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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联公司）是一家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汽车电子电

器零部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为整车汽车厂（家用乘用汽车、重型卡车、混

合动力车辆等）提供优质的汽车零部件，如电子油门踏板、电子节气门、换挡器、空调控制器等。

汽车空调控制器是奥联公司的主力产品。目前，汽车空调控制器的生产检测部分是在两台不同的机

器上进行。第一台机器负责将控制器总成所有电信号、逻辑功能、拉丝位移行程等全部进行测试。第二

台机器负责将控制器的整体背光、指示灯、按钮、旋钮处的背光等25个测试点的RGB颜色及亮度进

行全部测试，并与标准样件进行一一对比。

但是，在对汽车空调控制器进行RGB颜色及亮度检测时，有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测试点多，而且每个点

的RGB颜色及亮度都要与客户认可的标准样件进行对比。但是在不同的生产批次中，控制器背光的颜

色可能有所不同。而且生产节拍必须控制小于20s，需要100%全检，所以通过人的眼睛去检测，很难做

到。

如果不能准确识别出产品特定区域灯的颜色RGB及亮度值，就不能保证生产线上的零件颜色与客户签

订的标准样件一致，最终会导致合作失败。因此，为了提升检验水平，奥联公司需要基于视觉相应的传感

器和应用方案，来解决上述难点。

这时，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向奥联公司推荐了康耐视公司的视觉解决方案。

基于对康耐视品牌的信任，奥联公司与康耐视公司的技术工程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向对方详

细阐述了测试需求。如：测试核心内容是背光及特定区域灯的颜色（RGB）及亮度的值；要能完成多点一

次检测，并同时将采集数据有序发送给上位机；分辨率要高，RGB采集精度要控制在<10；通过以太

网TCP/IP协议通讯和外部IO点来控制相机拍照；需要外部光源等。

按照奥联公司提供的测试需求说明及清单，康耐视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做出了一份详细的测试方案，并

到现场进行演示，其应用效果得到了奥联公司工程师们的一致认可。

康耐视公司所提供的测试方案如下

1）采用In-Sight视觉系统，8mm智能相机镜头、1600*1200分辨率，像素精度为0.3mm/pix，视野范围

长边170mm。具备标准工业以太网/IP协议，具备外部IO点控制接口。可以提供可视化的标准电子数据

表编程平台，软件使用方便高效，检测工具多。

2）第一步，先将产品固定到操作柜里面（暗室），安装好相机，将相机分配好IP地址，与电脑联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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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体相机测试方案说明如下。

（1）取象图片效果如图2所示（局部）。

（2）处理后图片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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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图2    图3

进行开发调试。

3）检测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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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用In-Sight视觉系统提供的PatMax工具搜寻一个可靠图案作为定位器，当前图中以较大的红色圆

圈内的图案作为定位器（有十字架标记）。然后当产品位置发生变动时，其它检测颜色的工具都跟踪定

位器找到的图案移动，而不至于找不到要检测的区域。

图中红色小圆圈内会分别有一个更小的蓝色圆圈，那是对不同颜色区域的检测工具，它们将在以下图案中跟

随定位器一起运动，始终检测定义好的颜色区域。

（3）检测结果显示如图4所示。

（4）发送数据设置及演示说明如图5所示。In-sight软件-选择板-输入/输出-网络-WriteDevice

发送数据设置

以上四步骤即可完成数据的发送，以下是超级终端模拟接受数据设置。

   图4 
（图片说明：蓝、红、白分别为对蓝灯、红灯、及白色背光灯的颜色检测数据，其中包括其RGB值及亮度值。）

A0是必选，A31是我们刚才所创建的服务器所在的单元格，K7，L7，M7，P7
是我们所要发送数据所在的单元格,可同时发送多个单元格的值。

相机的IP

In-Sight软件创建的服务器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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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上位机接收相机数据后进行处理，结果如图6所示。

软件里面记录标准样件的每个测试点数据，当上位机收到相机数据后，将每个测试点与标准件的测

试点进行RGB值及亮度值的对比分析，若超过偏差，则自动判断不合格。

按照康耐视公司量身定制的技术方案，奥联公司成功应用了In-Sight视觉系统。在生产线上，通过智

能相机读取出产品特定区域灯的颜色RGB及亮度值，跟与客户签订的标准样件进行对比分析，由电

脑软件自动计算偏差。若RGB的偏差值超过一定值（比如10），将自动判断产品是否合格，从而保证

最终生产的零件颜色与客户签订的标准样件一致。100%的合格率使奥联公司的汽车空调控制器最

终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双方合作顺利进行。“在使用了In-Sight视觉系统后，我们解决了种种难题，

最终保证了产品顺利交付，质量管控措施也得到了客户高度认可。”奥联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表示，“另

外，为保证产品质量及数据可追溯，我们还将加大条码采集与识别功能的能力和范围，以进一步提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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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和自动化水平。康耐视为我们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图7. 产品安装现场图片

   图8. 产品安装现场图片

   图9. 产品安装现场图片

彩色相机

环形光源

待测产品

产品定位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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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机通过TCP/IP协议与相机建立网络后，上位机发送给相机拍照命令，相机将采集的25个点数据，发

给上位机，上位机软件根据标准样件进行数据对比，给出判断结果。

   图10. RGB颜色检测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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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奥联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联公司）是一家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汽车电子

电器零部件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为整车汽车厂（家用乘用汽车、重型卡车、混

合动力车辆等）提供优质的汽车零部件，如电子油门踏板、电子节气门、换挡器、空调控制器等。

按照标准规范，为保证产品质量，奥联公司需要对其所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上的LED按键灯和RGB颜

色，进行准确的识别和检测。

比如，汽车空调面板集成了多个代表不同功能的LED按键灯，而且颜色也不相同。按键灯能否按照规

定的颜色正常工作，直接关系到驾驶者对汽车空调运行状态的判断。因此，汽车空调面板的检测重点

主要是LED按键灯。

过去，奥联公司对LED按键灯的生产检测是一个工位，需要3位操作工人进行装配及检验测试。首先

是第一位操作工把产品装配好，然后放置在固定位置；第二位操作工检测产品表面按键是否正确；然

后第三位操作工把电气盒接通，通过目视来检测LED灯颜色是否有差异（颜色值无法判断）和每个

LED灯的亮度是否平衡。

此工位的难度是：当产品通电检测LED亮度及RGB值时，由于人工检测很容易使眼睛疲劳，员工无法

准确识别，从而导致误判，造成产品不合格率较高。因此，在检测LED灯颜色时，最好进行波长测试，

也可按照RGB每个像素24位编码进行测量，并根据经验给予公差。

每个像素24位编码的RGB值使用三个8位无符号整数（0-255）表示红色、绿色和蓝色的强度。这是

当前主流的标准表示方法，用于真彩色和JPEG或者TIFF等图像文件格式里的通用颜色交换。它可以

产生1600万种颜色组合，这大大超过了人眼分辨的能力。

使用每原色8比特的全值域RGB，可以有256级别的白、灰、黑深浅变化，255个级别的红色、绿色、蓝

色（和它们的等量混合）的深浅变化，但是其它色相的深浅变化要少一些。由于Gamma校正，256级

别不表示同等间隔的强度，所以区分RGB颜色有很大难度。

这种人工检测方式有很大的弊端，就是无法与上位机和PLC进行通讯，也连接不到数据库，这就导致

检测效率极低，误检率大大提高。因此，奥联公司决定进行技术改造，引入先进的视觉技术，以提高

自动化生产水平。

这时，南京的一家系统集成商，向奥联公司推荐了康耐视公司的In-Sight视觉系统。奥联公司发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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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视觉系统具有强大的定位工具、独特的颜色识别功能和图案匹配技术等优点，只要被检测产

品在其视野范围内均能灵活处理。In-Sight视觉系统很符合奥联公司的技改需要，因此当项目启动时

就优先选择了In-Sight视觉系统。

In-Sight视觉系统需要将之前定义好的一些区域的特殊结果值，有序的通过以太网TCO/IP协议发送

至客户PC上接受软件，然后进行处理。由于检测目的是对灯颜色的光学分析，需要测出颜色的RGB

值，所以需要排除外界光线对检测的干扰、且产品光线较弱等因素，因此要求检测在暗箱中进行（如

图1所示）。

In-Sight视觉系统和设备工作台操作工作程序如下：系统上电，准备OK，系统开始检测，产品到工装

位置并固定好，给予相机拍照信号（IO或者以太网通讯触发都可以），视觉系统开始检测；视觉系统

处理所检测的RGB值数据，将其发送给接收端，判断是否在公差范围内；发送O给予OK信号，并将数

据发送给上位机等待下一次检测；如若发送N给予NG信号，也将数据发送给上位机进行处理，然后等

待下一次检测。

In-Sight视觉系统使用的主要检测工具及通讯演示如下

先用PatMax工具搜寻一个可靠图案作为定位器，以图2中较大的红色圆圈的图案作为定位器（有十字

   图1.In-Sight视觉系统在暗箱中检测

   图2. In-Sight视觉系统的通讯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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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标记），然后当产品位置发生变动时，其它检测验收的工具都跟踪定位器找到的图案移动，而不至

于找不到要检测的区域。

图2中红色小圆圈内会分别有一个更小的蓝色圆圈，那是对不同颜色区域的检测工具，它们将在图

案中跟踪定位器一起运动，始终检测定义好的颜色区域。只要在视野范围内都可以随意变动产品位

置。

通讯演示步骤：检测完毕后，将每个检测区域的检测数字通过以太网通讯发送给上位机；第一步，在

软件中建立服务器，In-Sight视觉软件-选择板-输入输出-网络-TCP Device；第二步，设置服务

器参数；第三步，发送数据指令；第四步，发送数据设置。通过以上步骤即可完成数据发送。

以上检测难点是：由于在测试颜色RGB值时，没有一个标准定义的色标值，所以工程师在对颜色检

测之前，用一张白色纸张，对相机进行白平衡调整，这个方法有助于颜色检测；另外，通过画图工具中

选择颜色（都是带有标准RGB数值的颜色），之后用相机仿真，图像分析处理后RGB值与理论值相吻

合，即可实现校准；In-Sight视觉系统能够精准的检测出在画图工具中提取出来颜色的值，并且相

机检测结果值与画图工具中的值相符合。

奥联公司自从采用In-Sight视觉系统后，成功化解了汽车空调面板LED按键灯的诸多高难度检测

问题。In-Sight视觉系统提供了最佳的RGB值检测工具，能够处理各个部件上面很小的LED灯光的颜

色及灵活的切换程序，以满足不同的检测要求，同时智能相机还能够与常见的PLC轻松集成。

“我们在设备台上使用了In-Sight视觉系统后，均出色地完成了颜色识别及按键防错的工作，检测率

高达99.8%。”奥联公司的现场工程师说道，“LED灯亮度颜色差异不明显，人眼无法辨识和定位，而

In-Sight视觉系统能够轻松地解决这些问题。”

“In-Sight视觉系统带给我们极大的惊喜，它甚至在对比度非常低的情形下，也能在可控公差范围

内检测出准确有效的RGB颜色值。”他强调，“In-Sight视觉系统全面解决了人工检测的误判问题，

从而提高了公司生产线的效率和产量。在后期的项目中，我们还会推荐使用康耐视的产品。”

   图3.4.5.In-Sight视觉相机在工装设备台上面安装到位触发相机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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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活塞）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汽车活塞生产厂家，

也是国内唯一一家能够全面生产各种汽车、船舶、工程等动力机械用活塞的企业。公司产品为

国内一汽集团、东风集团、潍柴动力、中国重汽等多家知名主机厂配套，国外市场遍及北美、欧洲、东亚、

中东等地区，拥有康明斯、卡特彼勒、大众、菲亚特、科勒等国际高端客户。

对质量严格把关、生产环节步步跟踪，是渤海活塞一直秉承的技术理念。渤海活塞主导产品

为Φ30mm~Φ350mm的高性能活塞，在国内34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覆盖全国的220余家社会配件

经销商营销网络，国内综合市场占有率35%，国内欧III、欧IV等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60%。公司生产

的活塞产品立足高起点，主要面向国内外高端主机客户市场，所有生产线设备均采用了国内外先进、成

熟的技术，实现了自动上下料、自动料道连接。

过去，公司的活塞工序存在漏加工、包装混装等问题，特别是环槽铝屑的漏检问题，给公司造成不小的困

扰。当有漏检、漏装、错装的情况发生时，渤海活塞不得不派人到客户那再重新挑选一遍，给公司带来

的损失不言而喻。

活塞总检部门检验漏工序和环槽铝屑等内容，以前主要靠人工检验，“长时间的目视以及每天重复的

工作，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和懈怠，这就会造成漏检的情况。”渤海活塞的技术负责人说道，“现在铝屑的

漏检给我们带来很大困扰，想过各种方法解决都不理想。一句话，必须依靠设备而不是靠人眼，设

备不会觉的累，不会产生情绪。”

因此，当时渤海活塞决定进行技术改造，以解决上述问题。

但是技改中遇到诸多难点，如：活塞的种类较多，要求的功能又较为复杂，环槽工位必须360度高速检测，

以保证生产节奏；旋转设备在保证不磕碰的前提下运行，不能兼顾旋转的完全精准；必须有高速而且又

准确的定位工具来保证检测的稳定性；字符和二维码的读取必须达到很高的读取率，以避免遗漏数据

的录入；活塞表面处理方式的不同导致光源不能完全适应所有的活塞，有时成像所形成的低对比度二

维码信息，对一般的读码器需要多次转换角度才能读取到；虽然以前人工扫码不必考虑读码器的一次

性读取率，但是如果有设备能达到很好的一次性读取率来替代人工，那么这是每个企业都喜欢看到

的。

这时，渤海活塞的技术负责人在网络进行资料搜索时，发现康耐视公司在视觉领域内有着世界一流的技

术水平，于是就找到了康耐视公司在济南的代理公司——济南冠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冠

天）。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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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冠天的工程师经过实地调研，推荐使用康耐视的视觉软件VisionPro软件来解决渤海活塞的

技改难题。于是，渤海活塞听取了建议，在几条总检线上采用了VisionPro的检测系统，成功的解决

了技改难题。VisionPro具有业界领先的强大视觉工具，提供可靠的性能，设置简单易用，能准确的

检测活塞是否漏加工和环槽铝屑的存在；基于图像的2DMax+算法几乎100%能够读取活塞的二

维码，为产品追溯提供始终如一的高读取率；而OCRMax提供高速的光学字符识别和验证，保证

了高准确率的读取活塞的分组信息，大大减少了活塞的混装。

基于COM/ActiveX技术使VisionPro应用系统易于集成第三方实用程序（例如图形函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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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活塞在旋转过程中不会漏掉每个可能存在铝屑的图像，高速的定位工具，在几

个毫秒内即可准确定位，即使是贴边的小铝屑也不能逃过检测，从而不必再担心会有环槽铝屑的

漏检情况发生。

对于不同型号的活塞，可以创建对应的检测作业，当更换型号时只需要选择相应的作业即可方便

切换。对于创建新的作业，VisionPro的QuickBuild设置环境简单易用，工具参数调节一目了然，就

算不经常接触电脑的现场人员在经过短时间的培训后也可以轻松掌握。

同时VisionPro对于二维码和字符的读取率让人非常满意，即使在更换型号后，成像对比度较低时

也能很好的读出，从而也验证了Cognex软件技术对于DPM码的读取能力在全球领域内是一流

的。

整个系统工作流程如下

1）活塞在生产线上走到第一检测工位后，PLC控制系统使活塞旋转一周，当开始旋转时，给漏工

序检测相机一个触发脉冲信号，进行第一次工序检测；同时给环槽铝屑检测相机触发持续信号，

   图1.康耐视工业相机进行漏工序和环槽铝屑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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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旋转180度时，再次给工序检测相机一个触发脉冲信号，进行第二次工序检测。当旋转完毕时，断开

铝屑检测触发信号，主程序进行两项内容的结果处理。如果不合格会将信号反馈给PLC控制系统，进

行剔除。检测合格后的活塞会继续进行生产线上的其它内容检测和处理，最后到达顶面信息读取工

位。应用程序读取活塞的二维码信息和分组信息，将二维码信息和ERP的信息进行重复比对，并将相关信

息入库保存，如果不符合重复的次数则给出报警；读取完毕后的活塞进入分组料道后，主程序会根据

实际走入的料道号与本身读取的分组设置信息比对，确认是否走错料道，并给出报警提示。

“使用康耐视的视觉后，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大难题，不仅避免了公司的经济损失，也给我们带来

了生产和质量上的进步，获得更多的竞争优势。”渤海活塞的技术负责人感叹到，“我们会逐步在厂内把

视觉系统推广开，把没有安装视觉检测的生产线逐渐更新，并希望康耐视能在活塞外观的缺陷检测上

能给出好的解决方案。”

图2.康耐视工业相机进行分组信息和二维码读取，
       以确保包装正确和产品的可追溯性

   图3.程序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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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汽车）是国内知名的自主品牌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商，其汽车

核心部件——自主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的发动机更是奇瑞汽车的骄傲。

在奇瑞汽车发动机的连杆加工生产线中，发动机连杆采用二维码进行等级和生产信息记录，通过A、B两

种等级以及不合格件进行设备的自动分类。连杆等级测量工序由全自动高效率的组合式设备构成。

连杆加工在该工序中由四大部分组成：

1）工序机床本体采用SIEMENS的CPU317系统，其主要功能和作用是控制机床的夹具动作和机械

手，并发出信号启动外部设备和接受外面设备发送过来的信息；

2）尺寸测量系统采用意大利Marposs公司的测量系统，Marposs将测量数据发送到打标设备；

3）打标设备由济南易恒技术公司提供，打标设备接受Marposs发送的测量数据和CPU317系统发出的

零件识别信息后，进行二维码的打标和选择性明码打标，打标完成后，发送结束信号给CPU317系统；

4）CPU317系统将得到的反馈信息进行处理，并控制机械手将工件分到A区、B区和废料区。

但是，由于整体测量设备是单一线性控制，只能进行单一的测量工作，出现问题后无反馈，不能相互进行

检测，没有形成重要工件测量检测的闭环控制。另外，二维码很难用肉眼看出其质量的缺陷，这会导致不合

格件从制造车间进入装配线车间。

因此，测量系统需要增加先进的读码器，以检测和判断连杆二维码的完整性及正确性。然而，采用读

码器还需要克服一系列挑战，如设备空间狭小、二维码打印面反光强烈、超高的读取效率以适应设备运行

节拍等问题。

奇瑞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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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康耐视品牌在业内的影响和良

好的口碑，奇瑞汽车找到了其代理商——上海贝特威公司，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后，奇瑞汽车的

工程师们对康耐视的产品特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DataMan 302读码器工作流程示意图

设备进行
测量和打码 读码进行对比 比较正确后

进行分类放置

打标完成后，发送信息给PLC和DataMan 302读码器，读码器读完码后进行信息对比，并将对比结果发送给PLC控制机械手，以
进行分类堆放。

奇

注：DataMan 360已经取代DataMan 302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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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汽车首先对康耐视的DataMan 302读码器进行了尝试性的调试对比。“从外观设计讲，这款产品

体积小巧、便于安装，第一印象很不错。”奇瑞汽车的工程师表示，“接着，我们找来了一批具有二维码

的产品，用DataMan 302读码器进行读取，并将读取效果与其他品牌的读码器进行对比，结果显示

DataMan 302读码器的读取合格率非常高。”

有了这次成功的调试结果后，奇瑞汽车就正式的将DataMan 302读码器安装到设备上。奇瑞汽车的工

程师发现，DataMan 302读码器自带内部光源，解决了外部光线变化干扰读码器的问题。另外，Data-

Man 302读码器安装非常方便，设备调试软件的设置也是简单的几个步骤，非常容易上手，“相比

复杂的调试软件来说，我们作为现场维护人员更容易接受操作简单的产品。”

目前，奇瑞汽车的产品信息存储和追随采用了DataMatrix码。DataMatrix码最大的特点是密度高，是目

前所有条码中尺寸最小的码，可在仅仅25mm的面积上编码30个数字，DataMatrix码也成为零部件身份

识别的最佳选择。因此，生产现场需要高效稳定的读码设备，并能够进行零部件的差异识别匹配和

重要部件的特征检测等方面的工作，而DataMan 302读码器在这些方面无疑能够大展身手。

“奇瑞汽车选择DataMan 302读码器最大因素就是该款产品具有较高的读取率，完全能满足现场

高速的生产节拍。”奇瑞汽车的工程师表示，“另外，DataMan，302读码器非常适合应用于小空间、

效率要求高的场合，我们不用过多考虑地安装问题。”

“为了达到设备加工质量的闭环控制，需要将读码器读取的数据进行发送处理。这个问题在采用了

DataMan 302读码器产品后就很容易就实现了，”奇瑞汽车的工程师最后指出，“DataMan 302读码

器在我公司的应用，完全满足了生产过程闭环控制的质量要求。”

