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机器人技术与应用

3D 线激光传感器
在智能制造中的检测应用

——以 3C 手机生产过程应用为例
3D 是 three-dimensional 的缩写 , 所谓 3D 检测，就是三维（x、y、z）检测，通过传感器等设备采集被测物的
全部坐标数据（长、宽、高），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算法、程序等对采集数据进行分析，输出检测结果。
文 / 深圳市正控科技有限公司 滕国兴

智能制造领域的 3D 检测对象主要是工业制造品为主，行

1、市场层面：客户要求越来越高，高度是非常重要的检

业分类例如手机、汽车、新能源等行业，具体检测对象例如手

测变量和判断依据，原有的 1D 或 2D 检测向 3D 检测转换；

机壳、发动机、锂电池……

3D 的检测需求量逐渐上升，特别要求在线对每个产品进行实

主要特点：
1、精度要求高，精度要求在 0.003~0.1mm 之间 。
2、在线全检，稳定性要求高，适宜于在线实时检测，取

时检测以及人员成本的不断提高。
2、技术层面：3D 检测可以代替 1D 和 2D 检测，并且完
成之前做不到的检测，3D 检测是大势所趋。

代离线抽检。
例如：手机壳 3D 扫描，3D 线激光传感器与检测品相对
运动，输出点云数据或对应图。
工业检测的历史比较久远，检测的方法也比较多，比如游
标卡尺、高度计、面型相机、投影仪、2D 轮廓测量仪……
为什么需要 3D 在线检测？

一、3D 线激光传感器基本原理图
3D 线激光传感器是采用三角法原理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
线激光照在检测品上，由 CMOS 芯片接收并处理，输出千兆
以太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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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壳体边缘。点胶引导由于机械的不同，主要有二种方式：
（1）点胶机携带 3D 激光传感器沿着壳体四种运动，
输出引导轨迹。优点是软件相对简单，缺点是机械运动复杂。
（2）点胶机平行移动，软件进行拼接，输出引导轨迹。
优点是机械相对简单，缺点是拼接软件复杂。
（2）点胶后胶的质量检测：
通过测量胶宽、胶高和胶面积，推算胶量，判断断胶、
溢胶、少胶和胶偏等缺陷。在早期，采用 2D 检测，没有高
度数据，只有宽度数据，很难准确衡量点胶质量，采用 3D
传感器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并快速用于生产 。
但在实际过程中，胶有各种型号和颜色，例如白色、黑
色等，也有透明和非透明之分。这需要根据客户要求进行选
择，如果只是定性判断点胶质量以及缺陷，相对简单；如果

二、如何正确选择 3D 线激光传感器
1、3D 线激光传感器基本物理参数

是虚假数据，严重影响测量精度，硬件是数据可靠的基础。
（2）Z（高度方向）：Z 的分辨率厂家标注都很高，如

首先根据应用检测品的尺寸，选择传感器的激光线长度

何在实际过程中有意义？ Z 的分辨率可以分为理论分辨率和实

FOV（对应检测品的最大宽度）和检测范围 MR（对应检测品

际分辨率，理论分辨率对实际应用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宣传的

的最大高度），并根据应用留有足够的余量。

噱头，实际分辨率才有应用意义。检测方法也很简单，采用一

2、3D 线激光传感器基本性能参数

个硬质平板，激光线照在静止的平板上，在软件界面上看每点

其次，根据应用需求和客户要求实现的目标，选择 X( 宽

跳动量，跳动量的平均值就是实际 Z 分辨率。

度方向 ) 和 Z( 高度方向 ) 的分辨率以及检测频率或扫描速度，

3、实际样品测试以及现场验证

重点注意以下事项：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实际样品验证是最关键，特别对扫描

（1）X（宽度方向）：激光线轮廓点数与传感器内部的

速度的影响。最高扫描速度都是在特定实验条件下取得的，实

CMOS 芯片像素有根本关系，例如 30 万像素 CMOS 芯片标

际情况下是不可能满足该条件，对于项目实施一定要以实际测

准是 640*480，宽度方向是 640 点，假设激光线长度 FOV 是

试为准，而且建议采用标准样块进行精度验证。

30mm，X（宽度方向）分辨率是 0.047（30/640）mm，如
果进行软件插补到 1920 点，X（宽度方向）分辨率是 0.016
（30/1920）mm，从数值上提高很多，但在实际测量过程中

