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交运
用于行李追踪的
激光、
相机与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机场

航空行李识别 无间断行李追踪

SICK 将人员与科技紧密结合
在无间断的行李追踪中，
需要多方面共同协作。
其中一方面涉及可靠的技术与硬体和
软体运行，
另一方面涉及到运用此项技术进行工作或从中获益的人群。
首当其冲便是
航空乘客，
应尽可能减少行李丢失情况。
同时也涉及到确保落实IATA753号决议的决
策人员。
对此，
SICK在行李追踪有着较佳的技术和合作对策。
根据 SITA“行李报告”，
仅在 2016 一年时间内，
延误、
丢失以及损坏的航空行李
（处理
不当的行李）
就造成了高达 21 亿美元的费用。
为尽可能减少此类费用并提高客户满
意度，
IATA 发布了 753 号决议。
协议声明航空公司有责任确保对行李进行无间断的
追踪，
从航程开始直至结束。
相关负责方，
即航空公司、
机场管理者以及地勤工作人员
为实落实决议，
需要针对其需求量身定做、
持久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SICK拥有符合
要求的感应装置及所需的技术知识，
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成功追踪航空行李的问题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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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行李识别 无间断行李追踪

SICK 的解决方案将伴随航空行李的整个航程——从自动化行李托运、
运输和分类流程直至行李交还。

行李追踪接力赛的胜利
如果在接力赛中无法成功交棒，
比赛也就获胜无望。
共同参与的
挑战过程。
行李处理方面也十分相似。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导致
满盘皆输：
最糟糕的后果是旅客丢失行李，
而航空公司赔偿大量
金钱且声誉长期受损。
航空行李处理恰恰和接力赛一样，
是需要所有参与者.在赛跑时
接力棒逐一传递，
而在行李递交时也会转移处理责任。
递交过程
中只有完美合作及最佳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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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获得成功。
顺利完成所有事项方可冲过终点，
将行李完好无
损地送达目的地。
行李托运时，
从乘客手中到目的地接收处的途中，
行李将经过航
空公司、
机场管理者以及地勤工作人员之间的多个转运区。
在地
面运输时，
需行驶数千米的行李必须始终处于监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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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断行李追踪 航空行李识别

查漏补缺并建立连接
753 号决议表明，
首要任务则是填补追踪中的现有漏洞。
SICK 在此大展身手。
从航空行李托运到交还乘客,SICK为航空
行李分拣提供全方位支持。
与此同时三大技术被应用：
激光、
摄
像、
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或同时结合这几项技术。
SICK 作为航空
行李读取领域引领全球的智能传感器解决方案制造商,提供一
站式完整的解决方案SICK的专业技术知识确保拥有跨技术的
咨询能力，
从而提供为客户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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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同样为已有设备设计方案，
以便满足当前技术要求。
SICK系统模块化的设计理念，
使得更换单独组件方便快捷，
并
能持续升级更新。
因此能不断深入发展已有解决方案。
例如，
激
光系统可以扩展到具有激光和图像技术的混合系统。
或实现
OCR与视频编码的一体化即相比传统的激光方案，
新的激光与
相机混合系统，
在大大提高行李标签识别率的情况下，
还能获得
更多行李标签的字符信息。

机场 |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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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行李识别 无间断行李追踪

人员交互
SICK 为客户提供的远不止合适的产品与系统解决方案。
仍以接力赛为例：
SICK 除
了作为精良装备的设备供应商，
也同样提供专业的咨询人员，
相当于体育比赛的教练
或指导人员。
因此，
客户不仅能从三大行李识别技术中获益也能获得经验丰富 SICK
员工的支持。
他们将客户利益作为重中之重并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合适解决方
案；
基于最新产品开发的灵活性，
SICK系统总能紧随最新前沿技术的脚步。
他们将客
户利益作为重中之重并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寻求最优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基于灵活
性，
SICK 系统总能紧随最新的科技进步。
SICK 与客户的协作关系并不会随着安装与调试而终止。
SICK 将售后服务作为服
务的重要环节。
SICK 员工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
确保航空行李输送设备的流畅
运行——这也体现了与个人客户关系是何等重要以及 SICK 对设备长久运行何其
重视。

行李运输的正确对策
无论客户要求多高，
SICK 对无间断行李追踪始终有着专业解答。
无论何处有何疑
问，
SICK 始终在此。
无论是全新安装或更新现有系统、
需要自动化行李托运系统、
，
分类分拣的冗余识别系统、
亦或是中转或者到达的准确识别，
借
助 SICK 传感器均可流畅运行。