注：DataMan 360已经取代DataMan 302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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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现代）是由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和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

会社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主要业务以全新车型引进、商品性改善与本地化研发为主。目前，整车

年生产能力已达到100万台。

北京现代拥有3座整车生产工厂、3座发动机生产工厂和1座承担自主研发的技术中心。北京现代拥有

近300台机器人，分别应用在车身焊接、车身冲压、发动机组装、涂装等各种关键工位中。公司依靠

先进的自动化制造装备，保障100%焊接与运输自动化率，100%自动化冲压生产，确保车身焊接质量

与车身强度。

在发动机生产工厂，汽车发动机的缸体搬运工作是由韩国现代公司制造的机器人来进行。在引导机器

人进行缸体搬运时，采用的是由韩方定制的工业相机＋视觉软件的方式。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了棘手

问题，主要是：相机拍照一次检测不成功，需要多次拍照才有可能检测成功，影响了工作效率。因此，

北京现代决定进行技术改造，以实现机器人对缸体的高效精确抓取。

在改造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北京现代的技术人员。在应用现场，缸体是码放在一层层的拖盘上，每

隔一层缸体码放的方向不同（如图1所示）。由于缸体只有一个抓取位置（如图2所示），所以机器人在抓

取时，会自动将爪具旋转0度、90度、180度或270度，然后根据每层托盘上每个缸体的大概位置去拍照

抓取，同时相机也会跟着爪具进行旋转。这样，得到的图像都是一个方向的，而相机却跟着机器人改变

了拍照方向，这直接影响了抓取的准确性。

因此，要成功实现技改，就要搬掉这个拦路虎，北京现代的技术人员详细分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两个

技术难点。

图1.不同方向的缸体 图2. 缸体的抓取位置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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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机器人坐标系与图像坐标系的对应关系（N点校准）。

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机器人旋转0度、90度、180度或270度时的旋转中心是一致的，那么，就可以只针

对0度时的坐标对应关系做N点Calibrate，其他三个角度时的坐标系对应只是象限不一样。

1）机器人坐标系与图像坐标系都是0度时，两个坐标系是重合的（如图3所示）。这时，在做完N点

Calibrate后，机器人坐标与图像坐标可直接一一对应。

2）机器人坐标分别旋转90度、180度和270度时，图像坐标系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却与机器人坐标系的其

他象限有了对应关系（如图4、图5、图6所示）。

3）如果机器人的旋转中心是一样的，就可以得到一个拟合圆（如图7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机器人在抓取位置旋转四个方向拍照时，必须是以同一固定点为圆心进行旋转，只有

这

图3.两个重合的坐标系

图5. 机器人坐标分别旋转180度图4. 机器人坐标旋转90度 图6. 机器人坐标分别旋转270度

图7. 旋转过后出现的拟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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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四个方向（象限）的点才能对应起来，这时只要在一个方向做9点标定即可。否则，如果机器人在抓取

位置旋转四个方向拍照时，不是以同一点为圆心进行旋转，那每个方向（象限）都要重新做9点标定，因

为每个方向的点是不能对应。

最终经过确认，机器人夹具在旋转0度、90度、180度和270度时的旋转中心很难保持一致，所以只校准

一次并对应象限的方法就不能使用了。这样，四个角度时都要分别做N点Calibrate。

第二：拍照后，必须确定图像特征的旋转中心的偏移量，图像特征旋转中心与偏移量的和，必须与机器

人夹具的旋转中心保持一致，否则抓取时就会产生很大误差。

为解决技术改造中遇到的这些难点，并选择一个令人信任的技术解决方案，北京现代的技改部门在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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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选择机器视觉领域内的

领军企业——康耐视公司。

虽然康耐视In-Sight产品支持多种工业通讯协议，但是在本次应用中与机器人只是采用最简单的

RS-232串口通讯方式（见图8）。

在现场，机器人有两个位置比较重要，一个是拍照位置，另一个是抓取位置，这两个位置都有固定坐

标。对关键的图像定位问题，康耐视In-Sight产品有其创新的解决方案。

1）得到基准模型图像。机器人由拍照位置走到抓取位置，然后把缸体移到夹具正好能够正确抓到的位

置，这个位置就是抓取的基准位置。固定好缸体后，机器人从抓取位置回到照相位置，然后进行拍照，

得到的这张图像就可以作为基准模型图像。

2）得到两张抓取位置旋转某个角度的图像。在得到基准模型图像后，机器人由拍照位置再走到抓取位

置，抓住缸体逆时针或顺时针旋转某个角度（例如CCW-10度或CW-10度），然后松开缸体，再回到

拍照位置进行拍照，得到第二张图像。同样再按此步骤操作得到第三张图像。

图8.康耐视In-Sight视觉系统与机器人的通讯方式



3）得到这三张图像后，就可以在这三张图像上用PatMax工具查找同一特征点，根据得到的三个点就

可以拟合出一个圆，这个圆的圆心坐标就是机器人夹具的旋转中心。具体如图9、图10所示。

In-Sight视觉系统与机器人实现了完美的无缝配合，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工件分层码放在旁边，每次只将一层工件放到拍照与抓取位置（如图11所示）。

2）机器人在拍照前会事先知道这一层是如何摆放的。每个工件的拍照位置都是在机器人程序中事先设

置好的。例如：抓取工件（0度）时，机器人不需要旋转，直接到拍照位置进行拍照后抓取。在抓取工件

（180度）时，机器人会自动旋转180度，然后再到拍照位置进行拍照后抓取。同理，下一层的工件

是以90度和270度进行摆放的。

3）机器人到达拍照位置后，首先向相机发送START1，让相机进行拍照检测。如果定位成功，相机给机

器人返回OK。机器人在收到OK后，再向相机发送SHIFT8。相机再把定位坐标和角度返回给机器

人。如果定位失败，相机给机器人返回NG。机器人会自动微调当前位置，然后再次发送START1，让相机重

图9.查找机器人旋转中心

图10.拟合出机器人旋转中心，
做为图像坐标旋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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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In-Sight视觉系统与机器人具体的工作过程



直到检测成功。相机拍照后，会把工件的当前坐标与当初训练的基准抓取位置坐标相减，然后把

坐标差值和角度传送给机器人，机器人以当初训练的基准抓取位置坐标为基础进行调整，然后再

去抓取工件。

经过一系列的现场测试，北京现代采用康耐视的In-Sight视觉系统后，成功解决了令人挠头的技术

难题。“康耐视的PatMax工具提出了视觉行业最佳的定位算法，即使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也能提供

非常准确的定位。而且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通讯方式，便于集成到现有系统中。”北京现代保全部的

沈剑表示。

他对In-Sight视觉系统的表现给出了极高的评价，“经过改造后，机器人工作很流畅，且抓取都很准

确，几乎没有定位不到的情况。在调试过程中，PatMax工具的优越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

非常满意。”

沈剑最后表示，在现场还有四台现代机器人，情况与被改造工位很相似。“在这台机器人调试完毕时，

我们就已经开始准备改造其他四台机器人的视觉系统了。”

In-Sight视觉系统
实现机器人对汽车发动机缸体的高效精确抓取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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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n-Sight视觉系统
汽车生产线车型识别的好帮手 

汽车

文/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文炳

20

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轿车）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是中国轿车制

造业第一家股份制上市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开发、制造、销售乘用车及其配件。厂区建有

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等四大工艺厂房，年产数十万辆各类乘用轿车，车型有红旗、奔腾、Mazda6等

轿车系列。

一汽轿车致力于造最好的车，让驾乘更快乐，让员工更幸福，让社会更和谐，成就一流品牌。由此理

念，生产线采用先进的标准自动化流程，注重新技术应用，以提高效率与产品品质，减少浪费，节省人

员的劳作强度。

汽车生产线把车身板材、发动机、传动、电器等各种部件，按照一定顺序（板材冲压、焊接、发动机组装、

涂漆工艺、整车装配等）组装起来。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通过各种传动与夹持装置，按照不同工件结构及

安装要求进行组装并传递到下一工序位置。

通常不同车型在车间传递交换滑撬的时候，滑撬和车辆之间有读写头把对应数据传送到控制室。

但是复杂的环境可能会使信号丢失，从而造成定位不准导致落位不实，滑撬对应的车型匹配错误且没

有验证步骤，不同车型落下的状态不明。从而造成下一工序装配错误及损伤，校正的时候会很费时间，

影响整个车间生产进度。

这时，一汽轿车的工程师了解到大众汽车公司采用了康耐视公司的产品，从而解决了类似的问题。一汽

轿车的工程师们也亲自到大众汽车公司实地参观考察，他们看到了康耐视公司在大众汽车公司众多的

应用实例。

“康耐视智能相机在检测产品缺失有无等应用在生产线上到处可见，二维码识别跟踪更是在发动机

线上应用广泛，在汽车配件厂也有引导机器人测量的应用。”一汽轿车的工程师们指出，“这些都是我

们见证的可靠准确的经典应用，效果非常好，有些还是国外生产线制造商强烈推荐使用的。”

于是，一汽轿车的工程师们找到了康耐视公司，与他们交流问题的解决方案。“康耐视的技术人员给我

们演示了In-Sight视觉系统强大的视觉识别能力和技术应用参数等，”一汽轿车的工程师表示，“当看

到产品可以对模糊特征进行精确识别时，我就觉得很先进，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接下来，康耐视的技术人员和一汽轿车的工程师们一起来研究，怎样使用康耐视智能相机来识别车

辆特征，进行判断及分辨。“经过现场勘察，对应全天生产情况，我们对部分玻璃窗进行遮光处理（玻璃

走廊在早上和晚上有强光直射问题，会影响机器识别），并对特征部位增加光源减少环境干扰。”一汽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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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介绍说，“之后的重中之重，就是把相机拍照传输信号添加到系统，并配备上现场结果显示设备。

这一过程非常顺利简单，调整工作并没用多少时间。”

“就我们接触到的客户应用而言，在多数情况下用户都会关心通信问题，而In-Sight视觉系统在这方

面做得非常好，”康耐视技术人员表示，“每一台相机都至少有两个I/O信号线，还有232通信及网口通

信线，根据需求还可以增加相应的模块组合。”

康耐视In-Sight视觉系统的智能相机支持几乎所有通信方式，可以通过输入输出命令实现PLC和相

机的信息命令互动，而232通信更适合传输设备坐标、字符等数据。现在，应用更广泛的通信方式还是网

络传输，因为它既支持直接以网络方式传输数据的通信协议（Profinet、TCP/IP、以太网/IP、以太网

本机、以太网字符串），同时还可以通过转换元件适应Profibus应用、通过配置文件与PLC直接交互数

据和调试程序等。

In-Sight视觉系统在一汽轿车的生产线上安装完成后，现场工序如下：1）车辆从焊装车间通过升

降台、传输线、旋转台、移栽机到达滑撬转换位；2）移栽机接过车身，原滑撬返回，同时下一工位滑撬

到位，移栽机到下一工位，抬举机将车接下，移栽机撤出，抬举机下落；3）车体下落倒滑撬上，抬举机

继续下落到位，传感器产生信号，PLC触发相机拍照；4）相机处理图像，传出结果给PLC，图像通过交

换机一起传给触摸屏显示；5）PLC得到结果，合格则继续传输，错误则重落或换撬处理。

一汽轿车自使用了In-Sight视觉系统之后，自车体落下到滑撬上，摄像头就能进行图像识别的自动判

断，对没有落进去的车辆进行报警，系统会按程序让升降机重新下落车辆，直至落进去为止，轻松地解

   图1

左后车型识别左后车型识别

右前定位销落实检测
左前定位销落实检测

前面两个检查落点是否到位，后面两个根据形状特征和侧位高度差分辨不同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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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前落错滑撬的问题。

In-Sight视觉系统完美地解决了一汽轿车的汽车生产线车型识别问题。“以前是看到传输线停止而

没有报警，就要派人去现场检查状况。监控室离工位非常远，派人跑一次很麻烦，而且有时候根本无

暇分身。”监控室人员周师傅表示，“现在可轻松多了，在控制室就能看到生产线上的生产情况。”

“安装In-Sight，7200视觉系统以后，识别车型几乎没有再错过，达到了0.05%的误报率（余量非错

误），而以前的错误率在1%左右，这大大提高了生产线的效率与质量，”一汽轿车的工程师们强调，

“In-Sight视觉系统的性能令人惊讶，效果更是令人满意。我们打算将来在其它生产线上进行同样

的改造，我想还会继续选用康耐视的产品。”

图1.2.3现场工作

   图2

车辆行进方向

落点

抬举机

照明环形光源 康耐视In-Sight 7200相机

   图3

右后

右前

左后

左前



In-Sight视觉系统
全面助力发动机曲轴加工线的技术改造

汽车

文/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杨成

23

 瑞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汽车）是国内知名的自主品牌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制造

商，其汽车核心部件——自主研发、设计和加工制造的发动机更是奇瑞汽车的骄傲。奇

瑞汽车的发动机曲轴加工线采用世界知名机床制造商JUNKER磨床、HELLER加工中心及

CLAAS机械手，共同组合成柔性化和自动化生产水平极高的生产线，该线能同时生产多种型

号的曲轴。

但是，因为发动机曲轴加工线生产品种的多样化和设备的高度自动化，该线在运行中暴露出了

一些问题。如：辅助设备需要人工进行切换调用程序，如果操作人员未能正确选择加工程序，

将会导致批量事故的发生；该线进行生产时，全线操作者必须知道当班的生产计划表，按照生

产计划任务表进行相关换型，尤其是该线倒数第二工序是进行曲轴信息识别打码工位，如果人

工切换错误将会导致工件的报废。

该工位需要进行标记记载的内容包括产品型号代码、曲轴毛坯代码、轴颈等级码、生产日期等

信息。等级码是测量仪器发送给打码设备；生产日期是打码设备自带；产品型号代码和曲轴毛

坯代码需要人工进行切换打码模块，才能正确打出。而判读曲轴和毛坯产品代码的方式，还是

操作人员通过看曲轴上铸造的字体的方法进行识别。

这种依赖人工判断进行设备换型加工等的操作，可能导致加工件不合格，造成批量加工事故，

严重的损坏加工设备。因此，奇瑞汽车决定进行技术改造以解决存在的生产隐患。

而要实现技改，就要解决几个关键问题：

1）设备安装空间狭小；

2）铸造字体的不规则，存在铸造误差；

3）工件摆放位置的误差性；

4）需要识别多种产品；

5）自动识别系统与PLC的通信等。

基于康耐视品牌在业内的影响和良好的口碑，奇瑞汽车与康耐视的代理商——上海贝特威公

司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对康耐视产品特性有了深刻的理解。

奇瑞汽车的工程师表示，“在他们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In-Sight视觉系统将功能强大的视觉

工具、自动聚焦、更快的图像捕捉、集成照明和镜头，以及外部照明供电和控制功能，全部整

合在一个小巧的工业IP67包装内，可应用于多种工业现场。”

奇



   图2.程序处理示意   图1.读取工件上的字符    图3.调用对应模板进行打码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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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视的In-Sight视觉系统具有众多特点。

1）更智能的工具：凭借成熟的In-Sight视觉系统中的测量、定位和检测视觉工具，以及灵活的

EasyBuilder & Reg环境，使得所有检测、缺陷检测、引导、校准和测量应用易于设置和部署；新工具

包含OCRMax光学字符读取和验证应用程序，使In-Sight视觉系统拥有最高的读取率，OCRMax在

所有平台上都能快速运行、设置简单且易于使用。

2）自动聚焦：用户只需设置并保存与特定工件检测相关的最佳聚焦值，这使得In-Sight视觉系统非

常适合用于需要定期改变工件的生产环境，或是需要将视觉系统安放在难以触及位置的应用中。

3）更快的图像捕捉：使用In-Sight视觉系统可实现快速采集速度，每秒最多可捕捉100多张图像。

4）集成的照明元件和镜头：In-Sight视觉系统提供了集成的可现场更换的照明元件，并有五种颜色

可供选择，使用户可以灵活地支持任何视觉应用；另外，集成的可现场更换的镜头，可使用户根据特

定应用进一步定制视觉系统。

5）照明供电和控制：与大多数视觉系统不同，In-Sight视觉系统可直接为特殊照明提供供电和控

制，无需外部电源。

“另外，我们发现In-Sight视觉系统可以将字符读取出来后发送给设备，设备接收到相应的信息后

就能自动判断，并调用相应的程序进行加工。”奇瑞汽车的工程师表示，“这款产品能够全面满足现

场设备的需求。”

In-Sight视觉系统
全面助力发动机曲轴加工线的技术改造



于是，经过双方的现场实地研究，从安装环境、工件定位、识别率等方面进行商讨，奇瑞汽车最终确

定实施方案，并增加了In-Sight视觉系统进行字符读取的应用。In-Sight视觉系统将字符发送到机

床PLC，机床PLC再根据接收到的内容对打码模板进行自动调用。

“我们应用In-Sight视觉系统是为了解决机床本体与辅助设备打码机的直接通信问题，因为工件进

行相应的夹具定位后，需要在打码前知道工件的具体信息，这就靠In-Sight视觉系统来完成信息

的读取，它能高效的完成该项任务。”奇瑞汽车的工程师指出，“同时，In-Sight视觉系统具有多种

灵活的应用方案，这也是我们选择该款产品的重要因素，这样能满足我们多产品混合生产和柔性

化制造系统的要求。”

他进一步表示，“高效准确的读取是In-Sight视觉系统的一项很重要的功能特性，它的成功应用为

以后我们在其它生产环节的推广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In-Sight视觉系统是我们引进的第一款能读取字符并进行处理发送的产品，也是一种新的技术应

用，这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奇瑞汽车的技改负责人最后总结指出，“同时也让我们探索了一个

新的领域，了解一项新技术对于质量要求越来严格的奇瑞汽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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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生产线相机的位置

In-Sight 7200系列视觉系统
帮助贝斯特解决防错、读取率及数据集成问题

汽车

文/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瞿亮亮

明斯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独立发动机制造商，产品线包括柴油和代用燃料发动机、发动机

关键零部件等。康明斯要求每个供应商的制造生产过程都可控，而且要具有完善的生产

追溯系统。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斯特）是康明斯的供货合作伙伴。贝斯特致力于研发、

生产及销售各类精密零部件及工装夹具产品，是中国工装夹具制造业的龙头企业。

在贝斯特工厂，涡轮增压器拨杆的单独压装生产由一台压装设备和激光打标组成，其流程是：先将轴

放进压装固定夹具；把齿头放进夹具（人工来判定放反）；通过过盈配合和压装设备进行组装；然后

激光打标机进行2D码打标；最后通过手动扫描枪进行抽检扫描。

这样的检测方式最大问题就在于：首先，人员会疲劳且不能实现100%读取，一旦激光设备有问题，

打出2D码缺阵列，将无法知道不合格零件是否流入客户；另外，人员疲劳时，会出现齿头放错和压装

错误，虽然增加了人工外观检验，但还是防止不了漏检验；其次，在每次分析数据时，压装曲线很难

找到，系统中压装数据有上万件，查找很困难，筛选日期、序列号等工作过于复杂，耗时耗力。

面对这些棘手的检测难题，贝斯特决定寻求适合的解决方案进行生产线的技改升级。这时，美国康

明斯的一位工程师向贝斯特推荐了康耐视的In-Sight视觉系统，“据他介绍，美国康明斯的生产线

大都使用了康耐视的技术，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In-Sight视觉系统提供了检测、计量引导和条码读

取等诸多的丰富功能。”贝斯特的设备经理表示。

于是，经过与康耐视公司的一系列的交流和沟通，贝斯特决定采用In-Sight,7200系列视觉系统来解

决检测问题。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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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In-Sight 7200-01相机主要防止齿头压装放反以及扫描2D码同时，2D信息与压装曲线集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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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时，贝斯特的技术工程师们惊讶地发现，In-Sight,7200系列视觉系统不但能正常地进行防

错、检测和读取工作，在帮助贝斯特分析压装曲线的查询方面，提供了最快的效率，“而且在生产条件

差的情况下，竟然能有效的检测产品和2D码读取。”他们表示，“此外，In-Sight,7200系列视觉系统

还有非常好的集成功能，能够与我们现在的生产线设备进行集成，能高效的与零件编码、压装缺陷

集合在一起，有利于我们进行读取分析。”

经过双方技术工程师共同努力，成功将In-Sight,7200系列视觉系统与贝斯特的压装设备实现了集

成，其流程如下：先放入轴零件，然后放入齿头零件；收到压装机启动信号后，进行齿头安装是否存

在正反的孔型标记识别；合格就开始压装，不合格就通知压装机重新等待启动信号；收到激光打标

机打标结束信号后，读取二维码；成功就发送二维码给图形监控系统，不成功就发送不成功标记给

图形监控系统，不管成功与否都需要把读码结束的信号给压装机；如果压装机压装不合格，当工

件回到初始状态时，压装机通知工业摄像机读码；读码不成功就发送不成功标记给图形监控系统，

并把读码结束信号发给压装机。

“自从我们公司采用了In-Sight,7200系列视觉系统后，效果非常明显，完全解决了检测问题。”贝

斯特的设备经理指出，“不但再也没有出现过压装放反、2D码漏打和读取率低的投诉，而且大大

增加了提高了生产线的加工效率和零件的压装追溯性。”

