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用于OEM制造商和机器制造
商的电子产品行业解决方案
提高绩效、改进质量并保护您的品牌



Cognex®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机器视觉和工业读码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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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多万套系
统，拥有超过36年的从业经验。世界一流的机器制造
商和OEM制造商纷纷部署康耐视的专利视觉工具和
硬件，这些视觉工具和硬件非常适合集成到半导体和
印刷电路板（PCB）生产设备中，为显示器制造、模
块装配和消费性成品设备提供定制化多相机对位解决
方案。如今，电子硬件OEM制造商都使用康耐视产
品将他们的设备性能提升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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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OEM制造商和机器制造商提供 

合适的选择

凭借最大规模的研发投资和全球工程支持团队，康
耐视已成为电子产品OEM制造商和机器制造商的
首选机器视觉供应商。如今，OEM机器制造商都
依靠康耐视提供的视觉和ID解决方案来满足他们客
户的严苛要求，以及提供精确、可靠且高性能的
机器。

使用行业领先的机器视觉和
对位技术解决复杂的定制化电子产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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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案匹配技术
先进的图案匹配技术能够在各种棘手的条件下精确、可靠地定位晶圆
图案、基准点、柔性电路、按钮开孔以及其他特征，并且精确度可达
1/40像素。PatMax®自动调谐功能可以自动消除噪音和光源影响。多
模型PatMax可以通过单一的运行时图像定位多个图案实例。

康耐视ViDi基于深度学
习的图像分析
康耐视ViDiTM是首款随时可用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软件，该软
件致力于工业图像分析，经过优化，适用于复杂的表面检测
和棘手的光学字符识别。康耐视ViDi利用神经网络分析来检测
和分类图像，表现优于最出色的检测员。

LineMax线条定位工具
先进的寻线工具可以可靠且精确地提取和定位存在噪音
或对比度低的图像中构成线条的边线特征。LineMax可
以轻松地处理斜边玻璃以及其他易混淆的边线，适用于
图案或基准点不存在的应用。

标定技术
自动标定技术可以高精度地纠正镜头失真、强透视畸变和平台误差，
以确保相机、运动平台和物理坐标空间的一致性。自动设置可以确保
设备之间性能的一致性。超级标定技术可以纠正与多相机应用相关的
非线性失真，确保运行期间能够通过一次移动实现对位，限制误差，
并缩短循环时间。

行业领先的
视觉和深度学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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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应用
解决方案

AlignPlus显示器对位
康耐视AlignPlus®是一种交钥匙视觉解决方案，经过专
门设计，适用于OLED显示器制造、触控面板和FPD层
压、粘合、盖玻片丝网印刷和模块装配领域的高精度
对位应用。机器视觉工具包括专利的手眼标定工具、斜
边玻璃等棘手条件下的寻线工具以及图案匹配视觉工
具。AlignPlus设计成可配置的模板，能够与各种相机
和运动平台设计快速集成，并可在基于Windows系统的
PC上运行。

In-Sight 1740晶圆ID读码器
20多年来，通过将板上处理、集成光源和可调工作距离
全部整合到小巧的独立式封装，康耐视晶圆读码器设定
了晶圆识别行业标准。先进的读码算法成功读取了难以
成像的晶圆上面的OCR、T7 Data Matrix、一维条码和
二维码。凭借12种由软件控制的内置明视场和暗视场照
明，In-Sight® 1740系列读码器能够采集几乎任何代码
的图像，包括软标识和超薄涂层蓝宝石衬底上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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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PC的机器视觉软件和硬件

VisionPro软件
基于PC的行业领先视觉软件经过专门设计，可用于为
广泛的工业相机和图像采集卡设置和部署2D和3D视觉
应用。广泛的.Net类别库和用户控制可以将VisionPro®

软件全面集成至OEM和资本设备机器。强大的图案匹
配（PatMax）、Blob、卡尺、线条定位（LineMax）
、图像过滤、OCR（OCRMaxTM）和OCV视觉工具库
能够执行广泛的功能，包括几何物体定位、检测、识
别、测量和对位以及适用于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等特定应
用的专业功能。

康耐视视觉库（CVL）
康耐视视觉工具的康耐视高性能C++类别库可以帮助
OEM制造商以极大的灵活性创建最广泛的机器视觉应
用。CVL®允许开发人员编写他们自己的视觉应用、配
置多线程以及访问所有的工具属性和选项，并且具有
全面的平台独立性。

康耐视工业相机和图像采集卡
无论软件开发环境如何，康耐视工业相机（CIC）和
图像采集卡都可以提供快速、可靠的图像采集，它们
经过专门设计，能够与康耐视VisionPro和CVL软件轻
松集成，并且可以访问完整的工具库。GigE Vision®和
Camera Link®相机支持标准图像源，包括数字、彩色、
单色、面阵扫描、线扫描、高分辨率、多渠道和多路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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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视觉系统
In-Sight视觉系统采用独立式封装设计，拥有无以伦比的元件对位、
引导、测量、检测和识别能力。这些模块化工业级系统配备完整的
先进视觉工具库以及可满足任何应用需求的分辨率和速度。In-Sight 
Explorer软件将EasyBuildr界面的分步引导设置与电子表格的额外功
能和灵活性充分结合在一起，使用户能够更好地控制和定制应用数
据。

