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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ex®是世界领先的机器视觉和工业读码解决
方案供应商之一。

康耐视高度专注于提供工业机器视觉和图像读码
技术，目前已在世界各地的各类设施安装150多
万套系统，拥有超过36年的从业经验。世界一流
的制造商、供应商和机器制造商纷纷部署康耐视
产品，以确保所生产的产品符合各行业严苛的质
量要求。

康耐视解决方案可在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消除缺
陷、验证装配和追踪信息，帮助客户提高生产质
量和性能。自动化设施配备康耐视视觉和读码系
统后，将变得更智能，这意味着将可以减少生产
误差，进而能够降低成本，并提升客户满意度。
康耐视拥有广泛的视觉解决方案和庞大的全球视
觉专家网络，是帮助您 Build Your VisionTM 的理
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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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电池制造 
应用的正确选择
适用于远距离行驶的电动车电池

在所有电动车（EV）技术中，锂离子电池可以说是标准化程度最低的，在开发和制造实践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如今
的电动车电池（BEV）采用各种电池芯设计，包括圆柱形、软包式和棱柱形。无论设计如何，制造商都一致专注于
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和安全性。在生产过程中，稳定的制造流程对防止质量下降和减少浪费至关重要。
康耐视机器视觉和读码技术可帮助制造商坚持最高质量标准并确保高性能。机器视觉广泛应用于电动车电池生产的
各个阶段，用于检测材料的质量和一致性以及引导、对位和识别组件。了解康耐视机器视觉系统、读码器和先进的
软件如何能够帮助电动车电池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确保产品质量和整个供应链上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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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极
在电极制造过程中，需要将电极材料涂覆到铜箔和铝箔上，以产生电流。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检查金属表面、
隔膜和涂层是否存在任何表面或边线缺陷、形状是否一致以及厚度是否均匀。康耐视提供可靠的质量检测和计量解
决方案，在制造商使用绝缘体将电极片隔开，并根据制造和化成类型将其辊轧、卷绕或堆叠成锂离子电池之前，帮
助制造商确保电极片满足确切的规格要求。

涂层质量检测

涂层宽度计量
康耐视工业面阵扫描相机和
VisionPro软件用于计量隔
膜和电极的尺寸。

康耐视工业线扫描相机和
VisionPro®软件用于检测电
极片上的凹坑、气泡和孔洞
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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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
在电池装配流程中，首先，在真空干燥过程中将隔膜和电极连接在一起。然后，将阴极和阳极已连接的电池进行卷
绕、辊轧或堆叠。接着，将引线接头连接到折叠的电池上。当将电池充满电解液、真空密封并干燥过后，整个流程
则全部完成。康耐视提供计量、二维码读取、对位、引导和检测解决方案，以确保锂离子电池能够满足高能量密度
和性能需求。采用康耐视技术制造的圆柱形、软包式、棱柱形或罐式电池非常适用于移动能量存储应用，包括用于
电动车的汽车电池。

电极片测距

二维码读取

In-Sight® 5000视觉系统用
于测量电池片上电极之间的
距离。

DataMan®图像读码器用于
读取电池片铜电极侧和堆
叠电极顶层上的激光蚀刻
DataMatrix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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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叠对位

封盖焊接引导和检测

康耐视工业相机和VisionPro
软件用于使电池片对位以进
行堆叠。

DS1000 3D激光位移传感器
用于在焊接之前测量封盖与
电池壳体之间的高度差。然
后，DS925激光位移传感器
用于检测焊缝，以确保它们
完全密封并且无任何缺陷。

电池圆柱体检测
康耐视ViDi™ 基于深度学
习的图像分析软件用于检测
圆柱形电池表面上是否存在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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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成
在锂离子电池化成流程中，制造商需要将它们激活和包装，并进行测试。在此过程中，将对单个电池充电，以使它
们成为电动车（EV）电池，并对它们的电压、电流和外观进行测试。此过程完成后，将对电动车电池进行分级，
并使用代码进行追踪，然后将它们装运至电动车电池模块和电池组（M&P）制造商的生产设施。康耐视提供代码读
取、软包表面检测、电池堆叠高度测量和光学字符识别（OCR）解决方案，以帮助制造商确保他们生产的锂离子电
池能够满足大尺寸电池组制造商和能量存储系统开发商的要求。

