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2178806.0

(22)申请日 2019.12.06

(73)专利权人 镇江惠茂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 212000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

黄墟德胜村邵家8号

(72)发明人 殷涛　

(51)Int.Cl.

B07C 5/342(2006.01)

B07C 5/02(2006.01)

B08B 5/04(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检测筛分设备技术领域，尤

其为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包括第一

输送机、第二输送机、第三输送机、第四输送机、

图像采集装置、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第一定位

元件、第一推料气缸、第二定位元件、第二推料气

缸、第三定位元件和第三推料气缸，其中，所述第

二输送机连接于第一输送机的出料端侧壁上，所

述第三输送机连接于第一输送机的中段侧壁上，

所述第四输送机连接于第三输送机的侧壁上。本

实用新型利用机器视觉检测技术替代传统的主

观判断方式进行陈品检测，集智能化控制与自动

筛分于一体，大幅节约人力成本，提高分拣效率，

满足现代工艺快速、精确陈品检测以及筛分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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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输送机(1)、第二输送机

(2)、第三输送机(3)、第四输送机(4)、图像采集装置(5)、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第一定位元

件(6)、第一推料气缸(7)、第二定位元件(8)、第二推料气缸(9)、第三定位元件(10)和第三

推料气缸(11)，其中，所述第二输送机(2)连接于第一输送机(1)的出料端侧壁上，所述第三

输送机(3)连接于第一输送机(1)的中段侧壁上，所述第四输送机(4)连接于第三输送机(3)

的侧壁上，所述第一输送机(1)的输送流水线通道分别与第二输送机(2)和第三输送机(3)

的输送流水线通道连通，所述第四输送机(4)的输送流水线通道与第三输送机(3)的输送流

水线通道连通，所述图像采集装置(5)包括罩板(501)，所述罩板(501)通过固定架(12)横设

于第一输送机(1)正上方，所述罩板(501)位于第三输送机(3)靠近第一输送机(1)进料端的

一侧，所述罩板(501)的底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工业相机(502)，所述工业相机(502)聚焦

于经第一输送机(1)输送的待检元件(14)上，所述罩板(501)的底部对应工业相机(502)的

外围位置用于工业相机(502)聚焦端补充光源的补光灯(503)，所述工业相机(502)与补光

灯(503)分别与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电性连接；

所述第一定位元件(6)和第二定位元件(8)分别设置于第一输送机(1)上，所述第一定

位元件(6)用于对经第一输送机(1)向第二输送机(2)输送的待检元件(14)进行定位，所述

第一推料气缸(7)固定安装于第一输送机(1)相对第二输送机(2)的侧壁上，所述第一推料

气缸(7)用于将位于第一输送机(1)上的待检元件(14)推送至对第二输送机(2)上，所述第

二定位元件(8)用于对经第一输送机(1)向第三输送机(3)输送的待检元件(14)进行定位，

所述第二推料气缸(9)固定安装于第一输送机(1)相对第三输送机(3)的侧壁上，所述第二

推料气缸(9)用于将位于第一输送机(1)上的待检元件(14)推送至对第三输送机(3)上，所

述第三定位元件(10)设置于第三输送机(3)上，所述第三定位元件(10)用于对经第三输送

机(3)向第四输送机(4)输送的待检元件(14)进行定位，所述第三推料气缸(11)固定安装于

第三输送机(3)相对第四输送机(4)的侧壁上，所述第三推料气缸(11)用于将位于第三输送

机(3)上的待检元件(14)推送至对第四输送机(4)上，所述第一定位元件(6)、第一推料气缸

(7)、第二定位元件(8)、第二推料气缸(9)、第三定位元件(10)和第三推料气缸(11)分别与

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电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待检元件

(14)的底部设有垫板(15)，所述第一推料气缸(7)、第二推料气缸(9)和第三推料气缸(11)

的活塞杆端部设有用于推送垫板(15)的推板组件(1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推板组件

