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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

显示方法，包括以下操作步骤：步骤一：次品类型

分类：将烟包在检测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次品

原因全部罗列出来，并记录到工控机IPC控制系

统中；步骤二：次品编号：分别对每个次品原因编

排序号，并与工控机IPC中一致的次品原因关联；

步骤三：点位设置：传送带上各个点位顺次排列，

工控机IPC显示与传送带一致的点位；步骤四：烟

包检测；步骤五：次品依编号区别显示：当检测到

次品时，工控机IPC直接显示次品原因的编号以

及次品所在点位。本发明分别用不同的数字代表

不同的剔除情况，当设备发生剔除时，操作人员

能直观的看出什么情况造成的次品剔除，方便查

询、检修设备，给上游生产提供即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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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该方法基于工控机IPC，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

操作步骤：

步骤一：次品类型分类：将烟包在检测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次品原因全部罗列出来，

并记录到工控机IPC中；

步骤二：次品编号：分别对每个次品原因编排序号，并与工控机IPC中一致的次品原因

关联；

步骤三：点位设置：传送带上各个点位顺次排列，工控机IPC显示与传送带一致的点位；

将检测区域依次划分为N个位点，记载为X＝xi,i＝1...N,每个位点的初时值均为零，即xi＝

0,i＝1...N；

步骤四：烟包检测：烟包在传送带上传送，顺次经过传送带旁边的检测区域，检测区域

设置有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连接工控机IPC；在检测区域设置M个检测点位，M个检测点位表

示为T＝tj ,j＝1...M，每个检测单元与位置模块中的M个位点一一对应，它们的值对应一

致；当检测单元tj检测结果为合格时，tj＝0，xj＝0；当检测单元tj检测结果为不合格时，tj＝

j，xj＝j；

步骤五：次品依编号区别显示：当检测到次品时，工控机IPC直接显示次品原因的编号

以及次品所在点位；为了跟踪次品点位，设置N个跟踪点F＝fi,i＝1...N，每个跟踪点与检

测区域的位点一一对应；每个跟踪点值的初时值为零，对应位点的值随着跟踪点的值发生

变化；

定义相邻烟包到达相邻位点需要耗时t；

T时刻， 定义为 则有 则

剔除模块与位置模块的最后一个位点xN对应连接，对xN的值进行分类统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其特征在于：M个所述检

测点位为依次设置的M个的检测单元，或者为一个检测单元，采集一次烟包信息，进行M个次

品项目检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其特征在于：采集一次所

述烟包信息为对烟包进行一次图像采集，然后，数据处理中心将该图像信息复制M份，分别

同时进行对应M个不同的次品项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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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属于控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卷烟厂在线生产烟包完成后，会在线监测烟包是否合格，监控设备发生次品剔除

时，通常会按照设备工艺流程在工控机IPC上设置显示发生剔除时的情况；传统的做法是：

按“位”移位显示，即只有“0和1”的变化，操作人员不能直观的知道是哪种情况造成的次品

剔除，无法及时高效得给上游提供参考价值的出现次品的原因。

[0003] 工控机(Industrial  Personal  Computer—IPC)是一种加固的增强型个人计算

机，它可以作为一个工业控制器，在工业环境中可靠运行。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每

种其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5] 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该方法基于工控机IPC，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0006] 步骤一：次品类型分类：将烟包在检测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次品原因全部罗列

出来，并记录到工控机IPC中；

[0007] 步骤二：次品编号：分别对每个次品原因编排序号，并与工控机IPC中一致的次品

原因关联；步骤三：点位设置：传送带上各个点位顺次排列，工控机IPC显示与传送带一致的

点位；

[0008] 步骤四：烟包检测：烟包在传送带上传送，顺次经过传送带旁边的检测区域，检测

区域设置有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连接工控机IPC，

[0009] 步骤五：次品依编号区别显示：当检测到次品时，工控机IPC直接显示次品原因的

编号以及次品所在点位。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三具体为：将检测区域依次划分为N个位点，记载为

[0011] X＝xi，i＝1...N,每个位点的初始值均为零，即xi＝0，i＝1...N。

[001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四具体为：在检测区域设置M个检测点位，M个检测点位表示为

T＝tj，j＝1...M，每个检测单元与位置模块中的M个位点一一对应，它们的值对应一致；当

检测单元tj检测结果为合格时，tj＝0，xj＝0，当检测单元tj检测结果为不合格时，tj＝j，xj

＝j。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五具体为：为了跟踪次品点位，设置N个跟踪点F＝fi，i＝

1...N，每个跟踪点与检测区域的位点一一对应；每个跟踪点值的初始值为零，对应位点的

值随着跟踪点的值发生变化；

[0014] 定义相邻烟包到达相邻位点需要耗时t；

[0015] T 时 刻 x j ＝ j ，定 义 为 则 有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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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剔除模块与位置模块的最后一个位点xN对应连接，对xN的值进行分类统计。

