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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

及其自移动处理装置和系统，所述传感器包含发

射管和接收管，所述接收管用于接收发射管发射

的信号遇到物体表面后的反射信号，所述检测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00：进入检测模式；步骤

2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n；步骤

3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

否，则输出报警信号，如果是，则进入下一步；步

骤800：判断传感器正常，退出检测检测模式。综

上所述，本发明无论是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的自

检还是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及与其匹配的充电

座或基座之间的互检，都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准

确率高且方便有效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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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所述传感器包含发射管和接收管，所述接收管用于

接收发射管发射的信号遇到物体表面后的反射信号，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步骤100：进入检测模式；

步骤2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n；

步骤3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输出报警信号，如果是，则

进入下一步；

步骤4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n-1)；

步骤5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为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进入步骤

800；

步骤800：判断传感器正常，退出检测模式；

其中，n为大于3的正整数。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00之后步骤800之前进一步包

括：

步骤6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2；

步骤7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进入步骤

800。

3.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检测方法的检测环境为白

色背景。

4.一种自移动处理装置，包括用于检测工作表面的下视传感器(2000)，所述下视传感

器为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传感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应用如权利要

求1-3任一项所述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还包括与所述下视传感器相连

的自检单元，所述自检单元至少包括：控制模块和报警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启动检测模式，

并通过对所述接收管的信号接收状况进行判断，根据判断结果控制报警模块输出报警信号

或确认下视传感器状态正常。

5.一种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包括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及与其匹配的充电座

(3000)，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为权利要求4所述的自移动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自移动处理装置充电完成之后启动检测模式。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充电座(3000)的基部表

面至少部分呈白色，当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处于检测模式的检测位置时，所述发射管的发

射方向朝向白色的基部表面。

7.一种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包括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及与其匹配的充电座或

基座(4000)，设置在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的下视传感器(2000)中的第一发射管和第一接收

管、以及对应设置在所述充电座或基座上的第二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发射管和第一接收管之间、第一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之间均采用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

所述检测方法进行彼此信号的对应检测；

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还包括控制模块和报警模块，所述控制模块通过对所述第二

发射管和第一接收管之间、第一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之间的信号发射或接收状况进行判

断，根据判断结果控制报警模块输出报警信号或确认下视传感器状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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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及其自移动处理装置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一种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及其自移动处理装置和系统，属于传感

器检测、制造和应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自移动处理装置以其能够自由行走的优势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由于作业环境的状

况比较复杂，为了防止自移动处理装置在行走过程中因跌落而导致产品的损坏，现有的自

移动处理装置均设有下视传感系统。在自移动处理装置的使用过程中，一旦下视传感系统

出现故障，而用户没有及时知晓，导致故障机器继续使用，可能出现机器从楼梯坠落的风

险，从而导致机器损坏。因此，及时检测下视传感系统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并及时检测信

号强度是否可以正常调整，从产品安全使用的角度来看，是一项非常重要功能。而对于下视

传感系统的检测也包括了两个层次，一是发射管和接收管的信号发射和接收是否正常；二

是信号强度是否正常。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一种传感器可靠

性的检测方法及其自移动处理装置和系统，操作简单，检测准确率高，方便有效地实现了对

信号强度变化的检测。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5] 一种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所述传感器包含发射管和接收管，所述接收管用

于接收发射管发射的信号遇到物体表面后的反射信号，所述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步骤100：进入检测模式；

[0007] 步骤2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n；

[0008] 步骤3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输出报警信号，如果

是，则进入下一步；

[0009] 步骤800：判断传感器正常，退出检测状态。

[0010] 为了增加检测的可靠性，所述步骤300之后步骤800之前进一步包括：

[0011] 步骤4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n-1)，其中n为大于3的正整数；

[0012] 步骤5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进入步

骤800。

[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步骤500之后步骤800之前进一步包括：

[0014] 步骤6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2；

[0015] 步骤7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进入步

骤800。

[0016] 为了保证检测效果，所述检测方法的检测环境为白色背景。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移动处理装置，包括用于检测工作表面的下视传感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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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视传感器包含发射管和接收管，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应用如上所述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还包括与所述下视传感器相连的自检单元，所述自检单元至少包括：