他最后表示，目前贝斯特的不同生产线上都运用到了康耐视的多种视觉产品（如DataMan系列读

码器、In-Sight系列视觉系统等），“随着公司三期工厂的不断扩大，我们选择康耐视的产品也会

越来越多，以帮助贝斯特进一步践行工业4.0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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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Pro 3D视觉软件
让抓取机器人在汽车发动机缸盖搬运中大显身手

文/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杨桥

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夫特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工业机器人、大

型物流储运设备及非标生产设备设计和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埃夫特公司以“‘智’造

自动化装备，解放人类生产力”为己任，致力成为国际一流的自动化装备制造商。

奇瑞汽车公司是埃夫特公司的重要客户之一，双方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埃夫特机器人在奇

瑞汽车等企业历经五年的苛刻考验和充分验证之后，被广泛推广到汽车及零部件、家电、电

子、机械制造、日化、食品和药品、光电、钢铁等行业。

为提升奇瑞汽车的生产效率和节省人力成本，埃夫特公司曾经给奇瑞汽车开发了一台集成某

公司3D视觉相机的机器人搬运系统，用于奇瑞汽车二发生产车间的缸盖抓取搬运，来取代过

去人工搬运的作业方式。

该系统的3D视觉模式由一个2D相机和一组激光束组成，激光束采集被测物体的Z方向轮廓

（即高度信息），2D相机采集平面上的信息。这种模式要求机器人具有较高精度的匀速直

线 运动，以配合激光束的扫描，否则会经常出现扫描不到的现象，而且多次扫描也会影响

生产节拍。

图1. 康耐视VisionPro 3D软件的视觉在抓取机器人

汽车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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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杨桥

奇瑞汽车给埃夫特公司反映，该套系统生产节拍较慢，相机成本较高，性价比不高，不利于

在同类型生产线推广。希望埃夫特公司给其开发一款同样满足其生产要求、但性价比更高的视

觉抓取机器人。

但是，发动机缸盖的抓取搬运在应用中存在两个难题：1）发动机缸盖毛坯件来料是在一个

托盘上成多排、多列、多层码垛，所以任意一个缸盖在空间的XYZ面值不固定，尤其是在垂

直面Z面上，还有不大于20度的倾斜，机器人抓取不能采用轨 迹固定式码垛拆跺方式，必

须要获取每一个缸盖的坐标数据，来调整自身运行轨 迹，从而达到柔性化抓取，实现柔性

化搬运拆跺功能；2）该发动机缸盖生产线是共线生产，缸盖毛坯件品种多样化，每一垛来料在

首次搬运前，都要通过判别缸盖毛坯件型号来切换搬运夹具。

奇瑞汽车提出需求后，埃夫特公司调研了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3D视觉制造商品牌，发现康

耐视品牌在工业级视觉供应商排名中名列前茅，并且该公司在3D视觉应用上也有很多成

功案例，尤其是在机器人3D视觉应用上。

于是，埃夫特公司与康耐视就此项目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展开合作。在康耐视强大的技术支

持下，埃夫特公司开发出了集成Basler双目相机和康耐视VisionPro 3D软件的视觉抓取机器

人（如图1所示）。该系统在抓取缸盖应用中，比前一套系统，不但在效率有大幅度提升、准

确率达到100%，而且价格还有较大幅度降低。该机器人一经应用就获得了奇瑞汽车交口赞

赏，并在工博会上赢得业界广泛的关注。

图2. VisionPro 3D软件的数据处理过程

汽车

VisionPro 3D视觉软件
让抓取机器人在汽车发动机缸盖搬运中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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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钢集团）以钢铁为主业，形成普碳钢、不锈钢、特钢三 大  

 产品系列，应用于汽车、家电、石油化工、机械制造、能源交通、金属制品、航天航空、

核电、电子仪表等领域。

汽车零部件是宝钢的重要产品线，在对汽车零部件的加工中需要不同的刀具对其进行表面处

理。因此，加工车间需要不断的变换刀具来提供更精细的加工平台，并且要做到万无一失。而

在换刀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刀具损坏未换、换刀过程错误等一系列问题。

“在项目初期，我们选择标签一维码跟踪方案，但是由于潮湿环境的原因立即被否决了。后来

考虑直接标记工件二维码方案，在机器人进行换刀的同时验证刀具的准确性，即增加dpm码系

统，但随之带来了不能磨损刀具的苛刻要求。”宝钢集团的技术服务商——杭州创智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创智）的工程师指出，“因为刀具大小以及厚度的差异，打印质量

不一致的二维码适应不了大的景深变换，而不同材质的反光并不能得到一个对比度较好的二维

码。”

“我们了解到，康耐视是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先者，他们出品的读码器功能非常强大，”宝钢集

团新项目引进部门的刘工说，“杭州创智专门为该项目做了大量的测试和调研，最终确定用康

耐视的强大的读码器帮助我们解决棘手难题。”

在现场，康耐视的液态自动变焦镜头以及多个setup模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杭州创智的工程

师把同一类焦距相同的产品，制作一个setup，仅创建了3个setup就解决了检测问题，用时仅

500ms。

在调试完成后，杭州创智的王工表示，“康耐视的这款产品性价比很高，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

康耐视品牌。这次检测成功让我更加信赖康耐视的解决方案。而能为宝钢集团解除顾虑，挺高

生产质量，降低成本，我们也倍感欣慰。”

“我们在前期测试中，对产品表面的各种打码质量和表面的不同材质都要做一一验证，最后才

会有这么好的效果，DataMan读码器的强大功能可以很好的实现检测要求，”杭州创智的蔡经

理在展示设备的成功同时，对康耐视的产品水平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DataMan读码器强大而高效的图像处理技术和杭州创智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持，在该项目中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DataMan读码器对多种通信方式的完美支持，能使得杭州创智可以完全按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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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现场图片
如图所示，读取工件表面的二维条码。

图2. 读码器现场安装示意图
读码器在工作现场的安装方式。

测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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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准确识别工件表

面的二维条码。

“采用康耐视DataMan读码器不但实现了检测需求，让我们在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上都有了大幅

提升之外，还帮助宝钢集团改进了产品的生产工艺，促进了整个产品的质量提升。”宝钢集团新

项目引进部门的刘工最后强调。

DataMan读码器
任刀光剑影，看我七十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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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仕公司）是Koch集团下属子公司在成都投资建  

 设的外商独资企业。公司的营业范围主要覆盖汽车连接器、工业PC服务器高速接口，涵

盖全球主流汽车制造厂商及零配件生产商。

近年，莫仕公司为开拓市场而开发了新产品——汽车电子ECU模块，但是其主要的连接器在生产

开发过程中面临两个重要挑战：

第一，产品PCB板焊接面针脚高度测量精度要求高。因为在插针折弯后容易发生端子变形，再加

上组装外力，都可能会导致针脚高度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在包装前严格检测端子的高度，以保证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第二，由于产品针脚数量较多，达到了连接器行业的顶端数量，而且产品单价高，需要保证所有

端子100%的质量可靠性。因此，产品适配端和PCB端的所有尺寸都要在设计规格之内，这就需

要多相机配合检测。

面对这些挑战，莫仕公司需要一家能提供算法功能齐备和完整解决方案的视觉技术供应商，来帮

助解决检测难题。

经过调研，莫仕公司发现，在视觉检测行业有众多的公司在分享整个市场，其中作为最早进入视

觉检测市场的康耐视公司有着强大的技术储备和功能完善的底层算法。

在工业现场中，如环境光线有变化或工件位置不固定，或工件形状不确定或材质变化时，就不能

稳定有效地实现相关功能。这样的机器视觉算法，是不可能被用户所接受。康耐视公司始终专注

于开发业界最先进有效、具有标杆意义的机器视觉算法和工具，如PatMax®、PatMax®RedLine™、

OCRMax™、1DMax+、2DMax+等，确保在最有挑战的工业现场环境中，都能稳定有效地实现

相应的机器视觉功能，如定位、装配或对位引导、尺寸量测、缺陷或差错检查和图像读码。

正是由于这样强大的功能特性，莫仕公司的工程师在进行产品测量评估时，选取了包括康耐视在

内的两家公司视觉产品来进行测试。

在评估康耐视的DS925B 激光头时，莫仕公司的工程师惊讶地发现，其不但具有他们熟悉的算法

和强大的底层工具，而且还具备多种编程模式，既可以利用VisionPRo也可以利用Cognex 

Designer来设计需要的程序，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和自定义功能。



基于康耐视强大视觉工具
汽车配件测量方案

汽车

33

Cognex DS925B使用的高精度激光头，出厂时经过了微米级的校准输出，是真实测量单位，更容

易使用和更快部署，拥有宽松的机械配置，可以生成单一的高分辨率三维图像。正是由于高分辨

率的三维图像，在进行产品PCB面端子高度测量时，能反映出准确的高度值和重复性，避免了由

于不同端子、材料和镀层而带来的差异，很好消除了生产过程中的批量差异性。

另外，康耐视还积极开发并推出了双目3D机器人视觉引导解决方案，以及新一代DS1000、

DS900系列激光三维量测系统，能够对产品进行三维检验，帮助优化质量。广泛的高度、体积、

倾斜度、横截面和平面拟合工具，无论对比度或光线如何变化，都能够精确测量。

莫仕公司的工程师表示，“借助康耐视In-Sight和VisionPRO两个系列的强大视觉工具处理能力

和简单易懂、维护方便的编程界面，在短时间内我们建立了能满足现场使用的检测程序和易于维

护的参数调整界面。”

在应用现场，自动化检测机主要由五个模组构成：

1）产品清洁上料；

2）电测模组；

3）高度位置度检测模组；

4）二维码打标及检测；

5）机械手下料包装。

检测内容主要包括：

1）产品针脚相对于塑胶的高度；

2）产品针脚在塑胶内部的位置度尺寸和HSG变形；

3）整个HSG外轮廓有无变形；

4）产品定位柱的高度和缺失。

流程如下：

1）产品在插针折弯结束后传送到清洁模块，进行产品的清洁工作，保证产品中没有在生产过程

中导致的HSG屑和其它外来异物；

2）清洁结束后，产品通过送料机构来到电测模块，主要检测产品在插针过程中有无漏针及折弯

时有无角度异常，包括产品OS和Hipot测试；

3）通过电测模组后，到达产品Mate适配端进行针脚高度测量，由于端子隐藏在HSG内部，需要

通过机构探针转接至外部，来测量每根端子相对于HSG的高度，使用康耐视In-Sight 5605相机可

文/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付智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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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快速稳定的建立检测程序；

4）针脚高度检测结束后，到达PCB高度测量工位，这是整个检测机台中难度最高，也是之前开

发过程中评估时间最长的一个检测项目。由于PCB针脚是用来焊接ECU模块，必须要保证100%

的准确性和高质量。但是针脚硬度不够，不能使用机械探针来转接测量，只能使用非接触式的测

量系统来进行测量，同时还要保证高精度、很好的重复性和再现性，能经受住MSA的验证。

5）PCB高度检测结束后，到下一工站检测产品端子的位置度和尺寸，然后检测出产品的OK或NG

状态，之后进行二维码打标和读码验证，最后通过机械手包装产品。

以上检测内容大大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和稳定性，同时还减少了人力，无形中消除了由于人为检

测带来的漏检和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莫仕公司生产检测的满意度和安全性。

“因为康耐视从硬件到软件都能提供完善的整体解决能力，从In-Sight到VisionPRO，从简单入

门到深度定制都有其身影。”莫仕公司的工程师指出，“作为长期的合作伙伴，我们选择康耐视

作为公司最主要的视觉方案供应商，为我们提供了从头至尾的技术支持。”

由于莫仕公司采用康耐视的机器视觉产品，实现了非接触式的检测方式，很好的提高了企业的产

品生产效率和生产周期，很大程度的减少了不良品漏出的概率，保证了高质量的产品品质和对客

户的承诺。

莫仕公司的工程师最后强调指出，“同时由于客户满意度的提升，在同类型产品中给予了我们新

订单和新产品评估，提升了公司和其它厂家在系列产品中的竞争力和声誉。”

图1.  现场整体检测系统架构及布局

文/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付智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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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检测系统程序画面显示

图3.  CognexVC5控制器及IO接线布局

文/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付智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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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戴卡）是集铝车轮制造、汽车底盘、动力总成、车 

 身零部件制造、装备制造、产品表面处理、模具制造为一体的大型汽车零部件企业集团，

在世界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以前，中信戴卡在汽车轮毂的生产过程中遇到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是产品在生产的各个环

节，我们需要及时了解产品的生产状态，以避免出现生产事故。二是产品流出工厂之后，我们还

需要了解产品在最终用户处的使用状况，并进行全程追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并且能够

找到问题的根源。”中信戴卡的刘经理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公司曾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但是结果却是事倍功半，我们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中信戴卡从设备供应商那边了解到，视觉处理技术可以代替人工对产品的表面作检测，而康耐视

公司是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先者。刘经理说，“设备供应商向我推荐了一直以来和他们合作的康耐

视公司。康耐视公司专门为该技改项目做了大量的测试和调研，最终确定用其强大的VisionPRO

视觉处理软件帮助中信戴卡解决难题。”

借助康耐视公司的系列产品，包括3D/2D视觉产品以及DM读码器产品，工程师们针对问题很快

研发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解决了包括产品型号识别、产品与模具数据对比、机械手引导定位、

激光二维码雕刻、二维码读取验证、全程二维码追溯等在内的大部分实际生产遇到的问题。

在应用现场，使用康耐视3D激光轮廓仪扫描转动的轮毂，然后通过康耐视视觉工具来处理扫描

到的图像，并识别出轮毂上的字符。为保证能取到一个完整的字符片段，轮毂需要转动180°，

使用康耐视CIC相机配合VC5控制器来对汽车轮毂的激光打码位置进行引导定位。CIC相机采集图

像后，由软件来进行图像处理，使用康耐视视觉工具定位轮毂上特征。最后通过工业通讯协议返

回轮毂特征位置给机械手。机械手按照相机给出的位置进行激光打码，VC5与PLC进行ProfiNet通

讯。

整个的设备工作流程如下。

1）流水运输线：产品从压铸机出来后，经过流水线运输至3D OCR字符读取单元；2）轮毂外侧

字符读取：旋转台带动产品旋转触发3D相机，读取外轮网字符信息，匹配数据库内容，获取产

品完整信息；3）引导定位机械手：根据产品高度、直径等信息，机械手到合适位置抓取，然后

到引导定位相机工位，引导刻码位置；4）激光刻码：机械手根据引导定位相机数据，调整姿态

位置，触发激光打码机进行刻码；5）二维码读取验证：DataMan读码工位对所刻二维码进行读

取验证，确保以上流程。



使用康耐视产品
对轮毂进行刻码及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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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检测完毕，该设备也完成了整个工作中最核心的检测任务，后面的机器人会根据DataMan的

检测结果将对应的产品放到指定的通道中。

VisionPRO强大而高效的图像处理技术在该技改项目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VisionPRO软件对.net

语言的完美支持，Designer轻松易用的集成开发环境，可以完全按照需求去定制整个程序的流程

和界面，不但使图像处理工作高效快速，而且还能直观而准确的呈现结果。

“我们在测试中，对产品表面的各种标识做不同的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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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强大的解码能力更是令人惊叹。”刘

经理在展示设备的成功同时，对康耐视的技术水准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康耐视技术和产品在中信戴卡的成功应用，不但大大缩减了企业在这方面的财政费用，而且还大

幅度提升了生产线的生产速度，同时还降低了客户投诉，获得了三赢的局面。此外，中信戴卡在

解决了汽车轮毂行业可追溯化生产的痛点之后，才得以顺利采用全球首创的加工工艺，为企业带

来了巨大的效益。

“采用康耐视技术之后，除了使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以外，还极大改善了企业

本身的生产工艺。比如在生产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人眼根本无法实现的功能，之后在不断使

用中发现这些是有规律可循的，最终促使我们改进了产品的生产工艺，并反向提升了整个产品质

量，在国外客户中获取了更多订单。”刘经理最后评价道，“中信戴卡就要开始建设4.0智能工

厂了，所有用到的视觉产品，我们就选康耐视。”

 

图1.  DS1300 3D Camera解决了曲面上铸造字符的读取 图2.  CIC相机准确引导机器人激光刻码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
实现汽车变速箱壳体字符的高效准确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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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上汽汽车变速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变速器公司）是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的汽车 

 变速器专业制造厂商，主要产品为上海通用凯越轿车配套的D16变速器总成、赛欧轿车配

套的F15变速器总成，及后续的手动、自动变速器产品。

NMT手动变速器由通用汽车和上汽汽车共同开发，是一款性价比较高的新一代经济型轿车手动

变速器。但是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打标机打印的字符存在缺失或错误等问题，影响了变速器的

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

“我从我们的设备供应商那边了解到，现在的视觉技术可以有效的对产品表面字符进行读取，而康

耐视是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先者。”NMT新项目引进部门的冯经理说，“他们向我推荐了一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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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威公司专门为该项

目做了大量的测试和调研，最终确定用康耐视强大的In-Sight视觉系统帮助我们解决检测问题。”

在贝特威公司和上汽变速器公司的技术人员共同努力下，优化后的变速器检测流程如下：产品到位

后，相机接到PLC信号后拍照检测，对打印后的字符进行读取；读取后发送到现场PLC；PLC根据

收到的字符与打印内容进行对比；对比合格后放行，数据上传MES。

上汽变速器公司的技术人员发现，即使生产现场有不同的变速器型号、序列号位置各不相同的情况

下，In-Sight视觉系统依然顺畅支持多种产品型号的切换。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为上汽变速器公司的生产检测提供了诸多灵活的功能，如自动变焦技术、C

型接口镜头选项、不同触发模式支持多种工业以太网通讯协议。凭借专利的OcrMax™算法和光源

的配合使用，康耐视相机读取率达到了让人叹服的99.9%以上。

“相机检测稳定，维护方便，”上汽变速器公司的设备主管冯工最后评价说，“自从采用康耐视的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实现了非接触式的检测方式以后，我们的生产速度和产品质量得到了大幅

度提升。”

图1.  相机安装方式和检测效果图



自适应学习算法
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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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套95%准确率的视觉系统或许只要几小时时间，而要做到99.99%则需要精益求精的执 

 着追求。感谢康耐视的视觉产品，让做到99.99%成为可能。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通用）由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共同

出资组建而成。目前，上汽通用拥有浦东金桥、烟台东岳、沈阳北盛和武汉分公司四大生产基地，

共4个整车生产厂、2个动力总成厂，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领军企业之一。上汽通用已拥有别克、

雪佛兰、凯迪拉克三大品牌，覆盖了从高端豪华车到经济型轿车各梯度市场。

动力总成系统作为汽车的“心脏”，是车辆生产制造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其质量把控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不接受、不制造、不传递缺陷是上汽通用所秉承的企业文化。在生产过程中，随着

技术进步，相当一部分质量把控已经实现了自动化，由机器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视觉检测是上汽

通用动力总成工厂重要的质量把控手段，而康耐视作为视觉设备制造商，与上汽通用有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目前在上汽通用动力总成生产线使用康耐视的视觉设备已达数百台。

视觉检查在替代传统人力检查的同时，人们往往会对其可靠性存在疑虑。对此，上汽通用动力总

成制造工程科室对视觉检测的可靠性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其一，不能将缺陷判定为合格；其二，

对合格工件的一次识别率达到99.9%。

上汽通用动力总成车间为整车平台提供数以百万计套发动机与变速箱，而对这庞大数量的产品进

行生产装配质量监控绝非易事。由于生产过程中存在环境变化、被检测零件工差、装配工差等不

确定因素，导致图片中被检测零件所呈现的特征存在差异。当被监控对象数量增大，其之间的差

异性必将体现，使得设备存在误判可能，这增大了视觉应用之难度，也是视觉识别中的最大挑战。

做一套视觉系统不难，但是做到99.9%的准确性，需要缜密的思维，以及精益求精的探索。

而康耐视视觉产品灵活的硬件搭配以及智能的软件平台，使得开发一套可靠的视觉系统成为可能。

康耐视软件具有卓越智能，且编程方式灵活。用户可以自己开发智能程序，提高视觉检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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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设计层面无法抑制不确定因素时，通过软件来修正解决。以康耐视In-sight explorer为软

