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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再進化
自動化的電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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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讀者：
電子業是推動工業進步的中堅力量，因此為能夠及早且清楚的察覺市場變動。產品生命週期
越來越短，對品質的要求卻越高，這是產業目前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電動交通工具和能源效
率等議題紛紛湧現，而對虛擬聯網的需求亦不斷增加。為此，我們必須適時推出快速、可靠
且經濟的創新產品。讓高科技機器與生產車間配備最新型感測器，以便能滿足品質與成本方
面的市場要求。同時，電子業本身亦也是數位化轉型的領導行業，針對智慧型生產提供創新
概念與解決方案。
無論自動化程度為何，在進行配備與加裝，皆可回溯相容性，SICK感測器保障您的每一筆投
資效益：我們工業4.0的技術可以使感測器用在現有的自動化架構，且確保所有層級的通訊
至雲端。
多年以來，SICK採用以行業為導向的銷售體系。因此，遍佈全球的應用專家均由真正的產業
人士擔任，準確瞭解電子業流程與要求。在位於歐洲、亞洲與北美洲的應用中心，對系統解
決方案進行客製化測試與優化。透過與客戶緊密合作，進而發展出實際且可執行的客製化解
決方案來應對數位聯網的挑戰。本期客戶雜誌內含許多生動的實際案例。
願您閱讀愉快！

Reinhard Bösl
SICK AG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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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解決方案為自動化提升至更高等級

全球化與數位化－電子業自動化面臨的壓力

無論是智慧型手機、電視、家用電器等消費性產品，抑或不同工業所需的
電子元件，全球電子製造產業均深受不斷縮短的產品生命週期與日益提高
品質要求的夾擊。且電子業本身也是數位化轉型的領導產業，針對智慧型
生產提供創新概念與解決方案。
>> 電動汽車日益增長的虛擬聯網需求

擺在設備製造商、零件供應商與設備運

透過改善亦可優化電子製造業的生產，

提供各行各業巨大的發展潛力，然而也

營商面前的是不斷變化的電子生產設備

逐步趨近工業4.0的標準。未來製造眾

向電子業發起了全新的挑戰。由於電子

和機器效能要求，透過不同水準的工業

多電子設備（如智慧型手機）時均採用

產品的需求量不斷增加，進而推動生

自動化加以實現。

高效量產技術。正因如此，今後同樣亟

產；同時，電子通訊與視聽設備等領域

4

需使用感測器及感測系統，以支援該類

的興起也加劇了新供應商的競爭壓力。

在落實過程中，感測技術的作用相當重

製造方式和智慧處理感測信號。與此同

即便不久前還曾成功推行大規模手工製

要。感測解決方案的適用性影響著工廠

時，電子生產的相同子領域也正在捨棄

造，但隨即在亞洲已有大型電子集團聲

的獲利能力，由於眾多因素的影響，從

死板的生產線，而是開始使用機器人和

稱將採取全面自動化措施，從而提升生

可使用的感測器技術中再挑出適當的感

自動導引車（AGV或AGC）。

產智慧力，讓生產線從半自動化進階

測器種類、這些技術是否能被聰明的使

至全自動化。其背負著的是兼顧產量提

用，取決於感測器的可靠性。基於行業

感測器正在制定步調

升、品項增加與品質要求、資料管理的

經驗和技術能力，同時搭配豐富的產品

智慧型感測器的性能，是推進市場需求

市場壓力。且市場也正在不斷整合亞洲

組合，SICK感測器為生產優化提供最

和生產設備效能調整的關鍵驅動力。

與美洲的某些非大型巨頭公司。

佳效益。

近幾年來，可追溯性這議題對於電子業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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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而配備相應安全技術的裝置亦

求，產業將從相關領域的深厚應用知識

可在PSDI模式下提升工人與流程的安

與專業知識中獲益。全球數十萬安裝與

全性。無論涉及可追溯性、品質控管還

實際應用可加以佐證：SICK專精於相

是狀況監控，或是生產智慧型手機、電

關產業及其流程的各種知識。在歐洲、

視、家用電器及各種不同行業所需的電

亞洲與北美洲的應用中心，我們可以客

子元件，資料管理、通訊與聯網的作用

製化為客戶製造、測試與優化感測器與

都越來越重要。

系統解決方案。靈活的專案團隊同時致
力於所有生產步驟中，實現靈活自動化

可靠的智慧型感測技術實現生產品質的

的解決方案。

新視野。透過該項技術可及時獲得可靠
資料，而這種優化機器與設備的潛力幾

透過「Sensor Intelligence.」，產品

乎仍待開發。

能夠獨立完成更多的任務。(as)

而今，SICK感測器已經能夠可靠地與
PLC通信並與全球資料溝通。可靠性與
而言日益重要。如今，眾多終端客戶，

穩妥性是優化流程、提升效率的關鍵，

特別是購買電子消費產品的消費者們，

即使條件極為嚴苛亦可保障穩定的檢

期待從供應商處獲得可單一識別與可任

測。由於電子業的三項特點：產品生命

意追溯電子零件的系統。以這種方式可

週期短、投資需求高以及全球供應鏈緊

快速發現並縮小潛在缺陷來源的範圍，

密互聯。若同步提升品質與生產力的要

更精準召回產品進行檢修。
影像式條碼辨讀器可識別零件上極微小
的矩陣式二維條碼，藉此實現貫穿整個
生產流程的可追溯性，譬如針對印刷電
路板或單格電池。裝置辨識可在移動中
進行。
品質檢查任務的記錄量大幅增加，且這
些紀錄必須要在保存多年後仍可被查
證。若和過去一樣，採用手拉式壓力
機來按壓電子零件的情況。到目前為
止，是無法在資料庫中創造數位資料的
價值。透過此類設備升級，這些資料得