控制模块和报警模块，所述控制模块启动检测模式，并通过对接收管的信号接收状况进行

判断，根据判断结果控制报警模块输出报警信号或确认下视传感器状态正常。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包括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及与其匹配的充

电座，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为上述的自移动处理装置，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充电完成

之后启动检测模式。使得在自移动处理装置工作之前自检，避免自移动处理装置在工作过

程中因下视传感器不可靠而出现安全隐患。

[0019] 为了保证检测效果，所述充电座的基部表面至少部分呈白色，当所述自移动处理

装置处于检测模式的检测位置时，所述发射管的发射方向朝向白色的基部表面。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包括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及与其匹配的

充电座或基座，设置在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的下视传感器中的第一发射管和第一接收管、

以及对应设置在所述充电座或基座上的第二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所述第二发射管和第一

接收管、第一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之间采用如上所述检测方法进行彼此信号的对应检测；

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还包括控制模块和报警模块，所述控制模块通过对所述第二发射

管和第一接收管、第一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之间的信号发射或接收状况进行判断，根据判

断结果控制报警模块输出报警信号或确认下视传感器状态正常。

[0021]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一种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及其自移动处理装置和系

统，信号强度检测方法，操作简单，检测准确率高，方便有效实现了对信号强度变化的检测。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地说明。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之一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之二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之二底部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图1为本发明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的流程图。如图1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传

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所述传感器包含发射管和接收管，所述接收管用于接收发射管发

射的信号遇到物体表面后的反射信号，所述检测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9] 步骤100：进入检测模式；

[0030] 步骤2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n；

[0031] 步骤3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输出报警信号，如果

是，则进入下一步；

[0032] 步骤800：判断传感器正常，退出检测状态。为了增加检测的可靠性，所述步骤300

之后步骤800之前进一步包括：

[0033] 步骤4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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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步骤5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进入步

骤800。步骤400中，n≥2，若n＝2，则相当于进行了2次检测。

[0035] 更进一步地，当n为大于3的正整数时，所述步骤500之后步骤800之前进一步包括：

[0036] 步骤600：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2；

[0037] 步骤700：判断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进入步

骤800。此时，相当于进行了三次检测，若下视传感器接收信号均符合要求，下视传感器的可

靠性较好。

[0038] 具体来说，在上述步骤300、步骤500或步骤700中对于接收管接收到信号判断是基

于所接收的信号强度与预先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而得到的结果。根据实际的需要，预设阈

值可以为某一点值、某一范围值或某几个范围值组成的阈值组。当预设阈值为点值时，只有

接收信号的强度大于或等于预设阈值，才会被认为是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当预设阈值为某

一范围值或某几个范围值组成的阈值组时，只有当接收信号的强度处于该预设阈值范围或

范围组的范围之内，才会被认为是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小于或大于该区间都会被认为是不

满足该预设阈值要求。

[0039] 由上述步骤可知，本发明所提供的这种检测方法，就是通过将信号强度进行由小

到大的一系列调整，并检测调整之后的强度值是否满足预设阈值要求，由此实现对传感器

信号强度变化的检测。检测时信号强度的最大值为正常信号强度，而最小值可以根据需要

自行选择。按照上述步骤的方式，也可以增加或减少对强度的调整次数，检测次数越多证明

传感器的性能越稳定。

[0040] 为了保证检测效果，所述检测方法的检测环境为白色背景，传感器中的发射管朝

向白色作业表面发射信号，这样可以确保信号在反射过程中仅有较小削弱和损失，仅对信

号强度的大小造成较小影响，进而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当然，除了采用白色作业表面之

