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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视助力
门体发泡线自动扫描

电子

文/苏州三星电子公司  姜安军

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电子）是一家专门生产家用电器的厂商。公司要求生产的

每一个细节都可追溯，尽量减少人为判断的影响，以便对其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控

制。公司建立了从原料供应到家电售后全程追溯管理的体系，条形码技术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

三星电子使用的条形码包括一维条形码、QR码和DataMatrix码。条形码技术的实行使生产部门管

理和监控效率大大提升，不但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提升了家电的物流和售后管理有效性。

门体发泡线是冰箱生产线的关键设备，主要用于冰箱门体预装后在门壳和内胆之间注射发泡剂，完

成发泡固化，使门体刚性好，又保温。因此，门体发泡线是冰箱生产厂家重点控制的环节。

产品从门体发泡线出来后，需要在门体下端粘贴一张一维条形码，条码尺寸非常小，一维码最细线段

只有4mil（0.1mm）。由于门体长度是一个可变的范围，最长的门体（整门）1600mm，最短的门体（半门）

700mm。门体平均放置在流水线上中间，其下端的变化范围在（1600-700）/2=450mm之间，就需要

一个景深达到450mm的读码器。这样的环境对读码器而言，要求是非常高的。

据了解，三星电子之前都是人工进行读码工作，似乎也只有人工才能扫描。公司也曾经尝试过国外某家

企业的读码器，但是由于条码出现的范围太大，其成功读取率只在15%左右。后来又试用了Matrix

系列，读码率有所提升，但仍然达不到60%。

“身为自动化测试工程师，经常要参加一些展会，以了解业内最新的发展状态。在一次展会上，我看

到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其简单易用的特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三星电子的工程师介绍说，“基

于康耐视产品在业内的影响和良好的口碑，我们决定采用康耐视的读码产品，以便满足能够快速且

100%读取非常小的条形码。”

图1. DataMan 302读码器配合大颗粒LED光源架设在线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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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场工况，技术人员进行了相关产品配置。如硬件配置上采用了康耐视DataMan,302X读码器、

COMPUTAR,25mm镜头（由于读取的距离在350~600mm范围内变化，所以本身自带的10mm液

态镜头不适用）、康耐视大颗粒LED光源（配合相机可以让读码器在一定景深之内，顺利读取门体下端

的小条形码）、网线及IO线，以及电控箱及IO控制器。软件调试则采用DataMan5.3英文版。

使用上述配置的硬件后，通过调试，可以将读取有效距离控制在350~500mm、景深变化在

150mm以内。三星电子的工程师表示，“这样之前以为无法读取的条码，就可以很轻松地读取了，我们

惊喜地发现，读码率一下子提升到了95%。”

“后来我们将长门体向前放置，短门体放置靠后，即长门体和短门体分为两个大型号。”三星电子的工

程师介绍说，“生产长门体时，将读码器向后移动200mm，生产短门体时，读码器再复位，这样读码

率就可以达到99.5%。”

另外，通过应用康耐视DataMan 302X读码器不但满足了三星电子的读码需求，还提升了生产线自动

化率。比如，自动读取的条码通过电控箱和IO控制器输送给该岗位的自动称重设备，然后自动称重设备

通过条形码自动调出对应细部门体型号的SPEC参数，将称重结果与SPEC比对，如果在一定上下限以

内，就鉴定为合格。

这样，就使原来需要人工操作的检测岗位实现了自动化，节约了一名员工，也节省了人员费用。

“DataMan读码器为应对当前人口红利消失的工业生产提供了技术革新手段，” 三星电子的工程

师最后指出，“公司领导特别重视机器视觉技术，要求努力发掘和拓展其应用领域，以提升企业自动

化生产水平。”

图2. DataMan 302读码器设备细节（中间为DataMan 302，两边为LED大颗粒光源）

电子

文/苏州三星电子公司  姜安军康耐视助力
门体发泡线自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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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助力NB制造商实施“工业4.0”战略

电子

文/昆山仁宝信息技术公司  周江西

山仁宝信息技术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仁宝公司）是世界第二大笔记本型计算机（NB）制造领导

厂商——Comapal集团的NB制造代工厂。公司已经开展实施“工业4.0”战略，而这需要有产

品识别和跟踪技术、通信技术、工业机器人、系统软件和其他技术的支持。

由于条码和二维码具有成本低、可靠性高和使用方便等特点，在现代制造业供应链和生产控制管理中，条

形码和二维码识读技术已经成为主要的产品标识和跟踪手段，广泛应用于制造执行系统的中间层

（MES）和生产控制系统的底层（SCADA）。

早在几年前，昆山仁宝公司几乎所有NB组件都是通过人工手动刷枪进行条码读取，包括组件的进

料、管控和使用上传MES。在阅读过程中，传统的手工输入法由于其效率低、精度差而无法满足大规模

工业生产的需要。由于组件多，再加上众多的生产流程上也要完成读码工作，导致人员和空间增加，大

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因此，昆山仁宝公司需要专业化和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条码/二维码识别、读取和扫描

设备。

这时，苏州卓越金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金码公司）建议昆山仁宝公司考虑采用先进读码

技术。因此，在技术评估中卓越金码公司的技术工程师推荐了康耐视公司的DataMan读码技术。通过验

证测试，昆山仁宝公司选择了康耐视的DataMan ID读码器。

DataMan,ID读码器将卓越的读码性能与简便易用性共同集成于一个小而紧凑的封装内，集成了照

明、摄像头、处理器和通信功能，可满足高要求应用需求。DataMan ID读码器具有诸多优势：不同的

触发模式和自定义数据格式化；现场可换的多种类型照明模块可为工件创造最佳照明条件；c/s接口镜

头或可变焦液态镜头，可提供最大的景深灵活度；凭借专利算法，读码效率高超。

图1. DataMan ID读码器对CPU进行扫码检测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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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其一，在软件界面，我可以清晰的看到要调试或读取的条码，并不像之前的产品那样只是简单的显

示一个框框；其二，软件里面有个PPM值，这让调试者可根据PPM值快速调节镜头的最佳位置和光圈；

其三，DataMan读码器可开启激光对位模式，让调试工程师快速的找到要读取调试的条码；其四，也是

我最喜欢的就是液态镜头，使用通过软件命令即可实现自动对焦功能，同时该镜头还提供非常大的景

深和视场；”昆山仁宝公司的技术工程师讲述了使用DataMan读码器的心得，“另外，在软件设置面板可

进行不同环境读取参数的设定等，非常方便不同环境下条码的读取，这是软件设计的一个独特点，为

我们解决了两个环境差别很大的读码问题。”

条码/二维码读取设备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核心装备之一，是实现工业4.0理念与工业物联网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采用基于图像的DataMan,ID读码器后，昆山仁宝公司可实现对每个NB组件的使用管控

和记录，以及NB组装、包装再到出货整个流程的全面跟踪。在生产现场，甚至有些工站都是无人站，

完全实现了全自动读码操作。其中，将批量组件使用状态上传MES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DataMan ID读码器的成功应用，解决了昆山仁宝公司的产品读码难题，深度优化了生产检测流程，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但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而且有力推动了公司实施

“工业4.0”战略的步伐。

图2. DataMan ID读码器对笔记本封箱产品进行扫码检测 

DataMan读码器
助力NB制造商实施“工业4.0”战略

文/昆山仁宝信息技术公司  周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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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解决
液晶屏包装箱质量信息追溯问题

电子

文/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俞同辉

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信）是国内著名的家电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电视机、数字电

视广播接收设备及信息网络终端产品的研究、开发、制造与销售。

液晶屏是海信主要产品之一，液晶屏在生产装配完毕之后要进行包装，以防止在储运过程中受各种外力

损坏。过去，海信一直靠人工和半自动化设备来解决液晶屏包装箱的信息质量追溯问题，这种方法弊端

很多。

在现场，包装好的显示屏从生产线上组装结束完之后，工人需要对外观包装再进行检验其是否完好。“由

于包装箱的颜色各不相同，会加大人眼疲劳，造成输入混淆，而且有时候是多个箱子一起过来，视野很

大，只靠一个工人根本来不及处理，会造成信息遗漏，所以有时候会增加人手来应对这类问题，”海信

的设备工程师介绍了之前的人工检测方法，“然后再把产品数据手工输入到电脑里，并复制上传到公司

数据库。”

由于海信工厂规模庞大，拥有数量众多的生产线，所以用普通PC控制输入信息很困难，而且人工输入

信息也很容易出错。再加上普通PC的传输系统比较慢，速度完全跟不上生产节拍。“这导致检测效率很

低，服务器无法实时对接。如果中间有环节出错，因为无法查到是哪边的原因，一直未能准确找到问

题所在，导致客户投诉不断，给集团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海信的设备工程师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与PLC的通讯和集成，更遑论信息追溯反馈。海信的设备工程师指出，“这

是我们一直以来很头疼的问题。不仅影响了生产的质量信息追溯，而且还大大降低了生产效率，导致整

个公司的出货效率下降很多。”

于是，海信决定进行技改，来一举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当时，经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贝特威）推荐介绍，海信对康耐视的DataMan读码器系统有了充分和深入的了解，并对之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项目启动时，海信首先就想到了DataMan读码器，并选择它为其解决检测难题。

上海贝特威的技术工程师们分析了现场的检测需求，并优化整体检测流程。1）读码要求：生产线速度

小于等于（≤）40m/min，读取视野大、位置不规则的一维条码；灵活处理不同类型的条码；把读取数

据发送到工控机数据库进行储存；读取率要求为99.99%。2）读码器和生产机器的操作工作程序：包

装箱从生产线上面过来，然后检测标签到达取像位置后，提供触发信号；相机收到触发信号后，立即

检测，读码器对标签上的一维码进行读取并输出码的内容。3）检测流程：产品到位，外部I/O信号触发

相机拍照；读码器进行一维码的读取；读码器将读取内容发送给外部设备；等待下一次检测。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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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解决
液晶屏包装箱质量信息追溯问题

