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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协作 
人机交互愈发密切。SICK传感器为此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为机器人赋予精
准的感知能力——这是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一切挑战中实现共同协作的前
提：机器人视觉、机器人安全防护、臂端工具和位置反馈。
 
机器人视觉——这种基于图像的光学系统让机器人成为有“眼睛”的伙伴，
使其能够识别出在哪些位置存在哪些物体。在工业4.0的时代实现灵活自动
化。

机器人安全防护解决方案保护人身安全，囊括了一切必要措施，使靠近机器
人的危险区域成为安全的工作场所。 

对于臂端工具，SICK为夹具和机器人工具提供成熟的传感技术，使之在工
作中洞悉一切、游刃有余。 

在 SICK 提供的位置反馈解决方案中，集成在驱动装置中的电机反馈系统可
提供速度、位置和驱动装置状态数据。其借此构建了一切机器人运动的知觉
基础。

借助机器人视觉技术的灵活自动化解决方案和确保安全、能够自由进入的
机器人应用——这就是已经到来的未来。SICK的传感器解决方案让这幅未
来图景成为可能。这是一幅人与机器人携手工作的图景——正如 SICK 与其
客户在共同协作中探寻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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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协作 (HRC) 描绘了人与自动化机器共享同一工作区并在其中同时工作的场景。在工业 4.0 的推动下，该合作模型保证了高
度灵活的工作流程、极高的系统可用性与生产力及经济效率。但只有分别适合特定应用的安全防护解决方案可以确保HRC能实
现这一保证。

>> 人机交互并非伴随工业 4.0 才成为
工业自动化的重点。此前以约 90% 占比
居主导地位的两大交互场景为：共存与合
作。空间和时间是两大重要参数。人与机
器在互动过程中同时居于不同区域的工
作场景被称为共存。若人与机器在交互过
程中共享同一工作区，但在不同的时间段
操作，则称为合作。

在工业 4.0 的框架下，第三种互动形式越
来越引人关注：人与机器人协作，需满足
人与机器人在同一工作区内同时工作。 
在这种协作场景中，符合安全运动学的标

准工业机器人不再具备足够的安全性，因
此应使用协作型机器人 (Cobot)。此时，机
器人的力量、速度和运动轨迹必须受到监
控，同时根据实际风险程度加以限制。如有
必要，机器人将停止运动或关闭。因此，人
与机器人之间的安全距离成为至关重要
的安全参数。

始终从风险评估开始——对于协作型机
器人同样如此
人机协作各不相同——因此，即便所使用
的机器人是专为协作而开发，也需要单独
评估人机协作（HRC）应用的风险。同时，协

作区还须满足基本要求，例如与邻近的、存
在挤伤或夹伤危险的可进入区域保持最
小安全距离。IEC 61508、IEC 62061 和 
ISO 13849-1/-2 等通用标准构成人机协
作（HRC） 应用功能安全的规范性依据。
此外，还应考虑到涉及工业机器人安全的 
ISO 10218-1/-2 和专门针对协作型机器
人的 ISO/TS 15066。

机器人系统的开发商和集成商不仅要仔
细检查机器人制造商采取的结构性防护
措施是否符合标准且具备功能性，还要
考虑到可能的剩余危害和风险。为此应

智能人机协作的安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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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据 ISO 12100 对机器人系统进行
风险评估，以便从中得出相应的风险降
低安全措施——例如安全光幕或安全
激光扫描仪。

安全运行模式协作型机器人系统
依据技术规范 (ISO/TS 15066)，可分为
四种协作运行模式。“安全监控停止”使机
器人停止与人交互。在“手动操控”模式中，
通过在适当减速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手动
操控机器人确保安全的人机协作（HRC）。
在第三种协作模式“性能与力量限制”中，
通过例如安全相关控制系统的限制功能

或机器人的内在安全结构将机器人的性
能、力量和速度降至预计不会导致危险或
伤害的生物力学负荷极限，由此实现必要
的安全性。该模式不受机器人与人之间有
意或无意的物理接触所影响。

“速度与距离监控”协作模式完全符合高
度灵活工作场景的需要。其基于对机器
人速度和行进路线的监控并根据受保护
协作区内操作人员的工作速度进行调整。
其中，安全距离持续受到监控并在必要时
使机器人减速、停止或更改其行进路线。
若操作人员与机器间的距离又超过最小

距离，则机器人系统可以通常速度和行
进路线自动继续运动。从而立即恢复机
器人的生产力。

人机协作（HRC） 的功能安全性： 
专业知识、产品组合与具体实施 一步到位
HRC 应用中的速度与距离监控模式在 
ISO/TS 15066 规定的几种协作模式中
最具未来潜力。鉴于之前仍居主导地位的
共存型与合作型交互场景，从这几种协作
模式对比来看，安全传感器与控制器技术
显然正面临实现无障碍人机协作（HRC） 
的新挑战。(fp)

