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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及

方法，包括整机框架，整机框架内部下面穿插设

置有用于输送瓷砖的输送机构，整机框架的前端

设置有用于使瓷砖进入检测前准确自动定位的

自动对中机，整机框架的内部上侧装有能够自由

调节高低左右位置的面阵摄像机，整机框架内高

于输送机构位置装有若干台能够自由调节高低

左右以及角度的一字线激光器，整机框架的前端

安装有用于控制面阵摄像机和一字线激光器的

第一光电开关，面阵摄像机的数据输出端通过电

缆连接至控制台，整机框架外侧安装有用于对完

成检测的瓷砖进行标记的喷码机和用于控制喷

码机的第二光电开关。本发明实现更简单、高效、

准确、快速，能完全满足国标对瓷砖表面平整度

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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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整机框架(4)，整机框架(4)内部下面穿

插设置有用于输送瓷砖的输送机构(2)，整机框架(4)的前端设置有用于使瓷砖进入检测前

准确自动定位的自动对中机(3)，整机框架(4)的内部上侧装有能够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位置

的面阵摄像机(5)，整机框架(4)内高于输送机构(2)位置装有若干台能够自由调节高低左

右以及角度的一字线激光器(7)，整机框架(4)的前端安装有用于控制面阵摄像机(5)和一

字线激光器(7)的第一光电开关(8)，整机框架(4)内壁上还安装有同步控制器(9)，第一光

电开关(8)的输出通过电缆连接到同步控制器(9)，同步面阵摄像机(5)和一字线激光器(7)

工作，面阵摄像机(5)的数据输出端通过网线连接至控制台(1)，整机框架(4)外侧安装有用

于对完成检测的瓷砖进行标记的喷码机(11)和用于控制喷码机(11)的第二光电开关(10)，

且控制台(1)通过RS232总线与喷码机(11)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当瓷砖通过输送机构

(2)传输至面阵摄像机(5)下方时，面阵摄像机(5)位于瓷砖的正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面阵摄像机(5)的旁

边安装有用于对面阵摄像机(5)镜头进行除尘的除尘装置(6)。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其特征在于，控制台(1)内部安装

有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上部安装有显示器，面阵摄像机(5)的输出端通过电缆连接至图像

处理工控计算机，所述显示器用于显示检测结果。

5.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其特征

在于，瓷砖被输送机构(2)运输到自动对中机(3)处时，自动对中机(3)对瓷砖进行定位，使

瓷砖位置摆正，当瓷砖经过第一光电开关(8)时，同步控制器(9)发送启动信号给面阵摄像

机(5)和一字线激光器(7)，面阵摄像机(5)把获取的信息输入给控制台(1)，控制台(1)经过

运算将检测结果送到喷码机(11)缓存，当瓷砖运行到第二光电开关(10)处时，给控制台(1)

发送信号，控制台(1)接收到信号后控制喷码机(11)进行分级编号喷码，完成对瓷砖等级的

标记。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台(1)内部安装

有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上部安装有显示器；面阵摄像机(5)把获取的信息输送至图像处理

工控计算机，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经过3D运算，计算出对应四个边的弯曲度、中心的弯曲度

和角的翘曲度，将检测结果送到显示器显示和喷码机(11)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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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瓷砖检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CN201811716U、名称为“陶瓷板检测设备”。它包括在支架下方的输送机构、线性激

光发射装置、背光灯板装置，数据采集装置、数据传输装置、数据处理装置、停机控制装置和

标记处理装置。停机控制装置是通过安装在支架侧面的光学检测探头发送给控制器指令停

止输送机的输送并开始检测。标记处理装置是接收到数据指令后通过检测探头和气缸活塞

记号笔完成标记动作。其检测过程是：当光学检测器检测到陶瓷板后发送指令停止输送，通

过背光灯板装置显现瓷板轮廓，通过线性激光发射装置在陶瓷板面边缘斜射四条线并通过

四个高分辨率工业相机将陶瓷板进行拍照，将拍照信息输送到计算机，计算机将收获的图

与标准图像进行比较分析，处理完成后控制继续输送，当标记处理前端的检测装置检测到

陶瓷板后又控制停止输送，根据之前计算机检测结果控制气缸活塞记号笔进行标记，标记

完成后继续发送信号给控制端继续完成输送，操作人员将不合格标注的陶瓷砖取下。其不

足之处：1、需要两次停机，停机检测和停机标记，效率低，电机频繁启停，可靠性低；2、被检

测陶瓷板的图像信息需要与标准存图进行比较，检测时间长，数据处理速度慢；3、只能检测

出陶瓷板四边翘曲度(弯曲度)，无法检测中心弯曲度和翘曲度(以三个角构成一个平面，检

测出另外一个角凸起或凹下)；4、用记号笔标记比较单一，不能满足更多的分级分类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及方法，以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