[0017] 进一步的，M个所述检测点位为依次设置的M个的检测单元，或者为一个检测单元，

采集一次烟包信息，进行M个次品项目检测。

[0018] 进一步的，采集一次所述烟包信息为对烟包进行一次图像采集，然后，数据处理中

心将该图像信息复制M份，分别同时进行对应M个不同的次品项目检测。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采用“整形值”移位方法，本系统分别用不同的数字代表不同的剔除情况，

当设备发生剔除时，图中的“0”就随之变化，如：“8”代表铝箔内偏造成的剔除，即“0就变为

8”；使操作人员能直观的看出什么情况造成的次品剔除，方便查询、检修设备，给上游生产

提供即时数据。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改进之前的结构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工控机IPC显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现在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这些附图均为简化的示意图，仅以

示意方式说明本发明的基本结构，因此其仅显示与本发明有关的构成。

[0025] 烟包在线检测及剔除结果显示方法，该方法基于工控机IPC，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0026] 步骤一：次品类型分类：将烟包在检测过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次品原因全部罗列

出来，并记录到工控机IPC中；

[0027] 步骤二：次品编号：分别对每个次品原因编排序号，并与工控机IPC中一致的次品

原因关联；

[0028] 步骤三：点位设置：传送带上各个点位顺次排列，工控机IPC显示与传送带一致的

点位；

[0029] 具体为：将检测区域依次划分为N个位点，记载为X＝xi，i＝1...N，每个位点的初

始值均为零，即xi＝0，i＝1...N。

[0030] 步骤四：烟包检测：烟包在传送带上传送，顺次经过传送带旁边的检测区域，检测

区域设置有检测单元，检测单元连接工控机IPC，

[0031] 具体为：在检测区域设置M个检测点位，M个检测点位表示为T＝tj，j＝1...M，每个

检测单元与位置模块中的M个位点一一对应，它们的值对应一致；当检测单元tj检测结果为

合格时，tj＝0，xj＝0当检测单元tj检测结果为不合格时，tj＝j，xj＝j。

[0032] 步骤五：次品依编号区别显示：当检测到次品时，工控机IPC直接显示次品原因的

编号以及次品所在点位；

[0033] 具体为：为了跟踪次品点位，设置N个跟踪点F＝fi，i＝1...N，每个跟踪点与检测

区域的位点一一对应；每个跟踪点值的初始值为零，对应位点的值随着跟踪点的值发生变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111127694 B

4



化；

[0034] 定义相邻烟包到达相邻位点需要耗时t；

[0035] T 时 刻 x j ＝ j ，定 义 为 则 有 则

[0036] 所述剔除模块与位置模块的最后一个位点xN对应连接，对xN的值进行分类统计。

[0037] M个所述检测点位为依次设置的M个对应的检测单元，或者为一个检测单元，采集

一次烟包信息，进行M个次品项目检测。采集一次所述烟包信息为对烟包进行一次图像采

集，然后，数据处理中心将该图像信息复制M份，分别同时进行对应M个不同的次品项目检

测。

[0038] 实施例：

[0039] 如图2所示，本发明包括一个位置模块，位置模块包括100位点。每一个位点均与实

体传输带上的位点一一对应。第1位点、第2位点、第3位点、第4位点、第5位点、第6位点和第7

位点分别与检测模块连接。

[0040] 检测模块包括7个检测单元，第一检测单元为滤嘴检测单元，如果故障，则使用故

障代码1表示；第二检测单元为空包检测单元，有如故障，则使用故障代码2表示；第三检测

单元为反支检测单元，如有故障，则使用故障代码3表示；第四检测单元为铝纸内偏检测单

元，如有故障，则使用故障代码4表示；第五检测单元为铝纸外偏检测单元，如有故障，则使

用故障代码5表示；第六检测单元为商标检测单元，如有故障，则使用故障代码6表示；第七

检测单元为封签检测单元，如有故障，则使用故障代码7表示。7个检测单元分别与第1位点、

第2位点、第3位点、第4位点、第5位点、第6位点和第7位点一一对应连接。它们的初始值均设

置为零。

[0041] 跟踪单元包括100个跟踪点，并且与100个位点一一对应。跟踪点的值发生变化，位

点的值随之发生变化。

[0042] 传输带的速度为匀速，相邻位点之间的传输耗时为2秒。如附图2所示，2020年3月

19日10点整，第三位点的检测单元检测出不合格品，于是位点显示故障代码3；跟踪模块实

时跟踪计算，得到2020年3月19日10点1分时，第33位点显示故障代码3，即代表需要剔除的

不合格品已经输送至第33位点了。

[0043] 当其到达第100位点时，第100位点显示代码为3。剔除模块则记录第100位点值的

变化，记录其出现1、2、3、4、5、6和7的次数。

[0044] 如图1，采用“整型值”移位方法，分别用不同的数字代表不同的剔除情况，当设备

发生剔除时，图中的“0”就随之变化，使操作人员能直观的看出什么情况造成的次品剔除，

方便查询、检修设备。

[0045] 本专利中的工控机IPC可选用BECKHOFF  CX2030的IPC，其中BECKHOFF是品牌名，

CX2030是系列号。

[0046]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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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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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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