在协作交互形式中，人与机器人在同一工作区内同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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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而安全的人机协作—— 
大陆集团的精益型人机协作（HRC） 解决方案

协作型机器人 CLAUS 与 CLARA： 
运用 SICK SAFETY 的协作型机器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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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车辆型号与变种的日益多样化和汽
车行业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也要求零部件供应商动态应对。在传统的刚性生产
线上，个别工作站的变化和故障将严重影响整条生产线的产量。故障越严重，越难以
弥补。 

人应用部的 Heiko Liebisch 如是描述协
作型机器人及其优点。“该方案使我们可
以抬下机器人并在另一轮班中将其移动
到其他位置。由此得以在两台设备旁使用
同一机器人工作。早班时在一台设备旁，晚
班或夜班时在另一台设备旁。”
借助机械分度装置，协作型机器人可随时
相对于检测台重新最佳定位。单一编码型
射频式安全开关 TR4 Direct 验证 Claus 
或 Clara 上的 TR4 Direct 单一编码型
激励元件。 

“整个系统中与安全相关的一切均由可通
过软件编程的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控
制。也就是说，Flexi Soft 将检查已编码的
安全开关是否就位。如果没有，安全控制器
将发出一条错误消息。如果开关被验证，安
全激光扫描仪 (S300 Advanced) 将加载
根据工位存储的区域组并许可协作型机
器人加载其程序并启动”，Heiko Liebisch 
如此描述初始化过程。“我们可以在协作型
机器人前部拧上多个编码型开关。这样就
能使协作型机器人适应多个工位。”

>> 在巴本豪森工厂，全天中每 15 秒就有
一件用于汽车驾驶舱的高科技组件下线。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多少余地来弥补停机
时间。因此，大陆集团现在用柔性的冗余
协作检测生产线代替刚性的检测与装配
生产线：协作型机器人 Claus 和 Clara 按
需为自动检测装置上料。必要时，员工亦可
施以援手。由 S300 安全激光扫描仪、TR4 
安全开关和可通过软件编程的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组成的 SICK 安全解决方案
为这种协作提供安全保障。 

在采用全新结构的检测生产线上，有三个
由协作型机器人 (Cobot) 上料的检测台。
协作型机器人从输送带上取件，将其放入
自动检测装置，再取出经过检测的零件并
将其放到下一条输送带上。

安全造就高效的人机协作 (HRC)
“Claus（智能自动化通用机器人系统）和 
Clara（智能自动化机器人应用）属于半移
动式轻型机器人，既能固定工作，又可移动
使用，”大陆汽车有限公司工业工程之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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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产线允许将剔出的检测件重新送回
正在运行的设备。为此操作人员在运行期
间走向检测设备或协作型机器人，将检测
件放到相应位置并离开。协作型机器人知
道仍有零件需要检测并继续正常工作。 

沿对角线安装的安全激光扫描仪提供全
方位监控，通过正面的信号灯颜色显示区
域状态或保护区域被侵入。为了让操作人
员更易于察觉，协作型机器人手臂下方的
整个部分都亮起相应的信号灯颜色。在协
作模式下，Claus 呈现黄色并减速。在红色
模式下，其完全保持静止。当操作人员离开
红色保护区域后，系统以及 Claus 重新自
动运行。操作人员不必确认。 

始终从风险评估开始——对于协作型机
器人同样如此
虽然 Claus 和 Clara 的移动速度相对较
慢，但一般而言，机械臂在靠近操作人员
时可能危及生命。“你必须始终评估整体
方案；所以我们在前部使用激光烧结的夹
具——没有锋利的棱边，什么都弄圆了。” 

人机协作各不相同。因此，即便所使用的
机器人专为与人交互而开发，也需要单独
评估人机协作（HRC）应用的风险。同时，协
作区还须满足基本要求，例如与邻近的、
存在挤伤或夹伤危险的可进入区域保持
最小安全距离。IEC 61508、IEC 62061 
和 ISO 13849-1/-2 等通用标准构成人
机协作（HRC）应用功能安全的规范性依
据。此外，还应考虑到涉及工业机器人安
全的 ISO 10218-1/-2 和专门针对协作
型机器人的 ISO/TS 15066。

由 Heiko Liebisch 领导的团队在有关协
作型机器人应用的设计、准则、法律要求
和标准等方面得到 SICK 的建议和培训。“
我们对这套系统及其运行方式非常满意”
，Heiko Liebisch 如是评价。“实践表明，该
整体解决方案还有优化空间，我们将与合
作伙伴 SICK 进行进一步开发。”

人机协作中的功能安全性 
高度自动化与柔性生产趋势：如今，人与
机器的合作更加紧密，但仍然需要确保

安全，因此在现代生产系统中确保功能
安全性是提升灵活性的重要一步。为此
不仅需要全面理解机器人应用，专业的
风险评估知识和相应的安全解决方案组
合同样不可或缺。

在某些应用中，人与移动机器人必须紧密
地相互融合。在这种所谓的协作场景中，机
器人和工件（包括工件托盘）的力量、速度、
运动轨迹都会给工人带来危险。这些危险
必须通过内在防护措施或和额外的风险
降低措施加以限制。

