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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导者之一
机器视觉和工业读码

访问 www.cognex.com/products

Cognex®是领先的机器视觉和工业读码解决方案
供应商之一。

康耐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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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万
套系统，拥有超过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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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各行业严苛的质量
要求。

康耐视解决方案可在生产流程的每个阶段消除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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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ion™ 
的理想选择。

8.06 
亿美元
2018年收入

超过37年
经营历史

2,000,000+ 套
系统发货量

500+家
渠道合作伙伴

全球办事处遍及

20+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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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制造应用的 
正确选择 

适用于远距离行驶电动车制造应用的机器视觉和读码解决方案
机器视觉应用于电动车（EV）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包括检测材料的质量和一致性及引导、对位和识别组件。电动车制造商和硬

件供应商一致致力于实现更高的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和安全性。在生产过程中，稳定的制造工艺对于防止质量退化和尽可能减少

浪费至关重要。 康耐视机器视觉和图像读码技术可帮助制造商和供应商满足严格的质量标准，并确保电池、电机、逆变器和总

装配件实现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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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电极涂层质量检测

康耐视工业线扫描相机可检测电极片上的凹坑、气泡和孔洞
等缺陷。这有助于实现标准化质量，并确保涂层的连续性和
均匀性。

电极涂层宽度计量

康耐视工业面阵扫描相机和VisionPro®软件可计量隔膜和电极
的尺寸，以确保它们符合宽度要求。

端面轮廓测量

DSMax激光位移传感器可提供测量电极涂层端面轮廓所需的
速度和准确度。即使在涂层未干的情况下，DSMax也可连续
测量黑色电极涂层，以实时检测任何波度。

电池表面检测

康耐视ViDiTM深度学习软件可检测圆柱形电池壳体上无法预测
的外观缺陷，比如凹痕、刮痕或污渍。使用ViDi软件时，用
户可以将电池芯的2D和3D图像堆叠起来，以同时对这些图像
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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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读取

高速DataMan®读码器可识别2170圆柱形电池上激光蚀刻的
DPM码（直接部件标识）。

光学字符识别（OCR）

康耐视ViDi深度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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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存在镜面光、眩光和变形字符的
情况下。

圆柱形电池上的二维码读取
DataMan读码器可读取以各种不同的速度旋转的2170和18650型号电池芯上的二维DataMatrix码，确保跟上高速生产线的速度。.

2DMax算法结合PowerGrid技术
2DMax算法结合PowerGrid 技术能够可靠地读取棘手的二维码，
包括以前无法读取的无可见周边的二维码，即使在代码呈现严重
损坏或者定位器图案、时钟图案和静音区完全缺失的情况下。

DataMan 262系列可在每分钟
180转的电池转速下实现
超过99.5%的读取率。

DataMan 470系列可在每分钟
430转的电池转速下实现
超过99.95%的读取率。

无定位器图案 无定位器或
时钟图案

静音区干扰

DATAMAN 262X DATAMAN 470 系列
算法 1DMax™, 2DMax®, PowerGrid® 1DMax, 2DMax, Hotbars®, PowerGrid

图像传感器 1/3" CMOS 1/1.8" 或 2/3″ CMOS

图像分辨率 120万像素 （1280 x 960） 310万像素（2048 x 1536）或500万像素（2448 x 2048）

采集速率 45 fps 达到80 Hz

镜头选项
6.2 mm （3位置或液态镜头，50..250 mm）,  
16 mm （手动调焦或液态镜头，80 mm..1 m）

液态镜头 10 mm, 16 mm, 24 mm;  
C接口镜头 12 mm, 16 mm, 25 mm, 35 mm, 40 mm

光源
四个独立控制的高功率LED（红色、白色、蓝色、IR） 
可提供带通滤镜和偏振滤镜

集成式LED，红光、蓝光或IR；弥散、偏振、高功率集成式
光源（HPIL），高功率集成式火炬形光源（HPIT），各种可
控制外部光源选项

电源 24 V ±10%或PoE（以太网供电） 24 VDC ± 10%

尺寸
直线型： 42.5 mm x 22 mm x 76.1 mm 
直角型： 42.5 mm x 48.5 mm x 49.6 mm 126.8 mm x 60.5 mm x 77.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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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密封检测

DSMax 3D激光位移传感器可检测电池封盖的尺寸，以确保 
它们完全密封并且无缺陷。DSMax采用高度准确的远心镜
头，无论电池罐的颜色如何，都可准确地采集到凹槽和任何
缺陷，比如倾斜或高度不均匀。 