件平台，对图像进行编程学习，分析图像特征，针对图像呈现的差异性而做出相应调整，提高了

视觉检测的可靠性。康耐视视觉产品在软件端的智能化以及灵活性，使得客户在遇到产品差异性

大等棘手问题时，可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以下为两则动力总成典型案例。

案例一：PatMax + Filter算法准确识别模糊的轴承防错标记

在变速箱装配过程中，检测轴承是否安装且安装正确是一项非常普遍的工艺。某些轴承产品正反

面并无尺寸上的差异，靠喷墨标记作为判断正反之依据。依靠康耐视In-sight Explorer软件带有

的PatMax算法可以识别该防错标记有无而做出判断，将结果反馈给主控系统。对于大多数情况，

防错标记清晰可见，但是会存在某些产品因表面沾有油污、或经过磨损，防错标记模糊不清，相

机无法识别该标记而发生误报。

如图1所示，轴承在装正情况下，会在图像中呈现一个梯形图样，装反情况下则为空白。左图为

正常零件在图像中呈现的状态，右图为防错标记被磨损的零件。据现场统计，防错标记完好的零

件达到98%左右，即 98%以上的工件在安装正确情况下可以一次通过，而另外2%左右，即使安

装正确也会因为相机无法识别出防错标记而报错停机。看似较低的2%误报率，却背离上汽通用

对于生产过程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精神，也大大影响了生产节拍。

经分析，上述右图失效主要原因在于零件运输过程中喷墨标记受到磨损而变淡，在图像中呈现的

对比度非常低，导致标记的轮廓非常模糊，图中防错标记无法有效识别，会有误报警产生。而康

耐视软件的智能性、灵活性使解决这一问题成为可能。

图1

自适应学习算法
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

文/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  郭晏 



针对该情况相机图像处理自适应，即在第一次识别失败时不直接报NG，而是通过提取照片的灰

度信息，得到需要凸显的特征的灰度分布，以及需要抑制的背景灰度分布，经数学分析得到恰当

参数从而执行适当的图象处理，以凸显被识别特征。图像处理参数（Filter的处理阀值）的自适应

性的重要意义在于，被磨损的零件之间存在差异，导致在图像中的灰度特征也有区别，依靠算法

去学习当前图像以获取特定的图像处理参数，从而得到最佳效果的处理后图像。

视觉系统程序处理逻辑如图2。

图像自适应原理简述见于图3。经自适应性处理后的图像对比度显著提高，防错标记清晰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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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自适应学习算法
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

文/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  郭晏 



案例二：曝光调整逻辑极大提高了啮合检测率

链条与链轮之间的啮合检测一直是变速箱装配过程中重要的把控环节，也是难点之一。因为链条

与链轮之间没有固定的啮合姿态，各零件之间对比度低，以及背景造成的干扰都会对视觉系统的

可靠性形成挑战。

在本应用中，依靠在轮齿啮合区域定位链条上的铆钉，并测量其与齿轮圆心的距离来判断两者之

间是否啮合。若啮合则该距离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而链条脱扣时，此距离会明显超出预设值范

围。但是由于变速箱内经常会有机油，在额定曝光率下，沾有机油的区域会“过曝”而比正常情

况亮很多（如图4所示），导致链条上的铆钉在图像中无法被识别。

视觉程序在没有找到足够数量的铆钉时便会判定为没有啮合。这样会导致一些装配合格的产品被

判为不合格，该工位便会停机报错，直至操作工手动确认安装无误方可放行，影响了生产线的节

拍，是提高产能的障碍之一。

在链条上沾有机油时，零件表面变得更加光滑，使得光线反射率大大提高。在额定曝光时间内芯

片卡接收到的光量超出了预期，所以产生了图像中“过曝”的现象。由于铆钉的轮廓已经完全不

可见，已经不可能靠图像处理来修正图像。此时可行的方案是自动缩短曝光时间重新拍照检测，

而下一个工件进入工位时，相机还是沿用原先额定曝光时间。

“额定曝光时间”是经大量实验总结出来针对绝大多数工件使用的曝光率，而在因为“过曝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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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自适应学习算法
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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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情况下，程序调用修正曝光时间并执行第二次曝光，此图片会比第一次曝光明显变暗，如

图5所示。

变速箱链条啮合检测现场如图7。

康耐视视觉开发软件中可以通过编程来控制调整曝光时间，在一次额定曝光没有检测合格的情况

下，调整曝光时间第二次曝光；而一次曝光后，可以直接判断出脱扣的情况下，直接报NG给

PLC，而不再重复曝光。开启曝光调整逻辑后，该检测非常稳定，设备开动率可以达到上汽通用

动力总成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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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自适应学习算法
在机器视觉中的应用

文/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  郭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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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2000视觉传感器
发动机装配防错检测方案

文/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  王昭轩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奔驰）是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戴姆勒股份公司、戴 

 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集研发、发动机与整车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为

一体的中德合资企业。

目前，北京奔驰已建立起全球面积最大、综合性最强的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生产制造基地，成

为戴姆勒全球唯一同时拥有前驱车平台、后驱车平台和动力系统平台的豪华汽车合资企业。此

外，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生产的缸体、缸盖、曲轴三大发动机核心部件也已成功用于戴姆勒德国

发动机工厂的整机装配，其发动机产品质量已完全达到戴姆勒全球的统一标准。

为了使北京奔驰发动机出厂的产品达到其几乎完美的合格状态，就必须有相应的检测设备来完善

其装配检测系统。

“以前在发动机装配的过程中有手动工位，需要人工去操作。由于人工可能会疲劳疏忽，会出现

零件漏装或者错装的情况，当时我们试验使用激光传感器进行检测，”北京奔驰的生产工程师表

示，“但是由于发动机托盘在装配线上会晃动，从导致激光传感器经常发生误报警，我们急需解

决这个非常棘手问题。”

这时，北京奔驰的一家设备供应商建议使用视觉技术，并推荐了业内领先的机器视觉供应商康耐视

公司。经与康耐视的联系沟通和现场评估，北京奔驰选用In-Sight 2000视觉系统来应对检测难题。

“在前期测试中，我们反复验证了In-Sight 2000视觉系统的稳定性，其效果是传统激光传感器及

人工方式所不能及。”康耐视的工程师说道，“康耐视的解决方案达到了客户的严格标准，也实

现了客户对其产品近乎完美的防错要求。”

借助In-Sight 2000视觉系统高度集成的视觉传感器和简单丰富的设置软件，现场不再需要使用定

位系统去固定工件，也不需要使用额外的控制器及光源等配件。

“In-Sight 2000视觉系统完美解决了发动机装配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漏装、错装的问题，并且克服

了发动机托盘晃动的问题，只要待检测物在相机视野内，均可稳定检测。”北京奔驰的生产工程

师指出。

优化后的工位操作流程：1）承载发动机的托盘进入本工位，触发到位传感器；2）到位后延时2s

进行拍照检测；3）由于部分工位待检测工件在本工位安装，所以相机每隔5S拍照一次，合格停

止拍照，反馈合格信息；4）不合格则由人工确认实际情况，安装待检测工件，合格后放行。



另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项目前期评估中忽略的细节问题，例如In-Sight 2000视觉系统

当距离检测位置较远时，易受外界光的影响。“后来我们更换了红外光源，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

发现并没有引起客户的反感，反而因为我们的认真负责，对康耐视的服务产生了更多的信任。”

康耐视的工程师表示。

北京奔驰发动机装配线防错检测方式使用In-Sight 2000视觉系统后，工厂的生产合格率、生产速

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还提高了装配线的自动化水平，优化了检测工艺，完美解决了接

触式检测、传统传感器检测、人工检测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北京奔驰的生产负责人最后强调，

“此次与康耐视的合作非常愉快，以后工厂有类似的技改项目，我们会继续选用康耐视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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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安装示意图

图2. 合格示意图

图3. 不合格示意图 图4. 安装示意图

图5.检测滚针挺柱的有无

图6. 合格示意图

图7. 不合格示意图

In-Sight 2000视觉传感器
发动机装配防错检测方案

文/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  王昭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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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和平轮胎）是我国子午线轮胎的领军制 

 造企业，致力于以信息化技术带动工业化生产，努力打造成为在制造技术、生产管理、

售后服务等方面领先的一流生产基地。

质量控制与追溯是轮胎制造商的基本要求。因此，为实现对从接收原材料到最后装配和配送所有

生产过程的严格控制，轮胎企业大都使用一维码的硫化标签条码对每个轮胎进行追溯管理，以实

现全面的跟踪。

但是轮胎行业的阅读条形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维码贴在轮胎表面，受轮胎大小、厚度的影

响，视野方位相当大。”沈阳和平轮胎的生产工程师表示，“这就需要全方位阅读条码，一般的

读码器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人工来读取轮胎表面的条码，这就降低了生产效

率，而且增加额外成本和费用。”

面对棘手的检测难题，沈阳和平轮胎一直在寻求用自动检测技术来替代人工扫码的工作，以提高

生产效率，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后来我们从网上了解到，康耐视公司读码系统采用先进的影像扩展技术，能成功解决大视野读

码问题。”沈阳和平轮胎的工程师说，“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和交流洽谈，并经过大量的现场测

试，最后我们选用了康耐视公司功能强大的读码系统解决方案。”

根据现场的工况，工程师们使用了3台读码器、结合高亮光源并配合Xpand来覆盖横向视野。在

通讯方面做了主从设置，将其中一台设置成为主机，进行接收触发信号和数据传输的工作。读码

Dataman读码器
高效解决子午线轮胎的检测难题

文/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魏楠

图1、2. 多读码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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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在生产线的上方，当轮胎在传送带上移动到扫码区域时，传感器接收到触发信号，将信

号传递给读码器，读码器连续扫码，扫码成功后停止扫码，并将结果传输给外部接收设备。

在现场应用中，康耐视的读码系统表现非常优异，实现了轮胎条码的高效读取。读取率基本在

99.99%左右，即使条码出现扭曲破损的情况，DataMan读码器同样有着很好的读取性能。

“康耐视的读码系统，不但解决了我们的读码难题，实现大视野、大景深的检测效果。” 沈阳

和平轮胎的工程师指出，“而且读码器体积小，安装方便，软件算法强大，解码能力强，处理速

度快，非常适合担当该生产线上的扫码检测工作。”

沈阳和平轮胎采用强大的康耐视读码系统之后，不但大幅度了提高生产速度，还改进了产品的生

产工艺，并促进整个产品的质量提升。

“康耐视作为值得信赖的机器视觉公司，在图像处理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基于图像的Data-

Man读码器、Xpand图像扩展技术和hotbars技术可实现更大的DOF和FOV。”沈阳和平轮胎的生

产负责人最后表示，“领先的读码技术让我们实现了更智能的自动化生产，减少了生产错误，而

且用更少的读码器解决检测问题，降低了制造成本，实现效率与效益的双赢。”

Dataman读码器
高效解决子午线轮胎的检测难题

文/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魏楠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拥有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三大汽车品牌，4个整车生产厂和2个 

 动力总成厂，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领军企业之一，产品覆盖了从高端豪华车到经济型

轿车各梯度市场。

动力总成系统作为汽车的“心脏”，是车辆生产制造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其质量把控非常严

格。视觉检测是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工厂重要的质量把控手段，上汽通用动力总成车间为整车平台

提供数以百万计套发动机与变速箱，而对这庞大数量的产品进行生产质量监控绝非易事。当被监

控对象数量增大，其之间的差异性必将体现，这就增大了视觉应用的难度。

不接受、不制造、不传递缺陷是上汽通用所秉承的企业文化。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科室对

视觉检测的可靠性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第一，不能将缺陷判定为合格；第二，对合格工件的一次

识别率要达到99.9%。

而真正将视觉检测用在产品表面质检中，还必须解决很多问题，如：产品表面残留物影响；运动

机构的定位精度问题；检测节拍要求高，被检测区域大；被检测特征微小，测量精度要求达到

0.03mm等。

而康耐视作为业内领先的视觉设备制造商，与上汽通用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在上汽通用动

力总成生产线使用康耐视视觉设备累计达数百台。康耐视视觉产品灵活的硬件搭配以及智能的软

件平台，使得开发一套满足上汽通用检测要求、可靠的视觉系统成为可能。

 “康耐视一直是上汽通用可靠的合作伙伴，在得知我们有高难度的检测需求时，就第一时间组

织了有关的视觉专家来进行会商。”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的负责人讲到，“经双方共同

对检测标准及客观干扰因素的交流与评估，最终达成了一致的见解以解决上述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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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技术
高效解决发动机零件表面质检难题

文/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  郭晏



在实际应用中，康耐视的机器视觉技术表现出了高超的检测水准，完美应对了检测挑战。例如以

机器人为运动载体，实现了100mm/s的速度对缸盖表面区域进行扫描。在机器人运动过程中实时

触发拍照，单次检测视野为30mm×40mm，整个检测过程共计拍照120次，耗时约45秒。

在如此短时间内实现100余次成功检测，体现了康耐视智能相机在成像及处理过程中的卓越性

能，同时也归功于合理的照明系统，本项目的技术特点如下。

技术特点1：蓝色同轴光照明形成高对比度图像

合理利用光波波长越短反射性越强的光学原理，选择蓝色波长作为光源，同时选取同轴光以加强

光滑机加工平面上的光线反射，光线经镜面反射从而完全回到镜头，形成明亮的背景；而缩孔表

面的入射光线因为表面的不平整性发生漫反射，光线经漫反射发散后只有少部分返回镜头，从而

在画面中呈现暗色。

超高的对比度可以轻易的通过Blob视觉工具将缺陷提取出来，并对相关尺寸进行测量。

 

技术特点2：Patmax定位工具弥补位置精度不足

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触发相机拍照，存在两个不确定因素：

1）机器人运动位置与触发信号发出的同步问题；

2）机器人运动的绝对精度问题。而这两个不确定因素导致无法确保在同一个检测位置的绝对重

复性。

在现场，工程师们利用Patmax视觉工具在每次检测前对目标视场做定位，有效地矫正了每次检

测的位置误差。“Patmax的运算效率非常高，可以在数十毫秒内实现最高四十分之一亚像素级

别的定位，它是一种完美的定位工具。” 上汽通用的技术工程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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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技术
高效解决发动机零件表面质检难题

文/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  郭晏



技术特点3：超高帧率及超强处理能力实现高频检测

“机器人以100mm/s速度行进，而相机触发过程又不能停顿，为了保证图像不存在拖影现象，那

么一次曝光时间内机器人运动不得超过图像中一个像素的距离。”上汽通用的技术工程师指出，

“经过理论计算，我们将曝光时间调整至0.4ms，在如此之短的曝光时间内辅以合适的照明，康

耐视智能相机仍可以呈现高质量图像。”

而在程序处理方面，除了利用Patmax定位找出检测基准以外，还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执行图像预

处理、blob提取、blob筛选及一系列排序，整个过程执行时间不超过200ms。也正是因为康耐视

智能相机具备如此强大的成像、运算能力，使得实现每秒钟4-5次的检测需求成为可能。

部分程序截图(区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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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技术
高效解决发动机零件表面质检难题

文/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  郭晏



机器视觉系统提高了生产的柔性和自动化程度。在大批量工业生产过程中，用机器视觉检测方法

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而只有当机器视觉可以做到绝对可靠，才可能尽

可能减少人工的介入，实现真正的自动化。”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的负责人最后总结

到，“上汽通用汽车动力总成装配线统一使用康耐视设备后，实现了生产质量的自动检测，使得

可靠性与智能化兼备，大大提升了我厂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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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视觉技术
高效解决发动机零件表面质检难题

文/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  郭晏



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莫仕公司）是Koch集团下属子公司在成都投资建  

 设的外商独资企业。公司的营业范围主要覆盖汽车连接器、工业PC服务器高速接口，涵

盖全球主流汽车制造厂商及零配件生产商。

近年，莫仕公司为开拓市场而开发了新产品——汽车电子ECU模块，但是其主要的连接器在生产

开发过程中面临两个重要挑战：

第一，产品PCB板焊接面针脚高度测量精度要求高。因为在插针折弯后容易发生端子变形，再加

上组装外力，都可能会导致针脚高度发生变化，这就需要在包装前严格检测端子的高度，以保证

客户在使用过程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第二，由于产品针脚数量较多，达到了连接器行业的顶端数量，而且产品单价高，需要保证所有

端子100%的质量可靠性。因此，产品适配端和PCB端的所有尺寸都要在设计规格之内，这就需

要多相机配合检测。

面对这些挑战，莫仕公司需要一家能提供算法功能齐备和完整解决方案的视觉技术供应商，来帮

助解决检测难题。

经过调研，莫仕公司发现，在视觉检测行业有众多的公司在分享整个市场，其中作为最早进入视

觉检测市场的康耐视公司有着强大的技术储备和功能完善的底层算法。

在工业现场中，如环境光线有变化或工件位置不固定，或工件形状不确定或材质变化时，就不能

稳定有效地实现相关功能。这样的机器视觉算法，是不可能被用户所接受。康耐视公司始终专注

于开发业界最先进有效、具有标杆意义的机器视觉算法和工具，如PatMax®、PatMax®RedLine™、

OCRMax™、1DMax+、2DMax+等，确保在最有挑战的工业现场环境中，都能稳定有效地实现

相应的机器视觉功能，如定位、装配或对位引导、尺寸量测、缺陷或差错检查和图像读码。

正是由于这样强大的功能特性，莫仕公司的工程师在进行产品测量评估时，选取了包括康耐视在

内的两家公司视觉产品来进行测试。

在评估康耐视的DS925B 激光头时，莫仕公司的工程师惊讶地发现，其不但具有他们熟悉的算法

和强大的底层工具，而且还具备多种编程模式，既可以利用VisionPRo也可以利用Cognex 

Designer来设计需要的程序，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和自定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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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5100视觉系统
实现活塞销批次信息的精确追溯

文/辉门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  马龙 

辉门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门青岛公司）隶属于全球汽车零部件行业的领军    

 企业辉门集团。辉门青岛公司致力于内燃机和空气压缩机活塞产品的研发及生产。

辉门青岛公司有一条生产线是为宝马汽车公司生产发动机所用的活塞，在产品的组装过程中需要读

取其零部件销子内侧的二维码，进而将整个二维码的信息记录下来，写入活塞配件的追溯系统中。

但是，在读码过程中遇到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1）活塞销子内部二维码在读取过程中位置不固定；

2）销子孔内存在暗黑色斑点，油污影响了二维码的读取。

“销子是在装配前是移动的，这就导致销子内部二维码位置不固定，单一的读码器无法很好读取不

同位置的二维码。”辉门青岛公司的生产工程师介绍说，“另外销子内侧由于原材料原因，致使内

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暗黄色斑点，并且整个销孔内侧颜色发暗，这也导致二维码不易读取。”

由于辉门青岛公司其它部门大量使用了康耐视公司的读码器及智能相机，工程师们对其先进的视觉

性能颇为了解。于是，在综合测验了包括康耐视在内的数个视觉品牌后，辉门青岛公司最终决定选

用康耐视的In-Sight 5100视觉系统来解决读码难题。

“我们在测试中，对销子孔内各种可能影响二维码的情况进行了验证，通过调整相机焦距及增加白

光光源等不断的测试调整，最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辉门青岛公司的生产工程师指出，“很好解

决了因销子孔内部暗黑色斑点及油污对二维码的影响，而且In-Sight Explorer软件处理的灵敏度和速

度，都是其它读码程序所不能比。”

据介绍，该活塞组装生产线共分为5个模块：上料模块、卡簧销子装配模块、活塞环组装模块、激光

打标模块以及相机检验模块。

视觉系统的应用流程如下：销子在装配过程中首先通过轨道将销子运送到销托上；然后对销托中的

销子进行定位，并拍照读取识别二

维码；二维码一旦读取成功，销子

将装配入活塞中；二维码如若不能

读取，该模块则停止运行。

In-Sight 5100视觉系统具有强大的

视觉处理功能，而且In-Sight 

Explorer软件具有图形化点击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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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5100视觉系统
实现活塞销批次信息的精确追溯

文/辉门东西（青岛）活塞有限公司  马龙 

用户界面，软件程序能够轻易的操作，大大提高了二维码读取效率。

“In-Sight 5100视觉系统很好解决了我们的检测问题，大大提升了公司的生产速度和产能，也减少了

因销子不能读取，而导致人工取出销子的频次，减小了员工的劳动强度。”辉门青岛公司的生产工

程师最后评价说，“很高兴因为选择康耐视而给我们带来的收益，也希望能继续合作下去。”



蓝英集团公司致力于领先自动化技术和未来产品的研发制造，目前已成功将自动控制技术 

 应用于轮胎制造、冶金、节能、机床、交通市政等行业。由蓝英集团自主研制开发生产

的全自动全（半）钢丝子午线轮胎成型机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其中，蓝英集团直属的机械

事业部以自身先进的工业自动控制技术水平为依托，主要从事轮胎设备研发、制造、生产、安装

和技术服务。

机械事业部有一条用于混线生产轮胎的自动化生产线，用于快速生产各种型号的轮胎。但是混线

生产就意味着轮胎的高低和大小都有差别，而且生产线速度也很快。所以要求检测设备既能满足

速度的要求，也要满足准确率的要求，这就对检测工作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一维条形码贴在轮胎表面，受轮胎高低和大小的影响，查找它的位置非常麻烦。即使准确率达