电子

文/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俞同辉

工程师们对读取效果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效果非常好，轻松解决了困扰海信已久的产品过来距离不一

致的景深问题。

“DataMan读码器出色完成了代码读取工作。我们甚至在对比度非常低、很难看到代码的情况下，尝试

使用读码器读取特意挑选的包装箱体上的代码。”现场的工程师说道，“读取效果让我感觉非常意外，

DataMan读码器在各种复杂的方向性不一致情况下都能够成功读取代码。”

同时，设备实际运行事实也证明，DataMan读码器能够与用于控制生产线的PLC轻松集成。DataMan读码

器含有以太网接口，可连接至工厂网络，从而使其能够与工厂网络上的所有其它设备通信。

DataMan读码器提供了最佳的解码算法和大视野面积的覆盖，能够处理各种代码外观质量下降及背

景颜色不一致的区分。它还提供许多灵活的特征，如自动变焦技术、C型接口镜头选项、不同的触发模

式和自定义数据格式化。凭借专利的解码算法，DataMan读码器实现了较高的读取率，完全满足

99.99%的读取率要求。一个扫描图像的解码时间可快至2ms。可靠的读取还确保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

期内实现全面的可追溯性，并且在有效时间内区分出不同类型的条码进行数据库处理。

海信采用了基于图像的DataMan读码器后，一举成功解决检测难题。“新型读码器几乎消除了代码读取

失败的问题，从而提高了海信生产线的质量可追溯性和产量，”海信电器的设备主管最后评价说，“现

在，我们不仅能够轻松应对大批量生产流程，还能在短时间确保整个安装流程。目前设备运行效果非常

稳定，可持续每天24小时工作。后期工厂还有6条线要技改，我们要全部选用康耐视的读码器来帮助解

决问题。”

图1.2.3. DataMan读码器在包装箱进入入库包装之前，读取包装箱上的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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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让家电企业一维码读取中的棘手问题迎刃而解

电子

文/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姜安军

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电子）是一家专门生产家用电器的厂商，包括空调、冰箱、洗

衣机、空调压缩机、冰箱压缩机，以及空调冰箱洗衣机机器内使用的核心部件——PBA主

板。产品除了在国内市场热销，还出口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一直以来都重视技术和工艺

创新，致力于不断革新，不断给社会带来更多更好用的家电产品。

三星电子有研发队伍1000多人，每年都会推出大批新产品，生产线也随着层出不穷的新产品而不断

地进行调整和改善。

质量绝对是企业生存之本，三星电子高度注重质量并着力、引入科学化生产管理体系。公司对生产的每

一个细节都要求可追溯化，尽量减少人为判断的影响，以便对其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保持严格的控制。

公司建立了从原料供应到家电售后全程追溯管理的体系，条形码技术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条形码技术

的实行使生产部门管理和监控的效率大大提升，不但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提升了家电的物流和售

后管理有效性。

但是，在家电生产线上应用条形码技术必须结合其现场工艺特点进行，否则会产生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

譬如，在弧形、速度快的生产线上，怎样有效读取产品的一维码就困扰着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们。

在这样的生产线上，由于产品处在一个转弯的流水线上，使用传统的自动摆动摆镜的系列读码器，不

能100%读取到条形码，最高只能读到60%，这样对产品的追溯非常不利。

另外，产品在弧形线上经过时，留给读码器识别的时间只有1s，而且距离特别长，有900mm远。再加上

产品上的条码尺寸特别小，只有35*7mm，且条形码是人工粘贴，经常会被粘贴歪斜，一般读码器根本

无法读取。因此，工厂只好专门安排一名员工来手动扫描一维码，并录入到系统中。这一手动输入过

程在生产期间需要重复多次，结果就造成生产量显著下降，并且还要担心数据输入错误的出现。

因此，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们迫切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展会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了解讯息的渠

道。“出于对技术的热忱和关注，我们会经常参加一些专业展会，”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说道，“在一

次展会上，我看到有供应商在展示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其简单易用的特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

象。”

于是，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找到了康耐视公司，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对康耐视产品特性

也有了深刻的理解。

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表示，“在他们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康耐视的DataMan读码器具有世界领先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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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维条码算法1DMax+，可以读取最难读的条码。通过与Hotbars技术相结合，1DMax+可以更快地读

取代码。”

DataMan读码器代表了读码器技术的一项新突破，它将卓越的读码性能与简便易用性共同集成于一

个小而紧凑的封装内。它使用了康耐视一维条码和二维矩阵代码读取软件算法的专利技术、灵活的光学元

件、照明选件，可提供业界领先的性能且设置简单、部署快速，可满足高需求的应用场合。

在现场测试中，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惊讶地发现，在架设了DataMan读码器之后，并配以红色的LED

光源，快速转弯的产品条码被轻易地读取。而且即使产品上的一维码倾斜15°，也可以顺利读取（如图1

所示）。

以前困扰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的问题，顿时烟消云

散。DataMan读码器凭借专利的解码算法，在三星电

子的生产线上实现了较高的读取率，很好的解决了

低读取率问题。同时，DataMan软件可提供高级格

式化和逻辑嵌入式DMCC支持增强脚本，自定义通

信信道，很好的解决了条码扫描率不高与系统通信

问题。

于是，三星电子的技改部门在综合比较技术实力、

产品性价比、售后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等多种考虑

下，决定选择康耐视的DataMan读码器来解决技改

中遇到的难点，并在应用过程中取得成功。

“DataMan读码器帮助我们在生产操作中取得了显

著的进步，它的读取率几乎可达100%，从而使生产

能够连续进行，不会因手动输入数据而中断，极大地

节省了人工和生产时间。”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最

后表示，“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肉眼都无法看到的代

码，DataMan读码器也能够读取。它的出色表现赢得

了我们的信任，在今后的类似应用中我们将会继续选

用DataMan读码器。”

DataMan读码器
让家电企业一维码读取中的棘手问题迎刃而解

电子

文/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姜安军

图2. DataMan读码器在读取条码

图1.倾斜的一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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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轻松高效的读取金属表面二维码

电子

文/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姜安军 

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电子）是一家专门生产家用电器的厂商，包括空调、冰箱、洗

衣机、空调压缩机、冰箱压缩机，以及空调冰箱洗衣机机器内使用的核心部件——PBA主板。

产品除了在国内市场热销，还出口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一直以来都重视技术和工艺创新，致

力于不断革新，不断给社会带来更多更好用的家电产品。

三星电子有研发队伍1000多人，每年都会推出大批新产品，生产线也随着层出不穷的新产品而不断地进

行调整和改善。

质量绝对是企业生存之本，三星电子高度注重质量并着力引入科学化生产管理体系。公司对生产的每一

个细节都要求可追溯化，尽量减少人为判断的影响，以便对其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保持严格的控制。

公司建立了从原料供应到家电售后全程追溯管理体系，条形码技术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条形码技术使

生产部门管理和监控的效率大大提升，不但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提升了家电的物流和售后管理有效

性。现在，三星电子正在引入二维码来实现家电零部件、生产集成过程、仓管物流、网络销售等追溯管

理。

二维码是用特定的图像按规律分布在二维平面上来记录信息，二维码具有信息容量大、纠错能力强、可

靠性高、可表示字母、数字、汉字及图像等多种信息、保密防伪性强等优点。目前，功能更加强大的二维

码在家电行业的应用量正在不断增加。

但是，在家电生产线上应用二维码必须结合其现场工艺特点进行，否则会产生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

三星电子在产品上开始使用二维码时，由于条码尺寸比较小，线上员工都不得不手工扫描二维码，以确

保100%扫描进产品库。但是，也是因为条码太小，只有8*8mm（如图1所示），金属表面反光太强，对比

图1.金属表面的条码

苏



DataMan读码器
轻松高效的读取金属表面二维码

电子

文/苏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  姜安军 

度不足等原因，导致点状的二维码很难读取。三星电子试过很多种二维码扫描枪，都无法实现100%读

码。再加上三星电子正在推进省人化战略，以降低过高的人工成本。因此，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们需

要找到一家技艺高超的供应商以帮助他们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会经常参加一些专业展会，以了解业内最新的发展动态。”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说道，“在一

次展会上，我看到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其简单易用的特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于是，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找到了康耐视公司，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基于康耐视品牌在业

内的影响和良好的口碑，三星电子决定采用康耐视的DataMan读码器，以满足读取金属表面二维码的

作业要求。

“自从我们采用基于图像的DataMan读码器后（如图2所示），成功解决了人工扫描二维码的问题。而

且读码器前面增加了可以消除金属表面反光的偏正镜片，这样就可以快速读取200mm以外的

二维码。”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表示，“我们惊喜的看到，在读取因多余材质、照明等导致反射、歪曲、

褪色等很难读取的二维码时，发挥了超高的性能。”

DataMan读码器结合了最先进的软件和硬件，是高性能的读码器，可以准确读出任意状态下的二维

码。此读码器的外壳是坚固的工业外壳，它不仅拥有康耐视的专利技术2DMax+这个强大的读取算

法，还拥有康耐视的Hotbars图像分析技术，无需特别设置，仅在线路上进行设置即可迅速读取。

“康耐视在二维码读取方面，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帮助。”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指出，“DataMan读码器

可以自动扫描二维码，大幅度降低了人工成本。随着三星电子在更多的领域内推广二维码，我们相信将

与康耐视会有更多的合作。”

图2. DataMan读码器在读取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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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对手机电池信息全面跟踪

文/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俞同辉

电子

乐金化学（南京）信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金化学）主要从事手机、笔记本、   

             ipad等智能电子设备用二次充电电池生产研发、高容量/高安全性锂电池用三元正极材料

生产，以及尖端信息电子材料TFT-LCD用偏光板生产。公司现有5座电池/电极生产制造与研发工

厂，2座偏光板生产制造工厂。

电子行业需要对每个元件进行全面的跟踪，其中安全和质量控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手记电池

更需要能进行快速的质量追溯。

“我们在生产手机电池过程中遇到了棘手问题，一是当前使用的读码器调试非常麻烦；二是读取

率很低，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池在未抽完里面的电解液之前，都是凸起不规则的，且电池颜色不同，

