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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验瓶机

(57)摘要

一种验瓶机，包括机架，在机架上设有检测

箱体、电控箱、操作屏组件、镜头升降组件和铭牌

放置架，镜头升降组件包括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

二镜头升降架，在第一镜头升降架上设有第一检

测组件，在第二镜头升降架上设有第二检测组

件，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对检验的液位、

瓶盖、安全环、喷码进行检测，该验瓶机结构紧

凑、可以进行自动检测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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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验瓶机，包括机架，其特征在于：在机架上设有检测箱体、电控箱、操作屏组件、

镜头升降组件和铭牌放置架，所述检测箱体包括检测架体，在检测架体上设有驱动组件，在

检测架体内设有镜头升降组件，所述镜头升降组件包括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

架，驱动组件的驱动端与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架连接，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

镜头升降架之间形成检测通道，在第一镜头升降架上设有第一检测组件，在第二镜头升降

架上设有第二检测组件，在检测通道之间设有传输装置且传输装置穿过检测箱体，在传输

装置上设有剔除器，所述第一镜头升降架包括第一升降架板，第一检测组件包括一个第一

发光源装置和两个第一工业相机，第一发光源装置和第一工业相机设在第一升降架板的下

端面，两个第一工业相机倾斜设置且两个第一工业相机的拍摄端相远离，在每个第一工业

相机的前端设有第一镜体，第一镜体与第一工业相机的拍摄端的夹角呈45度，第一发光源

装置处在两个第一工业相机之间，第一发光源装置的照射端正对检测通道，所述第二镜头

升降架包括第二升降架板，第二检测组件包括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和一个第二工业相机，

第二发光源装置和第二工业相机设在第二升降架板的下端面，第二工业相机处于两个第二

发光源装置之间，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的照射端相靠近，且第二发光源装置的照射端与第

二工业相机的拍摄端的夹角呈45度。

2.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验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第一驱动电机、第一滚

珠丝杆、第二滚珠丝杆、第三滚珠丝杆、第四滚珠丝杆、第一转动轮、第二转动轮、第三转动

轮、第四转动轮、第五转动轮、第六转动轮、第七转动轮、第八转动轮和第九转动轮，第一滚

珠丝杆上设有第一滑动件，第二滚珠丝杆上设有第二滑动件，第三滚珠丝杆上设有第三滑

动件，第四滚珠丝杆上设有第四滑动件，第一镜头升降架与第一滑动件和第二滑动件连接，

第二镜头升降架与第三滑动件和第四滑动件连接，第一转动轮与第一滚珠丝杆连接，第二

转动轮与第二滚珠丝杆连接，第三转动轮与第三滚珠丝杆连接，第四转动轮与第四滚珠丝

杆连接，在第一驱动电机的驱动端、第一转动轮、第二转动轮、第三转动轮、第四转动轮、第

五转动轮、第六转动轮、第七转动轮、第八转动轮和第九转动轮上套有传动链条。

3.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验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发光源装置为LED频闪光源装置。

4.按权利要求1所述的验瓶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发光源装置为LED频闪光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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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验瓶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验瓶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的验瓶机的结构设计为分体式设计，占用面积大、电气布线凌乱，容易出

故障还难以维修，同时在现有的瓶装生产线中，大多数还是靠人工来对瓶的液位、瓶盖、安

全环、喷码进行检测，检测效率低，生产成本也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紧凑、可以进行自动检测瓶体和进行剔

除的验瓶机。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包括机架，在机架上设有检测箱体、电控箱、操作

屏组件、镜头升降组件和铭牌放置架，所述检测箱体包括检测架体，在检测架体上设有驱动

组件，在检测架体内设有镜头升降组件，所述镜头升降组件包括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

头升降架，驱动组件的驱动端与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架连接，第一镜头升降架

和第二镜头升降架之间形成检测通道，在第一镜头升降架上设有第一检测组件，在第二镜

头升降架上设有第二检测组件，在检测通道之间设有传输装置且传输装置穿过检测箱体，

在传输装置上设有剔除器。

[0005] 将检验瓶放置到传输装置上且使检验瓶处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之间；