SICK 的 S300 Mini、S300、S3000 或全新 
microScan3 Core 结合 Flexi Soft 安全
控制器 360° 全方位防护机器人或 AGV 
和 AGC 是通过组网多个安全激光扫描仪
简化应用解决方案的一个示例。通过该解
决方案确保所有移动方向上的安全。它是
方便集成、具有高可用性且经济的一站式
的全套解决方案，即没有应用技术上的接
口风险。SICK 专用 EFI 接口（增强功能
接口）允许设备间直接安全通信。该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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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为用户极大减少了通常所需的大
量布线工作——同时，布线错误的风险也
相应降低，特别是在调试阶段。Flexi Soft 
在车辆或机器人内部的中央集成除了方
便配置，还实现从一点更好地诊断激光扫
描仪系统。这样不仅节约了调试时间，还优
化了维护和修理。

自 2017 年初获得成功的试产线 
Heiko Liebisch 和他的同事 Dejan Pfaff 
计划了大陆汽车有限公司在巴本豪森的
新 4.0 检测生产线并设计了协作型机器
人。他们是 Claus 和 Clara 的父亲，Claus 
和 Clara 不久还将迎来它们的兄弟姐妹 
Cora 与 Kurt。这次成功转变在大陆集团
开创先例。其他协作型机器人的使用已纳
入规划。Claus 和 Clara 由大陆汽车有限
公司的学徒制造而成。机械工制造底架，机
电工负责其余部分。对学徒来说，这是很棒
的事情。如果日后他们在这样的生产线上
工作，就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造的。(as)

由 S300 安全激光扫描仪、TR 4 安全开关和可通过软件编程的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组成的
安全解决方案为这种协作提供安全保障

通过在机器人中集成 Flexi Soft，整个激光扫描仪系统能够更好地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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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制造商与线性技术专家 HIWIN 在其新款 6 轴机器人臂中采用 SICK 电机反
馈系统，以满足拾放应用需求。由此节省空间，同时确保这款 5 KG 重的机器人为未
来协作应用作好准备。SICK 的多瑙艾辛根员工团队与 HIWIN 奥芬堡分公司比邻而
立，这一地域优势恰恰是双方成功合作的一大保障，因此 SICK 解决方案的实施从一
开始就开创出真正的双赢局面。

SICK 智能电机传感器为 HIWIN 机器人保驾护
航，同时为未来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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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设计出安全可靠的机器人，同时
令其能够应对未来的灵活要求？正是这
一问题促使机器人制造商 HIWIN 选择
信赖 SICK 智能电机传感器。来自奥芬堡
分公司的产品经理 Felix Herrling 如此说
道：“通过选择 SICK 电机反馈系统，我们
获得了一款极为节省空间而又安全可靠
的未来机器人应用解决方案。” 

久经考验的 SICK 单电缆技术确保所用
电机反馈系统的构型精巧紧凑，节省空
间。EKM36 集成有 HIPERFACE-DSL® 
接口，因此具备一切众所周知的优势：布
线成本低、持续创建柱状图以及长期状
态监控。而这一切通过数字化接口的两
根导线便可实现。与此同时，EKM36 在
机械方面采用成熟可靠的 36 mm 构型
设计。HIPERFACE-DSL® 技术能够将这
一紧凑构型与绝对定位相结合，分辨率高
达每圈 20 位，最大可测量 4,096 圈。

精确位置构成自动化的基础
得益于 EKM36 的这些优势，HIWIN 推
出的 6 轴机器人 RA605 具备极高的测

量准确度。因此，这款关节式机器人不仅
可用于小件单一搬运，同时也适合流水线
中的工件装配、去毛刺和抛光等自动化应
用。内置的气动和电动夹具接口将设备可
靠性最大化，减少干扰源并简化已编程的
运动过程。此外，编码器的 SIL2 认证使 
HIWIN 得以更为轻松地获得欧洲与美国
市场许可，获益显著。当然，对于中国市场
而言，这些安全认证同样是一项愈发不容
忽视的影响因素。因此，通过机器人制造
商与传感器制造商的这一成功合作，现
已打造出一款适合搬运与拾放领域的精
巧型全能产品。 

合作融入协作
合作无疑是机器人技术未来趋势的关键
词。未来的智能工厂中将致力于实现真
正的人机协作。人与机器携手工作，共同
协作。面对这一未来前景，SICK 不仅早已
提出电机反馈系统的构想，同时业已通过 
HIPERFACE DSL® 着手实施。同样地，这
一应用占据着一项重要依据，即：“我们意
识到 EKM36 和 HIPERFACE DSL® 对
未来起着决定性作用。由于集成了功能性