所以造成读码时严重反光，无法读取，从而影响到生产节拍和效率，这样就增加了公司的人力成

本，”乐金化学的生产负责人表示。

乐金化学急需一个能方便自动调节、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更改程序的快速响应检测解决方案，并

提出明确检测技术指标：能高效快速读取打印在手机电池白铝箔纸上、尺寸为5*5mm的二维码，

适合现场的安装空间，读取率达到99.99%以上。

“我从我们其它工厂部门那边了解到，之前设备上面用的都是康耐视读码器，现在读码器很多算

法软件都升级了，效果很好，而康耐视是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先者，”乐金化学的生产工程师说，

“同事们向我推荐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合作伙伴—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

威公司）。后来贝特威公司专门为该技改项目做了大量的测试和调研，最终确定用康耐视强大的

DataMan 150系列固定式读码器来解决我们的检测难题。”

据介绍，基于图像的DataMan 150系列读码器提供许多灵活的功能，比如自动变焦、一键调谐、

自带偏光镜、四点高亮光源、不同的触发模式，90度和180度的切换安装等。DataMan150系列

读码器可以快速替换之前的读码器，而且还不需要改动任何PLC数据设置，直接安装即用。

乐金化学的生产工程师在看到贝特威公司的工程师现场操作演示时，就感觉到康耐视的读码器设

计非常人性化，有着灵活的光学元器件和模块化的设计，调试更换非常方便。在讲解培训完之后，

乐金化学的生产工程师更体验到康耐视PowerGrid算法的精妙及软件操作的便捷性，很快自己就

可以轻松调试了。

该自动化设备总共有8条线体，每条线体的工作方式都一样。当电池从上道注液工序流下来后会

11



文/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俞同辉

电子

到自动打码工位；电池在未抽完电解液的状态下，人工放入设备，然后由两轴机械手吸取电池，

调整固定好位置进行读码；当读码成功后，进行电解实验测试检查；检查完后再人工取出电池，

工序完成；当电池读码不成功时，会再次放入到设备中再次重复工作；如果还是未能读到码，就

由人工将产品取出放入到待检料框，最终再统一处理这批未能成功读码的电池。

“之前的读码器只能读取在黑色铝皮上打印的二维码，而白色铝皮上的二维码是无法读取或者很

难读取的，现在换了DataMan 150系列读码器之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凭借最新的读码算法实

现了很高的读取率，而且还能读取严重损坏的二维码，读取率达到了99.99%，”乐金化学的贺

工感言道，“这样就让我们工程师有了更多时间去维护其它设备，再也不用担心读码问题。”

这样，通过应用DataMan 150系列读码器及其专利算法、高亮的集成光源和自带16mm液态变焦

镜头，轻松解决了铝箔电池在未抽完电解液时的反光问题和一键式调焦问题，大幅度提高了乐金

化学的工厂生产速度，降低了人工成本，同时还降低了投诉，获得了一举多得的功效。

“采用康耐视的视觉读码器以后，不仅提升了公司的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而且还引导着我们找

出并解决了其它的生产隐患，”乐金化学的生产负责人最后强调指出，“这极大促进了视觉技术

在公司其它设备上面的应用，使整个集团工厂的信息追溯质量控制问题都得到了完善解决。” 

图1. 现场读取电池上的二维码

图4. 在客户程序软件上的应用

图3. 在软件中读码的合格率图2. 100系列与150系列的对比

DataMan读码器
对手机电池信息全面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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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Pro视觉软件
进行手机表面瑕疵检测

文/北京康视杰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王龙

电子

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简称廊坊富士康）隶属于富士康科技集团，专业从事 

 电子产品的生产制造，是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手机制造中心。

“我们在生产手机背壳的过程中遇到三个非常棘手的检测问题，”廊坊富士康的技术工程师马工

指出，“一是产品在由注塑机产出后，因为热胀冷缩导致产品变形，注塑不良；二是该零件在组

装之前遇到可能的外力、人为或机械搬运碰撞，导致外观划伤和脏污，从而影响产品的整体性

能；三是整机装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外观划伤和脏污。”

在这个问题上，廊坊富士康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结果却是事倍功半，他们需要

寻找更好的技术解决方案。

这时，廊坊富士康从他们的设备供应商那边了解到，现在的视觉处理技术可以代替人工对产品表

面作检测，而康耐视是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先者。

“他们推荐了一直以来有合作的北京康视杰视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视杰公司）。”马工

说到，“康视杰公司专门为该项目做了大量的测试和调研，最终确定用康耐视强大的VisionPro视

觉处理软件帮我们解决棘手难题。”

“借助康耐视VisionPro强大的视觉处理功能和优越而通俗易用的界面表达形式，我们很快地为廊

坊富士康定制了表面缺陷检测软件，解决了包括轻微磕伤、印刷错误、字符区瑕疵、脏污、划伤

和麻点在内的大部分实际生产遇到的问题。”康视杰公司的工程师表示，“这不但大大缩减了廊

坊富士康在这方面的财政费用，而且还大幅提升了生产线的生产速度，同时降低了客户的投诉，

获得了三赢局面。”

“我们在前期测试中，对产品表面的各种缺陷类型和表面的不同材质做验证，最后才会有这么好

的效果，VisionPro软件处理的灵敏度和速度都是人工检测所不能及，”廊坊富士康的陈课长对康

耐视的技术水平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据介绍，该自动化设备总共分为3个模组：上料模组、外观检查模组（包含喷码识别）和下料模

组。流程如下：

1）产品经由上料模组上料后由一个康耐视的相机配合6轴的机器人抓取上料，这样确保每个产品

在以后的电测和外观检测时能保持位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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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康视杰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王龙

电子

2）然后产品被平台送至外观检测模组，外观检测模组在工作完成以后通知另外一个4轴机器人

取料。

3）在整个过程中，组程序会记录每个模组的不良产品，最后由该4轴机器人将所有的产品分类放

置。整个检测完毕，该设备也完成了整个工作的最核心检测任务，后面的机器人会根据VisionPro

的检测结果，将对应产品放到指定的回收料盘中。

陈课长评价说，该设备不但节省20多个人，而且比人工检测的速度快上好几倍，克服了由于人为

等不可控因素，所造成的NG产品流出给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VisionPro强大而高效的图像处理

技术和康视杰公司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持，在该项目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VisionPro软件对.net语

言的完美支持，使得康视杰公司可以完全按照检测要求去定制整个程序的流程和界面，在高效完

成图像处理工作的同时，还能将结果直观而准确的呈现出来。

陈课长最后强调指出，“采用康耐视VisionPro的机器视觉软件实现非接触式的检测方式以后，不

但大幅提升了生产速度和检测质量，还促使我们改进自身的生产工艺，提高了公司的整个产品质

量，让我们获取了更多的客户订单。”

图3. 100系列与150系列的对比

图2. 100系列与150系列的对比

图1. 100系列与150系列的对比

VisionPro视觉软件
进行手机表面瑕疵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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晟碟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碟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闪存卡及相关产品的 

 供应商SanDisk，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自有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制造工厂，主要经营包括设

计、研发、测试、封装及生产半导体集成电路器件及产品等。

晟碟公司的芯片分拣设备是用机器人上料到分拣设备，通过扫码机构将所有托盘内的芯片信息录

入数据库，然后进行分拣。由于在进入扫码环节之前，芯片二维码经过了多项工艺处理，一致性

很难保证，读码率不高导致每天产生很多无法读取的芯片，需要人工处理。

同时由于每日分拣数量巨大，每次只读取一个码的设备无法保证工作效率，需要实现高速群读。

并且如果有未能读出的二维码，还需要给出位置信息。实现高速群读需要多个读码器实现视野拼

接，由于托盘种类太多要实现对应位置的读码结果输出，需要进行脚本功能的编辑，而且安装空

间有限，无法加载外部光源。

现在，晟碟公司的芯片产量的快速增长，对于芯片信息的追踪要求更加苛刻，改进分拣设备的需

要迫在眉睫。晟碟公司要求分拣设备上的配套读码系统要满足多方面的要求，如：需要适应多类

型芯片托盘的分拣；分拣速度和芯片信息采集准确率极高；未能成功读取的需要实时反馈芯片具

体位置，以便进行处理等。

这时，晟碟公司的分拣设备供应商向设备采购部门的魏经理推荐了康耐视产品。魏经理了解到，

康耐视不仅是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导者，在读码行业也遥遥领先，业界棘手的读码项目最终都是康

耐视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于是，晟碟公司邀请康耐视一起合作来帮助解决自己的检测难题。

面对晟碟公司苛刻的检测要求，并综合考虑现场工况，康耐视推荐了新款读码设备DataMan,262

读码器。该读码器的优越性能如下：

1）能实现较高的读取率。2DMax®结合专利的PowerGrid™技术可以解码受损或印刷不良的二维

码，不受代码质量、印刷方式或代码表面状况的影响，可以读取经过多道工艺一致性发生变化的

芯片二维码。

2）简化了在狭窄空间中的安装。90度调节的安装方式实现了四台DataMan,262读码器在狭小空

间内的安装，无需重新设计。模块化的照明和光路设计无需增加外部光源，大大节省了空间。

3）能获得最佳图像。16mm镜头可以读取较小以及工作距离较远的芯片二维码。四个大功率红

色 LED为代码提供照明，以实现更好的图像形成。该功能对于远距离代码读取和高速应用特别有

用，半偏振前盖使得亮面上的二维码轮廓成像更加精细。

4）能实现快速调节读码参数。液态镜头模块可无需移动芯片位置即可实现自动对焦，只需按下

使用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
对芯片进行全面追踪

文/沈阳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周义成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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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码器上面的Tune（调整）按钮，读码器就会自动优化照明度、焦点和照明方案以获得最佳图