代码读取

软包表面检测

DataMan 260图像读码器用
于读取电池软包表面上被拉
伸的DataMatrix码。

康耐视ViDi基于深度学习的
图像分析软件用于识别电池
软包表面上的气泡、褶皱等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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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芯堆叠高度测量
两台DS1000 3D激光位
移传感器用于测量电池模
块内堆叠的电池芯轮廓。

电池光学字符识别
康耐视ViDi软件使用预培训
字体库定位和读取电池上的
字母数字代码。

3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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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和电池组系统
OEM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均需要装配电动车（EV）电池模块和电池组系统。电池模块由数块通过焊接或其他物理
方式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电池组成。将多块电池装配成电池模块，包裹在钢板中，并将它们的电极焊接在一起，以产
生正确的电压。通过在电池模块和电池组装配过程中进行检测，可确保电池和电池组处于正确的位置，接触牢固，
并且妥善焊接。康耐视提供机器视觉解决方案，用于电池模块检测、母线焊接检测、模块和电池组（M&P）装配、
电缆连接件引导和代码读取，以确保电动车电池模块和电池组进入总装配流程之前能够正确运行。

代码读取
DataMan 470图像读码器用
于在测试期间读取电池模块
上较大阵列的代码。

DS1000 3D激光位移传感
器和康耐视ViDi基于深度学
习的图像分析软件用于检
测电池组模块和母线上的
焊接质量。

模块和母线焊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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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和电池组（M&P）装配及电缆连接件引导

In-Sight 9912视觉系统用于
检测最终电池组的完整性，
并将其定位以引导机器人执
行拾放操作。

总装验证

In-Sight 8000视觉系统用于
在总装过程中将电池模块和
电缆连接件引导至电池组装
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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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物体定位工具 
PatMax RedLine™是一款准确度高且高度可重复的视
觉工具，无论目标元件的尺寸、旋转方向或位置如何，
都能够可靠定位所培训的图案。它非常适用于各种需要
大视场、高准确度及较大角度和比例公差范围或涉及多
个目标的行业和应用。

PatMax® 3D 是一款准确度高的3D视觉工具，可在6种
自由度（X、Y、 Z、Rx、Ry、Rz）下基于3D几何形
状定位所培训的图案。它能够定位3D点云图像中的3D
物体，非常适用于定位和识别倾斜、堆叠或未使用夹具
妥善固定的物体。

康耐视ViDi深度学习图像分析软件
深度学习技术利用模仿人类智能的神经网络来区分异常、定位变形元件和读取棘手字符，并且容忍复杂图案中的自
然变化。传统机器视觉方法难以辨别外观相似元件之间的变化和偏差，深度学习技术对其进行了补充。在工厂自动
化领域，康耐视ViDi软件现在能够比人类和传统机器视觉解决方案更有效地执行基于判断的元件定位、检测、分类
和字符识别任务。

先进的 
视觉技术

定位和计数复杂
的特征和物体

检测异常和外观
缺陷

对物体和完整场
景进行分类和
拣选 

读取棘手的变形
字符

撞痕 污渍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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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成像技术
HDR+是康耐视正在申请专利的一项技术，其可通过单
次采集提供高对比度且照明均匀的图像，用于对具有不
同景深和照明条件的元件执行多点检测。

代码读取
2DMax® 结合 PowerGrid® 是一种突破性算法和技术，
经过专门设计，能够读取严重损坏或者代码定位或时钟
图案或静音区完全缺失的二维码。

1DMax® 结合 Hotbars® 是一种优化的算法和技术，能
够进行全向一维条码读取，并且读取速度可达常规读码
器的10倍。

OCRMaxTM 是一种字体可培训的光学字符识别和验证
（OCR和OCV）工具，针对复杂的图像在易用性、读取
率和速度方面设定了行业标准。这款先进的算法可防止
误读，处理流程变化，并提供轻松的字体管理。

SurfaceFXTM 利用照明和软件算法消除表面背景上的噪
音和杂乱，并区分元件上凹陷或浮凸的特征和缺陷。它
能够突出元件表面上的缺陷和特征，比如芯片、褶皱、
穿孔、压印文本和代码，以便其他视觉工具能够顺利执
行检测任务。

