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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路板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电路板检测装置，包括

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电路板输送机构、下料

机构以及控制系统。上料机构连接在电路板输送

机构的进料端，下料机构连接在电路板输送机构

的出料端。视觉检测机构安装于电路板输送机

构，用以检测电路板；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

电路板输送机构、下料机构均与控制系统通信连

接。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能够有效提高

电路板检测准确度和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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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料机构、视觉检测机构、电路板输送机

构、下料机构以及控制系统；所述上料机构连接在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的一端，所述下料机

构连接在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的另一端；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安装于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

用以检测电路板；所述上料机构、所述视觉检测机构、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所述下料机构

均与所述控制系统通信连接；

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包括输送架、安装于所述输送架的进料组件、出料组件以及滚动

输送组件；所述输送架设有进料端和出料端，所述进料组件安装于进料端，所述出料组件安

装于出料端，所述滚动输送组件位于所述进料组件和所述出料组件之间；所述滚动输送组

件包括第一辊组和第二辊组；所述第一辊组靠近所述进料组件设置，所述第二辊组靠近所

述出料组件设置；所述第一辊组和所述第二辊组之间的间隙形成检测区；

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包括外罩、相机、上光源以及下光源；所述外罩安装于所述输送架

上，并罩设在所述第一辊组和所述第二辊组外；所述外罩的上端设有安装梁，所述相机安装

于所述安装梁，且所述相机的镜头对着所述检测区；所述上光源和所述下光源设于同一侧，

所述上光源设于第一辊组的上端，所述下光源设于所述输送架并位于所述第一辊组和第二

辊组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辊组包括两个第一上支

架、两个第一下支架、多条第一上辊以及多条第一下辊；两个所述第一下支架间隔安装于所

述输送架，多条所述第一下辊并排安装于两个所述第一下支架之间；每一个所述第一上支

架安装于每一个所述第一下支架上，多条所述第一上辊并排安装于两个所述第一上支架之

间，且每一条所述第一上辊位于每一条所述第一下辊的正上方。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个所述第一上支架上均设有

多条第一升降导柱，相邻的两条所述第一升降导柱之间设有第一压辊弹簧，每一条所述第

一压辊弹簧对应位于每一条所述第一上辊的上方。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辊组包括两个第二上支

架、两个第二下支架、多条第二上辊以及多条第二下辊；两个所述第二下支架间隔安装于所

述输送架，多条所述第二下辊并排安装于两个所述第二下支架之间；每一个所述第二上支

架安装于每一个所述第二下支架上，多条所述第二上辊并排安装于两个所述第二上支架之

间，且每一条所述第二上辊位于每一条所述第二下辊的正上方。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每一个所述第二上支架上均设有

多条第二升降导柱，相邻的两条所述第二升降导柱之间设有第二压辊弹簧，每一条所述第

二压辊弹簧对应位于每一条所述第二上辊的上方。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相机的镜头的延长线与所述

检测区的中线之间的夹角为14°；所述相机的镜头的延长线与所述上光源的中线之间的夹

角为35°。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机构包括上料支架、安

装于所述上料支架的上料气动手爪、升降托盘以及上料驱动组件；所述升降托盘与所述上

料驱动组件机械连接，所述上料气动手爪位于所述升降托盘的上方，用以抓取所述升降托

盘上的电路板；

所述上料驱动组件包括上料电机、上料转轴以及两上料齿轮；所述升降托盘的底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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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安装有两固定板，所述上料转轴的两端分别旋转安装于两所述固定板；两个所述上料齿

轮分别安装于所述上料转轴的两端，所述上料电机与所述上料转轴机械连接；所述上料支

架对应每一个所述上料齿轮的位置设有上料齿条，每一个所述上料齿轮与每一条所述上料

齿条啮合。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料支架的顶部设有上料水

平轴，所述上料水平轴上滑动安装有上料垂直轴，所述上料气动手爪安装于所述上料垂直

轴；所述上料气动手爪设有上料驱动气缸以及多个上料吸盘。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机构包括下料支架、安