像形成。

5）具备灵活的脚本功能，这使得客户实现了各种托盘读码结果输出格式的切换，以及芯片对应

位置读码状态的反馈。

在实际的调试测试中，具备强大PowerGrid解码算法的DataMan,262读码器以超高的解码率和对

于多种类型托盘的兼容性赢得了晟碟公司的信任，用4台DataMan,262读码器就很好地解决了安

装空间以及高速群读的难题。

晟碟公司的设备主管赵经理感慨道，“康耐视不亏是读码行业的领导者，对能有如此出色的表

现，我们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在康耐视先进技术的帮助下，公司的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大提

高。”

优化后的设备工作流程如下：装有芯片的一摞托盘被机械手放入分拣槽，调度软件根据托盘类

型，切换四台读码器对应的输出格式程序段；位于运动装置上的四台读码器接受到触发信号，同

时读取第一行芯片码；读取完毕，四台读取器返回各自对应分区域的读码结果和状态；然后运动

装置移动固定步长读取下一行码；直到该托盘所有行读取完成，机械手移走已被读取的托盘，运

动装置下降固定高度，读取下一层托盘；如此重复，直到读完整摞托盘。

“使用康耐视的设备后，不仅促进了我们本身生产工艺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产量，

获得了更多订单和客户认可，这给我们企业的新

一轮生产升级带来了巨大的帮助。”晟碟公司的

生产部王经理最后评价说。

也正是因为有了诸如晟碟公司这样一个又一个复

杂项目的经验与技术积累，康耐视才能始终保持

行业领导者的地位，并在中国智能制造2025的

浪潮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安装空间有限，且读码器需有一定角度时效

果才好，所以采用四个262X前后排列直角安装

进行读码，读码机构向前移动固定步长，读取托

盘上相应的一列码。

使用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
对芯片进行全面追踪

文/沈阳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周义成

电子

图1. 现场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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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
对芯片进行全面追踪

文/沈阳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周义成

电子

图2.  芯片二维码读取示意图

图中为其中一台读码器读取14列X 24行规格托盘，每次需要读取四个芯片，通过限制读码ROI防止

误读其它列的芯片。

图3.  脚本程序

通过262X支持的脚本编辑功能，调用不同规格托盘的读码输出格式程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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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主要研发和制造各种电子衡器、实验室天平用传 

 感器及称重模块。Block Nova是公司CNC团队为天平传感器内配的精密机加工力学部件，

其精度与加工机床密切相关。

NOVA天平传感器对Block尺寸的精度及一致性要求非常高，不同机床加工的工件对最终传感器

角差等性能调整影响很大。所以任何机床进行Block生产时必须得到验证，每只工件的钢印信

息必须准确反映加工机床编号。这样才能在出现异常时，能够迅速查出原因并纠正生产中出现

的偏差。

“这个产品数量比较大，生产机床多，而且是同时加工不同规格的产品，单靠分类和人工控制，

无法保证100%准确。”天平传感器研发部主管工程师许峰指出。

据介绍，原先CNC团队采取将不同员工、不同规格、不同机床加工的产品分开放置，然后由加

工员工自己修改打标机中两处对应的机床号设置，并集中打标来控制准确率。这个方法费时费

力，而且不断发现操作中因员工只改了一处机床号设置或工件混放，而导致打标出错。由于多

机床加工，打标序列号与对应机床号没有连续性，人工记录生产信息的准确率很难保证，更遑论

可追溯性。

另外，产品加工完成后，表面非常光亮，采用普通相机，很可能会造成因反光而带来的识别不出

或是识别错误。盲文的标记区域非常小，且由于各机床的差异、加工刻针的磨损，加工出的盲文

可能会有较大差别。如果采用普通相机，可能也会引起读不出或是读出错误的信息。

“我们需要借助视觉识别的方法全面解决问题，同时还必须兼顾成本，并有可靠的防差错措

施。”负责NOVA产品的工程师不无担心地说，“由于自动打标的效率高，如果出现错误，造成

的损失可能会比人工打标还要大。”

近年，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自动化替代人工的趋势越来越受到关注。2015年，CNC团队

在车削中心自动上下料+成品打标方面做过两个比较详细的外包方案。虽然最终因投资回报率不

理想而没有实施。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两个方案都不约而同采用了康耐视视觉引导工件实现

自动对位和识别，这是康耐视的技术第一次在CNC团队亮相。

2016年初，经公司自动化部推荐及大量调研，曾经帮助过贴片室解决弹性体数字及字母钢印识

别的工作，并与公司产品跟踪系统Pegasus成功对接的无锡埃姆维工控公司（以下简称埃姆维）

In-Sight视觉系统
和DataMan读码器携手解决工件识别难题

文/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秦建明 金越 李学斌 翟宇洲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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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CNC的项目开始了联手。

“我们联合埃姆维，发挥各自优势，以行业领先者康耐视的智能视觉及读码产品来组建自动化打

标系统，解决了机加工零部件识别与追溯难题。”CNC制造主管秦工在公司质量交流会上介绍

说，“同时为了达到低成本且防差错的目的，在质量&CNC运营经理金越的开放性思路引导下，

项目组引入了盲文编码代表机床号的理念，达到了降低智能相机选型级别的低成本初衷。为防止

现场相机镜头被污染后出现识别偏差，项目组还增加了系统防差错措施。”

现场实际运行证明，运用康耐视In-Sight,Explorer智能检测系统，在产品打标时定位、检查工件

中的斑点、亮度+图案，充分利用其独有的优异容错性能以及灵活的参数设置，通过调整识别区

域、分辨率、阈值等参数，圆满解决了因反光和盲文标记差别带来的影响，保证了读码的准确

性。

配以DataMan,8000系列手持读码器强大的2DMax算法，埃姆维的工程师轻松地实现了DataMan 

8600读码器和只有基础功能的IS7010相机与SIC打标机的集成，打标准确率达到了99.9%。而特

制的系统防差错功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在光源亮度变暗而引起识别错误时，能有效及时

阻止系统的继续工作。

整个设备工作流程如下：

1）在加工中心生产过程中，用刻针在合金铝工件的相同位置点上，与机床号对应的盲文编码

（如工件识别方案图示），控制盲文斑点深度0.03~0.08mm（对应直径Φ0.06~Φ0.16mm）；

2）将系统置于自动模式（滑动台面自动移至左侧相机下方），松开夹具，取下前工件，装上新

工件，再夹紧夹具；

3）按打标按钮，相机在1s内读取工件上斑点（机床号盲文编码）及外形（图案+亮度双重验证

工件规格）特征，台面移至打标位开始打标，结束后台面退回原位，等待下一循环；

4）每班首、末、抽检时用读码枪扫描二维码，在介面上可校对生产记录；对其它需要查找生产

记录的工件同样可在8s内完成追溯。

系统还可自动备份上一周生产记录，也可按要求时间段调取如下信息的记录：

5）每天中班使用系统前，强制要求作开班检测，如下图在自动模式下，先后放入38号机床加工

Nova-500g标准工件及49号、48号机床加工的Nova-5000g标准工件进行检测，全部通过后才能

电子

In-Sight视觉系统
和DataMan读码器携手解决工件识别难题

文/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秦建明 金越 李学斌 翟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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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正常工作状态，防止因相机镜头受污染等干扰因素引起的系统批量识别错误。

这样，借助康耐视In-Sight,Explorer简洁易用的视觉处理功能和DataMan快速精确的读取率，公

司CNC技术及管理团队与埃姆维协作，经过多轮方案改进，定制了属于自己的低成本视觉识别自

动化打标系统，解决了多机床加工带来的机床号混淆、员工打标时选错设置、整理打标数据工作

量大、产品追溯性差等问题，不但大大减轻了管理难度，而且因为实现了单件连续流，从而提升

了生产线效率，还杜绝了客户的投诉，获得了三赢局面。

“采用In-Sight,Explorer检测系统和IDMax读码技术将康耐视工业相机及读码器植入打标过程，

如同为系统添加了一双敏锐的眼睛，携手解决了机加工零件识别及追溯难题。而在识别盲文的同

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了零件表面纹理质量与刀具使用时间之间的关系。”CNC制造主管秦工最

后评价说，“相信康耐视所积累的诸多量化数据，在解决一直困扰我们如何精确判断刀具寿命的

问题上，将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图1.文识别自动化打标系统

电子

运用康耐视In-Sight工业相机识别工件固定位置上的不同特征，达到辨别工件的不同加工机床编

In-Sight视觉系统
和DataMan读码器携手解决工件识别难题

文/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秦建明 金越 李学斌 翟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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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工件识别方案

图3.相机工作原理

电子

号及工件的不同规格，配以SIC打标机、自动化软硬件，实现自动打标并生成报表。运用Data-

Man读码器，扫描已打标工件上二维码，快速核查生产记录。

图案-1+亮度-1辨别左边工件为NOVA-500g，右边工件为NOVA-5000g。斑点-1~班点-6辨别

左边工件为38号机床加工，右边工件为37号机床加工。

In-Sight视觉系统
和DataMan读码器携手解决工件识别难题

文/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秦建明 金越 李学斌 翟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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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是中国最大的电网企业，由于各地的数字电表都要由国网 

 测试以后统一分配安装，因为数量巨大，急需自动化的检测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

“在以前的电表检测过程中，需要有专门人员去手动切换画面，来观察每个画面显示的字符是否

正确。”国网的技术工程师表示，“因为字符数量多、形状复杂、字符面积小、检测速度快、人

员易疲劳等原因，所以检测效率低，很容易出现漏检和误检问题。”

北京康视杰视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视杰公司）是康耐视北方区代理商。经过实地调

研发现，检测设备需要安装在电表转运到正定检测的前段，检测合格后上正定检测平台。电表进

入外观检测机后，软件要根据电表类型从数据库中加载对应的检测模板。然后设备插入顶针上电

后，根据命令切换不同轮显画面。在切换画面过程中，相机对每幅画面进行拍照检测。检测完成

后要把检测画面和检测结果上传至服务器数据库，实现检测数据可追溯。

“此应用的最大挑战在于每条生产线上的电表类型都不同，需要频繁的切换型号。而且每条生产

线的相机安装方式也不同，这造成模板数量激增。”康视杰公司的技术工程师指出，“另外，此

应用当中涉及数据库存储模板和数据，以及各种通讯协议，都需要重新学习。”

