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088107.9

(22)申请日 2019.01.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88481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6.14

(73)专利权人 武汉精立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430205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

发区流芳园南路22号

    专利权人 武汉精测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易洁　杜彪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东喻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2224

代理人 周磊

(51)Int.Cl.

G02F 1/13(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487267 A,2016.04.13

KR 20070000705 A,2007.01.03

CN 106895961 A,2017.06.27

CN 205485150 U,2016.08.17

JP 2006284558 A,2006.10.19

审查员 辛迪迪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

机台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

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包括机架、治具模块、自动读

码模块、侧光源照明模块、相机检测模块、除尘模

块和自动光学检测模块，治具模块包括治具、压

接件及气缸；自动读码模块用于读取背光模组上

所贴的条码并将信息传送给自动光学检测模块；

除尘模块用于对背光模块表面进行除尘；相机检

测模块包括微调滑台组件和相机，相机对背光模

组进行拍摄并将获得的光学图像转化为数字信

号传给自动光学检测模块，自动光学检测模块与

保存的标准图像进行分析对比，实现对背光模组

的缺陷检测并判断背光模组是否合格。本发明提

高了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以及整

个生产线背光模组的良率，大大降低了人工和时

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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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以及安装在

该机架上的治具模块、自动读码模块、侧光源照明模块、相机检测模块、除尘模块和自动光

学检测模块，其中，

所述治具模块包括治具、压接件及气缸，所述治具安装在所述机架上，以用于固定背光

模组，所述气缸安装在所述机架上并且其活塞杆上安装所述压接件，以控制所述压接件上

的正负极与背光模组上的柔性电路板接触或断开，从而控制背光模组点亮或熄灭，进而营

造出所需的背光照环境；

所述自动读码模块用于读取背光模组上所贴的条码并将信息传送给所述自动光学检

测模块；

所述除尘模块包括第一导轨、第一支架、伺服电机、带传动机构和除尘滚轮，所述第一

导轨水平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伺服电机通过所述带传动机构驱动所述第一支架移动，

所述第一支架通过第一滑块安装在所述导轨上，所述除尘滚轮安装在所述第一支架上，以

用于在移动时对背光模块表面进行除尘；

所述侧光源照明模块用于在背光模组熄灭时对背光模组进行照明；

所述相机检测模块包括微调滑台组件和相机，所述微调滑台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上，

所述相机安装在所述微调滑台组件上，以用于对背光模组进行拍摄并将获得的光学图像转

化为数字信号传送给所述自动光学检测模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背光模组的上方设置有多个所述相机检测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

设置在背光模组正上方的相机检测模块为正视相机检测模块，并且该正视相机检测模块的

微调滑台组件通过丝杠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丝杠组件包括第二导轨、丝杠、螺母、

驱动手轮和第二支架，所述丝杠竖直设置并且可转动安装在所述机架上，该丝杠与该驱动

手轮连接，所述螺母螺纹连接在所述丝杠上，所述第二支架与所述螺母固定连接，并且该第

二支架还通过第二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二导轨上，所述第二导轨竖直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

述微调滑台组件安装在所述第二支架上。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

设置在背光模组斜上方的相机检测模块为侧视相机检测模块，所述微调滑台组件通过位置

调整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上，该位置调整组件包括第三导轨、第三滑块、直线导轨夹具和第

三支架，所述第三导轨竖直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三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三导轨上，所述

直线导轨夹具安装在该第三滑块上，以用于调整所述第三滑块在所述第三导轨上的位置，

所述微调滑台组件通过所述第三支架安装在所述第三滑块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三支架包括固定架和旋转架，所述固定架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三滑块上，所述旋转架

通过水平设置的铰轴铰接在所述固定架上，并且在所述固定架上以该铰轴为中心设置有弧

形孔，螺栓穿过所述弧形孔后连接在所述旋转架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支架包括第一架体和第二架体，所述第一架体通过所述第一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一