 ▪ 全视场扫描速率达到18 kHz，可显著提高处理量

 ▪ 31mm的视场内包含2,000个轮廓点，可提高准确度

 ▪ 高速度和高分辨率成像仪，针对绿色激光进行了优化，可缩短

曝光时间，提高循环速度

 ▪ 远心光学元件可准确地检测和定位较小的物体 

MR

远视场

近视场
CD

配备标准镜头的激光轮廓仪

配备远心镜头的 DSMax 

3D激光位移传感器

电池组焊接检测

DSMax激光位移传感器可对电池组上的焊接进行表面测量。
康耐视ViDi深度学习图像分析软件可帮助检测无法预测的焊
接缺陷，包括在金属表面存在棘手的镜面眩光的情况下。

DSMax激光位移传感器

无论是执行单一的轮廓测量还是以3D方式扫描整个表面，康耐视都可提供性能卓越且可靠的3D机器视觉工具。康耐视3D机器视

觉系统可使用多种激光波长和视场采集各种表面材料上的3D图示和2D轮廓，提供高度准确的表面特征测量。

DSMAX32T
间隙距离（CD） 51.4–62.3 mm (2.0–2.5 in)

测量范围（MR） 10.9 mm (0.4 in)

近视场 30 mm (1.2 in)

远视场 31.5 mm (1.2 in)

分辨率XY 14.6–15.4 μm

采集速率 达到 18 KHz

防护等级 IP67

软件 VisionPro 和 Cognex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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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检测

在将冷却管装配在一起之后，在添加封盖之前，DS1000可
检测模块，以确认电池芯组件是否置于正确的位置并且间距
正确。

冷却管共面性检测

DS1000 3D激光位移传感器可检测电池组中冷却管的共面性。 

DS1000 / DS900系列
 ▪ 出厂已标定 

 ▪ 包含1280个轮廓点，可进行高分辨率3D检测、测量和

OCR字符读取

 ▪ 按实际单位提供结果

DS1300 DS1101 DS1050 DS925B DS910B
间隙距离（CD） 180 mm (7.1 in) 135 mm (5.3 in) 87 mm (3.4 in) 53.5 mm (2.1 in) 52.5 mm (2.1 in)

测量范围（MR） 725 mm (28.5 in) 220 mm (8.7 in) 76 mm (3.0 in) 25 mm (1.0 in) 8 mm (0.3 in)

近视场 90 mm (3.5 in) 64 mm (2.5 in) 43 mm (1.7 in) 23.4 mm (1.0 in) 9.4 mm (0.4 in)

远视场 410 mm (16.1 in) 162 mm (6.4 in) 79 mm (3.1 in) 29.1 mm (1.1 in) 10.7 mm (0.4 in)

分辨率XY 101–457 μm 79–181 μm 59–90 μm 18.3–22.7 μm 7.3–8.4 μm

采集速率 达到10 Hz 达到1.2 Hz

防护等级 IP65

软件 In-Sight® VC Explorer结合EasyBuilder®用户界面、VisionPro和Cognex Designer

MR

远视场

近视场

CD

MR

远视场

近视场 CD

In-Sight激光轮廓仪
 ▪ 可验证尺寸，适用于各种计量和测量应用

 ▪ 可直接在工厂车间提供准确且可靠的测量

DS1000系列 DS900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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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装配验证和检测

康耐视ViDi深度学习软件可验证最终的电池组是否正确装配，
并检测表面是否存在任何杂散元件。.

视觉引导的机器人

In-Sight 7905引导的机械臂从货盘上拾取电池芯并将其置于
电池模块。

先进的HDR+成像技术
高动态曝光+（HDR+） 是康耐视正在申请专利的一种先进技术，可在不同的景深和照明条件下通过单次采集提供高对比度且均

匀的图像，以对元件执行多点检测。In-Sight 7905、In-Sight 9912和DataMan474均提供HDR+技术。

目标来源 常规传感器 HDR HDR+

更大的景深
HDR+技术可减少过度曝光

和曝光不足，提供比HDR技
术和常规成像传感器更大的

景深。

更快的生
产线速度
HDR+技术可显著缩短曝

光时间，使生产线速度

提高80%以上。

+75%
速度提高

+82%
速度提高

常
规
传
感

器

HDR+

HDR

常规
传感器

HDR

H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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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和逆变器
密封轮廓测

BeadInspectTM工具可检测电机边缘周围的胶珠，以识别
任何未妥善密封的可能会引起漏油的缝隙。（请参见第
14页，获取更多有关BeadInspect工具的信息。）

发动机缸体光学字符识别

2D和3D OCR工具可读取发动机缸体表面上激光蚀刻的字符，
确保可靠的识别和可追溯性。

PCB翘曲检测

激光位移传感器可测量载体与印刷电路板（PCB）之间的高
度差，以检测是否存在翘曲。传感器可在连续运动条件下执
行此检测，以加快检测速度。

端子高度测量

逆变器具有非常复杂的端子，需要进行3D检测。激光位移
传感器可测量连接头的高度轮廓，以确保它们的共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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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封和O形环总成检测
3D-A5000面阵扫描3D系统
可对油封和O形环执行线上
检测，确认它们位于正确的
位置，以防止漏水和漏油。