安全技术装置，协作型机器人现已颇具规
模，”Herrling 如是说。他进一步解释道，未
来凭借此装置即可满足所有常见的功能
性安全要求，无需更换部件。 

从多瑙艾辛根迈向世界
通过 HIWIN（德国）奥芬堡分公司能够直
接为亚洲客户提供现场服务，多瑙艾辛根
团队对此倍感喜悦。毕竟，无需跋涉千山万
水便可实现互利合作。而共同开发出电机
反馈系统的成功实施例，无疑是 SICK 贴
近客户的最佳例证。而我们来自奥芬堡的
客户显然感同身受：“同 SICK 的合作非常
顺利，成效甚佳，”Felix Herrling 在结语中
称赞道，他认为多瑙艾辛根员工团队中的
每个人无疑皆是成功的缔造者：“一旦我们
持有疑问，我们的专项联系人都会尽快给
予最令人满意的专业答复。”(mw)

“通过选择 SICK 电机反馈系统，我们获得了一款极为节省
空间而又安全可靠的未来机器人应用解决方案。”

Felix Herrling，HIWIN 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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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移动应用式重载机器人的安全解决方案 

举重若轻 

在现代化生产中，人机交互愈发密切。在工业 4.0 时代中，防护栏逐渐消失，需要灵活
移动式机器人来实现灵活而又安全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为此，来自瑞典的 OpiFlex 
公司开发出一款荣获专利的解决方案，大型工业机器人现可借此移动应用——无需
防护栏，通过 SICK 安全产品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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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机器人应用

>> “我们与 SICK 共同应对挑战，实现小批
量、高产量的生产自动化，”OpiFlex 总经理 
Johan Frisk 解释并补充道：“无护栏的解决
方案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给
予我们的客户明显更多的灵活性。”中小型
企业 (SME) 大多倾向于小批量自动化生
产，而这在此前借助固定安装、灵活性较低
的机器人单元难以达成。由于 OpiFlex 移
动机器人单元无需防护栏且易于机器人编
程，此类自动化如今得以实现。

在生产中，OpiFlex 移动机器人通过组合
人工操作的叉车、往复输送车或自动导航
车移动至适当的工作站，在此与先前安装
的平台牢固对接，插入并立即可用。“由此，
我们的大型机器人能够移动并全速奔
跑，”Frisk 说道。

SICK 安全机器人应用为机器人提供防护
为此使用两台 SICK 安全激光扫描仪 
S300 Mini Remote，它们固定安装在移
动机器人单元上，在各自的使用地点识
别工作站周围的人员。一旦有人员接近
机器人，安全激光扫描仪向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发送信号，机器人首先降低
速度。当人员进入防护区时，机器人才会
完全停止。由此提高生产率，因为机器人
无需始终完全停止。Flexi Soft 安全控
制器还防护机器人夹具，并在机器人可
能掉落零件并危及周围环境时立即停
止机器人。

此外，当机器人移动到另一位置时，安全解
决方案检查灵活移动式机器人单元是否
牢牢地固定在相应的对接工站中。因此，

机器人和对接工站完美匹配。“我们解决
方案的创新之处在于它非常易于集成。
万事俱备。只需选取机器人，将其放置在
正确的位置，立即得到全面防护，”SICK 
瑞典瓦比分公司安全系统产品经理 Ake 
Tornros 说道。

安全服务——咨询自始至终
最初，来自 OpiFlex 的 Johan Frisk 及其
团队原本怀有疑虑。“我们大胆创新，希望
开发出一款免设防护栏的大型机器人移
动解决方案。起初，我们常常听到：‘这不可
能。你们没法遵守安全规定，’”谈及最初的
挑战，Frisk 如是道。然而，OpiFlex 的探索
者们并不愿止步于此，转而与 SICK 安全
专家取得联系——最终与他们共同开发
出合适的方案。

移动应用式大型工业机器人——无需防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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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在几次研讨会中帮助我们识别潜
在风险，”Frisk 讲道。此外，SICK 还提供
风险评估、全方位咨询以及针对移动机器
人单元的安全概念支持，以便寻找到适合 
OpiFlex 的方案并最终实施。“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项目。从最初的
风险评估到软硬件方案，我们全程陪伴客
户并提供支持，”SICK 专家 Tornros 说道。

工业 4.0 时代：小批量，高产量
小批量、高产量的生产需求在很大程度
上推动着依赖灵活型机器人的所谓第三
次机器人革命。面对 SME、一级厂商和 
OEM，灵活型机器人在小批量和大批量
生产中提高生产率和灵活性。OpiFlex 机
器人单元最初专为小批量和低机器使用
率的 SME 而设计。然而，OEM 和一级厂

商对灵活性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以期同步
实现较小批量与高产量。其中一些企业已
对 OpiFlex 解决方案颇感兴趣，毕竟它通
常在新机器中能够更快地配置完毕。 

此外，OpiFlex 可在约十分钟内实现极
快的机器人编程。机器人编程不再耗费
数小时；操作人员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向
机器人示教几个简单的动作，然后它便
会自动编程。