三、手机行业检测应用
手机在生产过程中，需要部件的检测、装配以及每个工序
质量的检验，才能实现高质量产品，其中电池异物的检测；手
机盖内螺丝有无、高度以及平面度检测；点胶前的轨迹引导以
及点胶后胶体质量的检测；摄像模组的检测等等都需要对每个
部件在线测量和分析，指导生产，否则不合适装配尺寸都会影
响手机外观和性能质量。
1、涂胶检测：在手机四周边缘上进行涂胶可以分为二大
应用。
（1）点胶引导：由于壳体四周边缘位置宽度很小，点胶
宽度小于 0.5mm，高度小于 0.5mm，因此在点胶前必须保证
壳体位置准确，而且放置高度均匀一致，才能避免点胶机点胶

定量判断，需要根据精度、胶的特性以及透明程度进行总体
衡量，总之以客户需求为准则，选择合适 3D 产品。
2、电池仓异物检测：
电池仓异物包括金属物体、生产过程塑料件以及较大的
灰尘颗粒等等，这些严重影响装配质量，特别是金属物体会
造成电池短路，影响厂家声誉。我们以技术要求：最小颗粒
尺寸 0.5*0.5*0.3mm 为例，说明如何正确选择 3D 线激光
传感器。X（宽度方向）最小尺寸 0.5mm，以 2 倍为原则，
X 分辨率是 0.25mm；Z（高度方向）最小尺寸 0.5mm，
以 5-10 倍为原则，Z 分辨率是 0.1-0.05mm；壳体最大宽
度 80-100mm，对照正控产品选择型号 LV100，其他参数
均满足 LV100 参数，经过实际现场测试和验证，确定采用
LV100 线激光传感器。
总体来说，3D 线激光传感器为了满足现场在线实时采
集要求，正朝着高速、满足复杂物体表面特性发展，设备商
集成各种传感器，万物互联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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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机器视觉
让传统焊接实现智能化
众所周知，焊接在工业制造的各个工业领域（如汽车、造船、建筑、城市管道等）有着极为重要地位。但是随着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环境差、危险高等行业特点，导致焊接从业人员从业积极性下降，从业人员严重不足，人
员成本快速攀升。因此，工业机器人取代人工完成焊接工作，也成为焊接领域实现智能制造，减员增效的主要手段。

对于问题 1，始终没有厂商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
焊接前的机器人编程已经成为制约机器人快速导入焊接领域的
最大瓶颈。
面对焊接业界对机器换人的巨大需求，以及目前焊接机器

在精度方面，“焊接机器人三维自动寻迹视觉系统”的轨
迹规划精度可达到 0.05mm, 完全可以满足激光焊等高精度焊

有限公司经过长时间技术积累和产品研发，成功研发了“焊接

接工艺的要求。在效率方面，“焊接机器人三维自动寻迹视觉

机器人三维自动寻迹视觉系统”，在不大幅度增加成本的前提

系统” 的轨迹规划速度可达到 20mm/ 秒，针对复杂焊缝，

下，解决了焊接机器人人工编程的技术难题，打通了焊接机器

其效率远高于人工编程。

人换人的最后一公里。
以下是超准视觉“焊接机器人三维自动寻迹视觉系统”的
如图所示，在焊枪前方设置有 2D 视觉摄像头和焊缝寻迹
/ 跟踪激光头。
2D 摄像头的主要作用是快速识别焊缝的起点和终点。
其主要工作模式是：
1. 基于 2D 视觉技术，通过图形化界面，工作人员可以快