3D-A5000系列面阵扫
描3D系统
先进的面阵扫描3D相机可采集高分辨率3D点云图像，并且采集时间仅为

现有方法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此系统采用独特的3D成像技术，可解决棘

手的验证装配、线上测量和机器人引导应用。

 ▪ 康耐视正在申请专利的3D LightBurstTM技术可确保快速采集图像

 ▪ 超过150万个3D数据点，可检测元件上的细微特征

 ▪ 高动态曝光（HDR）模式可采集高对比度场

 ▪ 功能强大且经过行业广泛验证的VisionPro 3D工具可解决棘手的3D应用

 ▪ 出厂已标定，可按实际单位提供准确的测量结果

 ▪ 坚固耐用的IP65防护级外壳，可在恶劣的工厂环境下提供保护

3D-A5060 3D-A5030 3D-A5005
3D技术 3D LightBurst面阵扫描

间隙距离（CD） 1400.0 mm (55.1 in) 1465.0 mm (57.7 in) 299.3 mm (11.8 in)

测量范围（MR） 400.0 mm (15.7 in) 80.0 mm (3.1 in) 12.0 mm (0.5 in)

近视场 520 x 390 mm (20.1 x 15.4 in) 280 x 210 mm (11.0 x 8.3 in) 60 x 44 mm (2.4 x 1.7 in)

远视场 645 x 490 mm (25.4 x 19.3 in) 285 x 216 mm (11.2 x 8.5 in) 65 x 46 mm (2.6 x 1.8 in)

分辨率XY 361–454 μm 195–200 μm 42–44 μm

采集速率 200毫秒

防护等级 IP65

软件 VisionPro和Cognex Designer

Near FOV

Far FOV

CD

MR

近视场

远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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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车身  
及总装

轮胎识别和分拣

3D激光轮廓传感器可基于DOT代码识别轮胎。 无论方向如何，配备高速液态镜头的图像读码器都可快速读
取不同高度轮胎上的代码。

轮胎识别

2DMax算法结合PowerGrid
技术 可读取代码定位器或时
钟图案或者静音区严重损坏
或完全缺失的二维码。

1DMax算法结合Hotbars技
术 经过了优化，可进行全向
一维条码读取，而且读取速
度达到常规读码器的10倍。

OCRMax™, 是一款字体可培训的光学字符识别和验证
（OCR和OCV）工具，在易用性、读取率和复杂图像处
理速度方面设定了行业标准。这种先进的算法可防止劣
读，处理流程变化，并提供简单的字体管理。

可在任何时候
读取各种代码

印刷电路板检测

读码器可识别和分拣电气元器件。

制动器模块识别

读码器可识别高度反光表面上制动器装配件上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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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片检测

3D位移传感器可检测刹车片铆钉并验证尺寸。

制动阀检测

机器视觉系统可检测螺纹、特征、长度和表面处理，以验证
制动阀是否正确制造。

座椅安全带组件检测

In-Sight 2000视觉传感器可在装配之前确认关键特征的存在
性和座椅安全带组件的尺寸。

变速箱齿轮检测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可计量变速箱齿轮的尺寸，并检测是
否损坏。

轮胎检测

3D激光位移传感器可验证轮胎胎面花纹的关键尺寸。

车轮和轮胎装配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可基于图案识别车轮，并将它们与轮
胎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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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模块检测

机器视觉系统可在装配之前检测电气模块的颜色和质量。

线束检测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可确认线束是否置于正确的位置。

先进的物体定位
工具

PatMax RedLine
PatMax RedLine™ 是一款准确且高度可重复的工具，无论

目标元件的尺寸、旋转或位置如何，都能够定位经过培训的

图案。它非常适用于各种工业应用以及需要大视场、高准确

度、较大的角度和比例公差及存在多个目标的应用。

PatMax 3D
PatMax® 3D 是一款准确的3D视觉工具，可在6自由度

（X、Y、Z、Rx、Ry、Rz）下基于3D几何特征定位经过培

训的图案。它可定位3D点云图像中的3D物体，非常适用于

使用夹具定位和识别倾斜、堆叠或未正确放置到位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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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V硅胶珠检测

BeadInspect视觉工具可检测胶珠的关键尺寸和位置。

天窗胶珠检测

In-Sight激光轮廓仪可测量胶珠体积，以确保点胶机所点胶量
的正确性。

胶珠检测
BeadInspect是一款一体化的胶珠宽度和位置检测工具，可用于检测异常情况。即使胶珠的尺寸、形状和外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发