对于采用三班至五班工作制的一级厂
商和 OEM 来说，调整或重建自动化解
决方案时安排停产计划是一项特殊的挑
战。使用传统型机器人单元实施时，停产
通常超过十天，这相当于取消 30 至 50 
次轮班。然而，OpiFlex 将整个单元的安

装时间缩短多达 90％，即只需 2 到 3 次
轮班的时长。特别是在紧凑的生产计划
中颇具优势，能够尽可能减少停机时间。  
凭借创新产品与技术，这家瑞典公司已荣
获多个奖项，包括入围机器人应用领域中
最重要的奖项之一“IERA 奖”。对此，总经
理 Johan Frisk 表示：“作为一家小型创
新企业，我们实现自身目标离不开 SICK 
的鼎力相助。我很自豪能与 SICK 共同设
计出这款灵活的移动机器人解决方案，帮
助中小型企业实现较小批量生产的自动
化。”OpiFlex 的目标是通过其荣获专利
的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依赖灵活型机器
人的第三次机器人革命，该解决方案无
需防护栏、易于机器人编程且配设对接
工站——这一切均由 SICK 安全产品提
供支持。(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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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机器人应用

OpiFlex 移动安全解决方案与 SICK 安全激光扫描仪配合使用

OpiFlex 可在约十分钟内实现极快的机器人编程

移动机器人通过组合人工操作的叉车、往复输送车或自动
导航车移动至适当的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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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技术掌控协作型机器人

赋予机器人视觉
工厂中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交互不断增多。借助 2D 视觉传感器 Inspector PIM60 和 
SICK Inspector URCap 软件，Universal Robots 的协作型机器人 (Cobot) 令众多全
新应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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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工业机器人采用固定安装，较
为笨重；它们离不开安全装置，或者必须
装设在护栏中。工业机器人的使用伴随着
高投资成本，而其操作同样需要大量专业
知识。一旦配置完毕，工业机器人每天都会
重复同样的任务。

与之相反，协作型机器人则是一款方便
用户使用的灵活型机器人，重量极轻。它
易于组装，可轻松移动至任意其他位置，
而且无需编程知识。协作型机器人更像
是车间助“手”——一条不知疲倦的机器
人臂。目标应用主要包括包装与堆垛、机
器装载、拾放应用、安装以及质量检查。丹
麦公司 Universal Robots (UR) 于 2008 
年将世界上首台协作型机器人投放市场。

协作型机器人降低自动化应用的准入
门槛
协作型机器人无需大额投入，投资回报
快，同时为企业铺平自动化道路。瑞典公
司 Hestra Teknik 同样由此获益。该公司

主营切割加工，将协作型机器人用于装载
数控机床。因此，操作人员不再需要始终
在场。为实现精确的机器人引导，Hestra 
Teknik 使用 SICK 的 2D 视觉相机 In-
spector PIM60。借助此款相机，机器人定
位输送带上的待抓取物体，将其拾取并输
送至机器。多达 32 种不同零件的参数可
直接保存在 Inspector PIM60 中。

借助视觉技术拓展应用
如果机器人可“视”，那么它将多倍拓展
自身的可能性。作为试点客户，Hestra 
Teknik 将 SICK Inspector URCap 软件

（UR+ 插件）集成至机器人控制器。利用
这款软件，机器人应用可轻松使用 2D 视
觉传感器 Inspector PIM60 附带的整个功
能范围。Inspector PIM60 是一款内嵌式 
2D 视觉传感器。这意味着，传感器可自行
执行所有计算，无需外部计算机。

特别是在机器人引导领域，还可组合视
觉系统与机器人操作：在短暂的校准程

序后，SICK Inspector URCap 可在机器
人坐标系中设定抓取位置。此外，2D 视觉
传感器 Inspector PIM60 能够执行检测
与测量任务，以确定 Pass/Fail（通过/失败）
标准或实现趋势显示。
借助 SICK Inspector URCap 软件提供
方便用户使用的接口，可用于 Inspec-
tor PIM60 和机器人的集成。该系统能够
轻松减少单调的手动操作程序，同时拓展
协作型机器人的使用。

Hestra Teknik业务经理 Stefan Man-
fredsson 认为 SICK Inspector URCap 的
最大优势在于：“简便——只要拥有基本的
技术知识，即可配置这一系统！所需的一切
均已集成在机器人控制器中。无需可编程
逻辑控制器或其他通信系统。凭借 SICK 
Inspector URCap 软件，SICK 开发出一
款易于操作的系统，完美适配 Universal 
Robots 的简便接口。”(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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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动化流程中，拣选几何形状和内
容物各不相同的包装袋始终是一项非同
寻常的挑战。fpt Robotik 提供用于可靠
检测、抓取和放置包装袋的解决方案，即
组合 SICK 智能 3D 相机 Visionary-T AG 
的 Subito Connect A 单元。该机器人单
元在 2018 年慕尼黑国际机器人及自动
化技术贸易博览会 (AUTOMATICA) 上亮
相，其紧凑灵活，适合移动应用，可轻松安
装至手动工作站以及物流或拣货工作站。
因此，该解决方案在市场中获得普遍认可
不足为奇，多家知名企业已对此表现出浓
厚兴趣，其中包括一家德国大型游戏厂商。