尽管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制造领域快速发展，然而在焊接领

定位误差，又或是焊接热应力所造成的形变，导致实际焊缝轨

域，工业机器人的渗透率依然不高。普遍认为有以下两个主要

迹与编程轨迹存在差异，而焊接机器人并无法识别并修正该差

原因：

异，从而导致焊接品质出现瑕疵。

1. 需要机器人编程工程师在焊接前对机器人焊接轨迹进

近年来，国内外企业针对问题 2 已经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

行示教编程或离线编程。编程时间长，且容易出现错误，需多

案：即在焊枪前部加装视觉传感器，焊接过程中实时判断焊缝

次试焊才能确定最终的编程方案。面对多品种少批量的焊接产

实际位置与预先变成位置的差异，并引导机器人实时进行修正。

品，严重影响生产效率。

这一领域国内外较知名的企业包括日本基恩士，美国 LMI，德

2. 在焊接过程中，由于工件本身的尺寸误差，或者工装

国 SICK, 以及国内的北京创想和唐山英莱。

焊接主过程完成后，寻迹 / 跟踪摄像头沿焊缝运动第三次，
进行焊缝质量检查。

人需在焊接前进行人工编程的技术困境，深圳市超准视觉科技

简要介绍。
文 / 超准视觉

质量焊接。

速选取焊缝的起始点和终止点的 X/Y 坐标值；
2. 若当前视场有多条焊缝，可以通过选取起始点 1、终止
点 1、起始点 2、终止点 2……的方式，实现多焊缝选取，并设
定焊接先后次序；
3. 对于复杂零件，当六轴机械臂无法覆盖所有焊缝时，

综上所述，深圳市超准视觉所开发的“焊接机器人三维自
动寻迹视觉系统”，利用大量的计算机视觉图像及人工智能技
术。通过对焊接坡口特征的提取和分析，以及在焊缝在三维位
置空间和时间空间这四个维度的变化情况，结合不同的焊接工
艺，自动规划焊接过程中焊机及机器人的实时位姿及运动轨迹。
完全可以取代工程师示教编程或离线编程的工作。
企业简介：超准视觉创立于 2017 年 12 月，总部位于深
圳市南山区留学生创业大厦。公司创始人兼 CEO 陈珉博士毕
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计算机学院，专业计算机图像处理，被评
为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孔雀计划）。公司核心成员拥有海
外留学及工作经验，其中包括 2 名博士 / 博士后、3 名硕士。
准视觉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三维机器视觉企业，自成立以
来一直专注于工业级三维机器视觉及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产品、

通过图像化焊缝选取功能配合变位机的转动，可以上实现复杂

解决方案的研发、生产和工业化应用，为传统工业机器人赋予

零件上的焊缝快速选取。

视觉和思考的能力，让机器人更加智能，从而真正实现智能制

通过运用深度学习等算法，系统能自行识别并高亮显示焊

造和柔性制造。

缝，供操作人员选取确定，方式简单快捷。焊缝起点，运动方

超准视觉成立至今，完成了两轮数千万元融资，还获得了

向和终点的确定为下一步的焊枪自动寻迹设定了边界，打下了

深圳市政府创客创业项目资助，已获得一项集成电路布图，十

基础。

项软件著作权授权，申请发明专利四项。此外，超准视觉的产

自动寻迹过程使用前置设定的焊缝起点等信息，启动焊

品和技术获得日本万代玩具等国内外客户一致认可，广泛应用

缝寻迹 / 跟踪两用摄像头，通过算法控制，引导机械手携带焊

于汽车、玩具、焊接、切割等行业 , 成为产业、资本、政府三

枪来到可以准确开始焊接过程的起伏点。接下来，系统综合运

方面均高度认可的科技型创业企业。

用神经网络预测，高效滤波，噪声剔除和型态自适应控制等算
法，由机器人异步自寻找并确定待焊缝的空间信息，并根据已
设定在程序内的经验参数给出最佳焊接角度及机器人焊枪运动
轨迹。自动寻迹过程（无需人工干预）完成，机器人自行生成
了传统需要人工示教才能获得的空间焊缝轨迹。
当真正的焊接过程开始后，超准视觉跟踪系统实时监测
当前时间片焊缝空间位置信息，并实时控制机器手做适当修
正，确保焊枪永远按指定角度和精确位置对正焊缝，完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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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相机在 3C 行业
自动贴辅料的应用

A&B 辅料和产品视觉检测软件运行图如下：

相机 3，固定垂直向下安装，定位电脑中框，并给出辅料
A 和 B 需要贴合的位置和角度；
生产流程如图：

“龙睿 DragonVision 集成式智能相机”是一款不用编程的可配置的通用型视觉软件平台，使用简单无技术背景
也可上手操作。DragonVision 包含了上百种算法，架构开放，支持多线程多任务并行处理。可以对接 2D 视觉 +3D
视觉 + 彩色视觉 + 深度学习检测等需求。
文 / 深圳市视觉龙科技有限公司 周天强

