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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检测

自动化检测系统确保纸箱的完整性
可见光相机和长波红外相机结合使用，确保瓶装啤酒箱的可靠性。

文/Joe Fraser

玻璃瓶装啤酒在储存和装运之前，通常要包装到硬纸
箱中。在这个过程中，装箱机从原材料堆中抽取单张纸箱
板并将其竖立，之后将热熔胶加注到摇盖上。一旦纸箱装
满啤酒瓶子，便折叠这些摇盖，将纸箱的各面粘在一起，
完成包装。
将正确剂量的胶水加注到纸箱上，对于确保纸箱在装
运过程中保持完整性至关重要。通过确保胶水处于正确的
温度，并且已经按照期望的剂量加注到了正确的区域，制
造商可以确定箱子被彻底粘在一起，并且可以安全地移动
并准备运输。
然而，如果摇盖没有适当地粘在一起，纸箱便可能在
存储仓库中出现塌陷现象，从而导致产品破损。第二个问
题是，即使胶水加注到了正确的位置，但是摇盖没有在装
箱机中被正确地折叠，这将导致形状不规则的纸箱出现，
这种情况也可能造成产品损坏。
过去，都是通过对装箱的啤酒进行手动检查，以确保
其完整性。如果操作人员检测到纸箱存在粘合有问题、或
者是有变形的情况出现，则将这些有问题的纸箱从生产线
中移除，并对其进行修理或重新包装。
然而，由于手动检查流程容易出现差错和操作人员疲

图1：Bytronic Automation公司已经设计并交付了一套交钥匙视觉系统，用于检
查啤酒包装的完整性。该系统采用LWIR成像和传统彩色成像技术来检查箱子
的完整性，箱子从装箱机以每秒1米的速度传送出来。

劳，因此不能确保整个过程的精度、可重复性以及包装质量。 箱机中以每秒 1 米的速度传送出来。
热成像相机的部署，使得系统不仅能够检查胶点的存

自动检查
为了提高纸箱检查的可靠性，最近，英国 Bytronic
Automation 公司为一家领先的家喻户晓的啤酒生产商，设
计了一套交钥匙型视觉系统，专门用于检查其啤酒包装箱
的完整性（见图 1）。
该视觉系统解决方案结合了 LWIR 成像和传统的彩色
成像技术，并被整合到生产过程中以检查箱子，箱子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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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且能够检查它们的位置和尺寸。另外，系统还可以
确定胶水是否处于正确的温度，以使得箱子的摇盖能够被
正确地粘附。
热成像相机与可见光相机一起工作。通过捕获纸箱的
图像，可以确定纸箱侧面上的标识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以
及纸箱的摇盖是否正确地对准。通过这些检测，制造商就
可以确保纸箱已经被正确地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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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FLIR公司和康耐视公司的相机，以及用于对纸箱进行照明的法国TPL
Vision公司的TSPOT LED聚光灯（图中未表示出），一起安装在包装线一侧
的一个支架上，使得康耐视公司的相机可以捕获每个纸箱的均匀图像。

该系统中部署了两台相机，一台是 FLIR 公司的 AX8

图3：（a）使用边缘探测工具识别纸箱前摇盖上的一对边缘。然后可以计算两
者的坐标，并且彼此进行比较，以确保顶部和底部摇盖的边缘都在一定公差内
垂直对齐。边缘探测工具还用于定位摇盖的边缘，之后比较两者之间的距离，
以确保其落在可接受的限度内。（b）三块感兴趣区域代表应当定位的三组分
开的四个胶团。两组四个胶团位于纸箱的前部，而第三组位于右上侧。然后在
每个感兴趣的区域中，计算热相机捕获的四个亮点的温度、位置和尺寸。

内垂直对准。

相机（具有 80×60 像素的红外分辨率和 -10~+150℃的温

在纸箱的视觉图像上进行的第二个测量是纸箱前面

度测量范围），另一台是康耐视公司的 CIC 5000 CMOS 面

上的两块摇盖之间的距离。为此，再次使用 VisionPro 软

阵相机。两台相机均通过 GigE 接口与一个 Cognex VC5

件工具箱中的边缘探测工具来定位边缘，然后比较两者之

视觉控制器连接。该视觉控制器是基于无风扇 Intel Core

间的距离，以确保其落在可接受的限度内（见图 3a）。如

i5 PC 的系统，并预装了 Cognex Designer 和 VisionPro 软件。 果纸箱在两次视觉检查中有任何一次失败，则纸箱被系统
FLIR 公 司 的 AX8 相 机、 康 耐 视 公 司 的 CIC 5000

标记为不合格产品。

CMOS 面阵相机，以及用于对纸箱进行照明的法国 TPL
Vision 公司的 LED 聚光灯（图中未表示出），一起安装在
包装线一侧的一个支架上（见图 2），使得康耐视公司的
相机（CIC 5000）可以捕获每个纸箱的均匀图像。该配置
使得系统中的两台相机能够捕获纸箱的顶部、前部和左侧
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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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小尺寸传感器也能拥有强劲性能