在寻找提供基于相机的夹持装置的得力
合作伙伴时，SICK 及其机器人视觉产品
成为当仁不让的上佳之选。凭借 Vision-
ary-T 的多款变型，该公司推出了极具竞
争力的“Sensor Intelligence.”相机解决
方案。3D 相机可与其他竞争对手的 3D 
快照解决方案相媲美，但明显更具成本
效益。因此，极佳的性价比对于产品的选
用起决定性作用。

3D 技术带来出色的抓取效果
特别是在针对柔性表面和非真空密封表
面的拾放应用中，面对抓取和放置包装

所有碎片共同拼凑出一幅完美的画面。然而，与拼图游戏不同，fpt Robotik 公司通过旗下新款专利夹具与 SICK 3D 相机 
Visionary-T 的专业协作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成就卓著的自动化专家，fpt Robotik 设计出一款针对拾放应用的全新机器人单元，
即 Subito Connect A 单元，从而弥补了基于机器人的柔性和易变形产品（特别是包装袋）拣选流程中的漏洞。先进的夹持装置能
够高效分离和放置非真空密封的产品，目前尚无自动化应对方案的产品亦不在话下。为可靠定位此类产品，需要一款合适的“可
视”系统。为此，机器人制造商可使用 Visionary-T AG。凭借 SICK 历时不到一年的成功开发和在单元内部实施期间的全力支持，
收获颇丰，成效显著。

FPT ROBOTIK 与 SICK 在机器人视觉领域中完美合作 

攒零合整，解锁成功

组件的特定情况往往容易因小失大。这
意味着，此类复杂精细的应用需要积跬
步之功方可实现。只有当这些碎片全部
正确组合，才能拼凑出整幅成功协作的
图景。为此，fpt Robotik 和 SICK 成功地
将自身技能和专业知识相结合，切实构筑
起精诚合作的里程碑。为将 Visionary-T 
AG 集成至 Subito Connect A 单元，双
方的所有参与人员均沉着冷静，坚持不
懈，展现出高超的技能与出色的专业性。
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经过不到一年的紧
密合作，得以将夹具和相机适当组合，确
保可靠投产。

单元内部合作
单元内部的成功应用完全归功于各个组
件之间紧密无间的协同作业。相机采集
到的 3D 数据将立即在现场进行预处理
并转换。为此，Visionary-T 配备性能极佳
的硬件和多种特殊的图像处理滤器，借此
可靠检测深色、透明或反射物体的空间位
置。由此精确识别出物体位置后，通过简
单的 3D 全局坐标立即将其传输给机器
控制器，速度最高可达每秒 50 帧图像。 

其中，数据预处理可使相机直接连至可编
程逻辑控制器，从而确保已获专利的夹具

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因此，一旦成功实施，
则可轻松实现有保障的产品分离。

践行智能化
fpt Robotik 的项目经理兼企业战略专家 
Andreas Frick 在谈及自身业务领域时评
论道：“机器人的用途非常广泛。然而迄今
为止，它们仍无法用于柔性组件的自动化
处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成功检测包
装袋。如今，通过夹具和相机的完美协作，
一款实现突破性机器人应用的产品得以
问世。”这番话充分诠释了在成功应用中需
要组合众多碎片才能拼凑出完美结果，譬
如在 Subito Connect 等机器人单元中实
现快速抓取和放置。参与项目期间，SICK 
员工通过引入相机技术，对系统智能化作
出重要的贡献。当然，该项目的成功同样
体现出 fpt Robotik 团队的通力合作与高
瞻远瞩。在此基础上，双方将继续携手前
行。由此，在不久的将来无疑会呈现更多
的创新解决方案与切实的成功案例。(mw)



19

：聚焦 机器人应用

用于拾放应用的 fpt Robotik Subito Connect A 单元

Visionary-T 通过 3D 全局坐标将识别到的
物体位置传输给机器控制器，速度最高可达
每秒 50 帧图像

3D 相机 Visionary-T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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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microScan3 产品系列的安全激光扫描仪及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DESMA 在注塑机上确保机器人安全运行。光电防护设
备和安全控制解决方案实现符合人体工学的机器进入，从而确保流程导向型物料供应与拾取。一旦安全区域为空，机器人就自动
拾取供应的原材料，输出经加工的硅胶与橡胶件。同时，安全激光扫描仪十分节省空间，不会干扰作业流程。

