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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

装置，具体涉及瓶装液位检测技术领域。瓶装液

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包括发射电容极板、接收

电容极板、光电开关、编码器和红外测温仪，所述

发射电容极板和接收电容极板之间形成一条物

料通道；当待检测瓶体运行到检测区域时触发光

电开关，产生来瓶信号，编码器记录下当前瓶体

的进瓶编码值，单片机计算出该瓶体对应的检测

编码值与剔除编码值；瓶体继续向前运动，当瓶

体的实时编码值等于检测编码值时，单片机产生

开始检测信号，触发对瓶体的液位高度测量；数

据采集完毕后计算出液位值，通过单片机判断该

瓶液位是否合格，对不合格的瓶体进行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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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发射电容极板、接收电容极板、光电

开关、编码器和红外测温仪，所述发射电容极板和接收电容极板之间形成一条物料通道，红

外测温仪、光电开关和编码器安装于物料通道的入口端，接收电容极板依次连接信号调理

电路、程控低频放大电路、AD转换器和单片机，单片机电控连接剔除器，单片机通过可控信

号源向发射电容极板传递信号；

当待检测瓶体运行到检测区域时触发光电开关，产生来瓶信号，编码器记录下当前瓶

体的进瓶编码值，单片机计算出该瓶体对应的检测编码值与剔除编码值；瓶体继续向前运

动，当瓶体的实时编码值等于检测编码值时，单片机产生开始检测信号，触发对瓶体的液位

高度测量；数据采集完毕后计算出液位值，通过单片机判断该瓶液位是否合格，对不合格的

瓶体在其运动到剔除编码值对应的位置时发出剔除信号，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剔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当发射电容极板和接

收电容极板之间的介质发生变化时，会引起电容值大小的改变，在发射电容极板上施加一

个变化的电场，当极板之间有待检测瓶体经过时，会引起电介质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进而

会引起接收电容极板上检测信号的变化，根据信号变化计算出指示液位变化的电压信号。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片机还连接温

度补偿电路，无线信号模块和触摸屏，温度补偿电路用于对瓶体内液体的温度进行测量，通

过瓶体内液体的温度，精确的计算液体的液位高度，操作人员可以通过触摸屏对单片机设

置参数来产生所需要的信号源。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包

括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和检波电路。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发射电容极板与

接收电容极板的板间距为5.0cm～7.5cm。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检测过程

中，包括以下步骤：

a.在光电开关以及编码器的配合下，当待检测瓶体运行到指定位置时，单片机会发出

开始采集信号触发对来瓶进行检测；

b.接收电容极板捕捉到信号后，该装置对单片机的触发信号做出反应，启动检测；信号

调理电路对信号进行放大、检波后做AD转化处理，再经过一系列数字化处理得到液位值，由

红外测温仪测出待检测瓶内液体的温度值，将此温度值上传给单片机，由单片机根据不同

温度下的液位值检测得出的线性映射关系来进行温度补偿，得到更准确的液位值；

c.对采集到的信号处理完毕后，单片机判断检测结果是否合格；当检测到不合格瓶体

时发出剔除信号，控制剔除器对相应瓶体；

d.待检测瓶提触发后，单片机计算出液位值，与触摸屏建立通信后，得到的液位值、是

否合格标志、系统开机后检测总数、高液位数、低液位数、最近5次的不合格液位值在触摸屏

上显示。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通过触摸屏设置信号

源参数，使得单片机产生振荡频率为8MHz，激励电压为12V的方波信号，信号加载到发射电

容极板上形成信号源发送出去，信号经过空气、瓶体耦合后被接收电容极板接收到。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单片机上还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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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报警器，当单片机想剔除器发出剔除信号的同时，也向灯光报警器发出控制信号，灯光

报警器相应的指示灯会闪烁。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其特征在于，检测到的液位值反映

出实际液位的高低，实际液位越高，液位值越小；实际液位值越低，液位值越大；用户设置

高、低液位阈值，让液位在高、低液位阈值之间的瓶子保留，在区间之外的剔除；操作人员通

过触摸屏对瓶型、检测装置支架高度以及参数进行设置；通过监测界面进行系统调试、匹配

新瓶型以及故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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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瓶装液位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意识和健康意识在不断改变，因此对瓶装产品

的质量有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对瓶装液位进行在线检测，是生产中必不

可少的环节。随着产能的提高，现在瓶装产品生产线设计生产速度普遍达到72000瓶/小时。

传统的人工灯光检验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化高速灌装线的需求，这就要求必须引入在