通过驱动组件来调节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架的位置，使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

测组件对准检验瓶的检测位；启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使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

测组件对检验瓶的液位、瓶盖、安全环、喷码进行检测；启动传输装置，剔除器根据第一检测

组件、第二检测组件的反馈信息来对检验瓶进行剔除或者放行操作。

[000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镜头升降架包括第一升降架板，第一检测组

件包括一个第一发光源装置和两个第一工业相机，第一发光源装置和第一工业相机设在第

一升降架板的下端面，两个第一工业相机倾斜设置且两个第一工业相机的拍摄端相远离，

在每个第一工业相机的前端设有第一镜体，第一镜体与第一工业相机的拍摄端的夹角呈45

度，第一发光源装置处在两个第一工业相机之间，第一发光源装置的照射端正对检测通道。

[000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二镜头升降架包括第二升降架板，第二检测组

件包括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和一个第二工业相机，第二发光源装置和第二工业相机设在第

二升降架板的下端面，第二工业相机处于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之间，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

的照射端相靠近，且第二发光源装置的照射端与第二工业相机的拍摄端的夹角呈45度。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第一驱动电机、第一滚珠丝杆、第二

滚珠丝杆、第三滚珠丝杆、第四滚珠丝杆、第一转动轮、第二转动轮、第三转动轮、第四转动

轮、第五转动轮、第六转动轮、第七转动轮、第八转动轮和第九转动轮，第一滚珠丝杆上设有

第一滑动件，第二滚珠丝杆上设有第二滑动件，第三滚珠丝杆上设有第三滑动件，第四滚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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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杆上设有第四滑动件，第一镜头升降架与第一滑动件和第二滑动件连接，第二镜头升降

架与第三滑动件和第四滑动件连接，第一转动轮与第一滚珠丝杆连接，第二转动轮与第二

滚珠丝杆连接，第三转动轮与第三滚珠丝杆连接，第四转动轮与第四滚珠丝杆连接，在第一

驱动电机的驱动端、第一转动轮、第二转动轮、第三转动轮、第四转动轮、第五转动轮、第六

转动轮、第七转动轮、第八转动轮和第九转动轮上套有传动链条。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一发光源装置为LED频闪光源装置。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第二发光源装置为LED频闪光源装置。

[0011]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验瓶机的验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A、将检验瓶放置到传输装置上且使检验瓶处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之

间；

[0013] B、通过驱动组件来调节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架的位置，使第一检测组

件、第二检测组件对准检验瓶的检测位；

[0014] C、启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使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对检验瓶的

液位、瓶盖、安全环、喷码进行检测；

[0015] D、启动传输装置，剔除器根据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的反馈信息来对检验

瓶进行剔除或者放行操作。

[001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优点是结构紧凑、可以进行自动检测瓶体和进行剔除。

附图说明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来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的俯视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除去传输装置的立体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的检测架体与镜头升降组件的连接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的另一视角检测架体与镜头升降组件的连接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第一检测组件和第二检测组件的布局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由图1至图5所示，本发明包括机架，在机架上设有检测箱体1、电控箱2、操作屏组

件3、镜头升降组件和铭牌放置架4，所述检测箱体1包括检测架体5，在检测架体5上设有驱

动组件，在检测架体5内设有镜头升降组件，所述镜头升降组件包括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

镜头升降架，在第一镜头升降架上设有第一检测组件，在第二镜头升降架上设有第二检测

组件，所述第一镜头升降架包括第一升降架板6，第一检测组件包括一个第一发光源装置7

和两个第一工业相机8，第一发光源装置7和第一工业相机8设在第一升降架板6的下端面，

两个第一工业相机8倾斜设置且两个第一工业相机8的拍摄端相远离，在每个第一工业相机

8的前端设有第一镜体33，第一镜体33与第一工业相机8的拍摄端的夹角呈45度，第一发光

源装置7处在两个第一工业相机8之间，第一发光源装置7的照射端正对检测通道，所述第二

镜头升降架包括第二升降架板9，第二检测组件包括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10和一个第二工