外，也可以采用其他单一颜色的作业表面，只是作业表面的颜色不同，其对应的反射强度不

同。除此之外，可以使整个作业环境均为白色表面或者其他单一颜色的表面，也可以仅仅在

作业表面的局部设置信号敏感区，同样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0041] 预设阈值的大小与作业环境的颜色有关，本实施例中的白色作业表面只是一个示

例而已，实质上可以选择任意颜色，比如：黑色、红色或灰色等等。只不过每种颜色所对应的

光线的强度值不同而已，该光线强度以电压通过A/D转换之后的数值来表示，比如：黑色对

应的强度值为200，白色对应的强度值为3600，而红色对应的强度值为3000等等。因此，可以

通过环境颜色的强度值来设置相对应的预设阈值。

[0042] 实施例一

[0043] 图2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自

移动处理装置，包括用于检测工作表面的下视传感器2000，所述下视传感器包含发射管和

接收管，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应用如上所述检测方法进行检测，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还包

括与所述下视传感器相连的自检单元，所述自检单元至少包括：控制模块和报警模块。当作

业环境为白色时，对应的信号强度值为3600。所述控制模块启动检测模式，首先可以将发射

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5，此时预设阈值应当为720；将接收管所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值

与控制模块中的预设阈值相比较，如果不符合要求，比如小于720或大于720，则输出控制模

块输出信号给报警模块报警，证明下视传感器尽管对信号的收、发是正常的，但信号强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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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需要对其进行维修或调整；如果大于720则符合要求，说明下视传感器的信号强度正常，

以上完成了对其中一种信号强度值的检测。当然，在本实施例中，预设阈值为一点值，因此，

接收到的信号的强度大于等于预设阈值即可，如果预设阈值为一范围值，接收到的信号的

强度则需要处于阈值范围内，方可视为信号强度正常。为了增加检测的可靠性，对下视传感

器的工作稳定性继续进行判别，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4，此时预设阈值应当为

900，同样判断接收信号是否为预设阈值，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则将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

常强度的1/2，此时预设阈值应当为1800，仍然判断接收信号是否为预设阈值，如果否，则报

警，如果是，判断传感器信号强度正常，退出检测模式。由上述内容可知，检测的信号强度与

控制模块中的预设阈值是对应的，预先设置好以便于判别对照。

[0044] 为了便于对自移动处理装置的自检状态进行控制，可以在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上

或者在遥控器上设置相应的按键，通过使用者手动按下按键来启动或关闭自检模式。

[0045] 实施例二

[0046] 图3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之一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本发明提供一种

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包括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及与其匹配的充电座3000，所述自移

动处理装置为图2中所述的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众所周知，当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

1000在工作过程中电量即将耗尽时，就会搜寻充电座3000，找到后与其进行对接充电，电量

充满之后，继续进行其他作业。在本实施例中，无需通过使用者的手动操作来使其进入自检

状态，而是在自移动处理装置充电完成之后自动启动检测模式。

[0047] 如图3所示，充电座3000包括背部3010和基部3020，两者彼此垂直设置，当自移动

处理装置本体1000在充电座3000上充电时，运动到基部3020的上表面，且设置在自移动处

理装置本体1000上的充电电极与背部3010上的充电触点对接。此时，设置在自移动处理装

置本体1000底部的下视传感器2000的发射管所发出的信号，直接通过基部3020表面反射并

被接收管所接收。因此，为了保证检测效果，所述充电座3000的基部3020表面至少部分呈白

色，当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处于检测模式的检测位置时，所述发射管的发射方向

朝向白色的基部表面。

[0048] 与实施例二相同的是，在本实施例中，尽管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包括了自移动处

理装置本体1000及与其匹配的充电座3000，但检测对象是从设置在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上