(13)包括推料板(1301)，所述推料板(1301)的推料端面上设有限位槽(13011)，所述限位槽

(13011)的内壁上设有橡胶垫层(130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定位

元件(6)、第二定位元件(8)和第三定位元件(10)均由相对安装的红外发射器和红外接收器

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图像采集

装置(5)上配合设有吸尘机构(16)，所述吸尘机构(16)是由吸尘管(1601)、吸尘风机

(1602)、吸尘口(1603)和除尘器组成，所述吸尘风机(1602)串联于吸尘管(1601)上，所述吸

尘管(1601)与除尘器连接，所述吸尘口(1603)均布于吸尘管(1601)贯穿并延伸至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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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的内部的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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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检测筛分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相关科技的进步，各种不同功能的电子产品逐渐被开发出来。随着电子产品

的开发速度加快，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也逐渐缩短，进而造成有些电子产品仍可正常使用

却已经过时的现象产生。基于环境保护的需求，过时的电子产品可以被资源回收或者被送

至开发较慢的区域重新利用。

[0003] 各种不同的电子产品在进行重新利用之前，需要对该电子产品进行陈品及表面缺

陷检测并筛分，传统的陈品检测方式是通过人工观察进行主观判断各电子产品的陈旧与

否，配合人工分拣的方式进行筛分，但采用主观判断的人工检测方法的精确性较差，且人工

分拣成本高，效率低下，不能满足现代工艺快速、精确陈品检测以及筛分需求。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解决

了传统的陈品检测方式是通过人工观察进行主观判断各电子产品的陈旧与否，配合人工分

拣的方式进行筛分，但采用主观判断的人工检测方法的精确性较差，且人工分拣效率低下，

不能满足现代工艺快速、精确陈品检测以及筛分需求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

置，包括第一输送机、第二输送机、第三输送机、第四输送机、图像采集装置、计算机图像处

理系统、第一定位元件、第一推料气缸、第二定位元件、第二推料气缸、第三定位元件和第三

推料气缸，其中，所述第二输送机连接于第一输送机的出料端侧壁上，所述第三输送机连接

于第一输送机的中段侧壁上，所述第四输送机连接于第三输送机的侧壁上，所述第一输送

机的输送流水线通道分别与第二输送机和第三输送机的输送流水线通道连通，所述第四输

送机的输送流水线通道与第三输送机的输送流水线通道连通，所述图像采集装置包括罩

板，所述罩板通过固定架横设于第一输送机正上方，所述罩板位于第三输送机靠近第一输

送机进料端的一侧，所述罩板的底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工业相机，所述工业相机聚焦于

经第一输送机输送的待检元件上，所述罩板的底部对应工业相机的外围位置用于工业相机

聚焦端补充光源的补光灯，所述工业相机与补光灯分别与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电性连接。

[0008] 所述第一定位元件和第二定位元件分别设置于第一输送机上，所述第一定位元件

用于对经第一输送机向第二输送机输送的待检元件进行定位，所述第一推料气缸固定安装

于第一输送机相对第二输送机的侧壁上，所述第一推料气缸用于将位于第一输送机上的待

检元件推送至对第二输送机上，所述第二定位元件用于对经第一输送机向第三输送机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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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待检元件进行定位，所述第二推料气缸固定安装于第一输送机相对第三输送机的侧壁

上，所述第二推料气缸用于将位于第一输送机上的待检元件推送至对第三输送机上，所述

第三定位元件设置于第三输送机上，所述第三定位元件用于对经第三输送机向第四输送机

输送的待检元件进行定位，所述第三推料气缸固定安装于第三输送机相对第四输送机的侧

壁上，所述第三推料气缸用于将位于第三输送机上的待检元件推送至对第四输送机上，所

述第一定位元件、第一推料气缸、第二定位元件、第二推料气缸、第三定位元件和第三推料

气缸分别与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电性连接。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待检元件的底部设有垫板，所述第一

推料气缸、第二推料气缸和第三推料气缸的活塞杆端部设有用于推送垫板的推板组件。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推板组件包括推料板，所述推料板的

推料端面上设有限位槽，所述限位槽的内壁上设有橡胶垫层。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第一定位元件、第二定位元件和第三

定位元件均由相对安装的红外发射器和红外接收器组成。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图像采集装置上配合设有吸尘机构，