导轨上，所述除尘滚轮通过铰轴可转动安装在所述第二架体上，所述第二架体与所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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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体之间设置有缓冲弹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微调滑台组件包括可调整相机角度的滑台和/或可调整相机轴向位移的滑台。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特征在于，

所述侧光源照明模块通过支撑座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支撑座包括固定座和旋转座，所

述固定座固定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旋转座通过水平设置的铰轴铰接在所述固定座上，

并且在所述固定座上以该铰轴为中心设置有弧形孔，螺栓穿过所述弧形孔后连接在所述旋

转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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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液晶模组背光检测设施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

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

背景技术

[0002] 背光模组为液晶显示器面板的关键零组件之一。功能在于供应充足的亮度与分布

均匀的光源，使其能正常显示影像。背光模组因其具有质量轻、厚度薄、耗电低等优点，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电子产品以及个人数字助理等现代化信息设备。

[0003] 随着数值化、信息化越趋明显，背光模组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伴随而来的是激

烈的市场竞争，用户对背光模组的品质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这便促使背光模组制造商必

须重视背光模组各个环节的检测，以杜绝出厂的背光模组刮伤、脏污以及亮点等缺陷。

[0004] 目前，业内对背光模组检测较为常用的方法是人工检测，此方法不仅劳动强度大，

检测效率低。更甚，由于检测人员视觉差异的存在，无法对检测精度制定统一的标准，很难

保证产品质量。另外，人工检测不能反馈实时检测精确结果，无法及时调整制造生产工艺，

提高良率，使得整体产能较低。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

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其可以实现检测工序程序化，能够做到随时反馈，随时改善制造生产工

艺，提高产品良率。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按照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

多相机标准机台，包括机架以及安装在该机架上的治具模块、自动读码模块、侧光源照明模

块、相机检测模块、除尘模块和自动光学检测模块，其中，

[0007] 所述治具模块包括治具、压接件及气缸，所述治具安装在所述机架上，以用于固定

背光模组，所述气缸安装在所述机架上并且其活塞杆上安装所述压接件，以控制所述压接

件与背光模组上的柔性电路板接触或断开；

[0008] 所述自动读码模块用于读取背光模组上所贴的条码并将信息传送给所述自动光

学检测模块；

[0009] 所述除尘模块包括第一导轨、第一支架、伺服电机、带传动机构和除尘滚轮，所述

第一导轨水平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伺服电机通过所述带传动机构驱动所述第一支架移

动，所述第一支架通过第一滑块安装在所述导轨上，所述除尘滚轮安装在所述第一支架上，

以用于在移动时对背光模块表面进行除尘；

[0010] 所述侧光源照明模块用于在背光模组熄灭时对背光模组进行照明；

[0011] 所述相机检测模块包括微调滑台组件和相机，所述微调滑台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

上，所述相机安装在所述微调滑台组件上。

[0012] 优选地，所述背光模组的上方设置有多个所述相机检测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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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地，设置在背光模组正上方的相机检测模块为正视相机检测模块，并且该正

视相机检测模块的微调滑台组件通过丝杠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丝杠组件包括第二

导轨、丝杠、螺母、驱动手轮和第二支架，所述丝杠竖直设置并且可转动安装在所述机架上，

该丝杠与该驱动手轮连接，所述螺母螺纹连接在所述丝杠上，所述第二支架与所述螺母固

定连接，并且该第二支架还通过第二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二导轨上，所述第二导轨竖直安装

在所述机架上，所述微调滑台组件安装在所述第二支架上。

[0014] 优选地，设置在背光模组斜上方的相机检测模块为侧视相机检测模块，所述微调

滑台组件通过位置调整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上，该位置调整组件包括第三导轨、第三滑块、

直线导轨夹具和第三支架，所述第三导轨竖直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第三滑块安装在所