SICK ALIS 系统能够可靠的识别并检测航空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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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A 753 号决议 航空行李识别

保持客户满意度：
IATA 753 号决议
IATA 753 号决议旨在从行李托运处到将行李交还乘客期间，
确保无间断行李追踪。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 要求其成员
（在其组织下的航空公司）
，
于 2018 年年中之
前确保使用合适的追踪系统。
至关重要：
整个行李运输过程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转运
点届时应配备兼容的技术设备。
因为在棘手的转运点信息流应尤为进行多倍优化。
只
有这样才能切实进行查漏补缺。
IATA 希望通过实施与遵循 753 号决议，
提高客户满
意度并降低因延误、
丢失或损坏航空行李造成的费用，
并遏制诈骗与盗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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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行李识别 激光、图像和无线射频技术

模块化航空行李读取门
针对机场行李托运，
SICK 专门研发了追踪系统 ALIS (Airport Luggage Identification System)。
其设计成门通道能够按照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 (IATA) 的标准可靠读取一维条形码以及位于行李标签上，
用于标记与精确对应航空行李的RFID标签。
即使行李标签
受损、
脏污或印刷质量不佳，
ALIS 亦可实现高读取效能。
因此，
SICK 致力于提高行李输送设备的行李吞吐量及缩短运转时间，
同时
尽可能减少人工操作。 SICK在电子组件、
诊断和可视化软件、
调试到全球全天候服务支持方面均提供与符合客户特定要求的定
制化方案。

借助 ALIS 安全可靠地进行航空行李托运
ALIS – 利用激光技术进行识别
自 1990 年起，
采用激光技术的ALIS便已投放市场。
随着 ALIS
的不断优化，
SICK 的应用专家将从全球范围机场系统应用中
长年积累的经验融会贯通。
这使此款ALIS 成为可靠的解决 方
案，
确保可靠识别并追踪标有一维条形码的航空行李。 与此同
时条形码位置与朝向对读取无任何影响。
可选择将相机集成
至系统内部，
以便将行李照片与条形码一起传输至行李设备的
计算机。
由此可轻松查验例如行李是否在托运之前已经受损。
最关键的系统组成部分是 CLV 系列基于激光的条码扫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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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受益：
•• 久经考验的可靠技术，
满足最高工业要求
•• 通过SMART条形码重建功能甚至可对脏污、
损坏或印刷质
量不佳的条形码进行可靠读取
•• 调试和维修保养很简单
•• 单主机接口
•• 100% 冗余设计
•• SICK 软件可视化平台以及内容丰富的诊断方案的一体化
有助于预见性维护并避免停机

8022602/2017-09-25 (GCN 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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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
图像和无线射频技术 航空行李识别

OCR

ALIS – 利用图像技术进行识别
最为关键的系统组成部分是 Lector® 系列基于图像的读码
器，
用于图像采集以及全方位读取一维条形码。
除条形码识别
以外，
采用图像技术的 ALIS 还可借助自动化光学字符识别
(OCR) 和/或视频编码，
提供 标签信息
（例如航班号）
图像以用
于更多的用途。
即使在行李来源信息 (BSM) 不可用的情况下，
也能通过输送系统实现即刻运输航空行李。
由此可显著地降低
人工编码站 (MES)的高昂成本。
另一款采用图像技术的 ALIS 结合了基于图像的读码器
Lector65x 和 CLV 系列基于激光的条码扫描器。
因此，
现有的
SICK 激光系统可升级至激光及相机混合系统，
从而进一步提
高性能。

您的受益：
•• 图像采集完整且分辨率高，
亦可选择从下方采集
•• 对于受损、
脏污或印刷质量不佳的标签获得更卓越的读取
结果
•• 光学字符识别 (OCR =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与
视频编码能力
•• 调试和维修保养很简单
•• 单主机接口
•• SICK 软件可视化平台以及内容丰富的诊断方案的一体化
有助于预见性维护并避免停机

RFID

ALIS – 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进行识别
这款航空行李识别解决方案 ALIS 基于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独特优势：
识别行李上附带
的 IATA 标签时，
无需直视标签。
这使得航空行李的可靠追踪
更为轻松。
最为关键的系统组成部分是 RFU 产品系列用于读
取和写入 RFID 标签信息的读写器。
采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的
ALIS 满足全球 IATA 标准规定，
其传输技术专为欧洲、
美国以
及其他国家许用的 UHF 带宽所设计。