利用机器人打造自动化： 
安全无需防护栏

>> SICK 应用咨询人员与 DESMA 相关
专业部门紧密协作，共同制定 DESMA 注
塑机的机器人安全概念。它组合了用于机
器人前方危险区域防护的 275° 水平保
护区域与用于工作区域危险点保护的垂
直保护区域。如果有人员接近机器人，水
平防护型安全激光扫描仪会及早识别，
然后控制放慢引发危险的机器人运动，
从而避免其造成危险。由此可明显降低
垂直监控型 microScan3 与引发危险的
机器人运动所需的安全距离，进而也能减

少机器及其安全设备的整体空间需求。另
一台 microScan3 监控机器人的放置台。
例如，机器操作人员站在台上切换模具，即
身处受监控区域内时，放置台由该安全激
光扫描仪检测，以防机器人意外启动。因
此，整个安全防护应用可通过自动重启运
行，也就是说无需手动重启联锁。工人由此
改变观念，不再认为安全设备妨碍作业，因
为它全自动遵循工人的作业流程，而人员
也无需明确与其交互（按下重启开关）。对
此所需的逻辑以及集成其他安全组件（例

如紧急断电按钮）在 Flexi Soft 安全控制
器内完成。SICK 和 DESMA 共同研发的
防护理念为加工硅胶与橡胶的 DESMA 
机器提供最高性能与可用性，主要原因在
于 microScan3 的创新型 safeHDDM® 
扫描技术。

DESMA：注塑机专家
系统适合多种行业的优质解决方案——
位于弗里丁根的 Klöckner DESMA Elas-
tomertechnik GmbH 通过用于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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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橡胶与硅胶成型件的个性化一站式系
统解决方案，实现这一自身期望。为此，该
企业一站式提供注塑技术、模具制造与自
动化技术。因此，注塑机满足特定客户与行
业的要求并实现安全流程。其可确保以最
高利润生产橡胶与硅胶成型件，例如用于
汽车、船舶、供能设备或医疗器械。

人机协作实现自动化物料输送与拾取
前瞻性技术是 DESMA 注塑机的主要特
点。这同样适用于技术高效而又低成本加
工橡胶与硅胶的生产方法。改善生产率的
可能性在于人机协作，此时人与自动化机
器共享同一工作区并在其中以不同时间
作业。人机协作实现高度优化的作业流程，
改善系统可用性、生产率及经济效益。所
以，DESMA 为其注塑机开发协作型工位，
其中员工提供坯件，机器人作为生产助手
抓取坯件并送入机器之中。一旦坯件加工
完毕，机器人就将其取出并提供给操作人
员进行运送，然后放入下一个坯件。该流
程表明工人无阻碍进入机器的重要性。因
此，DESMA 协作工位周围无需防护栏或
其他机械装置。

利用安全激光扫
描仪 microScan3 
进行水平与垂直式防护
注塑机制造商通过非接触式安全作用系
统应对机器人应用，该系统能消除操作人
员面临的事故危险，同时确保人员无阻碍
地进入机器。共使用四台 microScan3，均
与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相连——其中
两台配合形成水平对齐式保护区域，另外
两台配合形成垂直对齐式保护区域。物体
分辨率可配置（分级：30 mm 手部检测至 
200 mm 人身检测）——单台 microScan3 
也可形成分辨率不同的多个防护区域运
行。这款精巧而坚固的设备非常易于集
成：借助抗振型支架系统进行机械集成，
通过 8 针 M12 标准插头完成电气集成。
扫描范围高达 5.5 米的受监控保护区域
可通过笔记本电脑借助 Safety Designer 
软件轻松地直接绘入机器布局。该参数
设置通过 USB 保存在安全激光扫描仪
内。运行期间，microScan3 的彩色显
示屏展现其运行状态，通过操作面板的
按键可调出更多明文显示信息。安全激
光扫描仪 microScan3 的技术亮点在于 

safeHDDM® 扫描技术，其符合 
EN ISO 13849 的性能等级 d 和 

IEC 62061 的 SIL2 要求（HDDM = 高分辨
率距离测量）。这种用于安全相关时间与距
离测量的高分辨率数字化方法尤其能为
协作场景的防护（例如 DESMA 注塑机）带
来一系列优势，其发出的激光脉冲数是其
他常见飞行时间测量方法的 100 倍以上。

前所未有的稳定测量值进一步提升生
产率
多脉冲方法组合特定数字化评估可生成
明显更为稳定的测量值，即使是规定的最
小反射值（1.8%）也可安全检测，不会与干
扰信号重叠。该扫描技术的可靠评估方
法确保最高可用性，例如在眩光、灰尘或
其他环境影响下。 

