源，所述真空板上还设有透

光窗口。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真空板底部设有高度调节地脚。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真空泵与真空腔之间连接有电磁阀。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还包括上料单元，所述上料单元包括上料传送带、第二

旋转电机和顶升机构，所述上料传送带与第二旋转电机连接，所述上料传送带的一端设于

所述真空倒吸单元下方，所述顶升机构设于所述上料传送带下方，用于将产品顶起，便于所

述真空倒吸单元对产品进行吸附。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顶升机构为顶升气缸。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传输驱动单元为第一旋转电机。

[001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4] 本发明的正反AOI检测系统通过设置AOI检测设备一，可对产品的第一面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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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并设置AOI检测设备二和真空倒吸单元，通过真空倒吸单元将产品吸附，由AOI检测设备

二对产品的第二面进行检测，在不翻片的前提下实现对产品的正反面检测，结构简单，操作

方便，避免了翻片过程中对产品的损坏，可以大幅降低碎片率。

[0015] 上述说明仅是本发明技术方案的概述，为了能够更清楚了解本发明的技术手段，

而可依照说明书的内容予以实施，并且为了让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

更明显易懂，以下特举较佳实施例，并配合附图，详细说明如下。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正反AOI检测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真空倒吸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中真空板的底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是图3的分解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中上料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1] 标记说明：100、AOI检测设备一；200、AOI检测设备二；300、传输单元；400、真空倒

吸单元；410、真空板；411、真空腔；412、连接孔；413、透光窗口；420、吸附传送带；430、传送

带驱动机构；440、密封板；441、吸气口；450、电磁阀；460、检测光源；500、上料单元；510、上

料传送带；520、第二旋转电机；530、顶升机构；540、顶升块；600、电池片；700、高度调节地

脚。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

更好地理解本发明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3] 如图1-5所示，为本实施例中的正反AOI检测系统，该系统包括AOI检测设备一100、

AOI检测设备二200、传输单元300、真空倒吸单元400和传输驱动单元，传输单元300与传输

驱动单元连接，传输单元300的一端设于真空倒吸单元400的下方，AOI检测设备一100设于

传输单元300上方，用于对产品的第一面进行检测，真空倒吸单元400用于对产品的第一面

进行吸附，AOI检测设备二200设于真空倒吸单元400下方，用于对产品的第二面进行检测。

其中，传输驱动单元为第一旋转电机，传输单元300为皮带，第一旋转电机驱动该皮带，实现

产品的输送。

[0024] 如图2所示，真空倒吸单元400包括真空板410、真空泵、若干吸附传送带420和传送

带驱动机构430，真空板410内设有真空腔411，真空腔411与真空泵连接，真空板410底部设

有若干吸气口441，若干吸附传送带420之间间隔设置，吸气口441设于若干吸附传送带之

间。其中，吸气口441遍布真空板410的一端至另一端。

[0025] 如图3-4所示，在本实施例中，真空板410底部还设有密封板440，密封板440与真空

腔411的形状匹配，吸气口441设于密封板440上。真空腔441的数量为多个，每个真空腔441

均设有与真空泵连接的连接孔412。设置多个真空腔可提高对产品的吸附能力，并节省能

耗。

[0026] 真空板410设有检测光源460，真空板410上还设有透光窗口413，检测光源460可通

过透过窗口413为AOI检测设备二200提供检测所需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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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在本实施例中，真空泵与真空腔411之间连接有电磁阀450，具体的，电磁阀450设

置于真空板410上，电磁阀450用于控制真空泵，使真空泵在多个真空腔441之间切换工作。

在产品到达真空腔411时将其打开，并在产品经过后，将其关闭，可保证对产品的吸附能力，

并节省能耗。

[0028] 在本实施例中，AOI检测设备一100和真空板410底部均设有高度调节地脚700，用

于调节高度。

[0029] 如图5所示，该系统还包括上料单元500，上料单元500包括上料传送带510、第二旋

转电机520和顶升机构530，上料传送带510与第二旋转电机530连接，上料传送带510的一端

设于真空倒吸单元400下方，顶升机构530设于上料传送带510下方，用于将产品顶起，便于

真空倒吸单元400对产品进行吸附。

[0030] 优选的，顶升机构530为顶升气缸，顶升机构530上还设有顶升块540。

[0031] 在本实施例中，产品为电池片600，在本发明的其他实施例中，该检查系统可以用

于其他片状，易碎材料的AOI检测。

[0032] 工作时，电池片600由上料传送带510传输至顶升机构530上方，顶升机构530向上

顶起，吸气口441将电池片600吸附在吸附传送带420上，并由吸附传送带420进行输送，在输

送过程中，电池片600与吸气口441之间存在间隙，由于，吸气口441遍布真空板410的一端至

另一端，所以在输送过程中，电池片600上方一直有吸气口441对其提供吸力，当输送至AOI

检测设备二200上方时，由AOI检测设备二200对其底部进行检测，当电池片600输送至真空

板410的另一端时，电磁阀关闭，电池片600掉至传输单元300的一端，并由传输单元300输送

至AOI检测设备一100下方，由AOI检测设备一100对其上面进行检测，完成正反面检测过程。

[0033] 在本发明的另一实施例中，顶升机构530可设置在AOI检测设备一100和真空倒吸

单元400之间，由AOI检测设备一100先对电池片600的上面进行检测，接着由顶升机构530顶

升至与吸附传送带420固定，并由吸附传送带420输送至AOI检测设备二200上方，由AOI检测

设备二200对其底面进行检测，完成正反面检测。

[0034] 本发明的正反AOI检测系统通过设置AOI检测设备一，可对产品的第一面进行检

测，并设置AOI检测设备二和真空倒吸单元，通过真空倒吸单元将产品吸附，由AOI检测设备

二对产品的第二面进行检测，在不翻片的前提下实现对产品的正反面检测，结构简单，操作

方便，避免了翻片过程中对产品的损坏，可以大幅降低碎片率。

[0035] 以上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发明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

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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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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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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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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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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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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