述第三导轨上，所述直线导轨夹具安装在该第三滑块上，以用于调整所述第三滑块在所述

第三导轨上的位置，所述微调滑台组件通过所述第三支架安装在所述第三滑块上。

[0015] 优选地，所述第三支架包括固定架和旋转架，所述固定架固定安装在所述第三滑

块上，所述旋转架通过水平设置的铰轴铰接在所述固定架上，并且在所述固定架上以该铰

轴为中心设置有弧形孔，螺栓穿过所述弧形孔后连接在所述旋转架上。

[0016] 优选地，所述第一支架包括第一架体和第二架体，所述第一架体通过所述第一滑

块安装在所述第一导轨上，所述除尘滚轮通过铰轴可转动安装在所述第二架体上，所述第

二架体与所述第一架体之间设置有缓冲弹簧。

[0017] 优选地，所述微调滑台组件包括可调整相机角度的滑台和/或可调整相机轴向位

移的滑台。

[0018] 优选地，所述侧光源照明模块通过支撑座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支撑座包括固

定座和旋转座，所述固定座固定安装在所述机架上，所述旋转座通过水平设置的铰轴铰接

在所述固定座上，并且在所述固定座上以该铰轴为中心设置有弧形孔，螺栓穿过所述弧形

孔后连接在所述旋转座上。

[0019] 总体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取得下列有

益效果：

[0020] 1)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使用除尘模块对

背光模组进行除尘处理，利用背光模组与侧光源营造背/侧光照环境，利用正视相机检测模

块/侧视相机检测模块进行取图拍照以及数据传递，使用自动光学检测模块将所传递来的

数据与保存标准图样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来实现对背光模组检测，随后，能快速输出背光模

组缺陷信息，生产人员根据这些信息可以及时调整制造生产工艺。本标准机台结构简单，提

高了背光模组缺陷检测的准确性和效率以及整个生产线背光模组的良率，大大降低了人工

和时间成本。另外，可以多层次以及多方位设置侧视相机检测模块/侧光源，满足不同的检

测需求。

[0021] 2)本发明可以实现检测工序程序化，能够做到随时反馈，随时改善制造生产工艺，

提高产品良率。

[0022] 3)本发明可以将检测标准统一，同时检测准确度高，从而有效避免出厂的背光模

组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

[0023] 4)本发明可取代人员检测过程，从而降低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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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本发明中多相机标准机台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2是本发明中正视相机检测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是本发明中侧视相机检测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4是本发明中侧光源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5是本发明中除尘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6是本发明中背光模组治具模块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7是本发明中采用多相机标准机台进行检测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

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组合。

[0032] 如图1～图6所示，一种用于背光模组(即BLU)缺陷检测的多相机标准机台，包括机

架800以及共同安装在该机架800上的治具模块500、自动读码模块700、除尘模块400、侧光

源照明模块300、相机检测模块和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即AOI模块)，其中：

[0033] 所述治具模块500包括治具501、压接件502及气缸503，所述治具501安装在所述机

架800上，以用于固定背光模组900，所述气缸503安装在所述机架800上并且其活塞杆上安

装所述压接件502，以控制所述压接件502上的正负极与背光模组900上的柔性电路板接触

或断开，从而控制使背光模组900点亮或熄灭，进而营造出所需的背光照环境，压接件502相

当于一个控制开关，可以控制背光模组900的点亮或熄灭；气缸503的工作可以通过自动光

学检测模块600来控制。

[0034] 自动读码模块700用于读取背光模组900上所贴的条码并将信息传送给所述自动

光学检测模块，该自动读码模块700可读取所有机种的各类条码，其作为整个流程命令的输

入端口，具体为当背光模组900固定在治具501上时，自动读码模块700读取背光模组900上

面的信息，并传递给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使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控制后续流程中的一

连串工况。

[0035] 所述除尘模块400包括第一导轨、第一支架403、伺服电机402、带传动机构401和除

尘滚轮404，所述第一导轨水平安装在所述机架800上，所述伺服电机402通过所述带传动机

构401驱动所述第一支架403移动，所述第一支架403通过第一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一导轨上，