在的缺陷，本发明实现更简单、高效、准确、快速，能完全满足国标GB/T  3810.2-2016对瓷砖

表面平整度(中心弯曲度、边弯曲度和翘曲度)的检测，并能剔除残次品以及对瓷砖进行多

级分类。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包括整机框架，整机框架内部下面穿插设置有用于输

送瓷砖的输送机构，整机框架的前端设置有用于使瓷砖进入检测前准确自动定位的自动对

中机，整机框架的内部上侧装有能够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位置的面阵摄像机，整机框架内高

于输送机构位置装有若干台能够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以及角度的一字线激光器，整机框架的

前端安装有用于控制面阵摄像机和一字线激光器的第一光电开关，整机框架内壁上还安装

有同步控制器，第一光电开关的输出通过电缆连接到同步控制器，同步面阵摄像机和一字

线激光器工作，面阵摄像机的数据输出端通过网线连接至控制台，整机框架外侧安装有用

于对完成检测的瓷砖进行标记的喷码机和用于控制喷码机的第二光电开关，且控制台通过

RS232总线与喷码机相连。

[0006] 进一步地，当瓷砖通过输送机构传输至面阵摄像机下方时，面阵摄像机位于瓷砖

的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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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地，面阵摄像机的旁边安装有用于对面阵摄像机镜头进行除尘的除尘装

置。

[0008] 进一步地，控制台内部安装有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上部安装有显示器，面阵摄像

机的输出端通过电缆连接至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所述显示器用于显示检测结果。

[0009] 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方法，瓷砖被输送机构运输到自动对中机处时，自动对中机

对瓷砖进行定位，使瓷砖位置摆正，当瓷砖经过第一光电开关时，同步控制器发送启动信号

给面阵摄像机和一字线激光器，面阵摄像机把获取的信息输入给控制台，控制台经过运算

将检测结果送到喷码机缓存，当瓷砖运行到第二光电开关处时，给控制台发送信号，控制台

接收到信号后控制喷码机进行分级编号喷码，完成对瓷砖等级的标记。

[0010] 进一步地，控制台内部安装有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上部安装有显示器；面阵摄像

机把获取的信息输送至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经过3D运算，计算出对

应四个边的弯曲度、中心的弯曲度和角的翘曲度，将检测结果送到显示器显示和喷码机缓

存。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的技术效果：

[0012] 1、本发明自动化更高，3D扫描图像获取和瓷砖标记过程均不需要停机，检测速度

更快；2、检测结果更精准、全面，可快速检测出瓷砖中心弯曲度、四边弯曲度和翘曲度；3、采

用3D扫描原理实时检测在线瓷砖，不需要存储标准瓷砖做比较，适应范围更宽；4、瓷砖品质

分级更完善，可以根据管理要求给瓷砖详细的分等级并标记而不仅仅是合格和不合格。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的主视结构图。

[0014] 图2为图1中A-A剖视结构图。

[0015] 其中，1、控制台；2、输送机构；3、自动对中机；4、整机框架；5、面阵摄像机；6、除尘

装置；7、一字线激光器；8、第一光电开关；9、同步控制器；10、第二光电开关；11、喷码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7] 参阅图1和图2，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包括整机框架4，整机框架4内部下面穿

插设置有用于输送瓷砖的输送机构2，整机框架4的前端设置有用于使瓷砖进入检测前准确

自动定位的自动对中机3，整机框架4的内部上侧装有能够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位置的面阵摄

像机5，当瓷砖通过输送机构2传输至面阵摄像机5下方时，面阵摄像机5位于瓷砖的正上方，

面阵摄像机5的旁边安装有用于对面阵摄像机5镜头进行除尘的除尘装置6，整机框架4内高

于输送机构2位置装有若干台能够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以及角度的一字线激光器7，整机框架

4的前端安装有用于控制面阵摄像机5和一字线激光器7的第一光电开关8，第一光电开关8

输出通过电缆连接到同步控制器9，同步面阵摄像机和一字线激光器7工作，面阵摄像机5的

数据输出端通过网线连接至控制台1，控制台1内部安装有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上部安装

有显示器，面阵摄像机5的输出端通过网线连接至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所述显示器用于显

示检测结果，整机框架4外侧安装有用于对完成检测的瓷砖进行标记的喷码机11和用于控

制喷码机11的第二光电开关10，且控制台1通过RS232总线与喷码机11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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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一种瓷砖平整度检测方法，瓷砖被输送机构2运输到自动对中机3处时，自动对中

