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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光显示器的视觉检测，无论是在高速运转的in-line产线中，还是产线末端的off-line
终端检测设备，主要有三种方法：
1) 人工检测 – 轻松处理中等复杂的测试要求。与电子测试方法相比，相对缓慢且变化很
大。
2) 传统机器视觉检测 – 简单检测时速度非常快。确实说明了人类对所有显示特征的视觉
感知。
3) 基于成像色度计的检测 – 在速度方面介于前两种方法之间。以非常高的可靠性和可重
复性诠释了人眼的视觉显示特性。
利用成像色度计和相关分析软件对显示器进行自动视觉检测（AVI）已臻于成熟。成
像色度计与传统机器视觉相比，根本区别在于成像色度计的系统能够测量并量化视觉显示
技术指标最相关的数据，包括亮度、颜色、均匀性和对比度，以及是否存在显示缺陷。

成像比色法检测比人工目视检测速度
快、重复性好，比传统的机器视觉检测更
能准确地匹配人眼的视觉感知。

本文介绍了如何将成像比色法应用于全自动检测系统，以识别和量化高速、大批量生
产环境的显示缺陷。主题包括测试设置和可执行的测试范围 – 从简单的点缺陷检测到复
杂的mura检测和评估。

测量挑战
成像色度计是科学级成像系统，根据CIE技术报告CIE 015:2018色度学，模拟标准人
类观察者对光、亮度和颜色的响应。成像色度计一次性测量数百万个数据点的亮度和颜
色，每个点都有空间信息。用于图像显示时，成像色度计生成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用于确
定显示均匀性和对比度性能。此外，可以分析均匀性变化，以识别和定位显示缺陷，如坏
点或mura缺陷。以下为显示测量和分析面临的三大挑战：

成像色度计准确地描述了显示器上光
和颜色的空间变化特征，使这种测量方法

(1) 识别与人类视觉感知密切相关的缺陷
(2) 量化缺陷的严重程度
(3) 快速、高重复性地进行分析
缺陷分析和量化可以为诊断和解决每个缺陷原因相关的决策提供依据，并据此确定后
续行动，例如，报废或返修显示器，从而提高质量测试的有效性并可能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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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评估视觉性能的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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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元件和设置
通过设置合适的自动测试程序，可利用成像色度计获取大量数据来描述某一特定显示

典型的显示测试系统包括：

器的性能。根据待测显示器及成像色度计的分辨率，对于典型的测试程序，可以在几秒钟

1. 测量设备

到一分钟内获得这些测量数据。此外，利用mura分析技术识别相邻（亮度或颜色）非均匀

2. 控制软件

区域，这些图像可用于确定直接与其物理原因相关的缺陷之间的细微差异。

3. 一组测试
4. 相关测试标准

使用成像色度计对显示器进行自动测量和分析需要结合测量控制和分析软件。本应用
的典型系统设置如图1所示。该系统的关键部件包括：（1）科学级成像色度计；（2）基
于个人计算机的测量控制软件，该软件控制成像色度计和显示在被测设备上的测试图像；
和（3）一套图像分析功能，可以运行各种测试。最终该系统能够通过自动检测各种显示
质量和缺陷（如像素缺陷、线缺陷和mura）来提供定量数据。

生产控制系统

直接图形
发生器（DVI）
或手动

（生产测试序列器）

ProMetric
成像色度计
标准测试

被测设备

定制测试

用户界面

图 1 - 由AVI软件控制的成像色度计显示测试设置
本例采用的自动测试软件架构是瑞淀光学系统的TrueTest™软件。该软件包括一套核
心的测量控制模块，提供用于控制成像色度计和被测显示器的用户界面。在此架构上可建
立一系列测试和分析功能，如通过函数调用生成不同亮度下的白色、红色、蓝色和绿色画
面，以进行均匀性分析；或使用棋盘格画面进行对比度测量。TrueTest软件包含的部分测
试功能列表如下：
• ANSI 亮度

• 比较关注点

• ANSI 颜色均匀性

• 斜向带状 Mura

• Black Mura

• 线缺陷

• Blob 分析

• Mura 缺陷

• 棋盘格对比度

• 像素缺陷

• 色度

• 兴趣点

• 颜色 Mura

• 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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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显示器上测试模式的控制界面
6. 生产控制系统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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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Test用户界面允许选择和排序测试，并在相关位置指定测试参数与合格/不合格标
准。对于生产应用，用户界面同时支持完全控制测试设置的管理员模式，和仅限于测试执

基本AVI测试包括以下质量测试，如：
亮度和颜色均匀性、色度和对比度。

行的操作员模式。

显示缺陷检测的应用
各种各样的显示缺陷可视为像素缺陷和线缺陷、屏幕制造过程中的物理缺陷（如分
层）、屏幕损坏（如划痕）和图像均匀性缺陷（如mura）。根据最新发展，利用基于成
像色度计的检测来量化视觉感知，可以根据这些缺陷对人类观察者的显眼程度（或不显眼
程度）对其进行数字分类。该分析过程快速、可重复性强。它能够兼容多种显示技术，如
LCD、LED、OLED、microLED等，包括投影显示。
通过对一些显示器进行分析，下列图象演示了这些缺陷的检测和分类方法。在图2
中，对显示屏进行了亮度测量，结果显示线缺陷；分析软件识别出该缺陷并将其显示在显
示图像上，如图3所示。线缺陷是一种能够直接确定根本原因的缺陷示例。