所述除尘滚轮404安装在所述第一支架403上，以用于在移动时对背光模块表面进行除尘。

优选地，所述第一支架403包括第一架体405和第二架体406，所述第一架体405通过第一滑

块安装在所述第一导轨上，所述除尘滚轮404通过铰轴可转动安装在所述第二架体406上，

所述第二架体406与所述第一架体405之间设置有缓冲弹簧，缓冲弹簧具有减震、减缓冲击

的功能。伺服电机402控制带传动机构401工作时，带传动机构401可以带着除尘滚轮404从

背光模组900的一端运动到另一端，从而能快速除出背光模组900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微小

颗粒、杂质、纤维、铜屑、尘埃等。

[0036] 所述侧光源照明模块300用于在背光模组900熄灭时对背光模组900进行照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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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出所需的光照环境。

[0037] 所述相机检测模块包括微调滑台组件和相机，所述微调滑台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

800上，所述相机安装在所述微调滑台组件上，以用于对背光模组900进行拍摄并将获得的

光学图像转化为数字信号传送给所述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该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将获

得的数字信号与保存的标准图像进行分析对比，以实现对背光模组900的缺陷检测并判断

背光模组900是否合格。本发明中，所述微调滑台组件包括可调整相机角度的滑台和/或可

调整相机轴向位移的滑台，如果以相机的镜头的轴线为Z轴，以垂直于该Z轴的平面为XY平

面建立笛卡尔坐标系(该笛卡尔坐标系在相机位置调整的过程中方位也是变化的)，则所述

微调滑台组件包括可使相机的镜头绕X轴旋转的滑台、可使相机的镜头绕Y轴旋转的滑台

和/或可使相机的镜头沿平行于Z轴滑动的滑台，这些滑台都是现有的装置，譬如高明铁公

司生产的系列滑台，此处不再赘述。通过这些滑台的工作，可以调整相机的方位。

[0038] 进一步，所述相机检测模块设置有多个并且它们均位于所述背光模组900的上方，

其中的一个相机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背光模组900的正上方，即该相机检测模块的相机在

背光模组900上的投影位于该背光模组900所围区域内；还有一些相机检测模块设置在所述

背光模组900的斜上方，也即这些相机检测模块的相机在背光模组900上的投影均位于该背

光模组900所围区域外之外。

[0039] 进一步，设置在背光模组900正上方的相机检测模块为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并

且该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的第一微调滑台组件103通过丝杠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800上，

所述丝杠组件包括第二导轨104、丝杠105、螺母、驱动手轮和第二支架，所述第二导轨104和

丝杠105分别竖直安装在所述机架800上，并且丝杠105可转动所述机架800上(丝杠105的上

下两端分别通过轴承安装在机架800上)，驱动手轮与所述丝杠105固定连接，以用于驱动所

述丝杠105转动，所述螺母螺纹连接在所述丝杠105上，所述第二支架与所述螺母固定连接，

并且该第二支架还通过第二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二导轨104上，所述第一微调滑台组件103安

装在所述第二支架上。在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的第一相机101和第一微调滑台组件103之

间还可以设置一些调节板，在各调节板上分别设置平行于X轴的腰型孔和平行于Y轴的腰型

孔，螺栓穿过腰型孔将第一相机101连接在调整板上，从而可以通过腰型孔来调整第一相机

101的镜头102的水平位置；通过对丝杠以及第一微调滑台组件103调节，获得第一相机101

的镜头102的最佳拍摄视角，最终满足取像的需求，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可以在背光模组

900点屏营造背光环境以及侧光照环境下，对背光模组900进行图像拍摄，并把光学影像转

化为数字信号，进而将数字信号传递给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用以准确判断背光模组900的

缺陷。

[0040] 进一步，设置在背光模组900斜上方的相机检测模块为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所

述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的第二微调滑台组件204通过位置调整组件安装在所述机架800

上，该位置调整组件包括第三导轨203、第三滑块、直线导轨夹具和第三支架205，所述第三

导轨203竖直安装在所述机架800上，所述第三滑块安装在所述第三导轨203上，所述直线导

轨夹具安装在该第三滑块上，所述第一微调滑台组件通过所述第三支架安装在所述第三滑

块上。需要调整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的位置时，可以先逆时针转动直线导轨夹具的把手，