到了，但是生产速度又降了下来，检测速度达不到线速度的要求，给流水线的下一个工位造成了

严重的干扰。” 蓝英集团的生产工程师表示，“一般的检测设备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

以我们只能人工辅助来读取轮胎表面的条码，这就降低了生产效率，而且增加额外成本和

费用。”

面对棘手的检测难题，蓝英集团一直在寻求先进的自动检测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解决方案。

这时，蓝英集团从其设备供应商了解到康耐视的视觉技术。作为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先者，康耐视

一直具有很好的市场口碑。蓝英集团就联系上康耐视，邀请他们的工程师对该检测项目进行调研

和评估。

康耐视的工程师根据现场工况和检测要求，并跟蓝英集团进行进一步交流。经过大量的现场测试

后，蓝英集团最后选用了功能强大的In-Sight 8000 视觉系统来解决检测挑战。

“在最高轮胎和最低轮胎的测试中，针对这种问题，我们应用了低角度的打光方式，调节最佳焦

距，然后使用康耐视视觉系统中的定位和逻辑运算工具找到大小胎的内圆，通过内圆和斑点工具

就能快速找到一维码的位置，然后把该位置信息传输出去。”康耐视的工程师表示，“In-Sight 

8000 视觉系统很适合该项目，其采集速度、处理速度和价格都符合现场工况和客户需要，很好

解决了由于轮胎高低大小不同而产生的焦距问题和处理速度问题。”

据介绍，In-Sight 8000 视觉系统是新一代超紧密型、独立的视觉系统，能够以 PC速度实现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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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使用In-Sight 8000视觉系统
对混线生产的轮胎进行快速引导

文/蓝英集团公司  王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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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的视觉工具性能。In-Sight 8000 系列提供了VGA、1MP、2MP和5MP分辨率的视觉系统，

以及可采用VGA、1MP和2MP分辨率的色彩选项。这些视觉系统支持使用千兆以太网进行高速通

信，提供快速采集和双倍性能，以满足各种不同的机器视觉要求。

另外，RedLine在设计时秉持在In-Sight 8000视觉系统中实现快速图案匹配的理念。在典型应用

中，PatMax RedLine的运行速度比PatMax要快4-7倍，甚至更多，却不会丧失搜索精确性或稳

定性。配备PatMax RedLine后，In-Sight 8000系列可在不影响检测精确性的情况下缩短周期时

间并提高吞吐量。

在调试中，蓝英集团的工程师们亲眼目睹了In-Sight 8000视觉系统在现场应用中的出色表现。以

前困扰已久的检测难题，在强大的In-Sight 8000视觉系统面前，一切都不是问题。

“康耐视不愧为知名大品牌，这次让我更加相信康耐视解决问题的能力。”蓝英集团的白工评价

说，“康耐视的视觉系统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成本。蓝英集团的自动化生产

线很多，对视觉技术需求很多，我们期待着和康耐视进行下一次的合作。”

图1. 现场图片（该图为现场拍摄大胎图片） 图2. 现场图片（该图为现场拍摄小胎图片）

图3. 程序截图

使用In-Sight 8000视觉系统
对混线生产的轮胎进行快速引导

文/蓝英集团公司  王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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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博泽集团是全球四十强汽车供应商，为世界80多家汽车制造商及30多家供应商提供车 

 门系统、后备厢门系统、座椅骨架和电子驱动系统等。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长春博泽）是博泽集团在华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公司主要客户有一汽大众、上海大众、

华晨宝马、北京奔驰、长城、日本Nissan等。

长春博泽的壳体装配工艺是通过工装，将橡胶块和雪花片依次安装在空壳体内。但是，在产品的

生产过程中会遇到以下装配问题，从而导致壳体装配不合格。

1）空壳体在装配之前，可能会出现壳体内已经安装附件的情况，操作人员错将报废的壳体与未

装配的壳体混在一起，导致壳体内附件多装；

2）由于工艺缺陷，可能会出现装配前橡胶块脱落，导致工装完成橡胶块装配后，壳体内没有

橡胶块；

3）壳体内雪花片的安装位置不合格，有的没有安装在卡槽内，有的虽然安装在卡槽内，但是没

有完全安装进去，这种极限状态检查人员很难发现。

由于壳体本身形状特殊，人眼很难发现这些问题，长春博泽需要借助视觉检测设备解决生产难

题，避免装配不合格的壳体流出公司。

经过调研，长春博泽了解到康耐视公司是业内领先的视觉技术供应商，且产品性价比很有竞争力。

于是，长春博泽邀请康耐视的技术人员到公司进行测试和评估。“他们带着In-Sight 2000视觉传感

器到现场做了测试，相机成像效果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长春博泽的生产工程师表示。

据介绍，长春博泽的生产现场有3个壳体装配工位，每个工位都需要视觉检测。出于成本的考

虑，只能选择低端的视觉检测设备。壳体有四种型号，而壳体大小、形状各不相同，因此相机的

焦距和视野需要兼顾四种壳体。介于现场环境和工装空间的限制，检测设备不能外设光源，而且

一台相机需要实现三个检测功能（未装配的空壳体内有无附件、装配完橡胶块后检测橡胶块是否

安装、雪花片安装是否合格），这些问题都增加了相机的检测难度。

由于四种空壳体检测位置的成像都有差异，且雪花片是注塑件，有些雪花片表面不是很均匀，相

机打光拍照之后成像的一致性也很差，所以需要分别对每种型号的壳体设计三个检测程序（空壳

体内有无附件、装配完橡胶块后壳体内有无橡胶块、雪花片安装是否合格）。且每个雪花片安装

检测程序需要训练多个图像模板。

在前期进行测试时，康耐视的工程师对相机进行了人为干扰，比如通过打光让检测环境变亮、通过

In-Sight 2000 视觉传感器
解决汽车部件壳体内的附件检测挑战

文/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张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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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挡让检测环境变暗、让雪花片安装在合格与不合格的极限状态等多次验证。经过康耐视的工程师

们的不断测试，多次对每个检测程序的曝光时间、光源亮度、通过阀值等参数进行细致的调节，使

相机进入稳定的检测状态，最终In-Sight 2000视觉传感器成功完成了四种壳体的装配检测任务。

In-Sight,2000视觉传感器不仅具备In-Sight视觉系统的强大功能，还拥有视觉传感器的简易性和

经济实惠性的优势，再加上康耐视丰富的技术经验，这些都成为了壳体装配检测项目成功的必要

条件。

In-Sight 2000 视觉传感器特性：

1）功能强大，简单易用。此款全新视觉传感器适用于简单的防错应用，它采用模块化设计，配备

成熟的 In-Sight 视觉工具，设置简易，为视觉传感器的高价值、易用性和灵活性设立了新的标准。

2）集成光源。In-Sight,2000系列包括集成的高性能成像系统，该系统由可在现场更换的镜头以

及高性能弥散光源构成。此光源可在整个图像上实现均匀的漫射照明，无需再使用价值昂贵的外

部照明器件。镜头和多种颜色的光源可根据需要轻松替换，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3）安装方便灵活。In-Sight,2000系列视觉传感器还可配置为水平和直角安装。这种模块化的主

体设计可为在狭窄空间中安装，提供强大的灵活性，简化布线或光路，并降低设计新机械固定装

置的需求。

4）高性价比。In-Sight,2000视觉传感器拥有In-Sight视觉系统的强大功能，操作简易，集成光

源，安装灵活，经济实惠。

优化后的设备工作流程如下：

1）In-Sight 2000与现场PLC通过ProfiNet通讯协议进行通讯。生产之前操作人员先在触摸屏上选

择要生产的壳体型号传送给PLC，然后将空壳体安装在夹具内。当现场装配条件满足时，PLC控

制伺服电机带动装配设备抓取附件，控制相机切换到对应该型号空壳体的检测程序并拍照，检测

壳体内有无附件。当相机检测壳体内没有附件时，将壳体检测合格信号发送给PLC，PLC控制相

机切换到该壳体是否安装橡胶块的程序，并控制装配设备进行橡胶块的装配。

2）橡胶块安装完之后，PLC触发In-Sight,2000拍照，检测橡胶块是否安装。如果In-Sight,2000

检测橡胶块安装完成，将橡胶块安装完成信号发送给PLC，PLC控制In-Sight2000切换到该壳体

雪花片安装是否合格检测程序，并控制装配设备进行雪花片的装配。

3）雪花片安装完之后，PLC触发In-Sight,2000拍照，检测雪花片安装是否合格。如果

In-Sight2000检测雪花片安装合格，将雪花片安装合格信号发送给PLC，PLC控制In-Sight,2000

切换到空壳体的检测程序，并控制装配设备进行弹簧胶垫的装配。

4）当装配完成之后，操作人员取走装配好的壳体，继续下一个壳体的检测和装配。期间只要有

In-Sight 2000 视觉传感器
解决汽车部件壳体内的附件检测挑战

文/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张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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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检测不合格信号，那么这个壳体就需要报废处理。

5）装配工艺结束，In-Sight2000视觉传感器完成整个装配过程的检测任务。

“借助In-Sight 2000强大的视觉处理功能、自带光源、经济实惠的优势，通过现场的成功应用，

不但让我们的产品有了质的飞跃，还节约了大量的人力与成本，更不会因为装配工艺的问题遭到

客户投诉。”长春博泽的生产负责人最后指出，“本次检测项目技改成功，让我们对康耐视的视

觉产品信心倍增，后续的检测技改项目会首先考虑康耐视，希望能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图5.  现场照片

图1.  没有橡胶块的壳体 图2.  橡胶块多装的壳体

图3.  雪花片安装正确的壳体 图4.  雪花片安装不合格的壳体

In-Sight 2000 视觉传感器
解决汽车部件壳体内的附件检测挑战

文/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张何元



先进的视觉系统
实现发动机重要零件的高效检测与质量追踪

汽车

文/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丁宇飞

59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宝马）是宝马集团和华晨汽车集团共同设立的合资 

 企业，华晨宝马在沈阳市新建了一个世界级的发动机工厂。这家新工厂是宝马体系内唯

一将发动机铸造、机加工、总装三大制造工艺及测试车间在同一厂区内实现的发动机工厂。

基于设备质量的考虑，新工厂需要增加识别零件姿态的视觉系统。华晨宝马要求这种视觉系统能

够识别出发动机内部原件间的相互位置是否正确，用以保证设备装配出来的发动机性能正常。

另外，据华晨宝马的生产工程师介绍，发动机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解决3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

是产品的质量追踪，因为发动机安全和质量追踪是非常重要的应用，如果没有使用扫码，就无法

记录产品信息，一旦后期发生问题，就无从查找；二是有些零件是根据不同产品类型做区分，如

果不对零件的批次进行追踪，就无法保证正确零件装配到该装配的发动机上；三是质量系统需要

分析数据，如果没有扫描和识别，需要的分析的数据无从获得，更无法分析。

作为全球领先的视觉技术供应商，康耐视公司是华晨宝马的合作伙伴。此次新工厂视觉检测的技

改项目，就指定使用康耐视的视觉系统。

发动机气门和弹簧是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弹簧的姿态直接影响着发动机装配的结果，因此必须要

保证弹簧安装的可靠。康耐视的工程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弹簧姿态检测问题。

经过与华晨宝马的生产工程师的沟通交流和现场评估，康耐视的工程师归纳出弹簧的检测要点：

1）检查进气侧弹簧存在；

2）检查进气侧弹簧是否有混装；

3）检查进气侧弹簧上下装反；

4）检查进气侧弹簧是否倾斜；

5）检查排气侧弹簧存在；

6）检查排气侧弹簧是否有混装；

7）检查排气侧弹簧上下装反；

8）检查排气侧弹簧是否倾斜。

在测试中，根据检测对象，康耐视的工程师制定了相应的程序方案。

第一、检测弹簧的有无、类型（白和绿）及位置。

1）弹簧有无（以白色弹簧为例，绿色弹簧同理）：检测方式为检测两对边的距离，距离设定范

围，检测结果有一个在范围内即正确。



2）弹簧类型（以白色弹簧为例，绿色弹簧同理）：检测方法是在颜色模型里采集白色（绿色）

颜色模型，在规定的区域内采集白色像素点，根据同像素点的多少来判断是什么颜色。

3）弹簧位置（以白色弹簧为例，绿色弹簧同理）：检测方法是检测弹簧内圆，测量半径大小，

设定的范围不在范围内，则错误。

第二、检测上座有无及类型（大和小）

检测方式是采用图像匹配，同时检测出有无和类型，大小座检测方法相同。

“由于工艺和空间限制，只能用一组相机。而且多达16个的待检查位置，必须在发动机的特定状

态下才能检测出来。”康耐视的工程师表示，“所以，我们采用了伺服电机带动相机进行逐一检

查的方案，这就要求相机必须有极高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而借助康耐视强大的视觉系统、In-Sight,Explorer简洁易用的界面和DataMan读码器的快速精确

读取，并配合合适的光源，从而达到超高的检测合格率。华晨宝马很快就实现了关键零件的质量

数据的采集和追踪功能，不但节省了人力，而且准确无误，大幅度提升生产速度。

卓越的PatMax图像匹配技术作为康耐视先进视觉系统的最主要检测工具，给华晨宝马的生产工

程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PatMax只需简单设置就可以轻松完成工作。

汽车

60

图1. 这个应用是利用康耐视固定扫码抢扫
凸轮轴上的二维码信息;凸轮轴经过润滑,
关闭抽屉,辅助于合时的光源,进行扫码. 

PatMax作为业界工件和特征定位的黄金标准，可在

最棘手的条件下提供准确和可重复的检测。该技术

采用一系列不依赖于像素网格的边界曲线获取物体

的几何形状，然后在图像中寻找相似的形状，这种

技术不受特定灰度级别的限制。这样，不管物体角

度、大小和形状如何变化都能准确地找到该物体，

使得这种方法的工作能力得到根本性的提高。

另外，视觉系统中强大的VisionPro视觉软件可完美

支持.net语言，使用Visua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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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检测过程中

高速定位产品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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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视觉系统
实现发动机重要零件的高效检测与质量追踪

文/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丁宇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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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在经过短时间培训

后轻松掌握调试。

康耐视先进视觉系统的出色表现，成功解决了华晨宝马的检测难题，并实现了产品的质量追溯。

“基于康耐视先进视觉系统的质量管控措施得到了我们的高度认可，”华晨宝马的生产工程师最后

指出，“如今汽车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汽车产量和质量都至关重要，采用康耐视先进视觉系统

后，我们同时解决了这两大问题，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康耐视为公司提供了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值

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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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这个应用是利用康耐视固定扫码抢扫发动
机缸体上的二维码信息;缸体整体信息经过扫码,
上传到质量数据中,进行存档. 

图3. 这个应用是利用康耐视扫码抢扫喷油嘴上的
二维码信息

先进的视觉系统
实现发动机重要零件的高效检测与质量追踪

文/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丁宇飞



案例二：曝光调整逻辑极大提高了啮合检测率

链条与链轮之间的啮合检测一直是变速箱装配过程中重要的把控环节，也是难点之一。因为链条

与链轮之间没有固定的啮合姿态，各零件之间对比度低，以及背景造成的干扰都会对视觉系统的

可靠性形成挑战。

在本应用中，依靠在轮齿啮合区域定位链条上的铆钉，并测量其与齿轮圆心的距离来判断两者之

间是否啮合。若啮合则该距离保持在一定范围之内，而链条脱扣时，此距离会明显超出预设值范

围。但是由于变速箱内经常会有机油，在额定曝光率下，沾有机油的区域会“过曝”而比正常情

况亮很多（如图4所示），导致链条上的铆钉在图像中无法被识别。

视觉程序在没有找到足够数量的铆钉时便会判定为没有啮合。这样会导致一些装配合格的产品被

判为不合格，该工位便会停机报错，直至操作工手动确认安装无误方可放行，影响了生产线的节

拍，是提高产能的障碍之一。

在链条上沾有机油时，零件表面变得更加光滑，使得光线反射率大大提高。在额定曝光时间内芯

片卡接收到的光量超出了预期，所以产生了图像中“过曝”的现象。由于铆钉的轮廓已经完全不

可见，已经不可能靠图像处理来修正图像。此时可行的方案是自动缩短曝光时间重新拍照检测，

而下一个工件进入工位时，相机还是沿用原先额定曝光时间。

“额定曝光时间”是经大量实验总结出来针对绝大多数工件使用的曝光率，而在因为“过曝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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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斯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动力设备制造商，产品线包括柴油和代用燃料发动机、发动机关 

 键零部件等。康明斯要求每个供应商的生产效率能满足产能需求，其制造生产过程可控

且稳定性好。

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斯特）是康明斯的供货合作伙伴。贝斯特致力于研

发、生产及销售各类精密零部件及工装夹具产品，主要产品为涡轮增压器精密轴承件、涡轮增压

器叶轮、涡轮增压器中间壳、发动机缸体等关键汽车零部件。

在贝斯特工厂，涡轮增压器零部件从毛坯到成品的生产采用自动化的加工方式。该条自动生产线

由车床、加工中心、换向定位机构、清洗、气密检测和下料等机构组成。其中，车床工序完成

后，工件通过机械手放在料道上，然后机械手再抓取到定位机构，并用固定限位机构进行定位，

确保方向一致。

但是，在这个流程中，贝斯特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换向定位机构问题。“由于工件的外形是毛

坯，其误差比较大。机械手把它放入固定限位机构后，不能准确定位，每次都需要人工去调整限

位，非常麻烦。”贝斯特的生产工程师指出，“而且在设备运行过程中，人工去调整并不安全。

我们每天都需要去重复调整10次以上，效率很低，非常影

响产能。”

面对棘手的技术难题，贝斯特决定寻求适合的解决方案进

行生产线的技改升级。这时，美国康明斯的一位工程师向

贝斯特推荐了康耐视的In-Sight视觉系统，“据他介绍，

美国康明斯的生产线大都使用了康耐视的技术，极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In-Sight视觉系统提供了检测、计量引导和

条码读取等诸多的丰富功能。”贝斯特的设备经理表示。

于是，经过与康耐视公司的一系列的交流和沟通，贝斯特

决定采用In-Sight 7200系列视觉系统来解决检测问题。

在测试中，贝斯特的生产工程师亲身体验到了先进视觉技

术提升制造效率的威力。In-Sight 7200视觉系统强大的自

动聚焦功能，能够更快的捕捉图像，采集速度快，读取率

高。

图2

图1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
实现汽车涡轮增压器生产的精准引导和对准

文/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瞿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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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In-Sight 7200视觉系统后，效果非常明显，完全解决了技术难题。”贝斯特的生产工程师

指出，“借助它强有效的测量、定位功能，不但解决了快速换线问题，而且还很好处理了生产线

在运行过程中频繁不稳定调机问题，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得到了客户好评，并帮我们拿到了更

多的订单。”

他最后表示，目前贝斯特的不同生产线上都运用到了康耐视的多种视觉产品，而且康耐视能够根

据客户要求，单独定制程序，是值得信赖的检测专家。“随着公司三期和五期工厂的不断扩大，

我们选择康耐视的产品也会越来越多，以帮助贝斯特进一步发展智能制造战略。”

In-Sight 7000视觉系统
实现汽车涡轮增压器生产的精准引导和对准

文/无锡贝斯特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瞿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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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仕连接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olex）是全球电子行业领先的连接系统提供商，Molex成 

 都工厂主要生产汽车连接器、高速通信接口、车用雷达传感器等。工厂内设全球汽车连

接器生产线和全球模具中心，客户覆盖全球主流汽车制造厂商和零配件厂商等。

现在，汽车更新换代频率越来越快，而汽车客户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复杂，精细化产品分类已成为

汽车产品的最重要开发课题。面对行业发展，Molex公司正在转型成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这转型的过程中，连接器生产不但要能满足多样化产品线切换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智能化生

产的要求。为此生产线必须实现快速切换和互联互通，还要保证稳定、准确、高产量和维护方

便，这就对Molex成都工厂的汽车连接器生产及检测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Molex成都工厂连接器生产线是比较复杂的自动化装配线，它主要由5台装配机台组成（上料

机；Cover装配；密封块及密封圈装配；细分端子Cover装配；检测及机械手包装），可以满足5

个系列、100多款的产品生产。

在整个生产线中，检测需求无处不在，贯穿了整个生产流程。“比如上料机的HSG破损、异物检

测、料号是否正确等，都要通过检测设备来准确快速地实现，”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表

示。

据介绍，该生产线检测难度最大的挑战是“第四台机的冲孔位置检测”。在生产中，由于不同型

号产品需要不同的冲孔顺序编号，这样就会产生产品冲孔变化不定的问题，不能确保每个产品冲

孔顺序的正确性和位置的准确性。“最难的一个产品有80个孔，”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

强调说。

“检测设备不但要面对如此多且复杂的产品品质检测需求，同时还要保证能够快速切换。”Molex成

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指出所面临的检测挑战，“另外，生产线检测设备之间既要互相通信，还要同

