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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细长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

陷检测装置，属于工业视觉缺陷检测领域。该装

置包括机架、输送机构、料箱、料箱支架、落料机

构、筛选机构、检测机构、减速机、驱动电机、主动

齿轮及从动齿轮；机架固定于地面,料箱通过料

箱支架固定在机架起点处，筛选机构固定在机架

的终点处,检测机构位于机架中部,减速机与驱

动电机的输出轴相连，减速机通过扭力臂固定在

机架上,落料机构位于该装置的起点处，输送机

构位于机架内部，检测机构位于该装置中间位

置，筛选机构位于该装置终点处。该装置首先将

细长零件通过落料机构过渡到输送机构上，接着

通过检测机构对细长零件进行检测，最后通过筛

选机构进行筛选得到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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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细长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机架(1)、输送机

构、料箱(3)、料箱支架(4)、落料机构、筛选机构(6)、检测机构(7)、减速机(8)、驱动电机

(9)、主动齿轮(11)及从动齿轮(13)；所述机架(1)固定于地面；所述料箱(3)通过所述料箱

支架(4)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起点处，所述筛选机构(6)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终点处，所

述检测机构(7)位于所述机架(1)中部，所述减速机(8)与所述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相连，

所述减速机(8)通过扭力臂固定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落料机构包括转轮轴(12)、转轮

(14)、第一落料带轮(15A)、第二落料带轮(15B)、曲柄轮(16)、连杆(17)、防卡毛刷辊轴

(18)、防卡毛刷辊(19)及振动板(20)，所述转轮轴(12)通过法兰式轴承座安装在所述料箱

(3)下部，所述从动齿轮(13)、所述转轮(14)、所述第一落料带轮(15A)及所述曲柄轮(16)固

定在所述转轮轴(12)上，所述转轮(14)位于所述料箱(3)内部，所述第一落料带轮(15A)及

所述曲柄轮(16)位于所述转轮轴(12)的一端，所述从动齿轮(13)固定连接在所述转轮轴

(12)的另外一端，所述曲柄轮(16)的安装轴与所述连杆(17)通过端关节轴承连接，所述防

卡毛刷辊轴(18)通过法兰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料箱(3)下部，所述防卡毛刷辊(19)及所述

第二落料带轮(15B)固定在所述防卡毛刷辊轴(18)上，所述防卡毛刷辊(19)位于所述料箱

(3)内部，所述第二落料带轮(15B)与所述第一落料带轮(15A)同侧，所述第二落料带轮

(15B)与所述第一落料带轮(15A)通过皮带连接；所述振动板(20)的中部与所述料箱(3)通

过铰链连接，所述振动板(20)包含伸出轴的部分位于所述料箱(3)外部，所述振动板(20)位

于所述料箱(3)内部的末端与所述料箱(3)侧壁之间留有能够让细长零件顺利通过的间隙，

所述振动板(20)的伸出轴与所述连杆(17)通过端关节轴承连接；所述输送机构固定在所述

机架(1)内部，所述输送机构包括主动链轮轴(10)、两个结构相同的主动链轮(21)、第一输

送带轮(22A)、第二输送带轮(22B)、防堵毛刷辊轴(23)、防堵毛刷辊(24)、挡板(25)、第一从

动链轮轴(26A)、第二从动链轮轴(26B)、第三从动链轮轴(26C)、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一从动

链轮(27)、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二从动链轮(28)、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三从动链轮(29)、第一送

料链条(30A)及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主动链轮轴(10)通过法兰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机

架(1)的侧板上，所述侧板位于所述机架(1)的上部；所述减速机(8)的输出轴与所述主动链

轮轴(10)连接，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主动链轮(21)及第一输送带轮(22A)固定在所述主动

链轮轴(10)上；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主动链轮(21)位于所述机架(1)的侧板内侧，所述第一

输送带轮(22A)固连在所述主动链轮轴(10)的一端，所述主动齿轮(11)固连在所述主动链

轮轴(10)的另外一端，所述主动齿轮(11)与所述从动齿轮(13)相啮合；所述防堵毛刷辊轴

(23)通过法兰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侧板上，所述防堵毛刷辊轴(23)上固定有所

述防堵毛刷辊(24)及所述第二输送带轮(22B)，所述防堵毛刷辊(24)位于所述机架(1)的侧

板内侧，所述第二输送带轮(22B)与所述第一输送带轮(22A)同侧，所述第二输送带轮(22B)

与所述第一输送带轮(22A)通过皮带连接；所述挡板(25)位于所述防堵毛刷辊(24)之后，所

述挡板(25)固定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第一从动链轮轴(26A)通过法兰式轴承座固定在所

述机架(1)上部侧板的终点处，所述第二从动链轮轴(26B)、所述第三从动链轮轴(26C)分别

通过立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下部支架上；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一从动链轮

