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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率、高

质量的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该电子元件包

装自动检测机，采用专用模具，一次可以安放许

多个电子元件进行检测，采用分级带传动机构输

送线，快速地输送专用模具到检测机构的检测

位，对专用模具上的电子元件，采用CCD检测系统

检测，速度快，检测准确度高，不仅能够提高检测

效率、检测质量，同时还大大地降低了员工的劳

动强度，非常适用于电子元件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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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它包括专用模具、机架、专用模具输入部件、分级带

传动机构输送线部件、CCD检测系统部件及电气控制系统；

所述专用模具，是一个可以安放很多电子元件的器具；

所述机架，是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支撑部件，包括框架、工作台面板a、工作台面

板b,  工作台面板a、工作台面板b安装在框架上；

所述专用模具输入部件，是一个使专用模具输入的轨道；

所述分级带传动机构输送线部件，是一个自动输送专用模具的二级带传动机构，包括

带传动机构1、带传动机构2，带传动机构1、带传动机构2安装在机架上；

所述CCD检测系统部件，是对专用模具中的电子元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传送给电

气控制系统的机构，包括CCD、CCD系统机体，CCD安装在CCD系统机体上；

所述电气控制系统，是对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各个部件的各种动作、运动进行

自动控制的系统，包括电控箱、操作显示器；

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不合格品分拣部件、合格品收集箱部件；

所述不合格品分拣部件，是一个根据电气控制系统发过来的指令，将不合格品从专用

模具取出的组件，包括一个二维机械手、电子元件真空吸盘，电子元件真空吸盘安装在二维

机械手上，二维机械手安装在机架上；

所述合格品收集箱部件，是一个将专用模具及其上检测合格的电子元件收集在一起的

组件，包括物料箱、专用模具限位机构，物料箱、专用模具限位机构安装在机架上；

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各个组成部分的所有运动、动作，由电气控制系统控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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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元件是控制系统的基础构件，广泛地运用于各行各业的控制系统中，由于电

子元件的使用量非常大，所以，电子厂都是大批量地生产电子元件。电子元件在出厂之前，

都必须包装好，并且配置各自的编码，以便于以后在使用中对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跟踪。所

以，电子元件包装完毕后，需要对其包装的状况及编码进行检测。由于电子厂都是大批量地

生产电子元件的，所以，只有采用自动化检测设备进行检测，才能够提高检测效率、检测质

量，同时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所以，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具有广泛的

行业需求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率、高质量的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该

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采用专用模具，一次可以安放许多个电子元件进行检测，采用分

级带传动机构输送线，快速地输送专用模具到检测机构的检测位，对专用模具上的电子元

件，采用CCD检测系统检测，速度快，检测准确度高，不仅能够提高检测效率、检测质量，同时

还大大地降低了员工的劳动强度，非常适用于电子元件生产厂。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5] 一种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它包括专用模具、机架、专用模具输入部件、分级

带传动机构输送线部件、CCD检测系统部件、不合格品分拣部件、合格品收集箱部件及电气

控制系统。

[0006] 所述专用模具，是一个可以安放很多电子元件的器具。

[0007] 所述机架，是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支撑部件，包括框架、工作台面板a、工作

台面板b,  工作台面板a、工作台面板b安装在框架上。

[0008] 所述专用模具输入部件，是一个使专用模具输入的轨道。

[0009] 所述分级带传动机构输送线部件，是一个自动输送专用模具的二级带传动机构，

它包括带传动机构1、带传动机构2，带传动机构1、带传动机构2安装在机架上。

[0010] 所述CCD检测系统部件，是对专用模具中的电子元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传送

给电气控制系统的机构，它包括CCD、CCD系统机体，CCD安装在CCD系统机体上。

[0011] 所述不合格品分拣部件，是一个根据电气控制系统发过来的指令，将不合格品从

专用模具取出的组件，它包括一个二维机械手、电子元件真空吸盘，电子元件真空吸盘安装

在二维机械手上，二维机械手安装在机架上。

[0012] 所述合格品收集箱部件，是一个将专用模具及其上检测合格的电子元件收集在一

起的组件，它包括物料箱、专用模具限位机构，物料箱、专用模具限位机构安装在机架上。

[0013] 所述电气控制系统，是对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各个部件的各种动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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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动控制的系统，它包括电控箱、操作显示器。

[0014] 将电子元件安放在专用模具中。

[0015] 然后，由专用模具输入部件的轨道输入专用模具。

[0016] 然后，专用模具运行到分级带传动机构输送线部件的带传动机构1。

[0017] 然后，带传动机构1将专用模具输送到带传动机构2。

[0018] 然后，带传动机构2将专用模具输送到CCD检测系统部件处。

[0019] 然后，CCD检测系统部件的CCD对专用模具中的电子元件进行检测，并将检测数据

发送给电气控制系统。

[0020] 然后，带传动机构2将专用模具输送到不合格品分拣部件处。

[0021] 然后，不合格品分拣部件的二维机械手用电子元件真空吸盘将不合格品从专用模

具中取出。

[0022] 然后，带传动机构2将专用模具输送到合格品收集箱部件处。

[0023] 然后，合格品收集箱部件将专用模具及其上面的合格品收集到物料箱中。

[0024] 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各个组成部分的所有运动、动作，由电子

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电气控制系统控制运行。

[0025] 与现有技术进行比较，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6] 其一、能够极大地提高检测效率。

[0027] 其二、能够极大地提高检测质量。

[0028] 其三、能够大大地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三维视图。

[0030] 其中，1、专用模具输入部件；2、分级带传动机构输送线部件；3、CCD检测系统部件；

4、操作显示器；5、电控箱；6、机架。

[003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局部视图。

[0032] 其中，7、合格品收集箱部件；8、不合格品分拣部件；9、带传动机构2；10、CCD；11、

CCD系统机体；12、带传动机构1。

[003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局部视图。

[0034] 其中，13、二维机械手；14、电子元件真空吸盘。

[0035] 图4为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局部视图。。

[0036] 其中，  15、物料箱；16、专用模具限位机构。

[0037] 图5为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专用模具示意图。

[0038] 其中，17、专用模具。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

[0040] 将电子元件安放在17、专用模具中。

[0041] 进一步地，由1、专用模具输入部件的轨道输入17、专用模具。

[0042] 进一步地，17、专用模具运行到2、分级带传动机构输送线部件的12、带传动机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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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进一步地，12、带传动机构1将17、专用模具输送到9、带传动机构2。

[0044] 进一步地，9、带传动机构2将17、专用模具输送到3、CCD检测系统部件处。

[0045] 进一步地，3、CCD检测系统部件的10、CCD对17、专用模具中的电子元件进行检测，

并将检测数据发送给电气控制系统。

[0046] 进一步地，9、带传动机构2将17、专用模具输送到8、不合格品分拣部件处。

[0047] 进一步地，8、不合格品分拣部件的13、二维机械手用14、电子元件真空吸盘将不合

格品从17、专用模具中取出。

[0048] 进一步地，9、带传动机构2将16、专用模具输送到7、合格品收集箱部件处。

[0049] 进一步地，7、合格品收集箱部件将17、专用模具及其上面的合格品收集到15、物料

箱中。

[0050] 本实用新型---电子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各个组成部分的所有运动、动作，由电子

元件包装自动检测机的电气控制系统控制运行。

[0051] 根据上述说明书的揭示和教导，本实用新型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还可以对上述实

施方式进行适当的变更和修改。因此，本实用新型并不局限于上面揭示和描述的具体实施

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些修改和变更也应当落入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内。

此外，尽管本说明书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只是为了方便说明，并不对本实

用新型构成任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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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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