边线检测工具
这款先进的寻线工具能够准确、可靠地提取和定位噪音
或低对比度图像中构成线条的边线特征。当用于图案或
基准点不存在的应用中时，LineMaxTM工具可轻松处理
斜边玻璃以及其他易混淆的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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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感器
In-Sight 2000视觉传感器可执行简单的通过/未通过
应用，帮助确保自动化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和包装
无差错，并且满足严苛的质量标准。

2D视觉系统
康耐视In-Sight 2D视觉系统具有无与伦比的元
件检测、识别和引导能力。这些独立式工业级
视觉系统将先进的视觉工具库与高速图像采集
和处理充分结合在一起。

3D视觉系统
康耐视In-Sight激光轮廓仪和3D视觉系统提供高度的
易用性和灵活性与卓越的性能，能够实现可靠且准
确的测量结果，适用于各种棘手的3D应用。

机器视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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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读码器
体积小巧但性能卓越的DataMan读码器提供无与伦比的读码
性能和康耐视专利的一维条码和二维码读取算法。灵活的选
项、简单的设置和快速部署使它们非常适用于各种要求严苛
的工业应用。

手持式读码器
功能齐全的DataMan读码器提供卓越的一维条码、二维码和DPM
码读取性能，适用于可靠性和速度对读取成功至关重要的各种应
用。一系列可现场更换的通信选项可确保这些读码器可靠满足您的
应用要求。

移动终端
MX系列视觉移动终端充分利用先进的iOS®和Android®智能
手机技术，并采用坚固耐用的外壳设计，能够承受棘手应用
环境的挑战，并且提供卓越的一维条码、二维码和DPM码读
取率。

图像读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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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视全球服务
当客户购买康耐视软件时，他们将不仅仅获得软件。他们还将获取一家高度专注于机器视觉并且拥有全面应用经验
的机器视觉供应商。增加直接且高质量的全球服务和支持，并深入了解康耐视成为各行各业依靠的机器视觉公司的
原因。

技术支持 
产品培训 
硬件计划 
产品生命周期

谈到保护您的机器视觉投资，康耐视了解响应
快速的专家服务是所有客户的期望。康耐视通
过遍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办事处及全球训练
有素的合作伙伴、系统集成商和经销商网络服
务于全球客户群体。

从开发到部署，康耐视可全程帮助您尽快设置
好视觉系统并投入运行。无论您是首次考虑使
用机器视觉，还是已经是一名专家级用户，康
耐视全球服务都能够为您提供专业知识，帮助
您的企业取得成功。

cognex.com/support/Cognex-services

办事处遍及 20+  个国家

在30个国家 
拥有500+家 
全球合作伙伴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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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每个行业的机器视觉系统
康耐视视觉系统可执行100%检测，确保品牌质量，并改进您的生产流程。康耐视机器视觉系统的全球安装量目前
已达到100多万套，获得了几乎每个行业的认可，并为大多数主要制造商所使用。

汽车内几乎每个系统和组件的制造流
程均可受益于机器视觉的使用。

汽车
基于机器视觉的机器人用于为手机、平
板电脑和可穿戴设备提供可扩展的最终
装配。康耐视视觉技术可帮助实现高准
确度的触摸屏制造和3D质量检测。

移动设备

凭借高速图像采集、先进的彩色工具和
3D检测系统，可改进生产和包装操作。

消费品

食品和饮料应用需要能够准确、可靠且
快速执行检测任务的视觉系统，以确保
跟上高速生产线的速度。

食品和饮料

质量检测对企业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缺陷产品责任、质量不一致、快速变
化的成本和日益严苛的监管法规等因
素均给医疗设备制造商带来了挑战。

医疗设备

医药制造商必须遵守患者安全性和可
追溯性方面的规定，机器视觉可帮助
他们实现合规目标。

医药

尽管半导体几何结构日益微小，并且
存在工艺影响方面的挑战，但康耐视
视觉能够提供准确的亚像素级对位和
识别解决方案，这对半导体制造流程
的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半导体
即使是新型小型化组件和柔性电路，机
器视觉也能够为电子产品装配应用提供
高速对位和可追溯性解决方案。

电子产品

“码”上关注康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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