视觉检测流程：
贴好后的产品如下图：
DragonVision 主要工具包有，相机设备、图像处理、标定

手机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工序，其中就有许多辅助配件的

校准、位置定位、检测识别、测量工具、3D 测量工具、深度学

粘贴，其实技术难度不大，不过贴的数量还不少，例如喇叭背

习、专用工具、逻辑控制、系统工具、文件通讯等。通讯部分

胶、电池粘胶、各种泡棉、热熔装饰件、标签、胶垫等等。

支持 IO 通讯、GPIO 通讯、串行通讯、TCP/IP 通讯、Modbus

本项目最大手机中框尺寸 180mm*100mm，中框颜色为

通讯、FSTA 协议通讯、Fins 协议通讯、三菱 MX 通讯等等。

白色和黑色，辅料为蓝色和黑色，精度≤ 0.05mm，一台设备

“龙睿 DragonVision 集成式智能相机”中集成了强大的
Locator 几何轮廓定位工具，定位工具基于轮廓分析完成物体
的定位，工具包含通过颜色轮廓来增强定位能力。
● 强大的多重模板分析能力，可以区分高相似度的物体
● 同时识别多个物体，无论其方位、大小
● 有效的处理局部遮盖，图像凌乱，对比度翻转以及非线性
● 很自然的使用颜色信息对彩色对象提取轮廓以加强检测

优点：定位速度快、精度高、兼顾辅料视野范围大，可实

要通用所有产品大小，换型时可自由切换。

时反馈下一个物料上料的距离。

视觉方案：
相机 1：固定垂直向上安装，双吸嘴机械手吸取 A 与 B 辅料 ,
视觉同时定位后反馈给机械手对应辅料的坐标位置和角度；

优点：定位速度快、精度高、贴合精度不受机械手的重复
性与吸嘴取料的形变精度影响。

相机 2：固定垂直向下安装，定位手机中框，并给出辅料
A 和 B 需要贴合的位置和角度；
生产流程如图：

精度

电脑中框贴辅料精准定位纠偏项目：
电脑在生产过程中也有许多辅助配件的粘贴，辅料粘贴的
数量还不少，防水软垫、导电泡棉、背胶、不干胶、导热硅胶、

● 内建的颜色标定保证了高准确度以及可重复操作性

铜箔片、带胶导电布、高温胶纸、双面胶、PET、钢片等。

● 自动构建最优化的物体模板，同时可以通过模板编辑界

本项目最大电脑中框尺寸为 400mm*200mm，电脑中框

面 方便的编辑客户模板

为白色和黑色 ，辅料为蓝色和黑色，精度≤ ±0.1mm，一台
设备要通用所有产品大小，换型时可自由切换 。

案例分享
本方案采用视觉龙的“龙睿 DragonVision 集成式智能相

视觉方案：
视觉检测流程：

相机 1，固定垂直向下安装，定位 A 辅料，给机械手需要

机”用在 3C 行业自动贴装设备上，可实现电子产品的辅料贴装，

吸取的辅料的坐标位置和角度，并给出下一个辅料需要上料的

如笔记本电脑中框辅料贴合、手机中框辅料贴合、电视机屏幕

距离；

组装、液晶显示器组装等。加上高精度高速度视觉的贴装设备

相机 2，固定垂直向下安装，定位 B 辅料，给机械手需要

每台可节约 5-6 工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及一致性。

吸取的辅料的坐标位置和角度，并给出下一个辅料需要上料的

手机中框贴辅料高精度定位纠偏项目：

距离；

软件检测如下图，视图 1 定位 A 辅料位置与角度；视图
2 定位 B 辅料位置与角度，视图 3 定位产位置与角度，校准数
据后输出坐标位置，机械手移动对位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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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Jet 微雾喷涂技术助力
渐变色手机后盖实现自动化量产
日前热议的 P30 手机，其美轮美奂的外观倍受大众追捧，华美的外表需要怎样的付出？我们来看看它背后到底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成长故事。
文 / 深圳泰达机器人有限公司