8022602/2017-09-25(GCN 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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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受益：
•• 可靠配对标签与行李，
即使在高行李吞吐量下也可确保分拣
流程准确无误
•• 通过 UHF 技术实现更大扫描范围
•• 调试和维修保养很简单
•• 单主机接口
•• 100% 冗余设计
•• SICK 软件可视化平台以及内容丰富的一体化诊断方案，
有
助于预见性维护并避免停机

机场 |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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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行李识别 应用示例

人工和自动行李托运
手动读取行李标签
通过手持条码扫描器 IDM16x 或 IDM26x，
检录人员读取由其
本人或由乘客贴在行李上的条形码。
蓝牙或 WLAN 等无线型
手持条码扫描器提供了充分的灵活性和便利性。
•• 手持条码扫描器 IDM16x 或 IDM26x
g www.sick.com/IDM16x
g www.sick.com/IDM26x

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自动读取行李标签
紧凑型 RFID 读写装置 RFU63x 能够批量读取并将数据写
入行李标签。
后者包含印刷的条形码及一个 RFID 应答器。
在
RFU63x 上最多可连接三个外置天线。
•• 无线射频识别读写器 RFU63x

g www.sick.com/RFU63x

利用激光技术自动读取行李标签
在自动检录行李时，
条码扫描器 CLV65x 能够可靠地识别行李
标签上的条形码，
无论该标签是否贴在行李件上。
CLV65x 具备
自动对焦和大景深，
同时内部集成了高性能读取算法，
在条形码
受损、
印刷不清晰或部分被遮盖的情况下仍能进行精确识别和
解码。
该扫描仪集成在自动行李检录系统中，
保障了尽可能高
的读取率。
•• 条码扫描器 CLV65x

g www.sick.com/CLV65x

运输和分拣
利用技术自动读取行李标签
基于图像的读码器 Lector65x 具备高分辨率和大景深。
如果将
其集成至 ALIS Vision 系统，
即使在条形码有损坏或存在脏污，
以及将图像用于特殊任务时，
该相机也能实现较好的读取性
能。
即使行李来源信息缺失，
系统也可以结合视频编码或光学
文字识别 (OCR) 读取行李标签上的分拣数据。
同时提高了分
拣率并优化了运输时间。
• 追踪系统 ALIS Vision

g www.sick.com/ALI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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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示例 航空行李识别
利用激光技术和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自动读取行李
标签
ALIS Hybrid 系统由条码扫描器和无线射频识别读取设备组
成，
是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进入航空行李运输领域后应运而生的
解决方案。
鉴于全球大多数航空公司仍在使用不带无线射频识
别应答器的行李标签，
行李输送系统中的许多地方需要采用具
有两种技术的识别解决方案。
SICK 推出的 ALIS Hybrid 在一
套系统中统一了两种技术，
从而实现极高的读取性能。
•• 追踪系统 ALIS Hybrid

g www.sick.com/ALIS

行李装载
手动读取行李标签
在空运集装箱或行李车装载时，
手持条码扫描器 IDM16x 读取
行李件的条形码。
条形码信息实现旅客与行李数据的匹配
（核
对）
。
若旅客未能登机，
则必须将其行李从飞机中取出。
•• IDM16x 手持条码扫描器

g www.sick.com/IDM16x

行李交还
利用无线射频识别技术自动读取行李标签
ALIS RFID 用于行李标签上带有RFID应答器的追踪任务中。
为遵照 IATA 753 号决议填补识别流程中的漏洞，
到达区域内
的行李标签读取十分关键。
已有的简易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在此
展现出此项技术的优势，
提供可靠的读取结果。
•• 追踪系统 ALIS RFID

g www.sick.com/ALIS

利用激光技术自动读取行李标签
ALIS Laser 适用于由由一家或多家航空公司使用的行李到达
区，
且无法确定行李上是否带有无线射频识别标签。
SICK 成熟
的激光技术已在世界各地历经多年检验，
确保实现高性能和可
靠性。
• 追踪系统 ALIS Laser

g www.sick.com/ALIS

8022602/2017-09-25(GCN 2021-07-01)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机场 | SICK

11

ALIS 追踪系统
CLV65x 条码扫描器

A
B
C
D
E
F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ALIS – 概览
• （可选）100% 冗余设计
• 可用于皮带输送机和翻盘式分拣机
• 极高的读取率