编码脉冲避免相互干扰
如果同时或依次相继运行多台设备（例
如 DESMA），那么每一台安全激光扫描
仪的激光脉冲时间编码十分关键。因此，
为防护注塑机上的机器人共使用 4 台 
microScan3，以大约 200 mm 的高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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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机器人工作台上。其中两台形成垂直
保护区域，其以 90°角相互配合实现访问
保护。第三台与第四台安全激光扫描仪安
装在机器人工作台的上方与前方，充当水
平区域防护。安全激光扫描仪可能会相互
干扰，但 microScan3 无此顾虑：每台设
备的激光脉冲按照数纳秒的时间偏差编
码，其序列通过内置的随机数生成器额
外修改。因此，两个编码相同的扫描序列
及由此造成的相互干扰危险几率极低。
激光 LED 用作光源的其他传感器与传
感系统也无法影响新一代扫描仪的安全
功能与可用性。

加强对眩光、灰尘与沉积物的耐抗性
协作应用适用于生产、安装与物流环境。安
全激光扫描仪 microScan3 作为 DESMA 
注塑机的协作式监控解决方案，必须适应
预期的环境条件。借助 safeHDDM® 扫描

技术，它能实现前所未有的环境光抗扰度，
高达 40,000 Lux。因此它几乎不受强光
影响——无论是明亮的自然光、高频的
人工照明还是直射透镜的光源或反射
光。而且，safeHDDM® 的评估功能确保，
识别安全性和可靠安全功能不会受环境
中的尘粒以及传感器光学检测面上积
聚的沉积物影响。此外，安全激光扫描仪 
microScan3 具备抛物曲面形状的透明保
护盖。它将激光脉冲光学路径及其散射波
束范围之外的所有反射光引导至光镊中，
远离设备中的接收元件。由此进一步提升
对灰尘和沉积物的耐抗性，注塑机上的机
器人可用性更高。

安全机器人应用设计领域的全面专业知
识
microScan3 产品系列的问世引发了主
动检测型安全激光扫描仪市场的技术革

新，这对于安全且可用性高的人机交互同
样尤为有利。microScan3 以及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同为传感器与控制器产品组
合的一员，该产品组合数十年来为满足
安全型机器人应用的要求而不断完善。
以不同技术为基础，日益智能化的安全
解决方案不断使要求愈发严苛的新型协
作应用成为可能。“选择 SICK 作为实现协
作应用的合作伙伴对 DESMA 而言至关
重要，因为 SICK 不仅拥有丰富的产品与
系统解决方案组合，还具备出色的安全防
护咨询能力并提供有关安全概念的全面
服务，”DESMA 硬件研发团队主管 Heiko 
Wolters 说道。(ms)

如果有人员接近机器人，水平式安全激光扫
描仪会及时检测到人员侵入，并降低机器人
运行速度，从而避免其造成危险

DESMA 通过非接触式安全系统，消除机器
人应用中操作人员面临的事故危险，同时确
保人员无阻碍地进入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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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机器人应用

久负盛名的机器人专家 Universal Robots (UR) 与传感器解决方案的领先供应商 SICK 联合开发了两项协作型机器人的创新
应用。

UNIVERSAL ROBOTS 与 SICK 共创未来之路

>> 这两项应用将两大公司的独有优势
集于一体，在同一工作空间中实现人与
机器人的协同作业。其中，协作型机器人 
(Cobot) 负责重物举升和重复性移动作
业；而工作人员则可在安全环境中自由移
动，完成高要求任务，进而创造附加价值。

其中一项应用采用了 SICK 的两款传感
器，与机器人连接后可用于识别与定位，
是包装与物流流程中拾放或质量管理任
务的理想之选。作为一款 2D 视觉传感
器，Lector63x 允许机器人借助 2D 识别
技术获悉输送带上物体的相关信息。

“早在工业 4.0 这一概念尚未成形之
时，SICK 便已成为该领域的专家，”SICK 
西班牙分公司汽车与机械制造行业经理 
Jaume Catalán 讲道。“视觉传感器、安
全与识别解决方案以及 Smart Sensor 
在数十年前就已成为公司的重要支柱。
因此，SICK 始终是工业 4.0 和智能工厂
领域的引路先驱之一，这一点不足为奇。”

凭借获得 TÜV-NORD 认证的十五项安全
功能，Universal Robots 的协作型机器人
无需安全栅栏即可运行。它们经过编程，确
保在行进路线中出现人员或物体时立即
停止。由此避免一切意外接触。SICK 安
全激光扫描仪 microScan3 为操作人员
确保安全环境，它检测是否有人员存在，一
旦人员进入预先规定的危险区域，则自动
降低机器人速度。

在另一项应用中，2D 视觉传感器 Inspec-
tor PIM60 负责拾放和质量管理流程中

的位置识别任务。基于传感器测得的数
据，UR 机器人能够识别物体的位置和
朝向。此外，借助 SICK 专为 Universal 
Robots 平台 UR+ 开发的一款插件，编程
与调试作业的简便性与快捷性远超以往。

“积极进取的技术追求和孜孜不倦的研究
热忱是所有成功行业供应商的共同特点。
在此情况下，通过二者并举同样创造出在
未来数年内为生产流程带来显著增益的
出色成果，”Jaume Catalán 总结道。(cf)

Universal Robots 与 SICK 促进人与机器人紧密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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