所述吸尘机构是由吸尘管、吸尘风机、吸尘口和除尘器组成，所述吸尘风机串联于吸尘管

上，所述吸尘管与除尘器连接，所述吸尘口均布于吸尘管贯穿并延伸至罩板的内部的一端。

[0013] (三)有益效果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具备以下

有益效果：

[0015] 该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利用机器视觉检测技术替代传统的主观判断方式

进行陈品检测，集智能化控制与自动筛分于一体，大幅节约人力成本，提高分拣效率，满足

现代工艺快速、精确陈品检测以及筛分需求。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第一输送机与图像采集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推板组件与垫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1、第一输送机；2、第二输送机；3、第三输送机；4、第四输送机；5、图像采集装

置；501、罩板；502、工业相机；503、补光灯；6、第一定位元件；7、第一推料气缸；8、第二定位

元件；9、第二推料气缸；10、第三定位元件；11、第三推料气缸；12、固定架；13、推板组件；

1301、推料板；13011、限位槽；1302、橡胶垫层；14、待检元件；15、垫板；16、吸尘机构；1601、

吸尘管；1602、吸尘风机；1603、吸尘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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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1]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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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请参阅图1-3，本实用新型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电子元件陈品检测筛分装置，

包括第一输送机1、第二输送机2、第三输送机3、第四输送机4、图像采集装置5、计算机图像

处理系统、第一定位元件6、第一推料气缸7、第二定位元件8、第二推料气缸9、第三定位元件

10和第三推料气缸11，其中，第二输送机2连接于第一输送机1的出料端侧壁上，第三输送机

3连接于第一输送机1的中段侧壁上，第四输送机4连接于第三输送机3的侧壁上，第一输送

机1的输送流水线通道分别与第二输送机2和第三输送机3的输送流水线通道连通，第四输

送机4的输送流水线通道与第三输送机3的输送流水线通道连通，图像采集装置5包括罩板

501，罩板501通过固定架12横设于第一输送机1正上方，罩板501位于第三输送机3靠近第一

输送机1进料端的一侧，罩板501的底部中间位置固定安装有工业相机502，工业相机502聚

焦于经第一输送机1输送的待检元件14上，罩板501的底部对应工业相机502的外围位置用

于工业相机502聚焦端补充光源的补光灯503，工业相机502与补光灯503分别与计算机图像

处理系统电性连接。

[0023] 第一定位元件6和第二定位元件8分别设置于第一输送机1上，第一定位元件6用于

对经第一输送机1向第二输送机2输送的待检元件14进行定位，第一推料气缸7固定安装于

第一输送机1相对第二输送机2的侧壁上，第一推料气缸7用于将位于第一输送机1上的待检

元件14推送至对第二输送机2上，第二定位元件8用于对经第一输送机1向第三输送机3输送

的待检元件14进行定位，第二推料气缸9固定安装于第一输送机1相对第三输送机3的侧壁

上，第二推料气缸9用于将位于第一输送机1上的待检元件14推送至对第三输送机3上，第三

定位元件10设置于第三输送机3上，第三定位元件10用于对经第三输送机3向第四输送机4

输送的待检元件14进行定位，第三推料气缸11固定安装于第三输送机3相对第四输送机4的

侧壁上，第三推料气缸11用于将位于第三输送机3上的待检元件14推送至对第四输送机4

上，第一定位元件6、第一推料气缸7、第二定位元件8、第二推料气缸9、第三定位元件10和第

三推料气缸11分别与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电性连接。

[0024] 本实施方案中，待检元件14可通过机械臂夹取的方式移载至第一输送机1上，相邻

的两个待检元件14之间的距离与第一推料气缸7、第二推料气缸9和第三推料气缸11的一次

推料工作时间需相匹配，且第一定位元件6、第二定位元件8和第三定位元件10分别与第一

推料气缸7、第二推料气缸9和第三推料气缸11之间的距离相等，且该距离与推料气缸的反

应时间相匹配，当第一定位元件6、第二定位元件8或第三定位元件10检测到待检元件14后，

待检元件14，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的处理器控制相应的第一推料气缸7、第二推料气缸9或