这种镀膜工艺难度非常高，良率和产能都有着极大的瓶颈。
开门见山，P30 手机的全新外观，是通过一种磁控溅射镀膜技术实现的。磁控溅射镀膜技术是在玻
璃外壳的不同区段调整工艺参数轰击不同靶材，改变镀膜的厚度及层数，并通过特定的膜厚和工艺将丰
富多变的光线反射出璀璨光影，打造出的美轮美奂的渐变色效果，成为 ID 设计的典范。

过喷的油墨非常少，不需要刻意的废气废水处理。
同时，泰达机器人也非常关注刚刚兴起的手机后盖 3D 复

但随着这种渐变色工艺在手机外观设计中方兴未艾，是否有其
他的工艺也可以达到这种渐变色效果？

合材料射出成型的市场，这套系统同样适合复合材料的喷涂。

深圳泰达机器人凭借业界领先的流体控制技术，开发出了

借助泰达机器人换色和精密计量技术，对目前市场上的

精密微雾喷涂系统，将这种渐变色工艺通过喷涂的方式实现，

3D 盖板进行涂装，确保在切换颜色时油漆损失降低，缩短清

为客户带来成本更低、产能更高的另一个工艺方向。

洗时间并大幅度减少清洗溶剂的使用量，减少 VOC 的排放，

据了解，泰达机器人的这套微雾精密喷涂系统，可以实现

实现色彩的饱满丰富。

最低 1cc/min，最薄膜厚 0.5um 的微雾喷涂，堪比 inkjet 打

总体说来，我国的涂装市场虽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但实

印技术，省墨环保，而且没有太多的材料限制，也不用担心堵

现智能数字化喷涂仍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企业都处于集成

喷头等堵心抓狂的事情，整体系统保养简单，操作方便，维护

商应用，规模普遍偏小，难以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同时也缺乏

成本低。更厉害的是最多可以进行四色的喷涂，每一个颜色最

抵御市场风险和市场拓展的实力，且表面处理加工企业对智能

多可以做 60 层色阶的渐变色喷涂。

数字化涂装产品的用途与对自身的需求还处在觉醒阶段。不过，

同时，泰达机器人采用六关节机器人对手机盖板进行喷涂，

这不会妨碍它一个拥有巨大市场前景的行业，它不仅能满足企

可确保每一片产品、不同批次的产品颜色都高度一致，并可仿

业对自身产品质量提升及生产成本降低的需求，而且同时也积

型喷涂，无惧 3D 玻璃的曲度变化。

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为社会营造一个更为环保的生活环

更加难得的是，这套系统的喷涂居然不需要遮蔽治具，不
需要载盘，不会造成背污。众所周知，传统喷涂在高效的喷涂
过程中带来的弊端就是需要很多遮蔽治具，除成本高以外，还
有就是不得不人工装卸下治具，导致过程的不良极难控制。现
在，全自动无人参与的自动喷涂可以实现了。
泰达机器人率先提出的数字化喷涂，让原来非常依赖喷漆
师傅调枪调整膜厚颜色的技术全交由电脑完成，操作工人只需
简单的在触控屏上输入数字即可。而且，电脑记录全部的工艺
参数，并可历史程序和远程监控，符合工业 4.0 的发展。
环保方面，由于是微雾精密喷涂，油墨的利用率非常高，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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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感器
实现柔性智能生产
在家电生产线中，一条产线上 70% 以上都是装配人员，如果能够解决装配自动化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整个
产线的自动化问题。然而，家电行业的自动化装配要求很高，是目前自动化改造的一个痛点。
文 / 山龙智控

像 TCL 这样的大企业，对自动化产线有着高要求：24 小

强大的研发投入是支撑山龙技术优势的后盾：目前，山龙

时不间断生产，产线基本上是满负荷运行，而且还必须达到万

智控研发团队有 60 人，已经占到企业人数的一半，其中，有

分之五的故障率。尽管条件苛刻，山龙智控在本体自主研发的

2 名博士、十几名硕士，研发人员基本上都是本科毕业。

基础上，通过将视觉技术、控制技术和工艺技术三者的融合，
其电视组装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 TCL 自动化装配生产线。
在 TCL 装配方案中，山龙智控的方案应用已经有半年之久，

事实上，山龙智控内部还有一套涵盖博士专家、系统架构
师、工程师的人才储备建设的体系，整个研发团队涉及三个领
域：视觉技术、控制技术、产线工艺技术。此外，山龙智控跟