的下视传感器的发射管发出的信号，通过基部的反射，被同一下视传感器的接收管所接收

后，其信号强度是否不变，在经过多次对其信号强度进行调整之后，是否能够保持信号强度

仍然不变。将接收管所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值与控制模块中的预设阈值相比较，如果不符合

要求，则输出控制模块输出信号给报警模块报警，提醒使用者下视传感器信号强度有误，需

要对其进行维修或调整；如果符合要求，则说明下视传感器的信号强度正常，可以退出检测

模式，转入其他模式正常工作。

[0049] 实施例三

[0050] 图4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之二结构示意图；图5为本发明自移动处理装置

系统之二底部结构示意图。如图4并结合图5所示，在本实施例中提供了另外一种自移动处

理装置系统，包括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及与其匹配的充电座或基座4000，基座4000可

与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之间相互通讯，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在判断电池电量低或

者集尘盒充满之后，自动回归充电座或基座4000进行充电或排灰。设置在自移动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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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1000的下视传感器2000中的第一发射管和第一接收管、以及对应设置在所述充电座或

基座上的第二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所述第二发射管和第一接收管、第一发射管和第二接

收管之间采用如上所述检测方法进行彼此信号强度的对应检测。也就是说，在本实施例中，

应用上述的检测方法检测的不是同一个下视传感器上的发射管和接收管之间的信号强度

是否正常，而是设置在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上的下视传感器中的第一发射管和第一接

收管与对应设置在基座4000上的第二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之间的信号强度是否正常。

[0051] 当作业环境为红色时，对应的信号强度为3000。具体来说，所述控制模块启动检测

模式，首先可以将下视传感器的第一发射管发出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5，此时预设

阈值应当为600，经基部反射后的信号由设置在基座4000上的第二接收管接收，将第二接收

管所接收到的信号强度值与控制模块中的预设阈值相比较，如果不符合要求，则输出控制

模块输出信号给报警模块报警，证明下视传感器信号强度有误，需要对其进行维修或调整；

如果符合要求，则说明下视传感器的信号强度正常，以上完成了对其中一种信号强度值的

检测。为了增加检测的可靠性，对下视传感器的工作稳定性继续进行判别，将第一发射管的

发射信号强度调至正常强度的1/4，此时预设阈值应当为750，同样判断第二接收管的接收

信号是满足预设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则将第一发射管的发射信号强度调至

正常强度的1/2，此时预设阈值应当为1500，仍然判断第二接收管的接收信号是否满足预设

阈值要求，如果否，则报警，如果是，判断传感器信号强度正常，退出检测模式。相对应地，设

置在基座4000上的第二发射管发出信号，经基部反射后由设置在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

底部的下视传感器2000上的第一接收管接收，将第一接收管接收的信号强度与预设阈值进

行比较，不符合要求则报警，符合要求则信号强度正常。以此类推，继续调整信号强度，通过

上述方式实现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及与其匹配的基座4000之间的互检。当然，也不排

除本实施例中的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同时可以实现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本身的自检。

[0052] 同样地，所述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还包括控制模块和报警模块，所述控制模块通

过对所述第二发射管和第一接收管、第一发射管和第二接收管之间的信号强度进行判断，

根据判断结果控制报警模块输出报警信号或确认下视传感器状态正常。

[0053] 显然，图3所示的实施例尽管也是自移动处理装置系统，但与本实施例的不同之处

在于，前者是下视传感器自身的发射管与接收管之间信号的自检；而后者是除了下视传感

器自身的发射管和接收管之外，在充电座或基座上同样设有用于配合检测信号的发射管和

接收管，从而实现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1000及与其匹配的充电座或基座4000之间的互检。

[0054]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一种传感器可靠性的检测方法及其自移动处理装置和系

统，无论是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的自检还是自移动处理装置本体及与其匹配的充电座或基

座之间的互检，都具有操作简单，检测准确率高，方便有效的实现了对信号强度变化的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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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9

CN 106289360 B

9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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