上位机上传下载当前产品的具体检测标准。”

为解决棘手的检测难题，Molex成都工厂经过调研，审慎地选择两种视觉检测系统进行验证和评估。

这两种检测技术分别是基于PC-Base低成本视觉系统和康耐视公司的In-Sight 5705视觉系统。

在评测时，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发现，虽然PC-Base低成本视觉系统提供了全套集成的

硬件和软件，用户只需要熟悉硬件和软件参数的设置即可配置使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

发现基于PC-Base低成本视觉系统参数设置繁多，软件选项让人眼花缭乱，这对于首次接触的工

In-Sight视觉系统
全面提升汽车连接器生产线的技术水平

文/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付智赟



图1.  程序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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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来说需要长时间的摸索和熟悉过程。”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表示，“而且如果环境

光线有变化、工件位置不固定、工件形状不确定或材质变化时，PC-Base检测系统就不能稳定有

效地实现相关功能。”

在否定了PC-Base低成本视觉系统后，技术工程师们转而评估In-Sight 5705视觉系统。他们惊喜

地发现，In-Sight ,5705视觉系统能够完美地解决所面临的检测难点，包括HSG缺失、密封块变

形、

堵孔、装配错误、混料、颜色错误等全部品质检测要求，而且很好消除了生产过程中的批量差异性。

“In-Sight 5705视觉系统集成程度高，软件配置宽松，更容易使用和更快部署。”技术工程师切

实看到了In-Sight 5705视觉系统所带来的便利和生产水平提高。“该系统不但有我们所熟悉的算

法和强大的软件工具，而且还具备多种编程模式，既可以利用灵活的电子表格，也可以利用

Easybuilder来设计我们所需要的程序，具有很高的自由度和自定义功能。” 

并且，应用In-Sight 5705视觉系统后，最棘手的产品冲孔变化不定问题也迎刃而解。“利用二进

制编码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80个孔的检测。”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解释

道，“通过PC上位机和相机之间，以及相机与相机之间的通信，把所有80个孔按照二进制编码

来编码孔的顺序，以保证产品信息的实时性。相机获取冲孔顺序和料号信息，然后解码二进制信

息，再通过相机之间的通信，确保检测信息与上位机发送的信息相匹配，从而保证了每个产品的

正确冲孔顺序和位置的准确性。”

在In-Sight,5705视觉系统强大的检测处理能力支持下，Molex成都工厂连接器生产线的生产速度

和产品质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不但实现了在同一条生产线满足不同产品的不同检测要求，大大降

低了公司的投入和人力，

而且同时提高了生产线的

生产周期，赢得了客户的

更多订单，公司的竞争力

和声誉得以巩固提升。

“康耐视有着强大的技术

储备和功能完善的软件算

法，我们选择In-Sight 

5705视觉系统也是因为康

耐视能提供从硬件到软件

In-Sight视觉系统
全面提升汽车连接器生产线的技术水平

文/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付智赟



沈阳和平子午线轮胎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和平轮胎）是我国子午线轮胎的领军制 

 造企业，致力于以信息化技术带动工业化生产，努力打造成为在制造技术、生产管理、

售后服务等方面领先的一流生产基地。

质量控制与追溯是轮胎制造商的基本要求。因此，为实现对从接收原材料到最后装配和配送所有

生产过程的严格控制，轮胎企业大都使用一维码的硫化标签条码对每个轮胎进行追溯管理，以实

现全面的跟踪。

但是轮胎行业的阅读条形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维码贴在轮胎表面，受轮胎大小、厚度的影

响，视野方位相当大。”沈阳和平轮胎的生产工程师表示，“这就需要全方位阅读条码，一般的

读码器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人工来读取轮胎表面的条码，这就降低了生产效

率，而且增加额外成本和费用。”

面对棘手的检测难题，沈阳和平轮胎一直在寻求用自动检测技术来替代人工扫码的工作，以提高

生产效率，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后来我们从网上了解到，康耐视公司读码系统采用先进的影像扩展技术，能成功解决大视野读

码问题。”沈阳和平轮胎的工程师说，“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和交流洽谈，并经过大量的现场测

试，最后我们选用了康耐视公司功能强大的读码系统解决方案。”

根据现场的工况，工程师们使用了3台读码器、结合高亮光源并配合Xpand来覆盖横向视野。在

通讯方面做了主从设置，将其中一台设置成为主机，进行接收触发信号和数据传输的工作。读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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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解决能力，从In-Sight到VinsionPro，从简单入门到深度定制都有其身影。”Molex成都工

厂的生产负责人王经理最后表示，“现在，康耐视已成为我们最主要的视觉方案供应商，并将继

续为公司的生产革新提供先进有效的技术支持。”

图2.  实时检测图例

图3.  相机及光源具体架构 图4.  运用二进制编码检测
产品冲孔变化的操作流程

In-Sight视觉系统
全面提升汽车连接器生产线的技术水平

文/莫仕连接器(成都)有限公司  付智赟



VisionPro 3D软件
让抓取机器人在汽车发动机缸盖搬运中大显身手

文/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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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在不同的光学环境中，对不同型号的缸盖毛坯件进行了抓取测试，集成了 

                    VisionPro,3D软件的视觉抓取机器人，均出色的完成了抓取拆垛工作。”埃

夫特公司的技术人员表示，“我们甚至模拟30度缸盖倾斜摆放来进行视觉抓取，令人惊讶的

是，该机器人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成功抓取缸盖毛坯件。”

VisionPro,3D软件能够提供准确和实时的3D位置信息，帮助改善在单独使用2D工具时所

无法满足的视觉性能。VisionPro,3D为安装机器人上的相机，提供了应用程序上充分的

灵活性，这基于康耐视领先的PatMax技术和其他校准技术。

工作原理如下：

1）3D视觉系统由安装在机器人末端法兰上面的双目工业相机、相应的数据采集卡及VisionPro,3D

软件组成。

2）两个工业相机之间的距离与镜头的焦距有关，理论上距离越大越好，但考虑镜头焦距

和图像畸变，要求在一定范围内，保证两个工业相机能同时拍摄到产品和可能随机移动的

视野范围。

3）应用VisionPro,3D软件需要进行视觉标定，视觉标定是使两个相机同时拍摄一个绝对

精度较高的标定板（标定板布满20*20正方形的黑白边缘特征明显相间的平板），工业相机

从标定板向9个或9个以上不同位置拍照，根据机器人直角坐标系下的位置，拟合相机坐标

系下的3D空间，并分别反馈2D和3D误差至用户。用户判定标定结果是否合格。图像特征

提取需尽量采用产品特征较明显的特征或边缘轮廓，一个产品可提取多个特征点进行同时

判断，可设置允许一个或两个特征点提取不到，以提高产品识别率。

4）产品的3D信息与机器人直角坐标应保持一致，通常为X、Y、Z、A、B、C。其中XYZ

为产品中心点直角坐标系下的位置，ABC为产品中心点的姿态。为保持ABC与机器人的

姿态表达一致，通常为XYZ、ZYZ等欧拉角及四元素表达方式。

工作过程如下:

标 定 好 的 3 D 视 觉 系 统 通 过 双 目 工 业 相 机 ，来 检 测 待 上 线 的 一 垛 缸 盖 毛 坯 产 品 。通过

VisionPro 3D软件提取缸盖毛坯件的照片特征，并进行数据处理（如图2所示），判断产品

类型与坐标数据。并根据结果，产生相应的信号与数据通过TCP/IP协议以太网传送给机器人

控制计算机，以便控制搬运机器人完成缸盖毛坯的搬运。

集成了VisionPro 3D软件的双目视觉抓取机器人，大幅度降低了奇瑞汽车公司工人的劳动

强度和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效率和柔性化水平。

汽车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拥有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三大汽车品牌，4个整车生产厂和2个 

 动力总成厂，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领军企业之一，产品覆盖了从高端豪华车到经济型

轿车各梯度市场。

动力总成系统作为汽车的“心脏”，是车辆生产制造过程中非常关键的环节，其质量把控非常严

格。视觉检测是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工厂重要的质量把控手段，上汽通用动力总成车间为整车平台

提供数以百万计套发动机与变速箱，而对这庞大数量的产品进行生产质量监控绝非易事。当被监

控对象数量增大，其之间的差异性必将体现，这就增大了视觉应用的难度。

不接受、不制造、不传递缺陷是上汽通用所秉承的企业文化。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科室对

视觉检测的可靠性提出了规范性要求。第一，不能将缺陷判定为合格；第二，对合格工件的一次

识别率要达到99.9%。

而真正将视觉检测用在产品表面质检中，还必须解决很多问题，如：产品表面残留物影响；运动

机构的定位精度问题；检测节拍要求高，被检测区域大；被检测特征微小，测量精度要求达到

0.03mm等。

而康耐视作为业内领先的视觉设备制造商，与上汽通用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在上汽通用动

力总成生产线使用康耐视视觉设备累计达数百台。康耐视视觉产品灵活的硬件搭配以及智能的软

件平台，使得开发一套满足上汽通用检测要求、可靠的视觉系统成为可能。

 “康耐视一直是上汽通用可靠的合作伙伴，在得知我们有高难度的检测需求时，就第一时间组

织了有关的视觉专家来进行会商。”上汽通用动力总成制造工程部的负责人讲到，“经双方共同

对检测标准及客观干扰因素的交流与评估，最终达成了一致的见解以解决上述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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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具有良好的成本节约优势，能对零件式样与位置的变化进行管理，免去了成本高昂

的精密夹具、机械料档和料盘，实现了人工作业的自动化；能精确定位码垛上的零件，延长

生产线正常运行时间；并通过基本检验和零件识别功能提升产品质量。

“对于汽车生产厂家来说，应用了此机器人之后，我们可以很快地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

扩大产能，” 奇瑞汽车的工程师们评价道，“该款新型抓取搬运机器人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目前，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机器视觉技术正在大显身手。机器视觉技术与工业机器人、运动

控制技术越来越紧密地结合，成为自动化领域内不可或缺的技术链环。在这些领域内，视觉

技术的融入使运动及执行机构的反馈与控制变得更加智能化，大大提高了整个系统的衔接

水平。

“在工业机器人行业，机器视觉技术主要充当机器人的眼睛，跟机器人配合用于各种产品

的定位，为机器人抓取物体提供坐标信息。”埃夫特公司的技术人员指出，“这样的组合

可谓强强组合，其潜力自然不言而喻，而康耐视作为视觉行业领军企业，其发展前景将会

更为广阔。”

表1.具体工作流程如表1所示。

开始

结束

机器人运动至拍照点
发送位置及拍照命令

图像特征提取，
产品识别，记录3D信息

图像特征提取，
产品识别，记录3D信息

机器人运行首次拍照
的示教程序，完成作业

机器人将直角坐标系
零点偏置3D差值

机器人运动至拍照点
发送位置及指令拍照

进入生产模式，
产品随机摆放。

被测物体保持静止，
示教机器人作业动作

被测物体保持静止，
示教机器人作业动作

相机首次拍摄产品

相机首次拍摄产品

返回生产模式，重复进行

VisionPro      3D视觉软件
将差值反馈给机器人

®

VisionPro 3D软件
让抓取机器人在汽车发动机缸盖搬运中大显身手

文/安徽埃夫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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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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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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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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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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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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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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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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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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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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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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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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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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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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现场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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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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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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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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仕连接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Molex）是全球电子行业领先的连接系统提供商，Molex成 

 都工厂主要生产汽车连接器、高速通信接口、车用雷达传感器等。工厂内设全球汽车连

接器生产线和全球模具中心，客户覆盖全球主流汽车制造厂商和零配件厂商等。

现在，汽车更新换代频率越来越快，而汽车客户的需求也变得更加复杂，精细化产品分类已成为

汽车产品的最重要开发课题。面对行业发展，Molex公司正在转型成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这转型的过程中，连接器生产不但要能满足多样化产品线切换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智能化生

产的要求。为此生产线必须实现快速切换和互联互通，还要保证稳定、准确、高产量和维护方

便，这就对Molex成都工厂的汽车连接器生产及检测技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Molex成都工厂连接器生产线是比较复杂的自动化装配线，它主要由5台装配机台组成（上料

机；Cover装配；密封块及密封圈装配；细分端子Cover装配；检测及机械手包装），可以满足5

个系列、100多款的产品生产。

在整个生产线中，检测需求无处不在，贯穿了整个生产流程。“比如上料机的HSG破损、异物检

测、料号是否正确等，都要通过检测设备来准确快速地实现，”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表

示。

据介绍，该生产线检测难度最大的挑战是“第四台机的冲孔位置检测”。在生产中，由于不同型

号产品需要不同的冲孔顺序编号，这样就会产生产品冲孔变化不定的问题，不能确保每个产品冲

孔顺序的正确性和位置的准确性。“最难的一个产品有80个孔，”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

强调说。

“检测设备不但要面对如此多且复杂的产品品质检测需求，同时还要保证能够快速切换。”Molex成

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指出所面临的检测挑战，“另外，生产线检测设备之间既要互相通信，还要同

上位机上传下载当前产品的具体检测标准。”

为解决棘手的检测难题，Molex成都工厂经过调研，审慎地选择两种视觉检测系统进行验证和评估。

这两种检测技术分别是基于PC-Base低成本视觉系统和康耐视公司的In-Sight 5705视觉系统。

在评测时，Molex成都工厂的技术工程师发现，虽然PC-Base低成本视觉系统提供了全套集成的

硬件和软件，用户只需要熟悉硬件和软件参数的设置即可配置使用，“但是，在使用过程中我们

发现基于PC-Base低成本视觉系统参数设置繁多，软件选项让人眼花缭乱，这对于首次接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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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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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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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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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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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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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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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Check产线视觉检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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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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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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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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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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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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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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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玉金公司），主要从事与基因检 

 测及农作物育种相关的技术开发、推广、咨询和技术培训，拥有我国最先进、通量最高

的分子标记实验室。

2018年，中玉金公司启动水稻种子的基因分子标记项目。其中，在对种子切片提取基因后，种

子就要被保存在贴有密封膜的存储盒中，以隔绝外界环境。该密封膜质厚、透明并且在贴附时有

褶皱。

而在对切片进行基因提取时，需要人工揭开整个密封膜，用镊子将种子从存储盒中夹出。这样的

流程就带来了两个问题：

1）揭开保护膜有可能导致整个存储盒的种子被污染；

2）人工夹取种子太慢，费时费力。

“在未采用视觉设备之前，我们都是人工从存储盒中用镊子把玉米种子夹出来，再放到对应的收

料盒里面，在这之前还需要用扫码枪读取两个盒上的条形码信息，以便后续实验做参照。”中玉

金公司的实验室主管张博士表示，“这套流程下来效率非常低，常常导致各种实验项目延期。”

为了提高实验效率，中玉金公司引进了一套装备有视觉模块的自动化设备，实现了用机械手自动

夹取种子。

该自动化设备从结构上共分为3大模块：堆栈式上料模块、机械手视觉模块、堆栈式下料模块。

堆栈式上、下料模块用于种子存储盒的自动送盒、收盒。机械手视觉模块是该设备的核心，由4

轴机械手、视觉系统、玉米种子夹取机构组成，主要功能是精确定位种子、引导机械手扎破密封

膜，并吸取种子。

但是，如何扎破密封膜把种子取出来是应用该设备最大的难点。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透过反

光、褶皱的密封膜精准地定位孔位。密封膜的扎破由机械手末端的6刃刀执行。如果定位失败或

偏差太大，刀具就会把存储盒扎破，导致报废。

设备启用伊始，在使用传统的模板匹配算法下，由于密封膜的反光和褶皱导致了10%-15%的识

别错误率，多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解决困扰设备正常运行的难题，中玉金公司的工程师们开始寻找解决方案。在一次展会上，

他们结识了康耐视公司的销售工程师，了解到康耐视对反光产品的识别有对应的项目经验，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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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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邀请康耐视的专家来实验室进行现场评估。

在接到中玉金公司的项目需求后，康耐视迅速派出了技术工程师，在对该项目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和大量的实验后，推荐使用带有PatMax功能的In-Sight 8200视觉系统。

优化后的设备工作流程如下：

1）堆栈式料仓自动放出一盒储料盒；

2）运行到抓取位后，识别储料盒的条形码并录入控制系统，相机开始识别种子位置；

3）根据系统中确定需要挑选的孔位，机械手带着相机移动到指定位置对孔位中的种子进行识别，

识别成功后，相机返回种子的坐标信息给机械手；

4）末端执行器首先扎破密封膜，然后末端执行器上的吸盘把种子吸附起来；

5）堆栈式收料仓放出一个空盒，待空盒移动到定位点，读码器读取料盒上的条形码；

6）机械手移动并将种子依次放入收料盒中，系统保存收料盒条形码信息、储料盒条码信息，使

被挑取出来的种子信息一一对应。

在测试中，中玉金公司的工程师们惊喜地发现，在PatMax算法帮助下，再加上机械手末端的低

角度随动光源，即使某些反光强烈、褶皱较大的孔位也能进行准确定位。识别孔位的成功率高达

97%-99%。

最终，借助In-Sight,8200视

觉系统强大的软件工具，完

美解决了以下检测挑战：

1）密封膜反光问题；

2）孔位内种子打光不足，导

致无法识别的问题；

3）密封膜褶皱导致的无法识

别的问题。

In-Sight,8200视觉系统的顺

利导入，成功解决了设备瓶

颈，极大降低了人工操作强

度和人工输入数据的概率，

提高了设备运行稳定性和实

4轴机械手

IS8200相机

低角度条光

密封种子存储盒

图1. In-Sight8200正在对切片后的玉米种子进行识别定位

In-Sight 8200视觉系统
引导机械手对玉米种子进行精密抓取

文/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凯

食品与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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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分子标记的速度，得到中玉金公司的一致肯定，为中国分子育种事业的快速发展添了浓重

一笔。

“玉米种子实现了自动挑选，节省了实验室的人力成本和挑选种子的速度，最重要是应用了单孔

式扎破密封膜拿走种子的作业方式，避免了其它种子受到外部环境污染，最大限度保证了切片后

种子和切片基因的相关性。”中玉金公司的实验室主管张博士对该设备的研发成功给予了高度评

价，“现在实验室正在探讨使用深度学习的算法进行水稻胚芽识别，将来我们也会和康耐视保持

战略合作，以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In-Sight 8200视觉系统
引导机械手对玉米种子进行精密抓取

文/中玉金标记(北京)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凯

密封膜

96孔位种子存储盒

切片后玉米种子

图2. 密封种子存储盒中的玉米种子

图3. 识别程序：首先判断孔内是否
有玉米粒？如果有的话定位孔的中
心，并把坐标传给机械手

食品与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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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Man读码器
实现油桶的追溯管理和仓储效率的高效提升

文/出光润滑油（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樊靖

本出光株式会社是日本最大的石油综合集团之一，是世界500强企业。出光润滑油（中

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光润滑油）是由出光兴产株式会社，于2003年7月在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投资500万美金建立的全资子公司。

出光润滑油以“在中国制造世界统一品质的润滑油”为理念，生产、销售出光品牌的高品质润滑

油，目前年产能为56000kL/年，市场前景看好。

但是，日益增加的巨大产能给出光润滑油的工厂带来了繁重的仓储工作，因此需要引进先进技

术以保证仓储管理的效率和准确。

之前在油桶出入库时，由于当时产量还比较低，工厂是采用人工的作业方式，在各个工位上去监

测和记数，偶尔会发生油桶出库数量和客户订单有出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可能

会面临一定金额的赔偿，并影响厂家和客户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另外，为了方便统计，还需要把流水线的速度降下来。但是随着市场需求量的提高，在出货量日

渐增加的客观条件下，降低流水线速度会大大影响工厂的生产效率。因此，出光润滑油非常迫切

来实现油桶的自动化追溯管理。

经过研究，出光润滑油决定在工厂追加物流线+追溯管理系统。工厂总共要改造4条线，每条线

上需要有2个读码工位。另外，油桶直径为600mm，标签码是24mil的QR码，360度任意张

贴。读码工位如图1所示，现场单条线的流程示意图如图2所示。

这些读码工位分别是：

1）第一个工位是在成品油处和原料上线处，油桶是一个一个通过，FOV有600mm，因为油桶不

可避免会有抖动，所以有15mm的景深变化；

图1. 读码工位

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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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实现油桶的追溯管理和仓储效率的高效提升