装于所述下料支架的下料气动手爪、分料托架以及下料驱动组件；所述分料托架与所述下

料驱动组件机械连接，所述下料气动手爪位于所述分料托架的上方，用以抓取所述出料组

件上的电路板；

所述下料驱动组件包括下料电机、下料转轴以及两下料齿轮；所述分料托架的底部间

隔安装有两安装板；所述下料转轴的两端分别旋转安装于两所述安装板，两个所述下料齿

轮分别安装于所述下料转轴的两端；所述下料电机与所述下料转轴机械连接；所述下料支

架对应每一个所述下料齿轮的位置设有下料齿条，每一个下料齿轮与每一条所述下料齿条

啮合。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料支架的顶部设有下料

水平轴，所述下料水平轴上滑动安装有下料垂直轴，所述下料气动手爪安装于所述下料垂

直轴；所述下料气动手爪设有下料驱动气缸以及多个下料吸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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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路板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路板生产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电路板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电路板（Print  Circuit  Board，PCB）生产过程需要经过检测，然而，现有的

PCB检测采用人工搬运，将PCB搬运至检测装置进行检测。这种检测方式由于PCB的检测需要

人工进行上料和下料，导致PCB的检测准确度和效率都比较低。

[0003] 此外，现有的PCB检测装置一般只适用于一种类型的PCB进行检测，适用性低；不同

类型的PCB需要使用不同的检测装置，生产商需要购买多台检测装置来检测不同类型的

PCB，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发明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能够有效提高电路板检测准确度和效率，适用性高，降低生

产成本的电路板检测装置。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电路板检测装置，包括：上料机构、视觉检测

机构、电路板输送机构、下料机构以及控制系统；所述上料机构连接在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

的一端，所述下料机构连接在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的另一端；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安装于所

述电路板输送机构，用以检测电路板；所述上料机构、所述视觉检测机构、所述电路板输送

机构、所述下料机构均与所述控制系统通信连接；

[0006] 所述电路板输送机构包括输送架、安装于所述输送架的进料组件、出料组件以及

滚动输送组件；所述输送架设有进料端和出料端，所述进料组件安装于进料端，所述出料组

件安装于出料端，所述滚动输送组件位于所述进料组件和所述出料组件之间；所述滚动输

送组件包括第一辊组和第二辊组；所述第一辊组靠近所述进料组件设置，所述第二辊组靠

近所述出料组件设置；所述第一辊组和所述第二辊组之间的间隙形成检测区；

[0007] 所述视觉检测机构包括外罩、相机、上光源以及下光源；所述外罩安装于所述输送

架上，并罩设在所述第一辊组和所述第二辊组外；所述外罩的上端设有安装梁，所述相机安

装于所述安装梁，且所述相机的镜头对着所述检测区；所述上光源和所述下光源设于同一

侧，所述上光源设于第一辊组的上端，所述下光源设于所述输送架并位于所述第一辊组和

第二辊组之间。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第一辊组包括两个第一上支架、两个第一下支架、多条第一上辊以

及多条第一下辊；两个所述第一下支架间隔安装于所述输送架，多条所述第一下辊并排安

装于两个所述第一下支架之间；每一个所述第一上支架安装于每一个所述第一下支架上，

多条所述第一上辊并排安装于两个所述第一上支架之间，且每一条所述第一上辊位于每一

条所述第一下辊的正上方。

[0009] 进一步地，每一个所述第一上支架上均设有多条第一升降导柱，相邻的两条所述

第一升降导柱之间设有第一压辊弹簧，每一条所述第一压辊弹簧对应位于每一条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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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辊的上方。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第二辊组包括两个第二上支架、两个第二下支架、多条第二上辊以

及多条第二下辊；两个所述第二下支架间隔安装于所述输送架，多条所述第二下辊并排安

装于两个所述第二下支架之间；每一个所述第二上支架安装于每一个所述第二下支架上，

多条所述第二上辊并排安装于两个所述第二上支架之间，且每一条所述第二上辊位于每一

条所述第二下辊的正上方。

[0011] 进一步地，每一个所述第二上支架上均设有多条第二升降导柱，相邻的两条所述

第二升降导柱之间设有第二压辊弹簧，每一条所述第二压辊弹簧对应位于每一条所述第二

上辊的上方。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相机的镜头的延长线与所述检测区的中线之间的夹角为14°；所述

相机的镜头的延长线与所述上光源的中线之间的夹角为35°。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上料机构包括上料支架、安装于所述上料支架的上料气动手爪、升