(27)、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二从动链轮(28)、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三从动链轮(29)以

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主动链轮(21)的安装方式分别安装在所述第一从动链轮轴(26A)、所

述第二从动链轮轴(26B)及所述第三从动链轮轴(26C)上，构成两组链轮；所述第一送料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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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分别环绕在所述两组链轮上组成闭合线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细长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检测机构(7)包括罩板(31)、第一高速相机(32A)、第二高速相机(32B)、第三高速相机

(32C)、第四高速相机(32D)、上部相机架(33)、第一条形光源(34A)、第二条形光源(34B)、第

三条形光源(34C)、第四条形光源(34D)、第一环形光源(35A)、第二环形光源(35B)、第一侧

挡板(36A)、第二侧挡板(36B)及底部相机架(37)；所述罩板(31)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侧板

上，所述第一高速相机(32A)通过所述上部相机架(33)固定在所述罩板(31)内部，所述第一

高速相机(32A)的镜头对准所述第一送料链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第一

条形光源(34A)及所述第二条形光源(34B)固定在所述罩板(31)内部，所述第一条形光源

(34A)及所述第二条形光源(34B)对准所述第一送料链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

所述第一环形光源(35A)及所述第二环形光源(35B)固定在所述罩板(31)两侧圆孔内侧，所

述第三高速相机(32C)及所述第二高速相机(32B)分别位于所述罩板(31)两侧圆孔外侧，所

述第三高速相机(32C)及所述第二高速相机(32B)的镜头对准所述第一送料链条(30A)及所

述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第一侧挡板(36A)及所述第二侧挡板(36B)固定在所述机架(1)

两侧，所述第三条形光源(34C)及所述第四条形光源(34D)固定在所述第一侧挡板(36A)及

所述第二侧挡板(36B)的内侧，所述第三条形光源(34C)及所述第四条形光源(34D)对准所

述第一送料链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第四高速相机(32D)通过所述底部

相机架(37)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支架上，所述第四高速相机(32D)镜头对准所述第一送料

链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细长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筛选机构(6)包括分料箱(38)、分隔板(39)、接料箱(40)、喷气支架(41)、喷气嘴(42)；所述

分料箱(38)固定在所述机架(1)终点处，所述分料箱(38)内部固定有所述分隔板(39)，所述

接料箱(40)放置在所述分料箱(38)下方；所述喷气支架(41)固定在所述机架(1)侧板上，所

述喷气支架(41)位于所述分料箱(38)前，所述喷气嘴(42)固定在所述喷气支架(41)的弯板

末端，所述喷气嘴(42)的出口对准所述分料箱(38)上部。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711706 B

3



一种细长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视觉缺陷检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细长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

测装置，用于连续检测细长零件表面的色斑、划痕、尺寸等缺陷。

背景技术：

[0002] 细长零件加工后，需对其表面色斑，划痕、尺寸等缺陷进行检测，并将不合格产品

选出。目前生产工艺多使用人工肉眼检测，存在效率过低、检测精度无法保证、操作人员疲

劳后易产生漏检等问题。目前也有一些对细长零件表面缺陷检测的设备，大部分关于细长

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装置存在检测效率低，结构复杂，传送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无

法满足生产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细长零件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细长

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装置，该检测装置包括机架1、输送机构、料箱3、料箱支架4、落

料机构、筛选机构6、检测机构7、减速机8、驱动电机9、主动齿轮11及从动齿轮13。

[0004] 所述机架1固定于地面；所述料箱3通过所述料箱支架4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起点

处，所述筛选机构6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终点处；所述检测机构7位于所述机架1中部；所述减

速机8与所述驱动电机9的输出轴相连，所述减速机8通过扭力臂固定在所述机架1上。

[0005] 所述落料机构包括转轮轴12、转轮14、第一落料带轮15A、第二落料带轮15B、曲柄

轮16、连杆17、防卡毛刷辊轴18、防卡毛刷辊19及振动板20；所述转轮轴12通过法兰式轴承

座安装在所述料箱3下部，所述从动齿轮13、所述转轮14、所述第一落料带轮15A及所述曲柄

轮16固定在所述转轮轴12上，所述转轮14位于所述料箱3内部，所述第一落料带轮15A及所

述曲柄轮16位于所述转轮轴12的一端，所述从动齿轮13固定连接在所述转轮轴12的另外一

端。所述曲柄轮16的安装轴与所述连杆17通过端关节轴承连接，所述防卡毛刷辊轴18通过

法兰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料箱3下部，所述防卡毛刷辊19及所述第二落料带轮15B固定在所