机器设备一天运行 20 个小时可以装配 5000 台电视机，目前

中科院和哈工大等院校都保持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对研发成果

故障率低于千分之二，相比较原来人工生产线 3% 左右的故障

进行‘产学研’对接。

率，提升了 10 倍的良品率。

据悉，山龙的电视组装解决方案采用双台螺丝机协作工

在“深挖一个领域”的理念下，为了能够实现山龙智控产
品在打螺丝领域的全方位渗透和应用，山龙智控团队花了大量
的精力：山龙智控并不满足于将各种螺丝打进螺丝孔里边，考
虑到各种应用场景，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打螺丝解决方案。

不需要增加太多的产品，这就需要添加各种传感器，其中就包
括视觉传感器。
山龙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发了视觉技术，其视觉系统采用
知名工业相机，搭配自主开发的螺丝专用视觉软件，智能识别

有了标杆性企业的示范，目前，山龙的自动化装配方案已

作，四套精粗定位视觉系统，与输送机构进行信号交互，实现

经在多家家电行业得到复制，其中也包括了创维、暴风影音代

产品流入、锁付、流出的全自动化，为客户实现了减员增效，

此外，为了进一步满足应用过程中的柔性化需求，山龙通

工厂等。能够连续赢得 TCL 和创维两家知名家电企业的青睐，

效率比人工提高 20%；并有效提高了产品品质，产品不良率

过标准化模块化的方式，进一步缩减项目方案的交付时间。对

由 4000PPM 降至 500PPM。生产的数据实时显示并记录保存，

于 3C 行业来说，在同一工艺下，有 80%——90% 的需求都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龙即将推出的集成度更高的新一代驱

实现了装配过程的数字化。

是共性的，因此前期在研发上，山龙智控会派市场和研究人员

控一体产品中，也是集成了视觉和力觉传感器。通过将视觉、

深入调研共性需求和个性需求，共性的需求做成平台，再针对

力控、电机等所有的技术融合到一个控制系统中，使得该驱控

个性的需求进行应用开发。

一体设备在信息交互上带宽更大，实时性更好，产品的成本也

山龙智控靠的是什么？

技术“魅力”：强研发重自主

基于自主研发的伺服电机、控制器以及驱控一体机，相比

3C 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要求产线的柔性化，这也成为

较于普通螺丝机，山龙的 SCARA 螺丝机采用高精度绝对值伺

机器人企业和系统集成商追求的目标。在此趋势下，之前粗放

服和谐波减速机传动及输出，机器体积小、重量轻，能快速移

的应用机器人的方式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没有市场，而具备技术

动，非常方便，且传动精度高。

常运转起来，整个项目的周期可以控制在半个月，其中包括了

能力和整体集成能力的公司更容易在市场上解决这个问题。
山龙智控在 3C 装配领域的技术优势是其能够快速解决产

在标准化平台的建立下，现在给 3C 厂家做自动装配解决
方案，山龙可以做到 3 天出方案，进厂 3 天调试可以让机器正

应用“魅力”：专注专业快速

线问题的基础。据悉，山龙智控的控制系统、视觉技术以及本

机器人本身只是一个执行单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它

体都是自主研发，这让山龙智控能够自如应对方案设计，并且

需要靠解决方案驱动其应用，对于企业来说，对应用工艺的了

具备较高的性价比。

解就显得尤为重要。

方案沟通、设计、实施和后期调试上线。

视觉传感器 实现柔性智能生产
柔性生产线要求下，要求机器人企业能够快速切换产线而

mark 点特征精准定位，只要在视野范围内的螺丝孔位，即可
新增 mark 点数据库适应多品种，实现柔性化智能生产。

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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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与视觉系统结合
在多行业应用，让生产更高效

线控制），负责皮带送料、抓手抓盒、成型下压等动作；台达
VFD-EL 系列变频器则用于实现胶辊过胶、飞达送纸等动作；
采用人机界面（HMI）DOP-100 系列用于完成人机交互，同
时作为上位机，通过 RS485 给温控器下温度命令及开关命令；
采用台达温控器 DTE 系列测试胶水的温度，保证产品成型质量；
台达工业图控系统 SCADA 软件可对整个产线进行监控，并将