机3对瓷砖进行定位，使瓷砖位置摆正，当瓷砖经过第一光电开关8时，同步控制器9发送启

动信号给面阵摄像机5和一字线激光器7，面阵摄像机5把获取的信息输入给控制台1内部的

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经过运算将检测结果送到显示器显示和喷码机

11缓存，当瓷砖运行到第二光电开关10处时，给控制台1发送信号，控制台1接收到信号后控

制喷码机11喷码，完成对瓷砖等级的标记。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

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1、设备整机构成是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之一。设备包括自动对中机3、整机框架4、复

合型3D扫描器(包括面阵摄像机5和一字线激光器7)、第一光电开关8、第二光电开关10、同

步控制器9、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显示器、控制台1和自动喷码机11。

[0021] 2、在整机框架内部安装一个复合型3D扫描器，是本发明技术特征之二。复合型3D

扫描器由一台超高分辨率面阵工业摄像机和六台一字线激光器组成，同时完成瓷砖四条边

和两个对角线的瓷砖表面的图像3D扫描，通过3D扫描检测原理同时检测出瓷砖的中心弯曲

度、四边弯曲度和翘曲度。图像扫描可在15ms内完成，快速扫描采集图像不用停机，图像处

理工控计算机在下一块瓷砖到来前完成检测，效率更高，处理速度更快。

[0022] 3、在整机框架外设计自动喷码机是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之三。自动喷码机在瓷砖传

输过程中在第二光电开关控制下自动完成喷码，能根据检测后的指令喷预设的多种标记，

满足更多的分级分类要求。

[0023] 4、光电开关及同步控制器9的设计是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之四。当光电开关检测到

被测瓷砖进入检测位置时，通过同步控制器9控制复合型3D扫描器工作，扫描完成后关闭3D

扫描器，能有效延长复合型3D扫描器的使用寿命；第二光电开关可以有效捕捉被测瓷砖的

信号从而及时的触发自动喷码机对瓷砖进行标记。

[0024] 5、带显示功能的控制台的设计是本发明的技术特征之五。控制台1综合处理接收

的所有信息并高效快速的发出指令并能将检测结果实时显示在显示器上，并且控制台上键

盘鼠标可收藏，能够有效的防止键盘落灰。

[0025] 6、在输送机构靠近整机框架外安装自动对中机3的设计是本发明技术特征之六。

自动对中机可以有效的使瓷砖进入检测前准确自动定位，极大地保证检测精度。

[0026] 技术方案：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它包括输送机构2和整机框架4，输送机构2位于

整机框架4的内部下侧，在输送机构2的整机框架4前端装有自动对中机3。整机框架4上装有

第一光电开关8，上面正中间位置装有可以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位置的一个超高分辨率面阵

摄像机5，上部右侧安装同步控制器9，整机框架4内略高于输送机构2位置装有六台可以自

由调节高低左右以及角度的一字线激光器7，整机框架4后端装有第二光电开关10和喷码机

11。面阵摄像机5的输出端与控制台1内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输入端连接，并可通过控制台1

上的显示器显示。

[0027] 具体地，瓷砖平整度检测设备包括专制输送机构2，输送机构2位于整机框架4的内

部下侧，在整机框架4的前端装有自动对中机3，整机框架4内装有第一光电开关8，整机框架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10715623 A

5



4的上面正中间位置装有可以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位置的一个超高分辨率面阵摄像机5，面阵

摄像机5旁边安装镜头除尘装置6，上部右侧安装同步控制器9，整机框架4内略高于输送机

构2位置装有六台可以自由调节高低左右以及角度的一字线激光器7，整机框架4后端装有

第二光电开关10和喷码机11。面阵摄像机5的输出端与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输入端连接，并

可通过带显示功能的控制台1显示及控制。

[0028] 瓷砖平整度检测方法：瓷砖被输送机构2运输到自动对中机3处时，自动对中机3对

瓷砖进行定位，使瓷砖位置摆正，当瓷砖经过第一光电开关8时，同步控制器9发送启动信号

给面阵摄像机5和一字线激光器7，面阵摄像机5把获取的信息输入给控制台1的图像处理工

控计算机，图像处理工控计算机经过运算将检测结果送到显示器显示和喷码机11缓存，当

瓷砖运行到第二光电开关10处时，给控制台1发送信号，控制台1接收到信号后控制喷码机

11喷码，完成对瓷砖等级的标记。

[0029] 上述虽然结合附图对本公开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公开保护范

围的限制，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该明白，在本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

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公开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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