述防卡毛刷辊轴18上，所述防卡毛刷辊19位于所述料箱3内部，所述第二落料带轮15B与所

述第一落料带轮15A同侧，所述第二落料带轮15B与所述第一落料带轮15A通过皮带连接；所

述振动板20的中部与所述料箱3通过铰链连接，所述振动板20的包含伸出轴的部分位于所

述料箱3外部，所述振动板20的其余部分位于所述料箱3内部，所述振动板20位于所述料箱3

内部的末端与所述料箱3侧壁之间留有能够让细长零件顺利通过的间隙，所述振动板20的

伸出轴与所述连杆17通过端关节轴承连接。

[0006] 所述输送机构固定在所述机架1内部，所述输送机构包括主动链轮轴10、两个结构

相同的主动链轮21、第一输送带轮22A、第二输送带轮22B、防堵毛刷辊轴23、防堵毛刷辊24、

挡板25、第一从动链轮轴26A、第二从动链轮轴26B、第三从动链轮轴26C、两个结构相同的第

一从动链轮27、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二从动链轮28、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三从动链轮29、第一送

料链条30A及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主动链轮轴10通过法兰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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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板上，所述侧板位于所述机架1的上部；所述减速机8的输出轴与所述主动链轮轴10连接，

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主动链轮21及第一输送带轮22A固定在所述主动链轮轴10上；所述两

个结构相同的主动链轮21位于所述机架1的侧板内侧，所述第一输送带轮22A固连在所述主

动链轮轴10的一端，所述主动齿轮11固连在所述主动链轮轴10的另外一端，所述主动齿轮

11与所述从动齿轮13相啮合；所述防堵毛刷辊轴23通过法兰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

侧板上，所述防堵毛刷辊轴23上固定有所述防堵毛刷辊24及所述第二输送带轮22B，所述防

堵毛刷辊24位于所述机架1的侧板内侧，所述第二输送带轮22B与所述第一输送带轮22A同

侧，所述第二输送带轮22B与所述第一输送带轮22A通过皮带连接；所述挡板25位于所述防

堵毛刷辊24之后，所述挡板25固定在所述机架1上；所述第一从动链轮轴26A通过法兰式轴

承座固定在所述机架1上部侧板的终点处，所述第二从动链轮轴26B、所述第三从动链轮轴

26C分别通过立式轴承座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下部支架上；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一从动链

轮27、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二从动链轮28、所述两个结构相同的第三从动链轮29以所述

两个结构相同的主动链轮21的安装方式分别安装在所述第一从动链轮轴26A、所述第二从

动链轮轴26B及所述第三从动链轮轴26C上，构成两组链轮；所述第一送料链条30A及所述第

二送料链条30B分别环绕在所述两组链轮上组成闭合线路。

[0007] 所述检测机构7包括罩板31、第一高速相机32A、第二高速相机32B、第三高速相机

32C、第四高速相机32D、上部相机架33、第一条形光源34A、第二条形光源34B、第三条形光源

34C、第四条形光源34D、第一环形光源35A、第二环形光源35B、第一侧挡板36A、第二侧挡板

36B及底部相机架37；所述罩板31固定在所述机架1的侧板上，所述第一高速相机32A通过所

述上部相机架33固定在所述罩板31内部，所述第一高速相机32A的镜头对准所述第一送料

链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第一条形光源34A及所述第二条形光源34B固定在所

述罩板31内部，所述第一条形光源34A及所述第二条形光源34B对准所述第一送料链条30A

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第一环形光源35A及所述第二环形光源35B固定在所述罩板

31两侧圆孔内侧，所述第三高速相机32C及所述第二高速相机32B分别位于所述罩板31两侧

圆孔外侧，所述第三高速相机32C及所述第二高速相机32B的镜头对准所述第一送料链条

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第一侧挡板36A及所述第二侧挡板36B固定在所述机架1

两侧，所述第三条形光源34C及所述第四条形光源34D固定在所述第一侧挡板36A及所述第

二侧挡板36B的内侧，所述第三条形光源34C及所述第四条形光源34D对准所述第一送料链

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条30B；所述第四高速相机32D通过所述底部相机架37固定在所述

机架1的支架上，所述第四高速相机32D镜头对准所述第一送料链条30A及所述第二送料链

条30B。

[0008] 所述筛选机构6包括分料箱38、分隔板39、接料箱40、喷气支架41、喷气嘴42；所述

分料箱38固定在所述机架1终点处，分料箱38内部固定有所述分隔板39，所述接料箱40放置

在所述分料箱38下方；所述喷气支架41固定在所述机架1侧板上，喷气支架41位于所述分料

箱38前，所述喷气嘴42固定在所述喷气支架41的弯板末端，喷气嘴42的出口对准所述分料

箱38上部。

[0009] 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特点：

[0010] 1、转轮轴、曲柄轮、连杆、振动板、料箱形成了曲柄摇杆机构。曲柄轮的转动带动振

动板振动，使大量进入料箱的待检测物体只有部分与转轮接触，以及落料机构中的毛刷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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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扫刷，减少转轮卡死的情况，从而提高了传送的稳定性。