文/出光润滑油（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樊靖

2）第二个工位是在升降机入口平台上读码，因为平台上会有6个油桶，每一次并排2桶油，需要

1200mm，读码取2桶并行的面，FOV有1200mm，而且油桶放置不可避免会有偏移，所以需要

稳定在1300mm进行读取。

此次技术改造的挑战性在于：1）因为标签是纸质打印，而且数量多，很难保证所有的标签都是清

晰易读，所以当标签打印质量降低时，也要保证非常高的读取率；2）虽然现场环境不错，但是标

签有油、水等液体属于正常现象，如果液体恰好在标签表面，依然要很好的读取；3）更大的挑战

是保证工厂的生产线不能轻易停机，读码通过率需要在99.7%之上，因为工厂日产量惊人，一旦

停下来用于排查问题等待时间过长，会极大影响生产任务。

另外，因为视野FOV比较大，要在这么大的视野下进行读码，同时还要考量成本，可见这次技术

改造难度相当大。

这时，本次技改项目的设备集成商——大福物流（中国）自动化有限公司推荐了康耐视公司的

DataMan,300系列读码器。DataMan,300系列读码器成功解决了大视野读码问题，其在解码上

有着独特的算法，使得读码速度和视野都很突出。康耐视作为机器视觉专家，在图像处理上有

着独一无二的优势，在出光润滑油的工厂现场应用中，以其稳定的性能和操作的方便性很快就

赢得了出光润滑油设备工程师们的认同。

他们发现，引入DataMan,300系列读码器之后，工厂的生产面貌大为改观：1）解放了双手，在输

送线和出入库的位置，不再需要固定几个员工去统计和分拣，非常省心；2）提升了效率，在仓储

周转花费的时间明显减少了很多；3）实现了追溯管理，配合控制记录系统，非常有助于产品的长

久追溯。

出光润滑油设备工程师表示，“DataMan 300系列读码器具有强大的二维码解码算法2DMax，

保证了对低对比度代码、甚至因为有油渍等可能导致反光不均匀的代码，都能非常稳定的读

取。”

图2.现场单条线的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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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实现油桶的追溯管理和仓储效率的高效提升

文/出光润滑油（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樊靖

“DataMan 300系列读码器的出现，解决了我们面临的难题，1300mm这么大视野下的读码问

题都可以轻松应对。”出光润滑油设备工程师最后指出，“同时还可以通过组网把读码器串联起

来，图像和数据的上传、设置都非常方便，让现场工人在后续维护中不用花费太多时间，稳定的

性能切实保证了工厂长时间连续生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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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n-Sight 7402智能相机
对奶粉盖实现完美检测

文/辽宁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魏世冬

双城雀巢公司（以下简称双城雀巢）是由瑞士雀巢公司与双城市乳食业公司共同投资兴 

 建的一家合资企业，公司主要以鲜奶为原料生产系列化乳制品。

在生产装配中，内嵌勺子的奶粉罐盖子由多家供应商提供，需要进行包括奶粉盖中的勺子有

无和盖子的旋转角度检测。原来双城雀巢对该检测项目是由人工进行并扣盖，效率不高。

另外，检测奶粉盖勺子有无时，可能只能检测勺子的有无，但是位置上的偏差检测不出来。

此外，由于奶粉盖的供应商不只一家，在材质上都有差异，光源打上去后成像效果差异非常

明显，一致性非常不好。

“检测奶粉盖角度时，有的盖子打光后呈现的图像是白色，而有些盖子打光后呈现的图像是

黑色，所以很难检测。”双城雀巢的生产负责人表示，“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先进的检

测方案来解决棘手难题。” 

这时，公司从设备供应商那里了解到，现在的视觉处理系统可以代替人工对产品的表面进行

检测，而康耐视则是全球视觉行业的领先者。于是，双城雀巢联系到辽宁贝斯特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贝斯特公司）进行合作，以解决其生产中的检测问题。

“我们在前期测试中，对所有供应商的奶粉盖都做了详细的测试，应用康耐视强大的PatMax

几何图案匹配算法，针对对比度不好的情况进行检测，测试功能是否能实现和合格率指

标，”贝斯特公司的技术工程师介绍说，“经过现场不断的跑件测试，我们发现PatMax工具

能解决所有的检测问题。而且应用操作简便的EasyBuilder界面后，现场工程师很容易上

手。”

在调试完成后，贝斯特公司的技术工程师说，“康耐视不愧为知名大品牌，这次让我更加相

信康耐视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为客户解除顾虑，挺高生产质量，降低成本，我们也倍感

欣慰。” 

在现场应用中，In-Sight 7402智能相机实现了双城雀巢的生产节拍要求，而且其强大的

PatMax工具在对比度不好的时候，图案识别功能非常强大，完美解决了双城雀巢的生产效率

问题和人工问题。

“我们现在非常信赖康耐视的智能视觉系统，因为它可以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工作效

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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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双城雀巢的生产负责人最后强调指出，“对于我们来说，这条生产线代表着企业今后

的技术发展路线。如果在接下来的应用中非常理想，我们会把其余的几条生产线也装备上视

觉检测系统。”

图1. 现场图片
该工作站检测奶粉盖上的勺子是否有掉勺的情况。

图2. 现场图片
图中红色框中铁盒子里为康耐视相机，该工作站
检测奶粉盖的旋转角度。

图3. 奶粉盖检测勺子合格检测示意图
使用PatMax几何图案匹配工具进行检测，首先检测
图中勺的有无，然后检测勺的位置是否准确，该程
序检测都为合格。

文/辽宁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魏世冬

99

消费品

使用In-Sight 7402智能相机
对奶粉盖实现完美检测



图5. 奶粉盖检测角度示意图

图4. 奶粉盖检测勺子不合格检测示意图
该图显示除了勺的前端的连接点合格，其余的
均不合格

图6. 奶粉盖检测角度示意图

文/辽宁贝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魏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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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黄人”助力
——高速检测极速互联

文/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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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臣倍健是中国膳食补充剂领导品牌和标杆企业，对产品的生产过程严格把关，对产品 

 的生产质量要求极为严格。

汤臣倍健的产品包装线包括理瓶、塞干燥剂、数粒装瓶、旋盖、封口、贴标、装箱打包、赋

码关联等过程。产品信息追溯系统是公司对产品质量和各环节质量把关的重要一部分，汤臣

倍健拥有从产品生产、销售到最终用户使用的一套完整的产品信息追溯系统，而康耐视的视

觉和条码阅读产品给这套追溯系统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

产品信息追溯系统包含赋码、读码、信息关联、产品查询4个环节。其中读码好坏是生产成

功与否的关键。只有高速精准的读码效果，才能在生产源头刷选出NG产品，从而保证产品质

量和产品信息的准确性。

据汤臣倍健的车间生产主任介绍，在未使用康耐视产品和技术之前，他们是用条码枪人工扫

描。但是人工扫描效率太低，而且无法进行重码对比。后来也做过一套自动的赋码关联系

统，但是读码的识别率较低，对大部分人眼可接受码无法识别，剔除量较多，导致有大量的

产品需要返工，并且使用的视觉软件复杂且为全英文版，车间员工不会操作。在不考虑剔除

的情况下，生产的稳定速度只能做到200瓶/分。

据分析，赋码关联系统中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读码，只有保证读码的正确率，才能保证整个

系统的高速稳定运行。汤臣倍健的产品瓶盖底部光滑平整，OCR码识别率很好，但是瓶底二维

码的读取是这个项目的难点（如图1），主要有三个原因：

1）激光刻码机在动态打印时，由于夹持带的抖动会引

起二维码的稍微变形，但这种二维码在人眼看来又在

可接受范围，通过手机也能正常读取。

2）瓶底是曲面，而且瓶底有注塑的LOGO，激光刻码

时瓶子角度是随机的，如果二维码刚好打印在注塑

LOGO上，对二维码的读取是一个挑战。

3）由于此产品包装环节较多，瓶子经过输送带传送的

距离较长，瓶子底部跟输送带长时间摩擦，瓶底划痕

和污渍较多，对检测效果有一定的影响。
图1.  瓶底二维码



文/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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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为解决读码难题，汤臣倍健找到了合作方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珐玛珈）。珐玛珈是一家为医药和食品企业定制包装设备的设计生产商，使用过多种视觉

和读码品牌，但是效果不尽人意。

“由于赋码关联系统对读码识别率要求较高，识别率低会导致产品返工太多，我们在进行汤

臣倍健此技改项目之前，进行了多个品牌的对比和市场调查，并选择了几个品牌的供应商进

行前期测试。”珐玛珈的工程师表示，“由于康耐视相机强大的处理能力、简单易学的软件

界面、良好的测试数据和强大的通讯功能，最终我们选定了康耐视的In-Sight系列视觉和

Dataman系列条码产品，来帮助解决赋码系统中的读码挑战。” 

借助康耐视相机和条码阅读器的优越性能和第三方设备强大的通讯功能，珐玛珈的工程师

很快为汤臣倍健定制了表面缺陷检测和OCR、二维码以及条形码识别和读取方案，解决了

包括：

1）激光刻蚀码歪曲变形、可接受缺失；

2）检测面不平整；

3）检测面污渍；

4）高速识别；

5）多设备通讯；

6）多个不规则二维码的同时读取；

7）瓶底注塑LOGO；

8）划伤、麻点在内的大部分生产遇到的问题。

据珐玛珈的工程师介绍，在之前的OCR检测测试中，一般的智能相机检测12个字符的最高

速度接近在280瓶/分，但是检测处理时间差异很大，误检率较高。而康耐视的IS7402和

IS8402在速度方面表现出色，检测速度最高达到400瓶/分，超出汤臣倍健提出的300瓶/分

的速度要求。

“康耐视相机大大降低了剔除率，处理也很快，几乎很少需要人工干预。”汤臣倍健的车间

操作员满意的说，“相机处理速度快，数据通讯实时性好，从而完美解决了之前生产所碰到

的问题。”

据了解，该项目的赋码系统分为瓶盖赋码关联和瓶底赋码关联两大部分，都应用到了康耐视

的视觉系统和条码阅读器产品。

“小黄人”助力
——高速检测极速互联



文/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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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盖赋码关联

首先通过贴标机对瓶盖进行贴标，贴标完成后利用康耐视DM300对瓶盖标签上的条形码进行

读取，上传到PC；接着通过PC上位软件将OCR信息发送到激光刻码机，在瓶盖底部打印出

OCR码；然后用IS7402相机对OCR码识别和读取，NG的OCR码和重复OCR码在后段剔除，

OK的OCR码上传到PC上位软件；最后将OCR和条码进行关联，存入数据库，实现一个瓶盖

对应一个OCR码和一个条码。

图2.  瓶盖赋码现场

图3.  瓶盖赋码关联软件

图4.   赋码关联产品

“小黄人”助力
——高速检测极速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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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臣倍健的车间主任评价说，此系统比之前的人工赋码关联效率快了10倍，并且识别错误率

极低。使用的In-Sight Explorer软件为全中文界面，通俗易懂，使用方便，并且识别率高，识

别速度快。他们对这套系统非常满意，并且很期待正在进行的瓶底赋码关联系统的使用效果。

瓶底赋码关联系统

瓶底赋码关联系统是对瓶子信息和箱子二位码进行关联，保证一个箱子的条形码对应6个瓶子

的二维码信息。保证每箱产品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性和可追溯查询。

工作流程如下：

1）首先通过PC上位软件将二维码信息发送到激光刻码机打印二维码，然后利用IS8402相机对

二维码进行预读取，剔除NG（刻码不完成、重码、无码）产品。

2）OK产品上传PC上位机保存，然后通过输送带进行其他包装流程。

3）6个瓶子一组通过机械手抓取到IS5705相机读取位置，同时对6个瓶子底部的二维码进行

识别读取，通过电子表格将6个二维码信息上传到PC上位软件，并跟之前IS8402预读取的二

维码进行二次验证。

4）NG（读码失败和无预读码信息）产品通过机械手抓取到剔除箱，OK（检测和对比通过）

产品通过机械手抓取装箱。

5）装箱完成后，通过输送带输送到后段的即打即印贴标机。

6）PC上位软件将正确的6个瓶底二维码信息生成一个条形码，并将信息发送到即打即印贴

标机，将条形码标签贴到箱子上。

7）康耐视DM150条码阅读器对箱子条码标签进行读取识别，识别正确的箱码便生成一箱正确

的产品，并通过上位机存入数据库，读取或对比失败箱子执行剔除。

由于该系统的完美检测效果和出色的稳定性，珐玛珈对该系统非常满意，并跟汤臣倍健协商将

此系统发到德国进行5月份的工业展展示。

文/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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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瓶底赋码关联系统应用 图6.   IS8402安装位置和识别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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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利用康耐视的产品作为读码设备，凭借康耐视In-Sight系列视觉系统和Dataman系列

产品的强大处理能力和视觉工具，完美解决了生产中单个和多个二维码的动态高速读取；全

面易用的连接套件和通信能力，轻松实现与第三方设备的通信，并保证数据的实时性；简单

易用的软件界面和稳定性，赢得了汤臣倍健和珐玛珈的一致好评。

康耐视先进的机器视觉技术很好的解决了赋码关联系统在读码上的应用，为医药行业在赋码

关联和三级监管码应用上提供了经典案列。

文/广州珐玛珈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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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IS5705相机安装方式和识别效果图

图9.   赋码关联软件界面图图8.   DM150安装方式

“小黄人”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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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In-Sight 8405智能相机
准确识别子弹底部标识

文/上海贝特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办事处  艾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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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南山射钉紧固器材有限公司（简称“南山公司”）以军工技术为依托，是中国最早 

 研发射钉紧固技术的专业生产厂家，代表着中国射钉紧固技术发展的前沿水平。

南山公司主要生产多种规格的发令枪子弹，因此需要进行检测，进行防混料的区分。以前，

南山公司都是通过人工检测然后装箱。但是由于人工会有视力疲劳等情况出现，经常会发生

不同产品混装的问题，导致客户的投诉。为解决此检测难题，南山公司也尝试找过其它品牌

的视觉公司及大学来寻求帮助，但是检测稳定性及速度都无法达到要求。检验工人在强光下

进行检测时会使视力受到极大伤害，导致该岗位员工流失严重，生产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这时，康耐视的代理商上海贝特威自动化公司（以下简称贝特威公司）在重庆地区的合作伙

伴——重庆机电智能公司向南山公司推荐了康耐视的视觉技术。

“产品的种类很多，有二十几种，而且这些产品是混线生产。但是子弹的最终客户要求非常

严格，不能有一个不同型号的子弹混入。”贝特威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在南山公司进行前期测

试时发现，“当时南山公司的二厂长就和我们讲，‘你们的设备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所有的

型号子弹必须能100%的识别。’”

“另外每次检测的子弹数量较多，一盘有200颗子弹，每盘子弹需要在4秒内完成检测。由于

精度要求，检测分两次拍照完成，一次拍100颗子弹，就需要做100个PatMax,ReadLine工

具，对节拍的要求也很紧张。”面对如此之多的检测点、节拍要求和100%检测准确度的硬

性要求，贝特威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借助康耐视相机的强大功能，给出了详细的可行方案，

“我们用了两次拍照检测，在程序中做了许多优化，每次检测在1.5s左右，完全超出了客户

所要求的每盘5s节拍要求。”

在现场测试中，南山公司的技术人员惊讶地发现，康耐视相机强大的In-Sight工具和高速的

PatMax,ReadLine工具，可以在如此之多的模型查找时，在实现200个子弹检测3s的节拍同

时，还保证了子弹检测100%的准确率。这让子弹生产摆脱了原始的人工压装，实现了高效

准确的子弹自动压装。

优化后的设备工作流程如下：机器自动装填子弹；压装板移动至相机检测位置，相机拍照检

测，合格则压装板放行；不合格，剔除混入的其它型号子弹，再次检测；子弹自动压装；至

此，检测压装完毕，设备也完成了整个工作最核心的检测任务，后面压装结束后就可以直接

包装。



这样，经过现场测试及检测节拍等考核，南山公司最终将产品型号确定为In-Sight 8405智能

相机。

“借助康耐视PatMax,Readline强大的视觉处理功能，我们实现了子弹的自动化生产检测，

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杜绝了子弹混线生产时可能出现的不同批次型号子弹混装情况，保

证了产品的质量，”南山公司的生产主管最后评价指出，“该技改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但大

大缩减了公司在这方面的财政费用，还降低了客户投诉，提升了南山公司在射钉紧固技术方

面的影响力以及客户满意度。”

         

消费品

图1. 相机位于流水线下方，用低角度打光的方式拍照，

检测子弹底部刻印的字符，以区分子弹的型号。

图2. 每次检测的子弹总共有100颗，只有当所有的子弹都是同一个指定型号时，认为这一批次的子弹是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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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实现创可贴一维码多层大景深的高效读取

文/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樊靖

108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强生）是全球最大的非处方药生产 销 售 公 司  

 ——美国强生公司，与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公司在上海闵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

创办的合资企业，也是美国强生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专业生产非处方药品的制药公司。

上海强生目前业务主要涉及非处方药品和保健食品及食品领域。公司成立至今，在全国六十多个城

市建立了业务网点，为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高质量的产品。

创可贴是上海强生服务中国市场的优秀产品，为实现产品装配、物流配送、销售和售后服务的严格

控制，上海强生采用一维码技术对创可贴产品进行全程管理。

目前，上海强生的创可贴产品出库装箱是采用人工方式，并使用商用的手持读码器来读取一维码，

所有一维码的数据要上传到追溯管理系统，以方便公司管理和消费者在强生官网上的真伪查询。

产品装箱要求及尺寸如图1所示。

读取包装盒上的一维码是在流水线的装箱环节（即后端工序），创可贴小盒经流水线过来，工人人工

将其装在纸箱中，一个纸箱要放60盒，分5层，每层12个产品；工人每装一层产品，就要用手持读码

器来挨个读取一维码。

这样的作业方式很容易出现问题：1）挨个读取时可能漏读其中个别的一维码；2）生产任务重时，人

为操作可能有疏忽，导致漏装，如果任其出货到终端卖场后，发现数量不对，会产生纠纷和赔付等

连

图1.  产品装箱要求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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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问题；3）虽然在装箱环节至少有2~3人来确认，但是装箱效率低，更重要的是依旧很难100%避免

漏装的现象发生。

因此，为节省人工，提高装箱效率，上海强生决定利用固定式读码器，来实现创可贴多层

多个大景深自动读取的技术改造。

但是，利用固定式读码器来读码，仍然存在挑战：1）要保证同时读取到每层的12个产品，

这对于光源的选择和安装有一定要求，而且对于读码器的FOV边缘也要求有优秀的解码

性能；2）码制为Code128，尺寸为36mm*8mm，全数字20位，条码密度为10mil，这在

一维码读取项目中已经算是很小了；3）现场不能使用升降机构，这意味着读码器景深至少

要覆盖到252mm，在这个范围内每隔63mm读取12个一维码，而且读码器最多不得超过

2个。这就意味着要攻克2个难题，就是要同时在大视野（＞270mm）和大景深（＞255mm）

的苛刻工况下进行多代码读取。

在此次技术改造中，上海强生是通过项目外包的方式，让多家有意向参与的系统集成商给

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然后再做具体的评估。其中有一家集成商选择了康耐视的DataMan

读码器。

在测试现场，2套DataMan 303读码器通过以太网连接，然后直接和客户的数据系统连接，

所有的读码信息处理都在读码器内部完成，不需要额外配置PC，成本和维护都很简单。

安装示意图如图2。

图2.  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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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模拟和测试演示，让上海强生的设备工程师们近距离看到了DataMan 303读码器

优秀的读码能力：1）快速读取；2）大景深依然很好读取；3）即使在局部反光导致部分

一维码不够完整的情况下，依然能非常稳定的读取。

“整体读码效果让客户非常满意，”康耐视的技术服务人员指出，“康耐视依托的正是全球

领先的1DMax和HotBars技术，只要在最小单元上分配到1 pixel就可以实现稳定解码。”

DataMan读码器顺利地通过了现场测试，上海强生的设备工程师发现，在采用DataMan

固定式读码器后：1）装箱效率大幅提升，工人劳动量大大减轻，速度比之前多人装箱+

检查快了好几倍；2）不会发生漏装，每次数据不够就报错，非常有效和方便；3）没有太多

机械结构，对于现场改动很小，而且仅使用了2套读码器，节约了资金。

“装箱环节让工人省心了很多，同时也避免了漏装现象。另外没有升降的环节，使用非常

方便。”上海强生的设备工程师高兴的指出，“这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解决方案，花费

不多，但一举解决了困扰工厂很久的问题。”

DataMan读码器
实现创可贴一维码多层大景深的高效读取

文/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樊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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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耐视线扫视觉设备
为玻璃丝网印刷检测铺好了大路