第三推料气缸11进行工作，达到筛分的目的。

[0025] 具体的，待检元件14的底部设有垫板15，第一推料气缸7、第二推料气缸9和第三推

料气缸11的活塞杆端部设有用于推送垫板15的推板组件13。

[0026] 本实施例中，垫板15的设置是为了防止待检元件14与输送带之间产生摩擦，导致

待检元件14损坏或表面划伤，推板组件13的设置利于将待检元件14推送至相应的第二输送

机2、第三输送机3和第四输送机4上。

[0027] 具体的，推板组件13包括推料板1301，推料板1301的推料端面上设有限位槽

13011，限位槽13011的内壁上设有橡胶垫层1302。

[0028] 本实施例中，活塞杆在推料时由于待检元件14在输送机的作用下做相对运动，限

位槽13011的设置是为了防止待检元件14在运动过程中发生偏移，橡胶垫层1302的设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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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起到防护作用。

[0029] 具体的，第一定位元件6、第二定位元件8和第三定位元件10均由相对安装的红外

发射器和红外接收器组成。

[0030] 本实施例中，通过红外发射器发射红外线光束，由红外接收器接收，当红外发射器

发射红外线光束受到阻挡，红外接收器未接收到红外信号时，向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发送

相应信号，通过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控制相应的推料气缸工作，将待检元件14推送至其他

输送机上，实现筛分。

[0031] 具体的，图像采集装置5上配合设有吸尘机构16，吸尘机构16是由吸尘管1601、吸

尘风机1602、吸尘口1603和除尘器组成，吸尘风机1602串联于吸尘管1601上，吸尘管1601与

除尘器连接，吸尘口1603均布于吸尘管1601贯穿并延伸至罩板501的内部的一端。

[0032] 本实施例中，吸尘机构16的设置能够避免图像采集装置5在进行图像采集时受到

灰尘的影响而导致拍摄的图像不够清晰，防止工业相机502受到灰尘的影响，保证拍摄图像

的纹理清晰度，利于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进行图像分析对比；吸尘机构16工作时，由吸尘风

机1602工作，通过吸尘管1601及吸尘口1603将罩板501内腔的灰尘抽吸并输送至除尘器内

完成除尘，除尘器可采用布袋除尘器。

[0033] 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及使用流程：工作时，将待检元件14置于垫板15上后间隔

移载至第一输送机1上，通过第一输送机1进行输送，在经过图像采集装置5的罩板501内区

域时，补光灯503对工业相机502的聚焦点进行补光，通过工业相机502采集待检元件14表面

图像信息，并将采集到的图像信息输送至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内，由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

对拍摄到的图像进行纹理分析，根据内部储存的相应元件表面特征图像数据与该图像信息

进行比对，得出待检元件14的特征信息并判断该待检元件14是否为陈品(存在表面缺陷)及

陈旧等级(等级A：陈旧不可用；等级B陈旧可用)，当检测到该待检元件14不是陈品时，第二

推料气缸9不工作，待检元件14在第一输送机1输送至靠近第二输送机2进料端时，第一定位

元件6检测到待检元件14的位置信息并将该信息传输给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计算机图像

处理系统控制第一推料气缸7工作，通过第一推料气缸7的活塞杆带动推板组件13将装载有

待检元件14的垫板15推送至第二输送机2上；当检测到该待检元件14为等级A陈品，待检元

件14在第一输送机1输送至靠近第三输送机3进料端时，第二定位元件8检测到待检元件14

的位置信息并将该信息传输给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控制第二推料气

缸9工作，通过第二推料气缸9的活塞杆带动推板组件13将装载有待检元件14的垫板15推送

至第三输送机3上；当检测到该待检元件14为等级B陈品，待待检元件14在第三输送机3输送

至靠近第四输送机4进料端时，第三定位元件10检测到待检元件14的位置信息并将该信息

传输给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控制第三推料气缸11工作，通过第三推

料气缸11的活塞杆带动推板组件13将装载有待检元件14的垫板15推送至第四输送机4上；

通过第二输送机2、第三输送机3和第四输送机4将筛选后的电子元件输送至相应的收集装

置内，最终完成对电子元件的陈品检测及筛选。

[0034]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

实用新型，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

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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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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