直线导轨夹具上与第三导轨配合的加齿便会松开，然后，将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沿导轨的

纵向移动到所要求的高度；最后，顺时针转动直线导轨夹具上面的把手，直线导轨夹具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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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齿便夹紧导轨，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的位置便固定住了。优选地，所述第三支架205包括

固定架和旋转架，所述固定架固定安装在所述滑块上，所述旋转架通过水平设置的铰轴铰

接在所述固定架上，并且在所述固定架上以该铰轴为中心设置有弧形孔，螺栓穿过所述弧

形孔后连接在所述旋转架上，以用于调整所述旋转架的位置，通过旋转架的旋转，可以大幅

度地调整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的第二相机201的方位，从而可以使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

以多视角对背光模组900进行图像拍摄；通过对第二微调滑台组件204调节，获得第二相机

201的镜头202最佳的拍摄视角，最终满足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取像的需求；

[0041] 进一步，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可以设置在机架800的不同侧，而且每一侧的侧视

相机检测模块200可以设置多个并且它们上下分层设置，这样这些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分

层后，第二相机201可以在背光模组900点屏营造背光环境以及侧光照环境下，以不同视角

对背光模组900进行拍摄，并把光学影像转化为数字信号，进而将信号传递给自动光学检测

模块600用以准确判断背光模组900的缺陷。

[0042] 进一步，所述侧光源照明模块300通过支撑座302安装在所述机架800上，所述支撑

座302包括固定座303和旋转座304，所述固定座303固定安装在所述机架800上，所述旋转座

304通过水平设置的铰轴铰接在所述固定座303上，并且在所述固定座303上以该铰轴为中

心设置有弧形孔，螺栓穿过所述弧形孔后连接在所述旋转座304上，以用于调整所述旋转座

304的位置，进而调整所述侧光源照明模块300的位置，通过旋转座304的旋转，可以大幅度

地调整侧光源照明模块300的方位，从而实现对背光模组900的照明，营造出所需的照明环

境。

[0043] 本发明的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包括各种控制模块、图像处理/检测模块，其主要

功能包括两点：第一，作为整个检测过程的控制中心(控制电机动作带动除尘滚轮404进行

除尘、背光模组900屏点亮/熄灭、侧光源301回来关/断，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侧视相机检

测模块200进行取像等后续的一连串工况。)；第二，将由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侧视相机检

测模块200传递而来的数据与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系统中保存标准图样数据进行分析对

比，来实现对背光模组900检测，判断背光模组900是否合格。

[0044] 如图7所示，本发明的多相机标准机台的工作过程如下：

[0045] 1)将背光模组900固定在治具501上，并设置好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侧视相机检

测模块200检测模块拍摄视角；

[0046] 2)自动读码器自动读取背光模组900上面的条码信息后传递给自动光学检测模块

600，随后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控制除尘模块400中电机驱动除尘滚轮404运动，除尘滚轮

404除尘完毕后，返回原地；

[0047] 3)治具模块500的气缸503接收到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的控制命令，带动压接件

502向下运动，背光模组900点屏回路接通，背光模组900点亮，营造出背光环境；

[0048] 4)背光检测：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控制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侧视相机检测模

块200拍摄图片，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将获得的光学影像转化成一

系列数据传送给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将获得的数据与保存的标准

图样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来实现对背光模组900检测；

[0049] 5)治具模块500的气缸503接收到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的命令，带动压接件502向

上运动，背光模组900点屏回路断开，背光模组900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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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6)侧光检测：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控制侧光源301点亮，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控

制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侧视相机检测模块200拍摄图片，正视相机检测模块100/侧视相

机检测模块200将获得的光学影像转化成一系列数据传送给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自动光

学检测模块600将获得数据与保存标准图样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来实现对背光模组900检测；

[0051] 7)自动光学检测模块600根据背光检测/侧光检测这两次检测结果判定背光模组

900是否合格。

[0052]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

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109884810 B

9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10

CN 109884810 B

10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5 页

11

CN 109884810 B

11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2

CN 109884810 B

12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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