利用第二类AVI测试，检测显示缺陷。
一些缺陷具有明确的物理特性，如像素缺
陷和线缺陷。其他缺陷在结构上比较随
机，如划痕、漏光、mura等。
图 2 - 可见线缺陷显示屏的亮度测量

图 3 - 利用成像色度计和AVI软件识别线缺
陷；并在屏幕上为用户确定缺陷的位置

图4，对显示屏进行了亮度测量，结果显示点缺陷；分析软件识别出该缺陷并将其显
示在显示图像上，如图5所示。如果分析确定故障是由显示像素常亮或常暗引起的，则可
将此点缺陷归入坏像素。但是，从一个角度直接观察无法区分是坏像素还是产品背面的异
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二次检查，以辨析和界定原因。

图 4 - 具有点缺陷显示器的亮度测量—你能

图 5 - 通过成像色度计和AVI软件识别出的

看到吗？

点缺陷，在显示屏上标记出来（放大以保
持清晰）

4

I

Radiant Vision Systems, LLC

白皮书

Mura缺陷的检测和分类更为复杂。Mura缺陷通常是亮度或颜色不均匀，覆盖扩展的
不不规则区域。通过识别超过可感知阈值的亮度或颜色对比度来检测mura。然而，由于人
类对这种对比度的感知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视距、空间频率和方向，因此，不能通过观
察简单的对比度绝对值来识别相关mura。
人类对显示缺陷的视觉敏感度建模方面的最新进展使得mura可以通过“最小可觉差”
（JND）进行量化。根据人类观察者的采样，确定JND标度，确保标准观察者刚好能注意
到JND差为1；在绝对标度上，JND值0表示无可见的空间对比度，JND绝对值1表示第一

确定mura缺陷并非一个基于直接计

个可辨别的空间对比度。评估显示技术时，可通过该指标对显示屏mura缺陷进行分级。通

算区域间对比度的简单数学运算。这主要

过成像色度计测量显示屏上亮度和颜色的空间分布，从而生成图像的JND分布图，由此对

是因为mura区域可能在大小和形状上有差

mura缺陷的分级是与人类视觉感知能力直接相关的。

异，其次是因为人类感知mura的能力随视
距、空间频率和颜色等附加属性变化。

图6显示了具有mura缺陷的显示器；经过分析，在图7所示显示图像中识别了该缺
陷。

图 6 - 具有mura缺陷显示器的成像色度计 图 7 - 利用成像色度计和AVI软件在显示
测量 – 你能看到吗？

器上识别mura缺陷。显示缺陷范围和JND
值。

图8和图9显示了用于识别mura的处理步骤。作为中间步骤，生成一份差异图像（图
8），显示相对于参考图像的亮度偏差。然后计算显示屏的JND映射（图9）。请注意，图
7所示的mura测试故意忽略了JND映射中明显的边缘效应。这些效应很容易识别和分类。

图 8 - 差异图像显示相对于计算参考图像的 图 9 - 显示了显示器的“假彩色”JND映
亮度偏差。突出了mura的位置。

射。通过较大的JND值识别显示器边缘的
漏光和明显的mura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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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成像色度计的AVI系统能够快速、可靠地识别、量化和鉴定各种显示缺陷。为了
确定或分类缺陷的根本原因，从而确定显示器的分级，有时需要人工检查。在许多情况下

一旦通过基于成像色度计的AVI测试确

（例如，图3所示的线缺陷），所识别缺陷与其形成原因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这

定质量问题或缺陷，将采取一些措施，例

些情况下，可即时进行分类，无需人工检查。在其他情况下，如对mura的一些表现，有

如：接受、拒收和报废，或拒收和修理。

多种潜在原因，所以需要额外的信息来完成分类。为了高效地执行此类分类，应由操作员

本决定部分取决于质量问题或缺陷的原因

确定在几种原因中，哪个可能是正确原因。为了在需要人工分类时提高效率，TrueTest标

辨析。

明需要操作员进一步检查的缺陷的准确位置和细节。通过明确指定需要分类的缺陷，并提
供适当的细节，可以集中和加速人工判断。例如，对于图4和图5所示的点缺陷，操作员将
获得关于暗点的准确位置和信息，从而能够快速确定该不良是坏像素点还是产品背面的异
物。

小结
本白皮书所述的基于成像色度计的AVI测试方法可应用于多种显示技术，也适用于一
系列显示屏（LCD、LED、OLED、microLED等）。通过提供与人类视觉感知相关的快
速、可重复测量，除了使用数值量化缺陷外，这些方法不仅可以识别显示缺陷，还可以按
原因分类。这样可以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对显示器进行一致测量，并根据用户定义的标准自
动确定测试合格/不合格。更重要的是，此类AVI系统能够自动确定补救措施（如返工或报
废）。

本白皮书中描述的测试是使用瑞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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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系统的TrueTest系统：TrueTest AVI测试
软件以及ProMetric®成像色度计进行的。

Radiant Vision Systems自动视觉检测（AVI）系统目前应用于一系列工程设计、质量保证和生
产测试环境。该系统能够复制人类对光和颜色的视觉反应，相对于人工检查而言，在客观，可量化
的数据以及快速，准确，可重复的缺陷检测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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