“因为客户已经配置了一个中心数据库，我们就设想把所有的型号检测用的工具存储在数据库

中，这里需要指出的是VisionPro的工具可以完美存入到数据库中。每次更换产品的时候，需要先

从数据库中提取所需的检测模板，然后开始检测。”康视杰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介绍说，“检测结

束以后，把数据和图片压缩以后上传至数据库。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在本地配置复杂的数据库系

统，可以减少终端的设计量。”

另外，因为电表的表面反光度不一致，在选择光源的时候需要考虑打光方式，康视杰公司就选用

了条形光源，从侧面打光可以减少正面的直接反光，避免看不清图案。

“此外，客户对CT时间的要求较短，而检测内容多且复杂，耗时较长。”康视杰公司的技术工

程 师 说 ， “ 为 了 不 影 响 C T 时 间 ， 我 们 采 用 了 双 工 位 的 模 式 ， 缩 减 了 一 半 的 时 间 。 ”

优化后的操作流程如下：

1）当有新型号到来时，使用模板新建功能，对每个字符创建对应的模板，然后把模板存入数据

库中。在主程序中，重新加载对应批次的模板序列即可。在下次检测中就会调用新的模板对每块

仪表进行检测。

使用康耐视智能相机
实现电表字符的完美检测

文/北京康视杰视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徐淦华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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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更换已有型号时，首先用模板搜索功能，模糊搜索到对应批次的模板，然后加载。在主程

序中重新加载对应的模板序列即可。在下次检测中就会调用新的模板对每块仪表进行检测。

3）设备只在更换型号时，需要人员介入，其它时间自行运行。

“使用康耐视的智能相机后，电表的检测效率大大提高，生产速度提高了200%，而且有效降低

了漏检率和误检率，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满足了新生产线24小时连续生产的要求，全程无需

人员照看，可以随意切换电表型号，实现了检测数据的可追溯性。”康耐视产品优秀的性能和可

靠的品质，得到了国网的技术工程师极高评价和认可，“目前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了半年，后续新

生产线中我们会优先考虑康耐视的产品。”

图1.现场设备外观 图2.检测设备及软件外观

图3.软件界面

电子

使用康耐视智能相机
实现电表字符的完美检测

文/北京康视杰视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徐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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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通用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通用电器）专门从事蓄电池车辆控制器产品的研发 

 和生产，也是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电气车辆系统（EVS）部中国沈阳销售服务中心、

澳大利亚泰克亚特通用电气公司产品中国总经销。

但是，沈阳通用电器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遇到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是产品在由注塑机产出后，

因为热胀冷缩导致产品变形、注塑不良，以及喷涂后漏喷、多喷、移位等问题；二是产品在组装

之前，可能会遇到人为或机械搬运碰撞，而导致外观划伤、脏污，从而影响产品的整体性能。

过去，对这些产品缺陷的检测，沈阳通用电器都是通过人工的方式来进行，不但效率低下，而且

占用了大量人力资源，检测质量也难以保证。为解决问题，沈阳通用电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但是却是事倍功半，他们需要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我从公司的设备供应商那边了解到，现在的视觉处理技术可以代替人工对产品的表面作检测，

他们推荐业界领先的康耐视公司。”沈阳通用电器的程工程师说。

经过调研，沈阳通用电器的工程师们发现，康耐视的视觉解决方案无论从性价比、还是从配置简

便性上，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于是确定用康耐视的In-Sight 5705视觉系统来解决生产难题。

“我们在前期测试中，对产品表面各种缺陷类型和不同图案做验证时就发现，In-Sight,5705视觉

系统的处理灵敏度和速度都是人工检测所不能及。”沈阳通用电器的程工表示，“借助In-Sight 

5705强大的视觉处理功能和优越易用的界面表达形式，康耐视很快为我们定制了属于表面缺陷

检测系统，解决了定位、多喷、漏喷、移位、分段读取、异物、脏污、划痕、划伤、麻点等困扰

已久的质量问题。”

In-Sight,5705视觉系统对.net语言的完美支持和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持，使得沈阳通用电器可以完

全按照需求去定制整个程序的流程和界面。该自动化检测系统总共分为4个工位：上料工位；视

觉检测工位（包含喷码识别）；下料工位；安装工位。

优化后的设备工作流程如下：产品经由上料工位上料后，由1个康耐视的智能相机配合6轴的机

器人抓取上料，以确保每个产品在以后的视觉检测工位能保持位置一致；然后产品被平台送至

视觉检测工位，由智能相机检测，在这个过程中，组程序会记录每个工位的不良产品；视觉检

测工位在工作完成后，通知另外一个4轴机器人取料，并由该4轴机器人将所有的产品分类放

置；然后合格产品被平台送至安装工位，并由1个智能相机配合1个6轴的机器人将合格产品安

在In-Sight 5705 的“锐眼”下
产品缺陷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文/沈阳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闫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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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电器柜中。

“采用In-Sight,5705视觉系统实现非接触式的检测方式以后，不但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有了大幅

度提高，还促进了我们自身生产工艺的改进，”程工评价道，“比如在生产过程中检测出了很多

人眼根本发现不了的细微产品缺陷，然后我们在不断的使用中，发现这些缺陷有规律可循，最终

帮助公司改进了产品生产工艺，促进产品的整体质量提升。”

现在，康耐视的智能视觉技术已经赢得了沈阳通用电器的信赖。In-Sight 5705视觉系统的应用不

但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还克服了人为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NG产品流出，避免

了有可能给公司带来的经济损失，减少了用户的投诉，获得了三赢的局面。

“使用In-Sight,5705视觉系统后，极大提高了生产自动化水平，给公司带来的效益是显而易见

的，”程工最后指出，“我们将尽快推进其它的生产线技术革新，将其改造成装备康耐视视觉检

测系统的自动化生产线。”

图1. 现场应用

图2. 多个定位，分别检测字符为合格

图3. 多个定位，分别检测字符为不合格

电子

在In-Sight 5705 的“锐眼”下
产品缺陷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文/沈阳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闫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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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Pro视觉软件
实现液晶屏的对正、抓取及打包的精确操作

文/北京康视杰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郑伟民

北京欣奕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奕华科技）是一家以智能技术和先进材料为核心的 

 高科技公司，旨在推进国内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和先进材料的研发和

产业化突破。其中，液晶面板和液晶显示器生产线是欣奕华科技的产品之一。近期，公司为国内

某液晶板制造厂研发制造了一条液晶屏打包生产线。

与通常的XY两轴对位有所不同，该液晶屏打包生产线所用的XXY三轴旋转平台，需要用视觉技术

计算出ΔX1、ΔX2和ΔY三个轴的坐标，对标定过程、模型训练步骤和检测流程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计算步骤也比较多。整个项目的应用重点和难点就是视觉技术与XXY平台的配合。

欣奕华科技很早就知道康耐视公司是全球视觉行业的倡导者和领先者，借着这次技改机会，欣奕

华科技就联系了康耐视北方区的代理商北京康视杰视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视杰）。康视

杰专门为这个项目做了大量评估和测试，与欣奕华科技反复沟通后，双方最终确定使用康耐视功

能强大的VisionPro视觉处理软件与CIC-10MR的方案。

由于欣奕华科技是第一次使用XXY旋转平台，按原来的设想是在检测时相机拍照两次，第一次拍

照纠正角度，第二次拍照纠正偏移量。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和想法后，康视杰的工程师经过调研发

现，由于机械手不能调整角度和位移，就需要康耐视视觉软件计算出比较准确的数据给XXY旋转

平台，让其通过收到的三轴位置数据来调整放在其上的液晶屏角度和位置，以便让机械手能够准

确抓取，并放到后面的三个包装箱内。

由于每个包装箱也分别放在一个XXY旋转平台上，同样需要康耐视的视觉软件计算出包装箱的角

度和位移，让XXY旋转平台纠正其角度和位置，然后让机械手将液晶屏准确放入其中。

经过测试，使用康耐视CIC-10MR相机和VisionPro软件完美实现了液晶屏的对正、抓取和打包

整个工作过程。而且一次拍照即可实现准确抓取，免去了原来设想的二次拍照流程，提高了生

产效率。

另外，康视杰为欣奕华科技编写了简单易用的校准、标定和训练功能。为了减少视觉检测时耗，

采用了多线程处理，将原来的每次拍照两秒减少到了一秒以内。为了实现与PLC的数据交互，还

编写了与三菱Q系列PLC通讯程序。这些基于VisionPro的定制检测软件，实现了与XXY旋转平台

完美结合。

在工程师们利用测量工具与视觉配合确定了XXY平台的精度完全满足项目要求后，接下来就是视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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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三星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电子）是一家专门生产家用电器的厂商，包括空调、冰箱、洗

衣机、空调压缩机、冰箱压缩机，以及空调冰箱洗衣机机器内使用的核心部件——PBA主

板。产品除了在国内市场热销，还出口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一直以来都重视技术和工艺

创新，致力于不断革新，不断给社会带来更多更好用的家电产品。

三星电子有研发队伍1000多人，每年都会推出大批新产品，生产线也随着层出不穷的新产品而不断

地进行调整和改善。

质量绝对是企业生存之本，三星电子高度注重质量并着力、引入科学化生产管理体系。公司对生产的每

一个细节都要求可追溯化，尽量减少人为判断的影响，以便对其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保持严格的控制。

公司建立了从原料供应到家电售后全程追溯管理的体系，条形码技术就是其中重要的部分。条形码技术

的实行使生产部门管理和监控的效率大大提升，不但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也提升了家电的物流和售

后管理有效性。

但是，在家电生产线上应用条形码技术必须结合其现场工艺特点进行，否则会产生一些棘手的技术问题。

譬如，在弧形、速度快的生产线上，怎样有效读取产品的一维码就困扰着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们。