随着啤酒箱子沿着传送带移动，它们阻挡了欧姆龙公
司的光电传感器的光路，该光电传感器通过 24V DC 连接
到 Cognex VC5 系统。一旦 VC5 接收到来自传感器的信号，
两台相机就被同时触发，并且都捕获纸箱的图像。
Cognex VC5 系统从 CIC 5000 相机接收到纸箱的图像
之后，VisionPro 软件工具箱中的系统软件工具，会识别
纸箱侧面 logo 的精确位置，从中可以固定图像上的所有
其他测量。如果系统软件无法从图像中识别 logo，则纸箱
可能未正确竖立，并被标记为不合格产品。
如果 logo 被正确识别，则 logo 的位置可以用作参考
提示，从中可以识别图像上的其他关键感兴趣区域。第一

该系列镜头经成像专家设计
并由专业的工程师负责制造
为您提供极具吸引力的价格

立即联系我们的
成像专家！

个是箱子前盖上的一对边缘，其位置使用边缘探测工具来
识别。在定位这两个摇盖的边缘之后，可以计算两者的坐
标，并相互比较，以确保顶板和底板的边缘都在特定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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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加工
纸箱的热检查遵循与目视检查过
程相同的过程。一旦相机被传感器触
发，软件中感兴趣区域就在热相机捕
获的纸箱图像上定位，从中可以执行
图像处理计算。
在软件中定义了三个感兴趣区
域，这些区域指示三个单独的四胶团
应位于空间中的特定坐标处。两组四
胶团位于纸箱的前部，而第三组位于
右上侧（见图 3b）。
在每个感兴趣区域中，计算由热
相机捕获的四个亮点的温度、位置和

图4：为了定位和确定斑点的尺寸，对热图像进行滤镜处理，这样软件就只识别落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区
域。然后，处理后的图像应该简单地包含包装上已经加注胶水的那些区域。接下来，使用斑点分析来定位
斑点的位置，并计算它们的面积。

识别胶点的存在或不存在，还可以确

的触摸屏面板连接。这样，操作人

定胶点的尺寸是否落在可接受的公差

员就能够查看来自两台相机的输出，

范围内。

并且可以随时查看在纸箱上进行的

尺寸。温度指示斑点确实存在于图像

系统自动标记不合格的包装。它

检查的性质。如果系统先前已设置为

中，斑点的位置确定胶水是否在正确

能够探测到任何胶点丢失，或者注胶

处理多于一种类型的纸箱，则 HMI

的位置，而斑点尺寸提供是否已经注

不充足。

接口还能使操作者改变作业的具体

加足够胶水的指示。
为了定位和确定斑点的大小，热

类型。

即时可视化

该系统非常好灵活，受过培训的

由于同时执行视觉和热检查过

管理员能够在生产设备处，重新配置

别落在特定温度范围内的区域。然后， 程，系统为每个纸箱产生一对合格 /

系统，以检查新的纸箱。为此，管理

图像经过滤镜处理，这样软件就只识
处理后的图像仅包含纸箱上涂有胶水

不合格结果。如果任何一次检查失败， 员可以使用 HMI 访问软件，并使用

的区域（见图 4a 和 4b）。接下来，来

则 Cognex VC5 系统控制器就产生一

自 Cognex 工具箱中的 blob 分析特征

个数字输出，用于触发气动执行机构， 查的起点。

现有的图像处理模板作为开发类似检

识别工具，用于定位胶水斑点的位置， 将纸箱剔除到辅助辊式传送机上，被

该系统已经安装在啤酒包装厂进

剔除的纸箱在那里将进一步接受手动

行评估，并且已经证明其在识别纸箱

检查，并尽可能修复。

的缺陷方面非常有效。现在，该啤酒

并计算它们的面积。
在对多个不同纸箱进行统计分析
之后，可以确定啤酒生产商能接受的
胶点尺寸范围。因此，系统不仅能够

为了向操作人员提供视觉输出， 制造商还想再安装一套这样的视觉系
Cognex VC5 系统与靠近包装线安装

统，以检查更多的产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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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喷漆的非外观和外观缺陷， 说道。同时，在传感器头内还完成一

当汽车进入工作单元时，机器人在车

该系统使用源自金属和玻璃表面检测

些图像预处理，但是集中的图像分析

身表面移动传感器，在汽车移动的同

技术的偏转算法（deﬂectometric）。这

是在工业 PC 上进行的，并且还提供

时，对不同的车身区域执行同步检查。

种方法利用光滑喷漆表面的镜面反

通信模块，能够实现与现有工厂自动

产生的缺陷图像，可以显示在计

射，将各种光图案投射到光亮表面， 化设备的简易集成。

算机显示器上，使得操作者可以标记

并使用高分辨率相机捕获来自被检测

或修复问题区域。此外也可以部署一

物体的反射图案的图像。

通 常， 一 个 检 查 系 统 将 包 括
四个机器人，每个机器人具有一个

套自动缺陷标记系统，在这种情况下，

PAINTSCAN 传感器，并包括定制的

机器人可以在缺陷上喷射可洗的抛光

出外观缺陷，如针孔、裂缝、过度喷涂、 内部光学器件和安装到端部或机械臂

膏，从而不需要操作者在显示器和车

“这种混合方法旨在灵敏地检测
坑洼、污垢和涂料中的夹杂物。”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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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LED 矩阵照明。在检测过程中， 辆之间重复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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