线自动检测设备。

[0003] 瓶装液位检测方面国外使用的方法主要有X射线检测、机器视觉检测、红外线检

测、高频场检测等。在瓶装液位检测方面，我国一些企业也相继推出一些检测设备，大部分

基于X射线以及机器视觉的检测方法。国内基于X射线的液位检测设备主要用于检测密闭容

器液位的高低，如易拉罐产品，纸盒包装的产品，但对于细口玻璃瓶、陶瓷瓶的检测效果还

不是很好。国内大部分在线检测厂家都相继推出了基于机器视觉的灌装液位检测检测设

备，但是机器视觉的检测方案只适用于透明瓶体检测。近年来，通过红外、电容、电压、频率、

超声波等间接液位检测技术也相继出现，但还没有被客户普遍认可，因此设计一款成熟可

靠的检测设备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上述不足，提出了一种利用变介质电容法对瓶装量进行检

测，采取非接触式检测方式，检测精度高的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

[0005] 本发明具体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包括发射电容极板、接收电容极板、光电开关、编码

器和红外测温仪，所述发射电容极板和接收电容极板之间形成一条物料通道，红外测温仪、

光电开关和编码器安装于物料通道的入口端，接收电容极板依次连接信号调理电路、程控

低频放大电路、AD转换器和单片机，单片机电控连接剔除器，单片机通过可控信号源向发射

电容极板传递信号；

[0007] 当待检测瓶体运行到检测区域时触发光电开关，产生来瓶信号，编码器记录下当

前瓶体的进瓶编码值，单片机计算出该瓶体对应的检测编码值与剔除编码值；瓶体继续向

前运动，当瓶体的实时编码值等于检测编码值时，单片机产生开始检测信号，触发对瓶体的

液位高度测量；数据采集完毕后计算出液位值，通过单片机判断该瓶液位是否合格，对不合

格的瓶体在其运动到剔除编码值对应的位置时发出剔除信号，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剔除。

[0008] 优选地，当发射电容极板和接收电容极板之间的介质发生变化时，会引起电容值

大小的改变，在发射电容极板上施加一个变化的电场，当极板之间有待检测瓶体经过时，会

引起电介质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进而会引起接收电容极板上检测信号的变化，根据信号

变化计算出指示液位变化的电压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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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所述单片机还连接温度补偿电路，无线信号模块和触摸屏，温度补偿电路

用于对瓶体内液体的温度进行测量，通过瓶体内液体的温度，精确的计算液体的液位高度，

操作人员可以通过触摸屏对单片机设置参数来产生所需要的信号源。

[0010] 优选地，所述信号调理电路包括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和检波电路。

[0011] 优选地，所述发射电容极板与接收电容极板的板间距为5.0cm～7.5cm。

[0012] 优选地，在检测过程中，包括以下步骤：

[0013] a .在光电开关以及编码器的配合下，当待检测瓶体运行到指定位置时，单片机会

发出开始采集信号触发对来瓶进行检测；

[0014] b.接收电容极板捕捉到信号后，该装置对单片机的触发信号做出反应，启动检测；

信号调理电路对信号进行放大、检波后做AD转化处理，再经过一系列数字化处理得到液位

值，由红外测温仪测出待检测瓶内液体的温度值，将此温度值上传给单片机，由单片机根据

不同温度下的液位值检测得出的线性映射关系来进行温度补偿，得到更准确的液位值；

[0015] c.对采集到的信号处理完毕后，单片机判断检测结果是否合格；当检测到不合格

瓶体时发出剔除信号，控制剔除器对相应瓶体；

[0016] d .待检测瓶提触发后，单片机计算出液位值，与触摸屏建立通信后，得到的液位

值、是否合格标志、系统开机后检测总数、高液位数、低液位数、最近5次的不合格液位值在

触摸屏上显示。

[0017] 优选地，通过触摸屏设置信号源参数，使得单片机产生振荡频率为8MHz，激励电压

为12V的方波信号，信号加载到发射电容极板上形成信号源发送出去，信号经过空气、瓶体

耦合后被接收电容极板接收到。

[0018] 优选地，所述单片机上还连接灯光报警器，当单片机想剔除器发出剔除信号的同

时，也向灯光报警器发出控制信号，灯光报警器相应的指示灯会闪烁。

[0019] 优选地，检测到的液位值反映出实际液位的高低，实际液位越高，液位值越小；实

际液位值越低，液位值越大；用户设置高、低液位阈值，让液位在高、低液位阈值之间的瓶子

保留，在区间之外的剔除；操作人员通过触摸屏对瓶型、检测装置支架高度以及参数进行设

置；通过监测界面进行系统调试、匹配新瓶型以及故障检测。

[0020]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1] 该装置利用变介质电容法对瓶装量进行检测的装置，采取非接触式检测方法，最