在这样的生产线上，由于产品处在一个转弯的流水线上，使用传统的自动摆动摆镜的系列读码器，不

能100%读取到条形码，最高只能读到60%，这样对产品的追溯非常不利。

另外，产品在弧形线上经过时，留给读码器识别的时间只有1s，而且距离特别长，有900mm远。再加上

产品上的条码尺寸特别小，只有35*7mm，且条形码是人工粘贴，经常会被粘贴歪斜，一般读码器根本

无法读取。因此，工厂只好专门安排一名员工来手动扫描一维码，并录入到系统中。这一手动输入过

程在生产期间需要重复多次，结果就造成生产量显著下降，并且还要担心数据输入错误的出现。

因此，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们迫切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展会无疑是一个比较好的了解讯息的渠

道。“出于对技术的热忱和关注，我们会经常参加一些专业展会，”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说道，“在一

次展会上，我看到有供应商在展示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其简单易用的特点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

象。”

于是，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找到了康耐视公司，并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同时对康耐视产品特性

也有了深刻的理解。

三星电子的设备工程师表示，“在他们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康耐视的DataMan读码器具有世界领先

觉技术如何配合XXY平台进行准确定位。

该液晶屏打包线分为两个部分：

⑴、前面部分为ECheck产线，用两台康耐视CIC-10MR相机为液晶屏做定位，通过视觉检测调

整XXY旋转平台，然后由机械手将其抓取到后面六个E检台中的任意一个上，精度要求为±1mm。

⑵、后面部分为Packing产线，共有四个XXY平台，第一个用来为液晶屏做定位，后面三个为包装

箱做定位，然后由机械手将液晶屏放入三个包装箱中，精度要求为±1mm。

第一、ECheck产线视觉检测
ECheck产线的XXY平台除了进行XXY角度和平移修正之外，最底部还有一个单独的轴，可以带动

整个XXY平台旋转180度，所以此XXY平台接到前方传送带的液晶屏后有两个姿态：0度时，相机

检测修正位置后，ARM机械手将其送往对应的三个0度E检台；180度时，相机检测修正位置后，

ARM机械手将其送往对应的三个180度E检台；因为两个姿态XXY平台各轴的方向都发生了变

化，所以需要分成两种情况进行校准和标定，增加了程序复杂程度，这点是与后续的Packing产

线不同之处。

为了将两种姿态的液晶屏准确对正到相应的E检台，模型训练时采用了比较特殊的方法。以0度姿

态为例说明，180度姿态类似。

⑴、先将所有0度E检台移到接料位，然后在第一个0度E检台上放一块标准的液晶屏，将其四个

边角与E检台的固定框架对齐，分别与固定框架的边沿相距大约1~2mm。

⑵、ARM机械手移到第一个0度E检台上，对好正确的抓取位置，然后将液晶屏吸起。此时PLC

需要记下ARM机械手的放料位置及第一个0度E检台的接料位置。

⑶、ARM机械手将液晶屏从第一个0度E检台上方移动到第二个0度E检台上方，缓缓一点点降，

此时微调ARM机械手和第二个0度E检台的位置，将液晶屏与第二个0度E检台的固定框架对齐，

间距同样是1~2mm。然后PLC记录此时ARM机械手的放料位置和第二个0度E检台的接料位置。

⑷、同样方法，将液晶屏与第三个0度E检台对齐。

⑸、然后ARM机械手吸着液晶屏移到XXY平台的上方，待XXY平台回到0度初始位置再移到接

料位置后，ARM机械手将液晶屏放在XXY平台上然后移开。此时相机进行拍照取像，进行模型

训练。

⑹、模型训练后，为了验证机械上是否已经准确对位。先不调整XXY平台，让ARM机械手直接将

XXY平台上的液晶屏取走，依次放在三个0度E检台上。如果能够准确放入说明机械对位准确。

⑺、ARM机械手将液晶屏放回XXY平台，手动旋转和平移液晶屏，使其偏离正确位置。此时让相

VisionPro视觉软件
实现液晶屏的对正、抓取及打包的精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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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拍照检测，根据其检测到的与模型的角度和平移偏差计算出XXY平台的修正量发送给PLC，驱

动XXY平台进行调整。调整完成后ARM机械手抓取液晶屏放到其中一个0度E检台上。

经过多次测试，ARM机械手都能准确将液晶屏放到三个0度E检台上。

第二、Packing产线视觉检测
Packing产线与ECheck产线略有不同，虽然有四个XXY平台，但是每个XXY平台都只有一个姿

态，不用区分0度和180度。不过对正原理类似，却略显复杂。

⑴、将Catcher平台上的液晶屏取到已装好挡块的Box里，将Box放到入箱口，驱动滚筒把Box送

到Packing1工位处，并夹紧Box。

⑵、确认液晶屏在Box里的位置，让液晶屏四个边角与Box四个角的档块内边沿间隙基本相同

（1~2mm）。

⑶、此时调整Packing1工位Camera3,4的曝光以得到较好的Model图像。

⑷、得到Model图像后，开始训练Packing1的模型，并手动测试一次和二次拍照，确认一下输出

数据是否合理。

⑸、用吸盘把Packing1工位Box里的液晶屏吸起来，注意要保证在吸起来的过程中液晶屏不会蹭

到Box导致其位置发生变化，同时也可再次确认液晶屏与Box的间隙是否合适。

待液晶屏被移走后，可再次手动测试一次和二次拍照，再确认一下输出数据是否没有大的变化。

⑹、将液晶从Packing1工位的Box里完全吸起来，移动ARM机械手到分别与Packing2、Packing3

工位的Box进行对正。然后分别拍照取Model图像进行模型训练。

⑺、将液晶屏移动到Catcher平台处先不要下放，待Catcher平台回到初始位置时再放下。此时相

机拍照取Model图像进行模型训练。

⑻、至此，三个Packing工位和Catcher工位的模型训练完成。

正常工作时，三个Packing工位的包装箱分别根据视觉检测的数据调整好位置，液晶屏在Catcher

工位的XXY平台上根据视觉检测的数据调整好位置，由ARM机械手抓起直接放到三个包装箱中。

经过大量流片测试，ARM机械手都能够将液晶屏准确放入包装箱中。

借助康耐视VisionPro强大的视觉处理功能和优越而通俗易用的界面表达形式，欣奕华科技成功实

现了技改，并首次深深领会到了先进视觉技术对提升制造效率的强大威力。

“康耐视VisionPro视觉软件的PatMax定位功能真的很强大，特征不是很好的时候都能查找得非

VisionPro视觉软件
实现液晶屏的对正、抓取及打包的精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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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包装箱检测界面（说明：相机拍照后，根据检
测的角度和平移偏差计算XXY平台的旋转量和平移
量，一次性传送给PLC，由PLC控制XXY平台动作。）

常准确。”欣奕华科技的项目负责人郭经理最后评价说，“而且软件界面简洁友好，操作方便，

增加阈值判断功能后，工人就不用目不转睛的盯着检测了，既减少人工，又提高工作效率，以后

公司视觉方面的需求要多与康耐视的合作。”

图1.  视觉检测工位示意图 图2.  打包工位现场照片（说明：这是Packing工位
现场照片，液晶屏由前面的传送带输送到XXY平台
上进行检测，XXY平台根据视觉检测数据对液晶屏
进行角度和平移调整，以便机械手能够正确抓取。）

VisionPro视觉软件
实现液晶屏的对正、抓取及打包的精确操作

图4.  液晶屏检测界面

图5.  视觉检测工位示意图 图6.  Packing产线视觉检测示意图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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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图8.  XXY平台旋转角度计算示意图 图9.  XXY平台角度及平移修正量计算示意图

VisionPro视觉软件
实现液晶屏的对正、抓取及打包的精确操作

图7.  ECheck产线视觉检测示意图

电子

文/北京康视杰视觉技术有限公司  郑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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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Pro视觉软件
高效应对新能源方形电池外观检测的挑战

文/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王祥玉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主要从事铁锂动力电池新材料、电 

 池芯、电池组及电动自行车、风光锂电绿色照明系统、电动汽车等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并延伸开发电动高尔夫车、锂电光伏电源、锂电备用电源等多领域系列产品。

合肥国轩的主力产品是新能源电池电芯，电芯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PACK电池模组的续航性能

和安全。合肥国轩一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提高产品性能。但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产品

外观损伤、电芯上表面注液孔钢珠和注液孔密封胶缺失、防爆阀破损、电芯上表面注液孔钢珠偏

移等情况，这严重影响着产品质量。

面对这些生产缺陷，之前合肥国轩一直采用人工方式来判断新能源方形电池的六个面是否合格。

“但是长时间的目视以及每天重复性的工作，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和懈怠，给质量人员造成了很

大的困扰。”合肥国轩的生产工程师介绍说，“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产品质量

是企业命脉，必须依靠自动化检测设备来替代人工检测，这个工作刻不容缓。”

经过调研，合肥国轩决定采用先进的视觉技术来解决这个检测问题。这时，合肥国轩的一家设备

供应商向他们推荐了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威）。贝特威在视觉应用方

面有丰富的工程项目经验和成功案例。

接到合肥国轩邀请后，贝特威派出技术工程师到现场进行调研和评估，并为该项目做了大量的测

试。“检测难点和产品规格都比较多，产品合格与不合格之间的判断没有标准。”贝特威的工程师

在测试中发现诸多的技术挑战，“而且破损凹坑划痕等深度、宽度、长度等，也没有判断标准。”

比如具体的缺陷检测项就较为复杂，贝特威的工程师将其归纳为以下几项：

1）电池上表面注液孔钢珠有无；

2）电池上表面注液孔钢珠有无偏移；

3）注液孔密封胶有无；

4）防爆阀有无破损；

5）电池前后左右表面有无外观破损及凹坑、划痕有无；

6）电池上、下表面有无外观破损及凹坑、划痕有无。

经过双方的交流沟通，合肥国轩确定请贝特威提供一套基于康耐视VisionPro视觉软件的自动化检

测设备，来实现多方位检测，并一起定制了产品外观检测标准。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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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自动化设备总共分为4个模组，分别是上料电芯、移动电芯、外观检查电芯和下料电芯。使用4