降托盘以及上料驱动组件；所述升降托盘与所述上料驱动组件机械连接，所述上料气动手

爪位于所述升降托盘的上方，用以抓取所述升降托盘上的电路板；

[0014] 所述上料驱动组件包括上料电机、上料转轴以及两上料齿轮；所述升降托盘的底

部间隔安装有两固定板，所述上料转轴的两端分别旋转安装于两所述固定板；两个所述上

料齿轮分别安装于所述上料转轴的两端，所述上料电机与所述上料转轴机械连接；所述上

料支架对应每一个所述上料齿轮的位置设有上料齿条，每一个所述上料齿轮与每一条所述

上料齿条啮合。

[0015] 进一步地，所述上料支架的顶部设有上料水平轴，所述上料水平轴上滑动安装有

上料垂直轴，所述上料气动手爪安装于所述上料垂直轴；所述上料气动手爪设有上料驱动

气缸以及多个上料吸盘。

[0016] 进一步地，所述下料机构包括下料支架、安装于所述下料支架的下料气动手爪、分

料托架以及下料驱动组件；所述分料托架与所述下料驱动组件机械连接，所述下料气动手

爪位于所述分料托架的上方，用以抓取所述出料组件上的电路板；

[0017] 所述下料驱动组件包括下料电机、下料转轴以及两下料齿轮；所述分料托架的底

部间隔安装有两安装板；所述下料转轴的两端分别旋转安装于两所述安装板，两个所述下

料齿轮分别安装于所述下料转轴的两端；所述下料电机与所述下料转轴机械连接；所述下

料支架对应每一个所述下料齿轮的位置设有下料齿条，每一个下料齿轮与每一条所述下料

齿条啮合。

[0018] 进一步地，所述下料支架的顶部设有下料水平轴，所述下料水平轴上滑动安装有

下料垂直轴，所述下料气动手爪安装于所述下料垂直轴；所述下料气动手爪设有下料驱动

气缸以及多个下料吸盘。

[0019]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通过在电路板输送机构的进料端

设置上料机构，出料端设置下料机构，并将视觉检测机构安装于电路板输送机构，使得电路

板采用的运动的方式经过视觉检测机构，实现电路板检测的连贯性，从而大大提高视觉检

测机构的准确性和效率。此外，通过设置上光源和下光源配合相机对电路板进行检测，使得

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能够对所有不同类型的电路板进行全覆盖精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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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附图是用来提供对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理解，并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下面的

具体实施方式一起用于解释本实用新型，但不应构成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在附图中，

[0021] 图1：本实用新型电路板检测装置的立体图；

[0022] 图2：本实用新型视觉检测机构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本实用新型电路板输送机构的立体图；

[0024] 图4：本实用新型电路板输送机构的剖视图；

[0025] 图5：本实用新型上料机构的立体图；

[0026] 图6：本实用新型上料机构的另一立体图；

[0027] 图7：本实用新型下料机构的立体图；

[0028] 图8：本实用新型下料机构的另一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是，此处

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0030]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包括上料机构1、视觉检测机构2、

电路板输送机构3、下料机构4以及控制系统5；其中，上料机构1连接在电路板输送机构3的

进料端，下料机构4连接在电路板输送机构3的出料端；视觉检测机构2安装于电路板输送机

构3，用以检测电路板；上料机构1、视觉检测机构2、电路板输送机构3、下料机构4均与控制

系统5通信连接。

[0031] 具体的，电路板输送机构3包括输送架301、安装于输送架301的进料组件302、出料

组件303以及滚动输送组件304；其中，输送架301设有进料端和出料端，进料组件302安装于

进料端，出料组件303安装于出料端，滚动输送组件304位于进料组件302和出料组件303之

间。进一步，进料组件302与出料组件303均由伺服电机305、传送带306以及传送辊307组成；

传送带306套设在传送辊307上，伺服电机305与传送辊307组机械连接。通过伺服电机305驱

动传送辊307转动，带动传送带306传动，从而实现电路板的输送。

[0032] 如图2至图4所示，滚动输送组件304包括第一辊组308和第二辊组309；其中，第一

辊组308靠近进料组件302设置，第二辊组309靠近出料组件303设置。进一步，第一辊组308

和第二辊组309之间的间隙形成检测区310，检测区310设置有中间辊组311。

[0033] 第一辊组308包括两个第一上支架312、两个第一下支架313、多条第一上辊314以

及多条第一下辊315；其中，两个第一下支架313间隔安装于输送架301，多条第一下辊315并

排安装于两个第一下支架313之间。每一个第一上支架312安装于每一个第一下支架313上，

多条第一上辊314并排安装于两个第一上支架312之间，且每一条第一上辊314位于每一条

第一下辊315的正上方。进一步，每一个第一上支架312上均设有多条第一升降导柱316，相

邻的两条第一升降导柱316之间设有第一压辊弹簧317，每一条第一压辊弹簧317对应位于

每一条第一上辊314的上方。

[0034] 通过设置多条第一压辊弹簧317，使得两个第一上支架312可以沿多条第一升降导

柱316上、下运动，微调多条第一上辊314的位置，改变多条第一上辊314与多条第一下辊315

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板厚的电路板进行输送；输送时，多条第一压辊弹簧317压紧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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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上支架312，同时压紧每一条第一上辊314，使得多条第一上辊314压住电路板，便于电

