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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X射线检测技术，具体为一

种可对生产线上的SMT料带直接进行自动化X射

线检测、点料和收料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应用于

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

备，包括铅房(3)，铅房(3)上设有防辐射铅帘

(1)，铅房(3)上还设有用于显示工作状态的三色

灯(2)，铅房(3)上还设有键盘区(4)、显示器(5)

和触摸屏电控模块(6)，铅房(3)上还设有电动升

降门(7)，电动升降门(7)处设有下料工位(18)，

下料下料工位(18)处设有下料盘机械手(17)和

打标机(8)，料带步进机构(9)设在铅房(3)内且

与防辐射铅帘(1)水平一致，X-ray光管(10)设在

铅房(3)内且位于料带(19)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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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包括铅房(3)，所述铅

房(3)上设有防辐射铅帘(1)，所述铅房(3)上还设有用于显示工作状态的三色灯(2)，所述

铅房(3)上还设有键盘区(4)、显示器(5)和触摸屏电控模块(6)，所述铅房(3)上还设有电动

升降门(7)，所述电动升降门(7)处设有下料工位(18)，所述下料下料工位(18)处设有下料

盘机械手(17)和打标机(8)，所述料带步进机构(9)设在铅房(3)内且与防辐射铅帘(1)水平

一致，所述X-ray光管(10)设在铅房(3)内且位于料带(19)下方，所述FPD成像机构(11)设在

铅房(3)内且位于X-ray光管(10)上方，所述辅轮组件(12)设在铅房(3)内且位于料带(19)

上方，所述张力控制机构(14)也设在铅房(3)内并位于料带(19)上方，所述收料盘(16)设在

铅房(3)内，所述贴胶带机构(15)设在收料盘(16)上，所述胶带机(21)也设在铅房(3)内且

为贴胶带机构(15)供应胶带，所述空料盘上料机构(20)设在铅房(3)内且位于收料盘(16)

旁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其

特征在于：所述料带步进机构(9)包括电机(91)、丝杆(92)和固定件(93)，所述电机(91)的

机身安装在铅房(3)内，所述电机(91)与丝杆(92)联动，所述固定件(93)与丝杆(92)转动配

合。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其

特征在于：所述空料盘上料机构(20)包括空料盘给进架体(201)和伸缩机构(202)，所述伸

缩机构(202)设在进架体(201)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其

特征在于：还包括料带牵引机构(13)，所述料带牵引机构(13)包括皮带轮(131)和料盘爪

(132)，所述料盘爪(132)设在皮带轮(131)上，所述皮带轮(131)安装在铅房(3)内且位于防

辐射铅帘(1)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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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X射线检测技术，具体为一种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

射线检测、计数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现有技术中，采用X射线对物体进行检测的技术逐渐的开始普及，例如计数、

品控和缺陷检查等领域，目前市场上涉及SMT料盘的点料和检测的设备功能单一，只能进行

单一的点料或者检测功能，不能同时满足，且自动化程度不高。

[0003] 例如中国专利CN201280063323.4公开了一种SMT在线自动X射线检查装置，包括：

台单元，可拆装的支撑被检查体，且能够沿平面上的X轴、Y轴移动和旋转；X射线真空管，布

置在所述台单元的下侧，向设置在所述台单元上的所述被检查体照射X射线；检测器，沿一

侧可旋转地布置在所述台单元的上侧上，检测透过所述被  检查体的X射线，其中，所述X射

线真空管被设置为针对所述检测器的旋转而同步旋转且所述X射线真空管的X射线辐射面

与所述台单元平行，其中，所述台单元包括中空轴，且包括可旋转地支撑所述中空轴的中空

轴承，其中，所述检测器将经离子化的透过所述被检查体的X射线变换为电信号，且放大经

变换的电信号来变换为数字图像信号，其中，所述自动X射线检查装置还包括：对从所述检

测器传送的多个数字图像信号进行高速重构之后执行3维检查的图像处理部，其中，所述图

像处理部包括至少4个图形处理单元核以执行高速重构。

[0004] 上述设计虽然实现自动化X射线对SMT料盘的检测，但无法实现对在线生产后的

SMT料直接进行检测和收料以及打码的操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可对生产线上的SMT料带直接进行自动化X射线检

测、点料和收料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

备。

[0006] 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

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包括铅房，所述铅房上设有防辐射铅帘，所述铅房上还设有用于显示

工作状态的三色灯，所述铅房上还设有键盘区、显示器和触摸屏电控模块，所述铅房上还设

有电动升降门，所述电动升降门处设有下料工位，所述下料下料工位处设有下料盘机械手

和打标机，所述料带步进机构设在铅房内且与防辐射铅帘水平一致，所述X-ray光管设在铅

房内且位于料带下方，所述FPD成像机构设在铅房内且位于X-ray光管上方，所述辅轮组件

设在铅房内且位于料带上方，所述张力控制机构也设在铅房内并位于料带上方，所述收料

盘设在铅房内，所述贴胶带机构设在收料盘上，所述胶带机也设在铅房内且为贴胶带机构

供应胶带，所述空料盘上料机构设在铅房内且位于收料盘旁侧。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料带步进机构包括电机、丝杆和固定件，所述电机的机身安装在铅

房内，所述电机与丝杆联动，所述固定件与丝杆转动配合。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444178 A

3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空料盘上料机构包括空料盘给进架体和伸缩机构，所述伸缩机构

设在进架体内。

[0009] 作为优选，还包括料带牵引机构，所述料带牵引机构包括皮带轮和料盘爪，所述料

盘爪设在皮带轮上，所述皮带轮安装在铅房内且位于防辐射铅帘侧。

[0010] 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具有以下优点：

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可以对生产线上SMT料带

直接完成SMT料盘的X射线检测和点料，上料和收料，完全实现无人化操作，设备实现全自动

化，扫码ID绑定，自动料带步进并完成SMD(表面贴装件)的自动计数与品质检验，完成封头

胶带的贴附，最后自动打标签入库一整套流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1] 图1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结构示