个康耐视相机分别检测电芯的6个面。

设备工程如下：

1）产品一次性上料4个电芯，匀速经过相机1，首先检测电芯底面A面的划痕、凹坑、破损、表

面注液孔钢珠有无、表面注液孔钢珠有无偏移、防爆阀有无破损等检测项；

2）完成上料工作，启动伺服机构移动相机2，检测电芯侧面B面的划痕、凹坑、破损，相 机 3 和

相机2对称安装，同时检测电芯侧面C面的划痕、凹坑、破损；

3）检测完成后，4个夹具夹持4个电芯旋转90°，同时移动伺服机构垂直移动相机位置，确保每

个产品在检测时能保持位置一致。

4）伺服机构移动相机2和相机3，完成4个电芯产品电芯侧面D和侧面E的划痕、凹坑、破损检测。

5）下料时，启动相机4，检测电芯顶面F面的划痕、凹坑、破损检测。

6）在整个过程中程序会记录每个电芯的不良产品信息，最后由机械臂根据视觉系统的检测结果

将所有产品分类放置。

在设备运行现场，合肥国轩的生产工程师对VisionPro视觉软件强大而高效的图像处理技术和贝特

威经验丰富的技术能力给予很高的赞赏，“借助VisionPro强大的视觉处理功能和优越而通俗易用

的界面表达形式，我们很快解决了新能源方形电池的六个面外观检测难题，VisionPro软件处理的

灵敏度和速度都是人工检测所不能及。”

确实，事实也是这样。VisionPro视觉软件对.net语言的完美支持，能使得贝特威可以完全按照合

肥国轩的要求，去定制整个程序的流程和界面，使得高效完成图像处理工作的同时，将结果直观

而准确的呈现在合肥国轩的工程师面前。

而且，使用Visual C#的编程环境可将VisionPro

的视觉工具快速而灵活的应用到系统中。基于

PCI总线的高速图像采集，可以让电芯在检测

过程中高速定位产品缺陷，在数十毫秒内即可

准确定位。即使合肥国轩认为已经是合格的产

品缺陷也逃不过检测，从而无需担心不合格产

品遗留到下一工位。VisionPro视觉软件里的

QuickBuild设置简单易学，工具参数调节一目

了然。就算不经常接触视觉的现场人员，也能 图1.  现场相机安装图一

电子

VisionPro视觉软件
高效应对新能源方形电池外观检测的挑战

文/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王祥玉

32



在经过短时间培训后轻松掌握调试。

采用VisionPro视觉软件实现非接触式的检测方式以后，合肥国轩成功实现了技改，并深深领会到

了先进视觉技术对提升制造效率的便利。

“该设备不但比人工检测的速度快上好几倍，大大缩减了公司在这方面的财政费用，而且还克服

了人为等不可控因素造成的NG产品流出，给公司的产能和品质提升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合

肥国轩的生产负责人最后指出，“另外还促进了我们生产工艺的革新，推动整个产品质量的提高。

康耐视不愧为世界上最领先的视觉系统。”

图2.  现场检测图 图3.  相机安装图二

图4.  现场调试图片 图5. 软件界面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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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基于VisionPro视觉系统
提高制造商光能透镜对中精度和产品发电率

文/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胡孔亮

芯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芯光伏）依托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和先进的自动化制

造能力，为全球客户提供性能卓越、品质优良、应用于大中型地面电站的CPV产品，并为

地面应用的CPV发电系统提供从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服务的全方位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设计生产的高倍聚光发电模组效率接近30.4%，属世界领先水平。

过去，在没有应用视觉与机器人自动化设备时，日芯光伏一直面临着产能较低、产品人工对中

精度低、效率低且人工成本高的问题。

当时，发电模组与透镜的对中都是通过人工的方式，眼睛同时查看模组上Mark点的位置和透

镜上Mark点的位置，来手动调整透镜位置，使模组Mark点与透镜Mark点重合，然后进行对中。

其中的弊端是生产一个工件耗时较长，工件上Mark点的位置定义的不准，且人眼识别精度较

低，导致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发电率不是很理想，且生产成本较高。

“那时候，发电模组的前期生产主要还是依赖于人工去完成。”日芯光伏产品研发工程师介绍

说，“模组由机械定位，通过监控相机来调整相机镜头的焦距，直到芯片图像清晰，来看模

组中芯片的位置，并且在显示屏幕上人工标记2个Mark点，分别为模组对角的2个芯片。监控

相机固定不动，人工将透镜搬到模组上面，然后重新调整相机镜头焦距，使相机重新看清透镜2

对角的聚光棱镜，然后手动挪动透镜，使2个棱镜在屏幕上的位置与之前2个Mark点的位置重

合，即完成对中工作，随后进行人工涂胶密封、固定处理。”

日芯光伏产品研发工程师表示，此应用的最大挑战在于芯片模组与透镜分别在同一位置的不

同高度进行对中。

图1. 芯片模组与透镜对中之前，首先对模组
对角的2个芯片进行拍照定位，通过Cognex
VisionPro软件识别2个芯片的中点来计算整
个芯片模组的中点坐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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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相机为了要清晰看到芯片以及棱镜的位置，不得不手动来回调试镜头的焦距，这就使

得检测效率较低，而且误差大”，现场作业人员说道。同时人工根据芯片的位置在屏幕上做的

Mark点的位置无法量化，只能手动标记，误差较大。

“这加大了棱镜位置的检测难度”，日芯光伏产品研发工程师说道，“由于棱镜本身材质的原

因，在聚光作用下，可以改变光线的路线，这导致人眼很难准确获取到棱镜的真实位置。”

采用当前的对中系统，自动化程度低、对中精度也无法保证，产能也无法提高，所有数据没有

量化，且数据都没有实现上传，无法进行产品质量的追溯，这对日芯光伏来说，是一直以来都急

需解决和优化提高的问题。

这时，在光能行业有着诸多工程应用经验的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特

威公司）向日芯光伏建议，采用机器视觉技术定位引导机器人来解决公司的检测难题。

贝特威公司推荐了康耐视公司VisionPro基于PC的视觉系统来完成该项引导工作，其采用先

进的图案校准和匹配工具，可以准确获取到产品上难以识别的特征点，配合四轴Denso机器

人，只要产品的位置偏差在相机的视野范围内，都可以精准的进行定位、引导。

“我们首先采购了一套康耐视VisionPro的视觉系统，配合另外采购的一台4轴Denso机器人，成

功代替并超越了人工对中的老设备。”日芯光伏的吴经理说道，“我们当前自动对中系统生成10

套产品，人工对中工位一套产品还尚未对中完成，最终生成出来的产品经过实际闪光测试，

结果令我感到非常惊讶，VisionPro视觉系统引导对中出来的产品，居然比人眼对中生产出来

的产品发电效果要高数十瓦。”

图2. 芯片模组定位完成后，透镜进入对中
区域，视觉相机对透镜对角2个聚光棱镜
进行拍照定位，获取整个透镜的中点坐标，
并且计算出透镜中点与下方模组中点的位
置偏差，并将偏差数据发送给机器人

基于VisionPro视觉系统
提高制造商光能透镜对中精度和产品发电率

文/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胡孔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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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还证明，VisionPro视觉软件能够轻松识别光学透镜上面的聚光棱镜，哪怕经过折射后的

棱镜轮廓特征已经非常不明显、对比度极低，其识别出来的精度可以达到5丝以内。

“这套系统只需5s，检测效率非常高。”日芯光伏的技术工程师在应用现场，介绍了自动化对中

设备的检测流程。

设备具体工作流程如下：人工将模组放到对中工位后，离开机器工作区域，按下启动开关，之

后模组被自动夹紧、固定；视觉系统控制2台工业相机下降到模组拍照位（相机由2台升降机

器人带动），分别对模组对角的芯片进行定位；然后回到Home点，给予机器人模组定位完成信

号；机器人自动去透镜的放置位抓取一块透镜进入到视觉对中工作区域（即模组的上方），透镜

到位后停止；机器人给予视觉系统拍照信号；视觉系统控制2台相机上升到透镜拍照位，对透镜

对角的2块聚光棱镜进行定位；然后计算出透镜与模组的中心坐标偏差，发送给机器人进行纠

偏；纠偏完成后，视觉系统再次拍照复检，检查是否纠偏到位，并且计算出纠偏后模组与透镜

的中点坐标偏差值；如果不在公差范围内，机器人则再次纠偏，直至偏差值小于0.02mm，

然后完成整个对中工作。

“2台高精度视觉相机由2台升降机器人垂直带动，分别去获取芯片模组与透镜的中点坐标，全

程自动化控制，高重复精度的机械运动，避免了其它人为误差，减少系统误差，确保了生产的

稳定性、高效率性以及高精度性。”日芯光伏的技术工程师对VisionPro视觉系统优异的工作

性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配合Denso机器人，完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机器人自动上料，配合

视觉纠偏，完成产品的自动化对中，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精度和自动化程度，同时大大减少

了生产成本。”

图3. 对中区域，模组与透镜分别定位完
成后，机器人正在根据视觉发送的透镜
与模组的中点偏差值纠偏透镜，然后垂
直放置透镜到模组上完成对中

基于VisionPro视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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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检测现场，VisionPro视觉软件强大的PatMax图案匹配工具可以随意找到任何想要找到的

特征，无论是对比度极低、还是部分特征被隐藏（超出视野），又或者是光线有变化，都能识

别到透镜上的聚光棱镜，而且采用亚像素的技术，理论精度可以达到1/40个像素，大大提高

了设备的对中精度。

另外，利用VisionPro软件开发好的标准以太网TCP/IP通讯接口，可以直接跟Denso机器人交

互结果信息和拍照信号，而不需要二次开发或者购买第三方软件授权。

“同时，经过二次开发后的VisionPro软件，通过视觉工具调试接口，我们可以快速学习并且

掌握如何调试视觉VPP文件，”日芯光伏的吴经理指出，“这样后期即使公司的产品品种改变

了，工程师也可以快速的重新完成视觉文件的修改，而不需要视觉厂家来修改底层代码了，

十分利于后期维护。”