文 /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数据上传 MES 系统。
台达解决方案中还包括一套为天地盖工作站的操作软件，
内含“一键标定”“视觉操作”“快速换线”“实时纠偏”等
功能，方便客户在于操作方面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学习维护成
本。
具体工艺中，飞达送纸由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控制；面纸

机器人与视觉系统方案再天地盖纸盒生产中的应用
天地盖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纸制品包装盒，由于其开合方便，

主要问题
传统天地盖纸盒在完成印刷及切角后，尚需依赖人工或者

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对于产品的认知和期望，同时方便在表面进

半人工辅助设备，进行一道钉机打钉的机械加工工序，即通过

行图案和文字印刷和装饰，有利于商品的宣传和推销、提高产

钉机打钉依次完成单角的贴合 ( 四个角共需贴合四次 )，或者

品的附加值，所以常常被作为高档礼盒使用，广泛应用于各类

进行一道胶水粘贴工序。这种做法需使用大量人工，且生产效

精装礼品包装盒、鞋盒、内衣盒、衬衫盒、手机盒等各类包装盒。

率较低，并增加了原料与生产成本。

天地盖纸盒也具有结构简单、模式化的特点，很容易形

采取纸盒成型机则能够解决现有技术中生产效率低、成

成标准化，能够使用半自动、全自动设备来取代人工，达到提

本高和产线占空间等问题。纸盒成型机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

高生产效率和降低人力成本双重的目的。针对天地盒机械化、

（PLC）、光电跟踪系统、液压气动系统、人机界面等，一机

自动化生产需求，台达提供了以 SCARA 机器人加视觉系统

实现自动送面纸、面纸上胶、纸板自动输送、纸板成型贴四角、

DMV，同时配置有多种控制系统的机器人天地盖工作站解决

定位贴合、纸盒成型等作业，生产效率显着提高。

方案，显着提升了天地盖自动化生产的效果。

但天地盖纸盒的定位贴合装置是通过光电定位的方式，这
种方式结构简单，调节方便，但是却有极大的缺陷：速度和精
度不可兼得。当生产速度提高，这种定位方式的精度则不能保
证，尤其是当生产的产品是手机盒等对精度要求较高的 3C 产
品包装盒时，速度不快的问题就显现出来。

生产工艺
天地盖纸盒的主要原材料是面纸和灰纸，成型工艺就是通
过机器，将面纸和灰盒进行高精度贴合，并做折叠成型的一个
过程。其中，面纸纸张通过模切、覆膜等步骤，制成大小、形
图 机器视觉系统 DMV2000 系列

状一致的半成品；灰纸亦通过模切、开槽、贴角等步骤，剪裁
成大小形状一致，和面纸进行贴合。

台达提供的全自动天地盖纸盒成型机解决方案，关键产品、

过胶需要稳定的温控器；皮带送纸需要皮带以定长输送，将面

监控软件全部采用台达工业自动化产品，整合维护更加方便、

纸送至相机下方；视觉定即触发相机拍照确定面纸的位置信息

容易。方案中用机器视觉 +SCARA 工业机器人的方案替代原

并传递给机器人；手臂贴合是由机器人完成纸盒和面纸的贴合

来的光电机械定位法，从根本上提高了成型机的精度和产能。

工作；抓手抓盒是经过压盒动作后，成型机的抓手伺服把纸盒

该方案的优点还包括：多机一屏，定制操作软件提供高效

从皮带上抓至成型机上；之后成型下压轴会下压，完成纸盒成

操作平台；SCARA 工业机器人重复定位精度高，产品质量稳定；

型动作。

台达视觉系统，功能强大，速度快，精度高；“一键标定”、

从工艺中可以看出，前期的飞达送纸、过胶，后期的抓盒、

“一键换线”、“自动计算取料点”、“一键生成样本”等特

成型等步骤均是已经成熟的部分，但是关键点在于：如何做到

色功能极大的减少人工操作；丰富接口，后续可升级接入制造

组装部分的高速高精。

执行系统（MES）系统，建构理想中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应用方案
台达提供的全自动天地盖纸盒成型机解决方案，首先在盒