模块化机器视觉系统

3D机器视觉系统
无论是执行单一的轮廓测量还是扫描整个表面，康耐视
都拥有性能最卓越、最可靠的3D视觉工具，它们能够以
实际单位提供高度精确的表面特征测量。在VisionPro软
件和康耐视Designer开发环境的支持下，3D视觉系统可
以提供不受对比度影响的检测，并采集强度数据，用于
2D和3D对位检测应用。

DataMan读码器
性能卓越的读码软件、内置光源和防静电封装使康耐
视DataMan®手持式和固定式ID读码器非常适用于一
系列电子产品应用。康耐视DataMan产品能够读取IC
封装、PCB、外壳以及其他电子部件上面的印刷、冲
压和激光蚀刻代码。

自动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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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制造 
和印刷电路板装配 

如果没有机器视觉，制造商将无法制造半导体，也无法装配印刷电路板（PCB）。康耐视向OEM制造商和机器制造商
提供先进的对位、检测和识别技术，这些技术对于前端晶圆处理、后端部件装配和PCB填充等制造环节至关重要。在
整个制造过程中，康耐视工具能够提高自动化、精确度、产品质量和成品率。

晶圆和模具对位
PatMax技术可以为晶圆检测、探测、安装、切割和测
试设备提供可靠、精确且快速的晶圆和模具图案定位功
能。

晶圆和IC封装识别
In-Sight 1740系列读码器能够读取棘手的晶圆ID标识。 
DataMan读码器可以通过最终装配和设备测试追踪引 
线框和IC封装。

半导体检测
机器视觉能够检测晶圆和模具是否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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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BA检测
2D和3D机器视觉系统可以检测PCBA，确认部件的放置
和方向以及部件本身是否正确。.

PCB基准点对位
PatMax技术能够可靠、精确地定位基准点标识，用于
丝网印刷、安装和测试对位。

PCB部件放置引导 
机器视觉引导机器人拾取部件并将部件放置到PCB上面。

印刷电路板识别
先进的读码技术能够读取PCBA上面的一维条码和二维
码，以实现可追溯性。

013
B93

0CD

013
B93

0CD

013
B93

0CD
013

B93
0CD 013

B93
0CD

013
B93

0CD

013
B93

0CD

9电子产品OEM机器制造商解决方案指南



OLED和LCD显示器制造 
和模块装配 

OLED和LCD显示器制造商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满足微米级精度要求？如何缩短停机时间和减少机器协助
工作？康耐视的高精度对位、测量和机器照看能力能够充分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其他更多问题。康耐视为OLED/LCD
面板和显示器模块装配以及其他电子硬件和模块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凭借性能可靠的机器视觉系统、读码器、视
觉引导的机器人（VGR）和多相机对位解决方案，康耐视向OEM制造商和机器制造商提供卓越的性能和灵活性，帮
助他们满足严苛的质量和生产标准。

黄金位姿对位
康耐视的视觉引导对位功能能够将元件放置到预先培训
的理想位置，这对于盖玻片丝网印刷等应用至关重要。

相对位姿对位
康耐视能够在面板生产、层压、粘合和盖玻片装配环节
将两个元件相对于彼此对位。

测量
康耐视视觉使用能够计算CPK尺寸的测量工具，提供
100%的装配过程线上监控。

VGR机器照看功能
视觉引导的机器人能够处理复杂的对位，在面板生产和
层压环节提供独立的机器照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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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视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均设有办事处，并在全球建立了训练有素的合作伙伴、系统集成商和分销商网络，致力
于为全球客户服务。从开发到部署，康耐视可全程向您提供帮助，确保您尽快将视觉系统安装好并投入运行。

康耐视全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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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YOUR VISION

图像读码器
康耐视工业读码器和移动终端配备康耐视专利算法，无论代码符

号、尺寸、质量、印刷方法或表面如何，都能够提供行业最高的一

维条码、二维码和DPM码读取率。

 ▪ 降低成本

 ▪ 提高产量

 ▪ 控制可追溯性

www.cognex.com/BarcodeReaders

2D视觉系统
康耐视机器视觉系统具有无与伦比的元件检验、识别和引导能力。这

些机器视觉系统易于部署，并提供可靠且可重复的性能，适用于最具

挑战性的视觉应用。

 ▪ 工业级设计的先进视觉工具库

 ▪ 高速图像采集和处理

 ▪ 高度的应用和集成灵活性

www.cognex.com/machine-vision

3D激光轮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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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卓越的性能，确保实现可靠且准确的测量结果，适用于最具挑战

性的3D应用。

 ▪ 出厂已标定的传感器，扫描速度极快

 ▪ 行业领先的视觉软件及性能卓越的2D和3D工具库

 ▪ 体积小巧的IP65防护级设计，能够承受恶劣的工厂环境  

www.cognex.com/3D-laser-profilers

“码”上关注康耐视

©2018康耐视公司版权所有。本文件中的所有信息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Cognex、Cognex标识、PatFlex、PatMax、PatInspect、IDMax、In-Sight、Easy
Builder、DataMan、VisionView、SensorView、Checker和VisionPro为康耐视公司注册商标，We Can Read It、Make It Right、OCRMax、Cognex Connect和
Cognex Explorer为康耐视公司商标。所有其它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Lit. No. EOEMSG-05-2018

全球各地的公司都使用康耐视视觉和ID技术优化质量、降低成本和控制跟踪能力。

康耐视视觉检测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泰谷路207号
销售热线：400-008-1133

www.cognex.cn
Email: info.cn@cogne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