业相机11，第二发光源装置10和第二工业相机11设在第二升降架板9的下端面，第二工业相

机11处于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10之间，两个第二发光源装置10的照射端相靠近，且第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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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装置10的照射端与第二工业相机11的拍摄端的夹角呈45度，所述驱动组件包括第一驱

动电机12、第一滚珠丝杆13、第二滚珠丝杆14、第三滚珠丝杆15、第四滚珠丝杆16、第一转动

轮17、第二转动轮18、第三转动轮19、第四转动轮20、第五转动轮21、第六转动轮22、第七转

动轮23、第八转动轮24和第九转动轮25，第一滚珠丝杆13上设有第一滑动件26，第二滚珠丝

杆14上设有第二滑动件27，第三滚珠丝杆15上设有第三滑动件28，第四滚珠丝杆16上设有

第四滑动件29，第一镜头升降架与第一滑动件26和第二滑动件27连接，第二镜头升降架与

第三滑动件28和第四滑动件29连接，第一转动轮17与第一滚珠丝杆13连接，第二转动轮18

与第二滚珠丝杆14连接，第三转动轮19与第三滚珠丝杆15连接，第四转动轮20与第四滚珠

丝杆16连接，在第一驱动电机12的驱动端、第一转动轮17、第二转动轮18、第三转动轮19、第

四转动轮20、第五转动轮21、第六转动轮22、第七转动轮23、第八转动轮24和第九转动轮25

上套有传动链条30，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架之间形成检测通道，在检测通道之

间设有传输装置31且传输装置31穿过检测箱体1，在传输装置31上设有剔除器32，所述第一

发光源装置7为LED频闪光源装置，所述第二发光源装置10为LED频闪光源装置。

[0024] 将检验瓶放置到传输装置31上且使检验瓶处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之

间；通过驱动组件来调节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架的位置，使第一检测组件、第二

检测组件对准检验瓶的检测位；启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使第一检测组件、第二

检测组件对检验瓶进行拍摄，对拍摄的图像进行灰度标定、高斯滤波平滑处理、ROI优化设

置等一系列图像算法处理后获得清晰稳定的液位特征，然后根据液位特征计算出相应液位

位置，再将液位位置数据与液位上下限进行比较判断获得液位是否合格、超高、超低的检测

结果，同时对检验瓶的瓶盖、安全环、喷码进行检测；启动传输装置31，剔除器32根据第一检

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的反馈信息来对检验瓶进行剔除或者放行操作。

[0025] 该瓶机采用高密度的LED阵列光源进行频闪打光，通过高性能、高分辨率的德国进

口的工业相机对检验瓶的液位和瓶盖进行图像采集，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图像算法处

理，清晰稳定地识别出液位位置特征、瓶盖高盖特征、瓶盖缺盖特征、瓶盖翘盖特征、安全环

断裂特征、安全环扭曲特征等产品缺陷特征，然后对这些识别出来的产品缺陷特征进行数

学分析并判断，在线将生产线中检测出来的不合格产品剔除出去。主要应用于各类高速PET

瓶包装生产线上的产品在线检测。

[0026]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验瓶机的验瓶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A、将检验瓶放置到传输装置31上且使检验瓶处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之

间；

[0028] B、通过驱动组件来调节第一镜头升降架和第二镜头升降架的位置，使第一检测组

件、第二检测组件对准检验瓶的检测位；

[0029] C、启动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使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对检验瓶的

液位、瓶盖、安全环、喷码进行检测；

[0030] D、启动传输装置31，剔除器32根据第一检测组件、第二检测组件的反馈信息来对

检验瓶进行剔除或者放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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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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