• 适合 IATA 条形码和 RFID 应答器
• 聚焦于行李件和实时读码
• 久经考验的高性能传感器

您的受益
• 自动读取脏污和部分遮盖的条形码和

应答器标签，减少手动再处理行李件
的工作量
• 通过传感器连接插头中的可保存参数
和快速夹紧装置快速更换各个传感器

• 高运行安全性
• 便于操作，维护成本低

-- www.sick.com/ALIS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CLV65x – 概览
• 大景深，实时自动聚焦
• 集成的功能键，如：开启自动设置或进

• 高度灵活的排序功能和过滤功能
• 用于诊断数据检索和网络监控的集成

• CAN、Ethernet TCP/IP、PROFINET

• 所有新型 SICK 产品均具有 SOPAS

行读取质量评估

和 EtherNet/IP。无需使用其他以太网
网关（连接类型为“以太网”时）
• 升级的 SMART 条码重建功能

网络服务器

配置软件，参数设置工具

• 集成的 LED 条形指示灯

您的受益
• 通过自动聚焦功能，不需要其他型号

的产品或额外的光电传感器进行调
焦，所以它能降低成本
• 智能自动设置以及功能键为您节省调
试时间
• 通过 microSD 存储卡即可进行简便
的固件升级：无需通过电脑

• 升级的 SMART 算法能够实现对于受

损、受污染和部分遮蔽的条形码更高
的读取率
• 仅需在控制系统中进行少量编程，即
可以所需格式将数据传递至控制系统
• 通过集成的网络服务器，无需其他软
件，即可对监控及诊断数据进行检索

-- www.sick.com/CLV65x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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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扫描器 CLV69x
基于图像的读码器 Lector65x
CLV69x – 概览
• 增强型的条码重建技术 SMART+
• 带集成参数存储器的新型连接技术
• 集成了 CAN、以太网和 D-Sub（取决
于使用的克隆插头）
• 借助实时的自动聚焦功能，实现大景
深

• 统一且操作方便的 GUI“SOPAS ET”
• 集成的追踪功能，无需使用额外的系
统控制器

• 灵活的分类和筛选功能
• 集成的、带操作面板的 LED 指示灯

您的受益
• 借助增强的算法 SMART+，对于受

损、脏污和/或部分被遮盖的条形码也
能实现更高的读取率
• 即使对于困难的应用情况也能通过高
计算性能实现高的准确度
• 在使用以太网克隆插头时无需额外的
以太网网关 – 低成本

• 通过集成的功能键和 LED 指示灯，节
省了调试时间

• 独特的扫描仪智能功能可以实现灵活

的输出格式并节省控制系统额外的
编程成本
• 由于标准应用无需额外的系统控制器
就能实现，因此降低了成本

-- www.sick.com/CLV69x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Lector65x – 概览
• 70和40Hz的高帧率
• 具备动态焦距调节功能
• 集成的大功率 LED 照明

• 功能键、激光辅助、光学和声音反馈
信号

• 智能、快速的解码算法

您的受益
• 通过大视场和动态聚焦功能，条码

位置、物体高度和输送速度具有高灵
活性
• 经济、简单且模块化地集成多台设备，
与输送带的宽度相匹配
• 设备装置极为直观，配有功能键、自
动设置、集成的照明装置、激光辅助、
声音反馈信号和绿色反馈 LED 屏，将
培训和安装成本降低

• 即使对于可读性较差的条码，智能解
码算法也能实现较佳读取性能和大
吞吐量
• 借助 4Dpro，可以快速、便捷地集成
至多个工业网络

-- www.sick.com/Lector65x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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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U65x 无线射频识别
RFU63x 无线射频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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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U65x – 概览
• 紧凑型 UHF -RFID 读写器，符合

ISO/IEC 18000-63
• RFID 应答器的位置确定和角度识别

• 集成算法从大量测量值中得出通过和
运动方向

• 支持工业典型数据和现场总线接口

您的受益
• 得益于应答器的正确布置，包括集成

通过识别与方向输出，UHF-RFID 应
答器具有极高的读取安全性。
• 节省空间的紧凑型设备，无需额外的
外部天线
• 可轻松集成到采用 4Dpro 连接技术
的工业现场总线中

