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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全彩屏模组在线自动检测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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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LED显示屏存在色差或者亮度差异源于单个模组在生产环节过程中控制不到位导致。本文提出了一种LED全彩屏模组
的在线自动检测系统，包含显示屏自动定位控制，现场检测分析亮度均匀性，色度分布，质量判定分档等关键技术。该系统有助实
现显示屏标准化检测，提高显示屏亮度一致性，提高生产效率及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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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on-line automatic detection technology for the full-color LED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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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the color or the brightness difference in the LED display panel is because of that the control of a single module is
not in place occurr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n-line and automatic detection system for the full color LED
display module, including the automatic positioning control of the LED display, the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rightness uniformity and
the color distribution, and the quality evaluation and the quality grading among them. This system can realize the standardized detection of the
LED display, improve its brightness uniformity, and increas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the yield.
Key words: LED display panel；on-line and automatic measurement；luminance

1 引言

2

原理和实现步骤

发光二极管（Light-emitting diodes, LED）被认为是继白炽
灯、荧光灯、高强度气体放电灯之后的第四代照明光源，具有体
积小、寿命长、可靠性高、响应速度快、光谱灵活可调等诸多优
点[1-2]。随着LED各方面技术的快速提高，LED应用于越来越多的
领域，包括通用照明领域、户外大型显示屏、汽车车灯、手机背
光显示、医疗照明、植物照明等等[3]。其中，LED显示屏作为一种
新型的显示设备，具有色域广、显示面积大、显示内容多样、显
示方式丰富等优点，其发展应用前景十分广阔[4]。当前国内、国际
上的LED的显示屏生产厂家众多，不同厂家、甚至相同厂家但不
同批次的产品差别较大[5]，主要是LED显示屏存在色差或者亮度差
异，这源于单个模组在生产环节过程中控制不到位、生产缺乏相
应标准，模组生产环节对亮度和色差缺乏检测或检测不能100%
实施，给整屏组装后的品质带来许多不定因素。因此，设计一
种能在线快速检测LED显示屏的光电参数，提高LED显示屏产
品质量的一致性与可靠性是迫切需要的。
当前，随着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广泛普及，在LED显示屏测试
上，可依据显示屏模组的检测要求，改造原有的人工检测方式，
设计检测系统中将机器视觉技术融入到对LED模组检测过程中，
可在基本不改变LED模组硬件条件下，实现了LED模组的在线、
快速、自动的品质检测，以满足产品的检测要求，从而实现模组
生产的标准化，在LED单元板快速现场检测领域必将具有较大的
应用市场。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更可以
带动行业技术进步，推动中国光电子产业发展，提升我国行业技
术水平，减少并取代进口，而带来重大的经济效益。本文主要
设计开发一套LED显示屏模组光学参数的检测软件，利用高精度
CCD探头检测模组的色度及亮度参数。然后利用自行开发的数据
采集和分析软件，判断显示模组的亮度和色度均匀性是否合格，
并进行统计、记录，从而实现了大批量LED显示屏模组的亮度和
色度一致性在线自动检测及产业化。

实现LED全彩屏模组在线检测的基本原理是利用CCD摄像头
现场采集LED全彩显示屏模组的发光信号，采用软件实时分析结
果。摄像头亮度和色度校准通过标准亮度、色度计校准实现。实
现LED全彩屏模组的在线检测系统的设计流程图如下图1所示。首
先，LED的全彩显示屏经过传送带进入检测系统，同时发出信号使
得供电模块开始工作，对LED的全彩显示屏进行供电工作，同时显
示屏发光。待显示屏的工作基本稳定后，使用CCD相机对显示屏
进行拍照，旋转到正负45度角后再次拍照。接着，采集所拍的图
像的像素点的RGB值。去除周边不发光区，仅保留LED彩屏的发光
区。根据校准数据将RGB值转换成XYZ值，并计算色纯度、相关
色温、亮度等参数。最后，输出LED全彩屏的检测报表。

图1 LED全彩屏模组在线检测系统设计流程图

图2 在线检测系统的硬件装置图

LED全彩屏模组在线检测系统包含以下几个重要内容：
(1)LED全彩屏模组自动定位检测。
图2为在线检测系统的硬件装置图。LED全彩显示屏模组通
过流水线，即绞链传送带自动进入在线检测系统，自动定位后
触发在线检测系统进行检测。定位系统同时负责对模组供电，
并在正负45度等几种情况下实现模组的彩色变换。信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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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触发检测系统进行亮度、色度分布测试。
(2)LED全彩屏亮度、色度分布检测及质量分档。
LED全彩屏亮度、色度分布检测系统由摄像头及高精度CCD组
成，摄像头可根据需要变换不同焦距镜头。检测系统采集图像信号，
通过对图像二值化处理、直方图的图像阈值分割等技术实现LED像
素点的定位；利用图像中的RGB颜色模型计算三刺激值，进行色坐
标、色纯度和相关色温等色度参数计算；将图像中采用的RGB颜色模
型转换成XYZ和YUV颜色模型（Y表示亮度，U和V是构成彩色的两
个分量），可以方便、快捷地计算出各像素点的亮度值。在此基础
上，进行全屏亮度、色度分布均匀性统计分析处理，并根据生产要
求实现屏的质量分档，达到控制屏质量一致性的要求。
(3)LED全彩屏检测系统校准。
摄像头及高精度CCD组成的探测系统响应并不符合色度
系统中的XYZ三刺激值色匹配函数要求，故其响应信号必须进
行校准，才能完成准确的色度及亮度测试要求。LED全彩屏检
测系统校准利用标准灯、标准光谱色度计和高精度光谱仪组成
的校准系统完成。利用校准系统产生的标准信号，构建数学模
型，建立检测系统响应与XYZ三刺激值色匹配函数对应的响应
函数。该模型包含不同镜头、不同光圈等一系列不同测试条件
下的响应函数，可在实际测试中自动调用，以实现一次校准，
连续使用的目的。简化使用复杂程度，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3 结论
本文主要提出了一种针对LED全彩屏模组的在线自动检测
系统。该系统包含显示屏自动定位控制，现场检测分析亮度均

匀性，色度分布，质量判定分档等关键技术。该系统可实现显
示屏标准化检测，提高显示屏亮度一致性，提高生产效率及产
量，以实现LED全彩显示屏大规模产业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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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针对这项指标的处理系统。警告处理系统发出警告的判
断依据是信号的存在与否。如果没有同步信号的存在就会出现
无图像，有同步信号发生时候就会出现有图像报警。通常情况
下，为得到警告的依据，还会在报警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操
作。将具体的数据输入到存储器之后，可以将其与新的数据进
行对比，如果数据相同的情况下，就说明电视信号是稳定的，
而警告处理系统发出的警告只属于图像警告。

3 结束语
现代化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广电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广播
电视发射台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应用一定程度上将发射台站的工作
带入了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自动化监控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传
统的人工管理模式，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强度，避免了电台在
运行过程中出现停播的事故。此外，自动化监控系统还能够全面

提升发射台工作的效率，很好的保障了广播电台的安全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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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充分发挥出来，从而让学生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印象更加深
刻。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
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 改革效果分析
针对《数据库原理与应用》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
讨，对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等内容进行了改革，并付诸实施，然
后对学生进行了摸底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满意，学
习积极性得到了很大提高，达到了预期目的。而且，从毕业生的
反馈信息中可以看到，教改之后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动手能力得到
了很大提高，企业对学生的工作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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