SCARA 机器人与机器视觉系统打造完美螺丝分拣
包装解决方案

纸贴合部分使用了 SCARA 工业机器人 + 视觉系统，以替代传

近年来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改变，对个人化家具的需求也逐

统的 3 光电机械定位法，达到高速高精度的贴合效果；客制化

渐提升。许多家具制造商开始经营定制家具的生产与服务，并

的操作软体，保证更换产品时的操作人性化和高时效性。同时

通过家具系统模块化的方式，提供消费者多样化、客制化的需

方案也使用了多轴运动控制器 DVP50MC 系列、伺服驱动器

求。通过模块化，制造商将家居产品拆分为单一零件，消费者

ASDA-A2-E 系列等，同时采取 EtherCAT 总线型的配置，保

或是设计师仅需依照图纸说明即可组装完毕。其中在组装的过

证了整机的高速高效。

程中，家具商品需配套消费者正确且足够的螺丝组，才能完成

其中，SCARA 工业机器人 DRS40L 系列作为执行机构，

有效的安装。通过机台自动化，台达提供模块家具制造商螺丝

主要负责从固定位置抓取纸盒，然后根据面纸来料的不同，将

分拣及包装的整合解决方案，不只可省下大量时间与人力，螺

纸盒放到面纸上；机器视觉系统 DMV 用于信息采集，负责对

丝包装的程序也能更为精致，帮助企业实现技术升级等效益。

盒纸进行拍照和图像处理，得到面纸当前的位置坐标和角度信
息。

项目方案
为了保证整机的高效，方案的主控制器采用台达最新推

螺丝包装的工艺流程大致可分为：热压包装移入、放料以

出的 EtherCAT 总线运动控制器 DVP50MC11T；在驱控部分

及封装三个程序。早期传统人力螺丝放料及包装费工费时，且

采用台达伺服驱动器 ASD-A2-E 系列（亦支援 EtherCAT 总

容易产生零件放错位置、或是单一料盒内料数不足的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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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况容易导致不良品产出，造成客户购买后无法成功组装，

需求，利用上位主机调整编程指令，实时修改产在线各运动轴

降低日后购买组装家具产品的意愿。

与 SCARA 工业机器人的动作，达到高速且灵活的控制效能。

针对客户螺丝检测与包装的需求，台达采用 4 台 SCARA
工业机器人 DRS60L 系列及控制系统，搭配 4 组机器视觉系
统 DMV2000 系列与新一代专用镜头，建构“自动化取放料站”
进行螺丝入料与包装制程，实现快速换料与扩充物料种类，满
足产线自动分拣包装的灵活性与多样性。
实际作业流程上，输送带将空置的盛料盒输送至各个机器

项目总结
在实际配套使用后，台达螺丝分拣包装解决方案能够有效
为客户带来以下效益：
● 实现“分拣 - 包装”自动产线整合：通过 SCARA 工业
机器人与机器视觉系统整合使用，该解决方案可在仅需要一条

人工作站，由各站的机器视觉 DMV2000 系列先进行“视觉

产线的情况下，即可同时进行多款螺丝工件的分拣与包装制程，

辨识”，处理拍摄下的工料画面，检测信号通过 RS-232 通讯

可节省大量厂房空间，同时提升产能。

协议传输至机器人控制驱动一体机 ASDA-MS 系列中，再由

● 高兼容性通讯，协助固有机组升级：在产线各运动轴上，

SCARA 工业机器人从取料区夹取对应的螺丝料件，放入盛料

高功能标准型控制器 DVP-EH3 系列采用脉波定位控制，与客

盒中完成分拣动作。配料完成后，盛料盒将送至热压包装机进

户固有设备的通讯一致，不需更换机台即可与控制组件相互交

行封装，完成螺丝检测包装程序。

换数据，执行控制指令，达到机组轻松升级的目的。

同时，在整体产线的编程控制上，台达采用高功能标准型

● 取代传统人力，降低不良率与成本：SCARA 工业机器

控制器 DVP-EH3 系列作为主控制器，为产线的入料、输送带

人和机器视觉系统取代人力进行放料与料件检测，提高螺丝包

运行与收料作业进行编程控制。上位主机通过工业高速以太网

良率与整体产能，节省人力与降低售后服务成本。

通讯，可与产在线的 DVP-EH3 系列及各个机器人工作站的控
制驱动一体机 ASDA-MS 系列进行实时数据传输。用户可依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