日芯光伏采用康耐视基于VisionPro的PC-Base视觉系统后，成功解决了生产效率低、生

产成本高、产品发电率相对较低的问题。

“采用康耐视先进的视觉对中系统，让我们的机器人更加灵活，就像是一台有了眼睛的机

器人，但是比人工又要精准和高效了很多，”日芯光伏的吴经理最后总结到，“VisionPro软件强

大的图像处理工具，让产品识别率达到99%以上，只要来料位置在相机的视野范围内，视觉系

统总是可以准确获取到我想要的轮廓特征，从而可以高效、一次性的完成对中功能，大大提高

了公司产能。同时它的简便操纵性也节约了不少后期维护成本，要知道，我们的产品在研发阶

段的时候，工艺随时可能会更改！”

基于VisionPro视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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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视觉系统的易用性 文/TE Connectivity 

  Connectivity ( TE）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成立50多年均保持领先地位，从消费类电

子，电力和医疗，到汽车、航空航天以及通讯网络，到处都有TE的产品和技术。TE设

计和制造的约50万种产品，连接和保护了我们日常使用的各种产品中的电力和数据流动。由

于TE内部自动化改造以及产品升级的压力，在其内部新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 —先进制造部

门，专为企业内部的自动化改造做准备。年初立项，要在TE总部设立一个实验室，购买设备。

在这之前，TE使用的是其他品牌视觉系统，在今年5月，我们成功的让TE导入了In-Sight视觉系

统，7月，又在竞争中完胜PPT和Holcon最终拿到了这张订单。

我们的应用就是配合机器人，做教育训练。就技术层面而言，客户的工程师非常欣赏康耐视的

软件专利工具，如PatMax定位工具，可以达到1/40个像素的精度要求，而我们的其他工具，

例如Color，Pattern等也是客户常用之一。此外，智能相机拥有操作简便、安装小巧等特点，也

是他们选用的重要因素。

就商务层面而言，品牌影响力让客户工程师对产品充满信心。TE是其行业内最大的公司，康

耐视在视觉行业也是当之无愧的老大，强强联合必将让双方获利，继续保持技术等方面的领

先性。

图2.配合机器人教育训练

图1. In-Sight视觉系统在现场工作

注：In-Sight 8000已经取代In-Sight Micro产品

TE

梅特勒-托利多（常州）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主要研发和制造各种电子衡器、实验室天平用传 

 感器及称重模块。Block Nova是公司CNC团队为天平传感器内配的精密机加工力学部件，

其精度与加工机床密切相关。

NOVA天平传感器对Block尺寸的精度及一致性要求非常高，不同机床加工的工件对最终传感器

角差等性能调整影响很大。所以任何机床进行Block生产时必须得到验证，每只工件的钢印信

息必须准确反映加工机床编号。这样才能在出现异常时，能够迅速查出原因并纠正生产中出现

的偏差。

“这个产品数量比较大，生产机床多，而且是同时加工不同规格的产品，单靠分类和人工控制，

无法保证100%准确。”天平传感器研发部主管工程师许峰指出。

据介绍，原先CNC团队采取将不同员工、不同规格、不同机床加工的产品分开放置，然后由加

工员工自己修改打标机中两处对应的机床号设置，并集中打标来控制准确率。这个方法费时费

力，而且不断发现操作中因员工只改了一处机床号设置或工件混放，而导致打标出错。由于多

机床加工，打标序列号与对应机床号没有连续性，人工记录生产信息的准确率很难保证，更遑论

可追溯性。

另外，产品加工完成后，表面非常光亮，采用普通相机，很可能会造成因反光而带来的识别不出

或是识别错误。盲文的标记区域非常小，且由于各机床的差异、加工刻针的磨损，加工出的盲文

可能会有较大差别。如果采用普通相机，可能也会引起读不出或是读出错误的信息。

“我们需要借助视觉识别的方法全面解决问题，同时还必须兼顾成本，并有可靠的防差错措

施。”负责NOVA产品的工程师不无担心地说，“由于自动打标的效率高，如果出现错误，造成

的损失可能会比人工打标还要大。”

近年，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上升，自动化替代人工的趋势越来越受到关注。2015年，CNC团队

在车削中心自动上下料+成品打标方面做过两个比较详细的外包方案。虽然最终因投资回报率不

理想而没有实施。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两个方案都不约而同采用了康耐视视觉引导工件实现

自动对位和识别，这是康耐视的技术第一次在CNC团队亮相。

2016年初，经公司自动化部推荐及大量调研，曾经帮助过贴片室解决弹性体数字及字母钢印识

别的工作，并与公司产品跟踪系统Pegasus成功对接的无锡埃姆维工控公司（以下简称埃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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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DataMan读码器
对太阳能板进行全面跟踪

文/崔鹏鹏

阿特斯是一家专业从事硅锭、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和太阳能组件及应用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企业。自2001年以来，阿特斯阳光电力先后在中国建立了七家独资企

业，在德国、美国、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全球9个国家拥有运营公司。阿特斯光伏组件

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家用、工业的离网和并网的太阳能供电系统及光伏发电站等不同领域，

同时阿特斯也为全球客户提供光伏玻璃幕墙及太阳能发电应用产品，是世界光伏产业发展

最快的企业之一。

在生产中，光伏板需要跟踪追溯，而实现良好的扫码追溯则需要有配备良好的扫码设备。

在没有使用Cognex读码器之前，阿特斯一直使用手持式无线条码枪去读取条码，工序繁琐、

效率低下、存在安全隐患、读码合格率不高。使用Cognex读码器后，代替手持式无线

条码枪，提高了效率，避免了工伤，条码一旦无法读取就会报警，通过程序控制报警时间，

在有效的时间内告诉相应人员来解决，避免了产品在出现问题后的追溯隐患，Cognex读码器

无需人工干预，又给公司降低了人工成本，大大提升了阿特斯的经济效益。

人工扫描——效率低 隐患多
太阳能行业需要对每片太阳能光伏板进行全面的跟踪，其中安全和质量控制发挥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每个条码关联着每片产品的详细信息，一旦追溯可以直接找到当班，甚至是

操作员的信息。

图1. DataMan读码器在光伏组件组装好
配件后读取玻璃上的代码

图2. 光伏组件上的1D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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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鹏鹏

阿特斯一直使用手持式无线条码枪去读取条码，首先员工要进行组件的安装、搬运、清洁，

然后再读条码，读完条码后还要注意条码内容是否正确，这一系列的操作都隐藏着很大的

隐患。比如员工在分心的情况下可能导致组件的刮伤，造成一定的损失。员工顾及的东西

太多，太阳能光伏板边角存在一定危险将员工刮伤，造成工伤。同时，读码如果单靠员

工人为判断是否读取正确，存在一定的风险。并且人工扫描的最大挑战在于，不同产品上

的代码与背景不同，且代码与背景之间的对比度通常非常低，产品流动速度较快，约是

40CM/S，人工扫描速度一旦跟不上，则将会影响到生产速度，让生产滞后。

Cognex读码器高效完成任务
在阿特斯的生产车间，太阳能板在一楼经过层压机过程后，会通过自动传送带送至二楼

车间流水线，首先经过自动削边机将多余的边清除，然后员工会用长短边框将太阳能板

组件组装起来。在一楼层压过程时，原先是有员工用手持扫描枪将条码一个个的扫描至

系统里，在此流程中，层压机未免会上升或者下降，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使用Cognex

读码器完成自动读码，无需人员在现场，避免了人员出现安全问题。

目前，阿特斯生产的太阳能版型分为6P和6X，这种版型在切换时，上下的视野空间相差

还是很大的，考虑到成本因素，阿特斯不想使用多个读码器组网，而是通过设计滑轨来 

图3. DataMan 302读码器卓越的运动读取性能展示 图4. 现场环境

使用DataMan读码器
对太阳能板进行全面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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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鹏鹏

控制，当生产6P版型或者6X版型时，只需要移动滑轨至相应位置即可。举个例子，假设

今天生产的是6X版型，首先将装有DataMan 300读码器的滑轨支架移动到6X位置，这时

等待太阳能板从层压机出来，一次层压需要17分钟，而且需要分辨出上层条码还是下层

条码，这里是通过传感器配合PLC来实现，在层压机上升或者下降时，传感器感应输出

信号反馈给PLC，PLC将信号编译成需要的条码格式内容，比如层压机上升了，传感器感应

后，将信号传给PLC，PLC编译成Y10-LAYER02这条上层条码信息，同理下降则是编译成

Y10-LAYER01。这时板子从层压机出来散热，这个过程大约需要3分钟，每次出来三片

板子，每块板子大约有3-4CM的误差，这意味着条码上下误差在10CM左右，而且要在流动

过程中读取，Cognex DataMan 300读码器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上下视野转换灵活，

移动读取率在99.9999999%。如果出现漏扫的条码，则Cognex的读码器将给出报警信号，

这对于产品追溯非常关键。

太阳能板传送至2楼后，进行边框的组装，原先也是由人工读取条码至系统，然后组装

边框，这也非常容易发生工人受伤的安全隐患。现在Cognex自动读码将替代人工读码，

避免了人员受伤。流水线速度很快，但是Cognex读码器也能轻松完成读码。现场安装一周

后，在经过反复测试后，Cognex DataMan 300读码器以99.99999%的准确率赢得了客户

订单。

阿特斯使用Cognex读码器已经有3年时间了，DataMan 300读码器以卓越的读码性能完全

胜任，130万的像素视野宽裕，液态镜头，调节高度也是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读取速度

非常的快。

在使用Cognex DataMan 300读码器自动读码系统后，节约了公司人工成本，提升了工作

效率，再无类似的人员工伤情况发生。以前没有读码反馈，Cognex读码系统可以将漏扫

的信号输出，报警提示，这样对产品的生产追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改变。目前，公司一步步

将实现自动化产线，在有需求的地方将考虑Cognex读码器，相信以它卓越的性能一定可以

满足生产需求。

使用DataMan读码器
对太阳能板进行全面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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