大支持72000瓶/小时的生产速度；发射电容极板与接收电容极板之间的电场强度小、无辐

射，对人体没有伤害；检测精度高，静态情况下满足±0 .5mm的分辨率，动态情况下满足±

1mm的分辨率；可以实现对高低液位同时进行检测。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原理框图；

[0023] 图2为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检测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瓶装液位智能检测剔除装置，包括发射电容极板、接收电容极板、光电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0153032 A

5



开关、编码器和红外测温仪，所述发射电容极板和接收电容极板之间形成一条物料通道，红

外测温仪、光电开关和编码器安装于物料通道的入口端，接收电容极板依次连接信号调理

电路、程控低频放大电路、AD转换器和单片机，单片机电控连接剔除器，单片机通过可控信

号源向发射电容极板传递信号；

[0026] 当待检测瓶体运行到检测区域时触发光电开关，产生来瓶信号，编码器记录下当

前瓶体的进瓶编码值，单片机计算出该瓶体对应的检测编码值与剔除编码值；瓶体继续向

前运动，当瓶体的实时编码值等于检测编码值时，单片机产生开始检测信号，触发对瓶体的

液位高度测量；数据采集完毕后计算出液位值，通过单片机判断该瓶液位是否合格，对不合

格的瓶体在其运动到剔除编码值对应的位置时发出剔除信号，对不合格的产品进行剔除。

[0027] 当发射电容极板和接收电容极板之间的介质发生变化时，会引起电容值大小的改

变，在发射电容极板上施加一个变化的电场，当极板之间有待检测瓶体经过时，会引起电介

质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进而会引起接收电容极板上检测信号的变化，根据信号变化计算

出指示液位变化的电压信号。

[0028] 单片机还连接温度补偿电路，无线信号模块和触摸屏，温度补偿电路用于对瓶体

内液体的温度进行测量，通过瓶体内液体的温度，精确的计算液体的液位高度，操作人员可

以通过触摸屏对单片机设置参数来产生所需要的信号源。

[0029] 信号调理电路包括高频小信号放大电路和检波电路。

[0030] 发射电容极板与接收电容极板的板间距为5.0cm～7.5cm。

[0031] 如图2所示，在检测过程中，包括以下步骤：

[0032] a .在光电开关以及编码器的配合下，当待检测瓶体运行到指定位置时，单片机会

发出开始采集信号触发对来瓶进行检测；

[0033] b.接收电容极板捕捉到信号后，该装置对单片机的触发信号做出反应，启动检测；

信号调理电路对信号进行放大、检波后做AD转化处理，再经过一系列数字化处理得到液位

值，由红外测温仪测出待检测瓶内液体的温度值，将此温度值上传给单片机，由单片机根据

不同温度下的液位值检测得出的线性映射关系来进行温度补偿，得到更准确的液位值；

[0034] c.对采集到的信号处理完毕后，单片机判断检测结果是否合格；当检测到不合格

瓶体时发出剔除信号，控制剔除器对相应瓶体；

[0035] d .待检测瓶提触发后，单片机计算出液位值，与触摸屏建立通信后，得到的液位

值、是否合格标志、系统开机后检测总数、高液位数、低液位数、最近5次的不合格液位值在

触摸屏上显示。

[0036] 通过触摸屏设置信号源参数，使得单片机产生振荡频率为8MHz，激励电压为12V的

方波信号，信号加载到发射电容极板上形成信号源发送出去，信号经过空气、瓶体耦合后被

接收电容极板接收到。

[0037] 单片机上还连接灯光报警器，当单片机想剔除器发出剔除信号的同时，也向灯光

报警器发出控制信号，灯光报警器相应的指示灯会闪烁。

[0038] 检测到的液位值反映出实际液位的高低，实际液位越高，液位值越小；实际液位值

越低，液位值越大；用户设置高、低液位阈值，让液位在高、低液位阈值之间的瓶子保留，在

区间之外的剔除；操作人员通过触摸屏对瓶型、检测装置支架高度以及参数进行设置；通过

监测界面进行系统调试、匹配新瓶型以及故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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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无线信号模块用于实现无线通信，内设ESP8266串口WIFI模块，使用串口指令设置

WIFI名称以及密码，连接WIFI；PC端或手机端可通过网络调试助手来配置目标IP地址和端

口号，从而发起连接，完成单片机与PC端或手机端的双向数据传输。

[0040] 该装置采用24V直流电源供电，采用机械封装成金属容器，接收部分经过电磁屏蔽

处理以及PCB抗干扰设计。

[0041]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

[0042] 当然，上述说明并非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发明也并不仅限于上述举例，本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实质范围内所做出的变化、改型、添加或替换，也应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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