生变化，BeadInspect也可提供可靠的胶珠线检测。当检测刚刚点胶、湿润未干或光泽的RTV胶珠，或者不同元件上的胶珠位置

有所不同时，这一点至关重要。 

 ▪ 只需使用PolyLine函数点击数

下，即可轻松培训胶珠路径

 ▪ 检测胶珠是否存在形状变化或

差异缺陷

 ▪  基于缺陷和间隙确定宽度

 ▪  消除噪音，以提高可靠性

使用康耐视BeadInspect工具进行胶

珠检测有助于确保点胶机所点胶珠的

胶量正确，并且位置准确。对于2D
检测，此工具可定位元件表面上的

胶珠位置，并检测间隙。对于3D检
测，此工具可计算胶珠量，以确保点

胶机所点胶量的正确性。

14 电动车解决方案指南



配套和分拣

读码器可验证套件是否包含正确的元件。

轮毂螺母扭矩

机器视觉系统可引导机械臂，以帮助定位并使轮毂螺母绕轴
正确扭转。

间隙和齐平度检测

激光轮廓仪可评估已装配车门和车身的高度和对位情况。

外观装配验证

机器视觉系统可验证仪表板的存在性、间距正确性、对位性
和完整性。

焊缝检测

DS1000 3D激光位移传感器可在油漆之前检测金属组件的
焊缝。

方向盘预装配检测

视觉传感器可在模块装配之前检测方向盘转向节。

15电动车解决方案指南



康耐视VIDI深度学习图像分析软件
深度学习技术利用可模仿人类智能的神经网络来区分异常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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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外观类似元件之间的变化性和偏差，深度学习技术可对其进行补充。在工厂自动化领域，康耐

视ViDi软件现在可比人类或传统机器视觉解决方案更高效地执行基于判断的元件定位、检测、分类和字符识别。

定位和计数复杂的
特征和物体 

检测异常情况和外
观缺陷

对物体和复杂场
景进行分类

读取棘手的变形
字符

康耐视已开发易于使用的深度
学习用户界面用于验证装配
应用。此系统包含四台相机，
每台相机能够单独运行ViDi工
具，当工件在视场内移动时对
其进行检测，并标记未通过
检测的元件，以便操作人员
手动进行处理。未通过检测的
元件图像可保存到云端，并
可在MOS中创建质量通知。

使用ViDi软件进行自定义装配验证

碰撞  

不合格

污渍  

16 电动车解决方案指南



饰件总装验证

深度学习图像分析软件可在总装过程中验证易混淆表面上组件的存在性。

电线存在 无电线

VIN代码检测

深度学习图像分析软件可读取VIN代码上标记的变形字符。

织物拼接检测

深度学习图像分析软件可检测安全气囊织物上的拼接，并确认织物拼接是否存在缺陷。

17电动车解决方案指南



康耐视全球服务
当客户购买康耐视软件时，他们将不只是获得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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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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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及中国台湾设
有14个办事处

36 36名应用工程师

3 3名技术支持工程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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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使您成为您所在企业内最高效的视觉专业人员。康耐视提供各种培训选项，致力于优化制造流程和增加企业专业知识。

康耐视通过全球培训组织运行课堂培训设施，为初学者和高级用户提供各种为期1-4天的培训课程。培训主题包括机器视觉基础

知识和复杂工具的现实应用。

随时提供定制化培训
所有康耐视课程均可在您的设施内面向包含6名及以上人员的

团队提供，以便您的团队可以在自己的现实世界环境中一起工

作和学习。为了确保按需培训的便利性，康耐视在线培训门户

网站使您能够方便地访问有关康耐视许多课程的按需培训视

频，参加在线课程，查看教程，浏览应用示例，以及观看光源

和光学元件视频。

康耐视将关键培训课程和系统集成服务整合到培训服务包中，

可帮助您专注和加快学习。

康耐视拥有三个非常受欢迎的培训服务包，包括构建视觉能

力、升级视觉系统和工厂层面服务计划（FLSP），能够解决

客户遇到的常见挑战，并可专门定制，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www.cognex.com/training

8,500+名
2018年参与者人数

1040堂
2018年全球培训 
课程数量

17种 
不同的语言

康耐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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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YOUR VISION
2D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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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ognex.com/machine-vision

3D视觉
康耐视In-Sight激光轮廓仪和3D视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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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ognex.com/3D-vision-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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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提供行业最高的一维条码、二维

码和DPM码读取率。

www.cognex.com/BarcodeReaders

视觉软件
康耐视视觉软件提供先进的视觉技术，从传统机器视觉到基于深度学习

的图像分析，能够满足广泛的开发需求。

www.cognex.com/vision-software

“码”上关注康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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