路板在多条第一上辊314和多条第一下辊315之间输送。

[0035] 第二辊组309包括两个第二上支架318、两个第二下支架319、多条第二上辊320以

及多条第二下辊321；其中，两个第二下支架319间隔安装于输送架301，多条第二下辊321并

排安装于两个第二下支架319之间。每一个第二上支架318安装于每一个第二下支架319上，

多条第二上辊320并排安装于两个第二上支架318之间，且每一条第二上辊320位于每一条

第二下辊321的正上方。进一步，每一个第二上支架318上均设有多条第二升降导柱322，相

邻的两条第二升降导柱322之间设有第二压辊弹簧323，每一条第二压辊弹簧323对应位于

每一条第二上辊320的上方。

[0036] 通过设置多条第二压辊弹簧323，使得两个第二上支架318可以沿多条第二升降导

柱322上、下运动，微调多条第二上辊320的位置，改变多条第二上辊320和多条第二下辊321

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板厚的电路板进行输送；输送时，多条第一压辊弹簧317压紧两个

第二上支架318，同时压紧每一条第二上辊320，使得多条第二上辊320压住电路板，便于电

路板在多条第二上辊320和多条第二下辊321之间输送。

[0037] 此外，每一条第一上辊314、每一条第一下辊315、每一条第二上辊320以及每一条

第二下辊321的其中一端均安装有同步轮324，多个同步轮324上套设有同步带，且其中一个

同步轮324机械连接至一驱动电机。通过驱动电机驱动同步轮324旋转，带动同步带传动，从

而使得第一辊组308和第二辊组309实现同步传动。

[0038] 本实施例中，第一辊组308和第二辊组309的结构相同；可以理解的，其它实施例

中，第一辊组308和第二辊组309的结构可以设置成不同的结构，并不以此为限。

[0039] 视觉检测机构2包括外罩201、相机202、上光源203以及下光源204；其中，外罩201

安装于输送架301上，并罩设在第一辊组308和第二辊组309外。外罩201的上端设有安装梁

205，相机202安装于安装梁205上，且相机202的镜头对着检测区310。上光源203和下光源

204设于同一侧；上光源203安装于其中一个第一上支架312，位于多条第一上辊314的上方

（即：高于多条第一上辊314）。下光源204安装于输送架301的其中一侧，位于第一辊组308和

第二辊组309之间，低于多条第一下辊315和多条第二下辊321；且下光源204与水平面保持

垂直。进一步，相机202的镜头的延长线与检测区310的中线之间的夹角为14°，相机202的镜

头的延长线与上光源203的中线之间的夹角为35°。

[0040] 通过设置上光源203和下光源204配合相机202对电路板进行检测，使得本实用新

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能够对所有不同类型的电路板进行全覆盖精准检测。

[0041] 当检测蚀刻板时，采用下光源204辅助相机202成像；通过控制系统5控制上光源

203关闭，下光源204打开；此时，视觉检测机构2采图方式为背景光辅助相机202成像，使得

成像质量高。

[0042] 当检测未蚀刻板时，采用上光源203辅助相机202成像；通过控制系统5控制上光源

203打开，下光源204关闭；此时，视觉检测机构2采图方式为前景光辅助相机202成像，因相

机202与上光源203保持特殊的角度（35°），使得成像质量高。

[0043] 如图5和图6所示，上料机构1包括上料支架101、安装于上料支架101的上料气动手

爪102、升降托盘103以及上料驱动组件；其中，升降托盘103与上料驱动组件机械连接，上料

气动手爪102位于升降托盘103的上方，用以抓取升降托盘103上的电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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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上料驱动组件包括上料电机104、上料转轴105以及两上料齿轮106；其中，升降托