[0011] 2、转轮槽与送料链条上的槽相对应，待检测物体顺利进入转轮槽中，经过转轮的

转动到达落料机构的出口处，待检测物体与转轮分离，可以快速落入送料机构中的料架槽

中，提高了待检测物体传送的成功率和速度。

[0012] 3、输送机构中的防堵毛刷辊可以使未落入送料链条槽中的待检测物重新进入槽

中，挡板可以防止未落入槽中的待检测物进入罩板中进行检测，提高了检测的成功率。

[0013] 4、送料链条水平输送待检测物体，可以使待检测物体位于同一直线上。传统设备

每次只检测1个工件，本发明的工件摆放可保证位于设备4侧的4个高速相机均可每次同时

检测多个工件，从而提高了检测效率。

[0014] 5、很多厂房内部光线不稳定，易干扰设备检测，产生检测误差。相对与传统设备，

本发明中的罩板和侧挡板可以防止外界光线干扰，提高了本发明的适用性。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装置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本发明装置中落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装置中输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装置中检测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装置中筛选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中：1：机架；3：料箱；4：料箱支架；6：筛选机构；7：检测机构；8：减速机；9：驱动电

机；10：主动链轮轴；11：主动齿轮；12：转轮轴；13：从动齿轮；14：转轮；15A：第一落料带轮；

15B：第二落料带轮；16：曲柄轮；17：连杆；18：防卡毛刷辊轴；19：防卡毛刷辊；20：振动板；

21：主动链轮；22A：第一输送带轮；22B：第二输送带轮；23：防堵毛刷辊轴；24：防堵毛刷辊；

25：挡板；26A：第一从动链轮轴；26B：第二从动链轮轴；26C：第三从动链轮轴；27：第一从动

链轮；28：第二从动链轮；29：第三从动链轮；30A：第一送料链条；30B：第二送料链条；31：罩

板；32A：第一高速相机；32B：第二高速相机；32C：第三高速相机；32D：第四高速相机；33：上

部相机架；34A：第一条形光源；34B：第二条形光源；34C：第三条形光源；34D：第四条形光源；

35A：第一环形光源；35B：第二环形光源；36A：第一侧挡板；36B：第二侧挡板；37：底部相机

架；38：分料箱；39：分隔板；40：接料箱；41：喷气支架；42：喷气嘴。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提供一种细长零件的连续式表面缺陷检测装置，该装置包括机架1、输送机

构、料箱3、料箱支架4、落料机构、筛选机构6、检测机构7、减速机8、驱动电机9、主动链轮轴

10、主动齿轮11、转轮轴12、从动齿轮13。

[0022] 工作前，查看输送机构的实际情况，检查其是否过于松动而影响实际工作，保证其

上没有异物阻挡。检查落料机构是否正常工作，保证振动板20可以随曲柄轮16的转动而振

动。检查各个相机、光源、电机是否可以正常工作。检查完毕，启动总控制系统。

[0023] 该检测装置启动后，驱动电机9开始工作，带动主动链轮轴10转动，通过两个结构

相同的主动链轮21使第一送料链条30A及第二送料链条30B开始运动。主动链轮轴10通过带

传动使防堵毛刷辊24转动。主动链轮轴10通过齿轮的啮合传动带动转轮轴12转动，位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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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轴12上的转轮14及曲柄轮16同样转动。转轮轴12通过带传动使防卡毛刷辊19转动。曲柄

轮16通过连杆17使振动板20振动。待检测物放入料箱3中，通过振动板20的振动落入料箱3

底部与转轮14接触。待检测物通过防卡毛刷辊19的扫刷，进入到转轮14的槽中。待检测物随

转轮14的转动到达料箱3底部出口处落入输送机构上的第一送料链条30A第二送料链条30B

的卡槽中。待检测物随着第一送料链条30A第二送料链条30B的运动，通过防堵毛刷辊24和

挡板25，进入检测机构7中进行缺陷检测。第一高速相机32A、第四高速相机32D对待检测物

的上下两个侧面进行拍照；第二高速相机32B、第三高速相机32C对待检测物两个端面进行

拍照。然后经过检测程序分析，若待检测物的尺寸、色斑、划痕不符合生产需求，则判定为残

次品；若待检测物的尺寸、色斑、划痕符合生产需求，则判定为合格品。残次品通过检测机构

7后，进入筛选机构6，喷气嘴42喷出气体，改变残次品的运动方向，进入分料箱38的上半部

分。合格品通过检测机构7后，进入筛选机构6，喷气嘴42不喷出气体，合格品穿过分料箱39

的下半部分，进入接料箱40中；完成对待检测物的检测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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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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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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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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