• 满足外壳防护等级 IP 67“室外应用”
的要求，坚固且使用寿命长

• 兼容 SICK 的其他无线射频识别读写
器，因此可非常灵活地使用

• 在 SICK 的软件环境中，可为设备编
程额外软件功能并集成到设备中

-- www.sick.com/RFU65x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RFU63x – 概览
• 适合工业的 UHF 无线射频识别读写
单元
• 型号取决于带或不带集成的天线
（4根外置天线）
• 符合标准的射频接口
(ISO/IEC 18000-6C / EPC G2C1)

• 支持工业通用的数据接口和现场总线
• 可用于参数克隆的 microSD 存储卡
• 远距离的诊断和服务功能

您的受益
• 通过智能逻辑处理功能，也可以作为

单独的系统使用
• 较佳、稳定的读取性能
• 借助 4Dpro 兼容性，能高度集成至
工业网络
• 通过 microSD 卡上克隆备份系统易
于更换

• 通过 SOPAS 界面可对应用要求简便
地设置参数

• 通过设备上空闲可用的 LED 信号，实
现简化的诊断功能

-- www.sick.com/RFU63x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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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条码扫描器 IDM16x
手持条码扫描器 IDM26x
IDM16x – 概览
• 可解码所有常见一维条码，PDF 变型

• 借助 SICK 连接技术，支持所有常见

• IP 65 紧凑型外壳，通过了 50 次从混

• 无需工具就能更换电缆和电池
• 提供有线和无线型号

包括堆叠型条码

凝土路面 2 m 处的坠落试验

• 使用 LED、蜂鸣器和振动器进行读

的电缆和无线接口和工业现场总线

取确认

您的受益
• 通过快速、可靠地识别提高生产能力
• 通过集成的 2 合 1 扫描引擎，降低了

成本：只使用一台设备就能读取标准
和高密度条码
• 通过工业级外壳防护等级和坚实的外
壳确保了高可靠性
• 通过振动器、蜂鸣器和 LED，在嘈杂
工业环境中直观地读取确认

• 借助符合人体工学和平衡式外壳以及
轻重量，确保高操作舒适性

• 有线和无线型号，确保高灵活性和移
动自由性

• 快速集成至常见的有线或无线的电脑
接口和工业网络

-- www.sick.com/IDM16x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IDM26x – 概览
• 识别所有常见的一维、堆叠型和二维

条码
• 可靠、准确且快速地读取条码
• 结实牢固的外壳，外壳防护等级为
IP 65
• 借助 SICK 连接技术，支持所有常见
的电缆和无线电接口和工业现场总线

• 通过 LED、蜂鸣器和振动确认读取
(Good Read)

• 专门用于 DPM 条码的解码算法（由
设备型号决定）

您的受益
• 只需一个设备就能用于极为不同的条

码类型
• 快速、准确地完成识别，无需手动输
入数据
• 通过工业级外壳防护等级和坚实的外
壳确保了高可靠性
• 通过 SICK 连接技术，易于且灵活地

集成至工业现场总线网络

• 通过多重读取确认实现直观且简单
的操作

• 通过 SICK 的销售和服务网络，提供
全球范围内、直接且专业的咨询

• 安全识别低对比度或强反光性的
DPM 条码

-- www.sick.com/IDM26x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
只需输入链接或扫描 QR 码，
即可直接访问技术参数、
CAD 尺寸模型、
操作指
南、
软件、
应用示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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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概览
SICK 是工业用智能传感器和传感技术解决方案的主要制造商之一。SICK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8,800 多名员
工和 50 多家全资子公司及众多代理机构，方便客户随时随地与其取得联系。独特的产品和服务范围为安全
有效的流程控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防止发生人身事故及避免环境污染。
SICK 在诸多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熟知其流程和要求。有了智能传感器，SICK 可以准确提供解决方案以
解决客户需求。在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应用中心，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测试并优化系统解决方案。SICK
是值得您信赖的供应商和研发合作伙伴。
全方位服务令产品更加完善：SICK LifeTime Services 在机器整个生命周期中提供帮助并保证安全和生产
率。
即“Sensor Intelligence.”

遍及全球：
澳大利亚、
比利时、
巴西、
智利、
中国、
丹麦、
德国、
芬兰、
法国、
英国、
香港地区、
印度、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加
拿大、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西兰、
荷兰、
挪威、
奥地利、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瑞典、
瑞士、
新加坡、
斯洛伐
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南非、
韩国、
台湾地区、
泰国、
捷克共和国、
土耳其、
匈牙利、
美国、
阿联酋、
越南。
联系人以及其它分公司所在地 - www.sick.com

SICK AG | Waldkirch | Germany | www.sic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