意图。

[0012] 图2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结构示

意图。

[0013] 图3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主视

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右视

图。

[0015] 图5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俯视

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内部结

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内部结

构俯视图。

[0018] 图8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空料盘

上料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9是本发明的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的料带步

进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说明：1、防辐射铅帘，2、三色灯，3、铅房，4、键盘区，5、显示器，6、触摸屏电控

模块，7、电动升降门，8、打标机，9、料带步进机构，91、电机，92、丝杆，93、固定件，10、X-ray

光管，11、FPD成像机构，12、辅轮组件，13、料带牵引机构，131、皮带轮，132、料盘爪，14、张力

控制机构，15、贴胶带机构，16、收料盘，17、下料盘机械手，18、下料工位，19、料带，20、空料

盘上料机构，201、空料盘给进架体，202、伸缩机构，21、胶带机，22、。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所示，一种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包括铅

房3，所述铅房3上设有防辐射铅帘1，所述铅房3上还设有用于显示工作状态的三色灯2，所

述铅房3上还设有键盘区4、显示器5和触摸屏电控模块6，所述铅房3上还设有电动升降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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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电动升降门7处设有下料工位18，所述下料下料工位18处设有下料盘机械手17和打标

机8，所述料带步进机构9设在铅房3内且与防辐射铅帘1水平一致，所述X-ray光管10设在铅

房3内且位于料带19下方，所述FPD成像机构11设在铅房3内且位于X-ray光管10上方，所述

辅轮组件12设在铅房3内且位于料带19上方，所述张力控制机构14也设在铅房3内并位于料

带19上方，所述收料盘16设在铅房3内，所述贴胶带机构15设在收料盘16上，所述胶带机21

也设在铅房3内且为贴胶带机构15供应胶带，所述空料盘上料机构20设在铅房3内且位于收

料盘16旁侧。

[0022] 所述料带步进机构9包括电机91、丝杆92和固定件93，所述电机91的机身安装在铅

房3内，所述电机91与丝杆92联动，所述固定件93与丝杆92转动配合。

[0023] 所述空料盘上料机构20包括空料盘给进架体201和伸缩机构202，所述伸缩机构

202设在进架体201内。

[0024] 还包括料带牵引机构，所述料带牵引机构包括皮带轮和料盘爪，所述料盘爪设在

皮带轮上，所述皮带轮安装在铅房内且位于防辐射铅帘侧。

[0025] 整套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分为上料区、自动撕

胶带区、胶带牵引区、X-ray检测区、料带进给区、料盘卷绕与封头胶带的贴附区、料盘的打

标与机械手下料区。

[0026] 在具体实施时，扫码组件对待测料盘进行扫码，完成ID绑定；电动升降门打开，料

带牵引机构通过料盘爪和皮带轮的配合将料盘从上料区的待测料盘送入铅房，电动升降门

关闭；CCD自动判定胶带位置，撕胶带机构就是采用触片和气缸，通过气缸伸缩使得触片达

到料片表面金进行刮胶带操作，从而完成胶带的撕除；料带步进机构完成料带的步进；空料

盘给进机构通过的伸缩机构顶出，将空料盘固定在收料盘机构上，胶带机为贴胶带机构供

应胶带，并将牵引的料带粘贴至空料盘上，辅轮组件、张力感应组件通过伸缩气缸下压，对

料带进行扶正；料带开始进行放卷、收卷动作，将带料穿过X-ray光管，X-ray光管打开射线，

根据FPD成像机构接收到画面对料带进行点料与品质检验，收料盘根据张力感应组件反馈

的信息进行收料，收料完成后，贴胶带机构再次为收料后的料盘末端完成胶带贴附；电动门

打开，下料盘机械手取出检测过的料盘，通过FPD成像机构接收到画面进行运算，计算出SMD

最终的数量与不合格SMD的坐标，下料盘机械手先将检测后的料盘送到打标机进行打标，打

标的数据为最终输出的检测数据，最后下料盘机械手将收料盘放置到下料工位，整个流程

循环进行。

[0027] 整套应用于半导体行业的在线式元器件X射线检测、计数设备分为料带步进区、X-

ray检测区，料带进给区，空料盘上料区、料盘卷绕与料带固定区、料盘打标与机械手下料

区。

[0028] 在具体实施时，前道产线将料带送到防辐射铅帘处，料带步进机构将通过电机带

动丝杆，进一步带动固定件移动，而固定件固定住料带，通过电机的带动使得固定件往收料

盘方向移动，同时X-ray光管打开，根据FPD成像机构接收到的画面对料带上的SMD依次进行

点料与品质检验，胶带机为贴胶带机构供应胶带，贴胶带机构包括裁切刀片、下压气缸和滚

轮，胶带机中的胶带通过滚轮送出，下压气缸将胶带下压，进而将收料盘上已经收好的料带

断口出贴合，同时下压气缸在下压过程中，胶带会由裁切刀片切断，辅轮组件和张力控制机

构(气缸)下压，对料带进行扶正，料带步进机构进行送料，根据张力控制机构反馈的数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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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收料。

[0029] 当料带运送达到设定数量，停止送料，进行料带的割断并对料带末端进行胶带固

定，电动升降门打开，下料盘机械手将卷绕好的料盘取出并放置在打标工位，打标机根据测

试的不良品、坐标、SMD型号、数量等信息在料盘上进行打标，下料盘机械手再将料盘放置在

下料工位，空料盘上料机构进行空料盘的上料，整个流程循环进行。

[0030] 以上述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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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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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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