盘103的底部间隔安装有两固定板107，上料转轴105的两端分别旋转安装于两固定板107。

两个上料齿轮106分别安装于上料转轴105的两端；上料电机104与上料转轴105机械连接。

上料支架101对应每一个上料齿轮106的位置设有上料齿条108，每一个上料齿轮106与每一

条上料齿条108啮合。

[0045] 通过上料电机104驱动上料转轴105旋转，带动两个上料齿轮106分别在两条上料

齿条108上移动，从而带动升降托盘103沿上料支架101上、下移动，便于上料气动手爪102从

升降托盘103抓取电路板至进料组件302进行上料。

[0046] 进一步，升降托盘103的外周设有多条挡柱109，用以阻挡电路板，避免电路板从升

降托盘103掉落。

[0047] 上料支架101的顶部设有上料水平轴110，上料水平轴110上滑动安装有上料垂直

轴111，上料气动手爪102安装于上料垂直轴111。进一步，上料气动手爪102设有上料驱动气

缸112以及多个上料吸盘113。通过上料驱动气缸112驱动上料气动手爪102沿上料垂直轴

111上、下移动；多个上料吸盘113用以吸取升降托盘103上的电路板转移至进料组件302上。

[0048] 如图7和图8所示，下料机构4包括下料支架401、安装于下料支架401的下料气动手

爪402、分料托架403以及下料驱动组件；其中，分料托架403与下料驱动组件机械连接，下料

气动手爪402位于分料托架403的上方，用以抓取出料组件303上的电路板。

[0049] 下料驱动组件包括下料电机404、下料转轴405以及两下料齿轮406；其中，分料托

架403的底部间隔安装有两安装板407。下料转轴405的两端分别旋转安装于两安装板407，

两个下料齿轮406分别安装于下料转轴405的两端；下料电机404与下料转轴405机械连接。

下料支架401对应每一下料齿轮406的位置设有下料齿条408，每一个下料齿轮406与每一条

下料齿条408啮合。

[0050] 通过下料电机404驱动下料转轴405旋转，带动两个下料齿轮406分别在两条下料

齿条408上移动，从而带动分料托架403沿下料支架401上、下移动，便于下料气动手抓从出

料组件303抓取电路板至分料托架403进行下料。

[0051] 下料支架401的顶部设有下料水平轴409，下料水平轴409上滑动安装有下料垂直

轴410，下料气动手爪402安装于下料垂直轴410。进一步，下料气动手爪402设有下料驱动气

缸411以及多个下料吸盘412。通过下料驱动气缸411驱动下料气动手爪402沿下料垂直轴

410上、下移动；多个下料吸盘412用以吸取出料组件303上的电路板转移至分料托架403上。

[0052] 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工作过程如下：

[0053] 首先，通过上料气动手爪102抓取升降托盘103上的待检测电路板放置到进料组件

302上，进行上料；

[0054] 然后，由进料组件302将电路板输送至第一辊组308，再由第一辊组308输送至检测

区310，由相机202对电路板进行检测；电路板经过检测区310的中间辊组311输送至出料组

件303；

[0055] 最后，通过下料气动手爪402抓取进料组件302上已经完成检测的电路板放置到分

料托架403上，进行下料，从而完成电路板的连贯、动态检测。

[0056] 综上，本实用新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具有以下优点：

[0057] 1、通过在电路板输送机构3的进料端设置上料机构1，出料端设置下料机构4，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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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检测机构2安装于电路板输送机构3，使得电路板采用的运动的方式经过视觉检测机构

2，实现电路板检测的连贯性，从而大大提高视觉检测机构2的准确性和效率。

[0058] 2、通过设置上光源203和下光源204配合相机202对电路板进行检测，使得本实用

新型的电路板检测装置能够对所有不同类型的电路板进行全覆盖精准检测。

[0059] 3、通过设置多条第一压辊弹簧317，使得两个第一上支架312可以沿多条第一升降

导柱316上、下运动，微调多条第一上辊314的位置，改变多条第一上辊314与多条第一下辊

315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板厚的电路板进行输送。

[0060] 4、通过设置多条第二压辊弹簧323，使得两个第二上支架318可以沿多条第二升降

导柱322上、下运动，微调多条第二上辊320的位置，改变多条第二上辊320和多条第二下辊

321之间的距离，以适应不同板厚的电路板进行输送。

[0061] 只要不违背本实用新型创造的思想，对本实用新型的各种不同实施例进行任意组

合，均应当视为本实用新型公开的内容；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对技术方案进行

多种简单的变型及不同实施例进行的不违背本实用新型创造的思想的任意组合，均应在本

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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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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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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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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