文/天津文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王家琪

津文州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州机械）是专业生产丝网印刷设备及其配套生产线

的高新技术企业，系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丝网印刷协会

及国际丝网印刷协会团体成员。玻璃印刷生产线是文州机械的主要业务之一，公司研发的玻璃

印刷生产线在汽车、飞机制造、军工、电子等行业的玻璃丝网印刷领域均有广泛应用。

生产印刷玻璃一般需要五个基本工位。首先需要通过磨机对玻璃进行外观切裁，切裁后再进

行磨边处理，然后利用清水进行清洗并干燥，最后通过网状图进行喷油印刷，印刷后再进行

烘干处理，最后产品成型。

玻璃丝网印刷对印制的精度有着比较高的要求，检测过程也很严格。在进行印刷喷油处理前

需要对玻璃的外观形状、表面是否存在水渍、爆边、划痕进行检测，如若不合格，则需要及时

剔除。印刷处理后，需要对玻璃上印刷图案的完整度、玻璃表面的划痕、油污进行检测，如若不

合格，需要及时报警并剔除。

现在，玻璃丝网印刷的检测存在诸多挑战，主要难点有：

第一，由于玻璃外观形状不确定，为便于现场工人使用操作方便，需要构思出一个快速建立新

品模板的方法。并且客户提出的参数设置上只能存在尺寸单位的参数设置，不能出现专业图像

知识的参数设置。

第二，玻 璃 尺寸 最 大长 度 为1. 8 m，最小 长 度 0 . 3 m，最 大 宽 度 为1. 2 5 m，最小宽 度 为

0.3m。在大尺寸的玻璃检测上，需要进行图像的无缝拼接，并绘制检测轮廓以及将缺陷

坐标标示出来。

第三，2个8K相机采图拼接后的大数据处理，必须保证检测速度不影响生产速度。

目前，文州机械的客户主要采用人工检测

玻璃的方式，每个工位需配置1到2个人负

责检测。由于印刷玻璃产品种类很多，导

致检测过程比较慢。另外，对划痕长度约

为0.5mm以下的小划痕检测难度很大。

图1.前期安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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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为了保证生产效率而不得不放弃品质检测，这个情况客户很难接受。”文州机械的

工程师表示，“保证了生产效率，就要降低产品品质；而保证了产品品质，就要降低了生产效

率，这是我们客户及我们公司目前最头痛的‘跷跷板’问题。”

为了寻求出解决问题的答 案，文州机械的工程师参观了2013年北京视觉展会，并在展

会上认真 地了解康耐视在 视觉方面独特的PatMax算法以及康耐视的视觉产品。随

后，文州机械与康耐视公司进行了深度交流，通过更具体的需求描述以及相关测试，文州机

械的工程师们确定VisionPro的灵活式编程就是他们一直想要的产品。

康耐视产品的便捷性给文州机械的工程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康耐视文档里的线序图，

就可将线扫相机、8602e图像采集卡、IO模块、编码器、触发光电传感器等与计算机快速建

立连接，并实现即刻采图。在开始阶段，我们仅仅利用了1天时间就实现了硬件的配置。”

文州机械的客户对此也很惊讶，“你们这个硬件配置连程序都不用写，就可以采集图像，效

率如此之高，如何做到的？”

文州机械的工程师对客户解释说，“实际上，8602e板卡提供了相机接口、IO模块接口等，这

些接口都是即插即用的，并且在QuickBuild里，对相机的初始化及编码器的设置都是集成

好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需要过深的技术要求，康耐视产品给我们铺好了大路，我们只是沿

着路一直走而已。”

事实证明，利用康耐视线扫视觉配置，能

实现稳定地采集图像，不丢帧，不死机。并

且通过IO模块能及时提供给PLC合格与

否的IO信号，节省了程序通信方面的代码

编写工作。

根据康耐视提供的代码Demo，能简单的

调用集成在QuickBuild里的各个工具的

参数以及按钮控件。利用独特的PatMax

算法，通 过 训练模 板，能快 速的对 每 种

玻 璃产品实现快速定位建模。而图像的

稳定保证了Blob工具阈值的设定不需要

人工

图2.试生产阶段，检测玻璃通过2台线扫相机，
项目利用线扫光源作背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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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即可完成。

每个Blob工具提取的玻璃轮廓均可得到具体点的像素坐标，使用数组提出这些点的坐标即可

在新建的图像中绘制出来。这样每种玻璃的轮廓就可以简单快速的建立。在以后同类产品的

检测中，只需要将缺陷的坐标点输出，并在模板轮廓中标示相应位置就能实现快速检测。

在生产中，轮廓缺陷的不确定性极大地体现了PatMax算法的优势，即便是大缺口的产品，

PatMax定位也能精确得找到模板中心，这样为后续检测区域的布局提供了可靠的稳定性。

文州机械采用基于VisionPro开发的视觉设备后，成功解决了“跷跷板”问题。VisionPro提

供的编程环境QuickBuild开发自由度大，依靠集成的PatMax算法、Blob斑点等工具，再配

合相应的脚本编辑，即可有效地解决玻璃品质检测的问题。检测精度达到0.05mm，整体

检测速度不影响生产效率，从而给客户减少了检测方面的人工成本。

“VisionPro产品带来的便利性、稳定性、快速性是不可估量的。在玻璃生产中，该套设备带

来的误判率仅为0 .1%，高 效 的 检 测 保 证了客户生 产的速率，并 极 大 地 提高了产品的品

质，这是人工所替代不了的。”文州机械的工程师高兴地指出，“在实现了三个月的稳定检

测 后，客户希望我们能 继续 在现有的检测技术上开发更多的检测功能，这给与了我们极

大的信心。”

图3.试生产阶段，程序界面及检测过程。
其中当前检测玻璃表面出现了划痕，
利用Blob工具提取划痕坐标，并显示在图片上。
客户在软件中仅仅需要建模，
修改部分参数即可针对任意一种玻璃产品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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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500强企业之一的ABB集团是工业机器人的先行者以及世界领先的机器人制造商，上海 

 ABB工程有限公司是ABB在华工业机器人及系统业务、仪器仪表、变电站自动化系统和集成

分析系统的主要生产基地。

ABB机器人不仅广泛应用于传统的汽车工业，而且在3C、食品和饮料、医药和饲料加工等领域也不

断拓展新应用。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正在加速采用机器人来实

现自动化生产，机器人市场呈爆发式增长，这带动ABB机器人的需求量不断增长。

因此，ABB的机器人柔性自动化生产线技改迫在眉睫，以提高机器人控制柜的生产效率和降低运营成

本。而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视觉系统堪称现代工业生产的“机器人眼睛”，可以大幅度

的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本次技改的重点就是要为自动化生产线装备上先进的视觉系统。

“该生产线为柔性化和智能化装配线，是使用ABB机器人来自动生产机器人的控制柜，可兼容生产多

种不同尺寸和大小的控制柜型号。”ABB技改项目负责人表示，“视觉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影响着

整条线是否正常运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为全球领先的视觉技术供应商，康耐视公司是ABB的长期合作开发伙伴，深受ABB信任。因此，此

次机器人控制柜柔性自动化生产线的技改项目，就指定使用康耐视的视觉系统。

据介绍，该条自动化生产线采用主线组装、分线预安装的布置方式。主线生产线采用AGV移动平台在

物流区上料，运送到主线组装。分线采用料架方式，由机器人自动取料组装，组装部件由AGV运送到

主线结合装配。

在所有生产环节中，康耐视的视觉系统与ABB机器人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犹如机器人的眼睛。安装在

机器人上的智能相机搜寻藏身于各个角落的所有产品，准确读取Barcode信息，同时精确定位引导机

器人完全抓取上料，相机二次校准完成精密装配。另外，检测产品装配的质量也是工厂的不可或缺

部分，康耐视的视觉系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但实现了大面积的定位装配，又能识别产品的

Barcode与品质检查。

“通过使用康耐视的视觉函数库进行图像拼接处理，对产品进行高精度定位，引导机器人抓取多种

产品，从而完成机器人控制柜自动化装配过程。”ABB技改项目负责人指出，“VisionPro软件具有强

大的2D、3D标定算法，通过与ABB机器人的高度融合，完成机器人与视觉的自动标定，使得原本繁

琐复杂的标定过程变得简易快速，节约调试时间和减少了维护成本。”

先进视觉技术
让ABB机器人独具“慧眼”，生产难题迎刃而解

文/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  陈小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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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视觉定位和读码应用中主要使用了PatMax Tool和Barcode Tool技术。视觉PatMax定位是康耐视

的专利技术，这是一种基于图案的搜索技术，通过使用基于特征的表示图表，能够快速、精确地将

这些表示图转换，以进行图案匹配，精度高达1/40的亚像素。

“即使图像出现透视失真、变形更甚是部分缺失的情况，使用Barcode Tool工具也能轻易解读一维

码。”ABB技改项目负责人表示，“解码能力及处理速度非常让人满意，处理1600*1200像素图片的

时间在30ms以下。”

另外，基于.NET平台下的多种编程语言开发的人机界面，可以多窗体显示产品的信息、数据通

讯的状态及结果统计。通过C#开发的应用程序集外部控制、图像处理及数据通讯于一体，可快

速与外部控制系统进行TCP/IP通讯交互。

通过应用康耐视视觉系统及VisionPro软件强大的视觉开发函数库，ABB所有的生产挑战随之迎

刃而解。“整条自动化生产线的最大亮点在于康耐视的2D视觉和双目3D视觉与ABB机器人的

高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了机器人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从而实现了整条生产线的柔性化智能装

配。”ABB技改项目负责人评价说，“随着对机器人控制柜的零部件进行定位抓取、引导装

配、Barcode识别、装配质量检测以及多种型号兼容等生产难题的完美解决，我们的生产效率

显著提高。”

此次康耐视先进视觉系统的导入，将工人从密集和重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但降低了运

营成本，而且大幅提升了产品质量。他最后表示，这也使ABB与康耐视的合作更加紧密，未来

ABB将继续把先进视觉技术应用到产品中去，以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先进视觉技术
让ABB机器人独具“慧眼”，生产难题迎刃而解

文/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  陈小浩

图1. 康耐视视觉引导ABB机器人定位抓取和精密装配 图2. 使用VisionPro视觉函数库开发人机交互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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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VC200
高效实现空空导弹重要部件的高精度装配

文/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陈伟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隶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是国家从事空空 

 导弹、发射装置、地面检测设备、机载光电设备及其派生型产品研发生产的专业基地。

研究院研发生产的空空导弹某重点型号属于精密型产品，以前都是使用人工的方式进行组装检测。

由于人工组装时，很多工位需要在放大镜的辅助下才能完成，这样就造成了产品不能大批量生产。

为提高产量和良品率，减少大量的人工投入，研究院准备利用机器视觉配合自动化设备来完成这

一系列高精度、多步骤的产品生产。

但是，要实现产品的自动化装配，就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1）产品精度要求高，公差配合要求高；

2）该零件组装工艺复杂，在保证产品无污染的情况下，要求精确装配到位。

为攻克技术难关，研究院咨询了很多视觉供应商。“但是大部分公司，一听我们介绍完整体流程

和要求以后，经过评估都会选择退出，或者提出很多要求。”研究院的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因

为这个项目的产品类型太多，精度要求太高。”

后来，研究院的一家设备供应商推荐了康耐视公司的In-Sight VC200多相机智能系统。研究院的

项目团队在观看了康耐视公司的技术演示之后，看到了解决技术难题的希望。经过多次沟通和测试，

研究院决定选用In-Sight VC200多相机智能系统。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之所以选用In-Sight VC200多相机智能系统，而不是别的系列产品。主要是

因为它即有图形化易编辑的框架结构，又结合了In-sight电子表格的软件处理。同时In-Sight 

VC200多相机智能系统的控制器可以同时连接4个相机，它们彼此都可以做数据交互。“最重要

的是In-Sight VC200多相机智能系统可以更容易的根据客户需求，定制显示界面，哪怕你编程语

言学习的不是很好，也没有关系，这一点对于使用方来说，备受欢迎。”

让研究院项目团队更为欣慰的是，康耐视工程师为他们仔细讲解视觉技术及行业情况，倾囊相授。

双方共同学习，共同思考方案的可行性，并提前预估可能遇到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康耐视作为研究院的视觉系统供应商？”研究院的项目负责人强调说，“是

因为在整个沟通过程中，康耐视的工程师都是站在客户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没有去推脱责任，

而是积极与客户一起想解决办法，并且都能清晰地给出难点的解题思路。”

借助In-Sight VC200多智能相机视觉系统强大的视觉处理功能和优越易用的界面表达形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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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VC200
高效实现空空导弹重要部件的高精度装配

文/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  陈伟

院很快将康耐视提供的各种参考算法应用到自动化生产线中。

“在解决了产品定位、物料定位机器人TCP坐标移动偏差补偿的问题后，我们的产品能够完好无

损的实现自动化放置和装配。”研究院的项目负责人表示，“强大的PatMax使得我们在高精度

的定位使用中，更容易简便的完成任务，轻松解决了高精度和流程复杂的技术挑战。”

设备使用流程如图1所示。

研究院采用In-Sight VC200多相机智能系统后，产品的安装过程完全实现了自动化，生产速度大

幅提升。“以前使用人工安装产品的方式，费事费力不说，还经常遇到需要返工的情况，现在使

用了康耐视相机配合机械手组装和检测，使得以前我们需要在放大镜下才能慢慢进行的工作，现

在都可以打包给In-Sight VC200系统来做了。”研究院的项目负责人最后评价说，“而且在调试

的过程中，康耐视的工程师还精心进行培训，让我们在解放双手的同时，又能学到先进的检测技术。”

图1.  设备使用流程图 图2.  多相机程序图

图3.  应用图（ABB） 图4.  应用图（K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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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视觉系统
让医用塑料瓶的瑕疵“无处可逃”

医药/医疗

文/北京奥星恒迅包装科技公司 高鹏飞

北京奥星恒迅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奥星恒迅公司）致力于制药及生命科学行业， 

 1991年建厂以来其产品以高质量在业界闻名。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欧美先进制药设

备、包装机械的销售；生产技术、工程设计、项目管理、工程总包的服务；医药耗材类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等。提供流体工艺系统、灭菌工艺系统、粉体工艺系统、自动化控制

工程、验证测试等专业服务等。

医用塑料瓶是奥星恒迅公司的一个主力产品，其市场销量稳健增长。作为一种被广泛使用

的医疗耗材，其产品事关国民健康。所以，医用塑料瓶质量检验检测的要求非常严格。

过去，奥星恒迅公司生产的医用塑料瓶依靠人工检测，为完成严格的检测要求，不仅占用了

大量人力资源，而且分拣的质量也有所差异。因此，奥星恒迅公司迫切需要进行技改工作

以提高检测效率。

这时，位于北京市的一家本地视觉供应商——北京康视杰视觉技术有限公司，建议奥星恒

迅公司采用康耐视公司的In-Sight视觉系统。该视觉系统通过使用先进的图案匹配技术

PatMax来定位塑料瓶，其斑点检测、缺陷检测技术能够稳定运用到传送带上的高速检测。

通过现场测试和计算，奥星恒迅公司在检测线上共应用了4套In-Sight 7402视觉系统，以

全方位的检测医用塑料瓶的缺陷、缺件、脏点，以及铝制封边的褶皱、褪色、塑料管的

毛茬等（如图1、图2所示）。

在此处应用In-Sight 7402视觉系统可以有效的完成以上检测需求。由于分拣速度快，所以

对相机的运行处理速度有较高要求。康耐视的技术工程师通过增加外界光源强度、增大

镜头光圈系数、减少相机曝光时间等具体措施来解决此类问题。

图1. 塑料瓶自动分拣机正在通过In-Sight视觉系统来检测塑料瓶的缺陷及黑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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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检测管壁黑点和脏点时，由于塑料瓶处于运动状态下，所以定位的稳定性会影响

检测区域，而通过运用PatMax定位功能就可以实现稳定的定位。

In-Sight视觉系统具有丰富的工具可以用来检测塑料瓶的缺陷。如PatMax工具可以精准

定位瓶体的检测区域，Blob工具可以稳定检测出瓶体脏点，并通过调节阈值及对脏点面积

的判断，就能很好的过滤掉瓶体表面的字体干扰。ExtractHistogram工具用于检测瓶体的

灰度值，来判断瓶体的益色。

第二步，塑料瓶经过传送带进入第二个工位，进行铝制封边缺陷、完整性和褶皱等检测。

运用In-Sight视觉系统里的测量工具能稳定检测出铝制封边的薄边问题。InspectEdge

工具可以精确的确定封边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里做斑点和其它不良检测。

在检测塑料瓶铝制封盖时，会遇到轻微褶皱检测不稳定的问题，但是工位限制只允许在

正上方打光拍照，而运用InspectEdge工具和Blob工具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

由于铝制封边是圆环形状，会对一些检测工作产生影响，而通过运用ScaleImage工具把

圆环做拉伸处理后，就能顺利地进行后续的检测工序。

通过采用In-Sight视觉系统，再加上康耐视的技术工程师对技术细节的精心处理，奥星恒迅

公司分拣和检测塑料瓶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节约了人力成本，确保了产品质量。

“以前人工分拣的方式有很多不可控因素和检测盲区，而应用In-Sight视觉系统解决了

很多过去检测不出来的缺陷，保证了100%良品率。”奥星恒迅公司的技术负责人表示，

“我们经过这次应用In-Sight视觉系统的良好体验，将来还要把此技术用于改造现有的

组装机，以进一步提升生产的自动化水平。”

图2.通过In-Sight视觉系统里的定位、瑕疵检测、斑点检测等工具对塑料瓶进行分拣的部分程序图片

In-Sight视觉系统
让医用塑料瓶的瑕疵“无处可逃”

文/北京奥星恒迅包装科技公司 高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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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an读码器
完美实现大视野大景深的物流检测需求

文/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肖日建

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科新材料）是恒力集团在南通投资建设的大型差别 

 化涤纶纤维和功能性聚酯产业基地，其产品行销世界各地。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发货量，

恒科新材料自主研发了自动化物流项目，以提高供货效率。

而在物流运输中，条码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工位不同的流程中，条码的准确及

时快速读取，在节省人力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整个工作的效率。但是，在这一自动化物流的关键

节点上，恒科新材料发展面临着一系列读码挑战。

“我们对外供货的主要产品之一为物流栈板，按照发货要求，它们的物料高度都不相同。栈板堆

积时，处于上端的条码人工扫码可能到不了那么高的高度，影响读码效率。”恒科新材料信息部

王主任说道，“另外，在栈板物品外侧缠绕的塑料薄膜会导致表面反光，使用一般的手持式扫码

枪读取薄膜内部的条码会非常困难。其次，条码信息没有关联到公司的MES系统中。”

这种种问题导致恒科新材料的自动化物流操作很难进行下去，他们需要一种强大的技术方案来帮

助解决读码难题。这时，恒科新材料原来的手持式读码器供应商，向他们推荐了康耐视公司的先

进视觉方案，并帮忙联系上了苏州卓越金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金码），这是康耐

视在国内的合作伙伴之一。

在得知消息后，卓越金码随后就派出人员到恒科新材料，进行现场测试和方案评估。“读取箱体

侧面的一维码或二维码是在栈板的前进过程中进行，条码的码密度都达到16mil以上。”卓越金

码的技术服务工程师指出，“条码的覆盖面积有400mm×300mm左右，栈板大小不一导致视野

最少要60cm×40cm，而且景深需要达到15cm。”

在经过多次测试并达到读码要求之后，双方共同选定了康耐视DataMan 363读码器和液态镜头搭

配光源的方案。

在现场使用中，在接收到PLC发出的触发信号之后，DataMan,363读码器触发拍照并解码，将读

码信息上传至MES终端。MES处理条码信息，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读码器。读码器一方面会反

馈信号（有无读取）至PLC，另一方面会将MES的处理结果（条码是否正确）再次反馈到PLC。

PLC将读码器反馈的两次信号进行处理，决定是否将栈板货物放行还是截停报警人工处理。

在现场应用中，恒科新材料的操作人员惊喜地发现，得益于康耐视的卓越算法以及优质的光源镜

头，现场检测达到了99.98%的读取率，而且条码上传至公司MES系统也将信息的可追溯性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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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显的提高。另外，读码时不需要人为第二次去调试设备，配置简便，不需要任何控制器以及

任何外加设备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场占有空间非常小。

DataMan 363读码器配置10.3mm的液态镜头和红色光源，独特的IDMax以及PowerGrid算法使得

薄膜的影响微不可察，搭配上康耐视Dataman Setup Tool 软件，可以设置多种配置焦距以满足大

景深的需求。

“在使用了DataMan 363读码器之后，遇到有薄膜覆盖的栈板包装时，不再像之前难读取，读码

速度很快，读取率非常高。在栈板堆积的情况下，也不需要人为扫描，而是通过栈板在导轨上前

进过程中触发读取，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恒科新材料的技术负责人评价道，“而康

耐视读码器镜头配件可以搭配使用和视野大的优势，也顺利解决了栈板一侧条码分布面积大的问

题。”

“在使用了康耐视先进的读码方案之后，提升了工厂的物流自动化水平，以往需要的人力物力大

大减少，使得预算成本降低，而且以往人工操作的失误也不见了，客户对我方的满意度也增

加，”恒科新材料的技术负责人最后指出，“这是一个双赢的效果，康耐视将是我们值得信任的

读码合作伙伴。”

DataMan读码器
完美实现大视野大景深的物流检测需求

文/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  肖日建

图1. 现场触发读码 图2. 多种配置(焦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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