> 兩大趨勢－電動交通工具與虛擬聯網：電子業的發展並存著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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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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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路板識別與檢查

SICK擴充型解決方案

垂直整合 - 是追蹤與追溯的關鍵。複雜的生產製造過程中，產品的可追溯
性是這種整合的優先項目。生產與物流中亟需透明化的材料處理流程，以
加快決策速度並實現流程與零件的可追溯性。

>> 品質策略的先驅表率，多為涉及安

錯誤零件的印刷電路板。此類明確的可

業在高靈活的製造流程中所提出的要

全相關的汽車產業及零件供應鏈，以及

追溯性具有顯著優勢，若出現投訴即可

求。另外還需減少停機時間、縮短裝備

有關防偽與健康保護（藥品序列化和防

迅速、高效地縮小產品範圍，並以最低

過程並提高設備靈活度。SICK提供以

篡改）的製藥工業。電子業對於可追溯

工作量，針對特定的產品進行召回，使

Lector63x系列條碼辨讀器為基礎的複

性這一課題也開始重視。而所面臨的挑

成本與形象損失，得以降至最低。

合式條碼讀取系統。該系統可檢測完整
的大型印刷電路板，無需改裝便能因應

戰是在數年後仍可持續追蹤所有已安裝
的元件，且同時展現整個生產流程。

SICK產品支援、落實可追溯性
模組化解決方案保障效率最佳化

基本要求：如指紋般獨一無二的代碼
現今，大多數電路板組裝設備均已採用
不同的監控技術。印刷電路板、已組裝

高度變化，且條碼辨讀器的位置無需變
動。

SICK提供豐富的影像式條碼辨讀器與
影像編輯系統的產品組合。就選擇適當

影像式條碼辨讀器Lector620

產品而言，其關鍵性作用是成本效益最

每天可讀取一萬個以上的電路板條碼

大化與效能最優化。

當某世界知名製造商的無線射頻模組在

零件與流程資料，可加以識別以及系統

進行檢測流程時，SICK的Lector620影

記錄。其中，採用矩陣式二維條碼的唯

在印刷電路板佈局與編碼位置均保持不

像式條碼辨讀器即使面對PCB印刷電路

一標識樹立行業標準。每塊印刷電路板

變的情況下，推薦採用精簡型影像式條

板上印況品質不佳的矩陣式二維條碼，

均包含唯一編號的條碼。組裝過程中，

碼辨讀器Lector620完成大量的識別任

仍可靠的辨讀識別。

該條碼被影像式條碼辨讀器所識別。為

務。其固定安裝在預設的位置處，可靠

此將系統內的所有必需資訊分配至對應

識別視野內的所有條碼。

電子裝置微型化的速度之快，其他市場

的印刷電路板。一旦現場出現問題，透

反之，小批量生產、多變的印刷電路板

是難以匹敵的。隨著外在尺寸縮減，內

過可追溯系統便能查明受到波及或內裝

設計與不斷變化的條碼位置，都是電子

部電子元件及組件的精簡化更是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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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跟踪與追溯，可整合到各種IT環

像，並進行智慧處理。若拼板上條碼缺

境中，使其成為高效的條碼讀取解決方

失或無法識別，則會發出信號。由於印

案。

刷電路板移動方向上的多張圖像與多個
視野均採用整體評估分析，故透過複合

藉由Lector620便利的功能可輕鬆完成

式條碼讀取功能，顯著拓寬了影像式條

調校。圖像中心處顯示雷射光點，可

碼辨讀器的視野。因此不再需要改裝。

實現快速校準。透過設備上安裝的按鍵
可啟動自動設定，亦可獨立教導設定過

不同的SICK感測器為SIM4000感測器

程。其間Lector620將自動設定參數，

整合設備提供可適用在分析與評估的資

以辨識相應的條碼，同時也可透過紅色

料。藉由SIM4000和picoCam304x的

和藍色LED燈照亮讀取範圍，無需額外

印刷電路板檢查與識別結合picoCam

的外部光源。

或midiCam流式攝像機和感測器技
術，SIM4000感測器整合設備提供最

> Lector620：即使空間狹小，極其精簡的
結構型式也能確保彈性安裝。

另外，整合microSD記憶卡，可儲存圖

大的靈活性。因此，僅需單個流程步驟

像與參數備份。該資料複本可確保更換

即可實現條碼識別和額外的品質管理效

條碼辨讀器時將所有運作相關設定直接

益。

寫入新的裝置。
因此無線射頻模組等產品的產量遞增，
同時加工與檢測流程亦不斷要求加速。

Lector63x複合式條碼讀取－

由於條碼標記（通常為二維矩陣條碼）

多重受益、整體序列化

的尺寸越來越小，對於電子元件的識別

在製造印刷電路板時，為了提升加工設

與追蹤技術也同樣提出特定的要求。

備的使用率，較小的單塊電路板將匯
總至一張PCB拼板。隨後加工該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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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全球最大的電子集團之一的合作

技術與大型單獨的印刷電路板相同。因

夥伴相當仰賴SICK的Lector620影像式

此，可為機械組裝的最小尺寸需求，生

條碼辨讀器，因為在面對解析度僅為

產製造更小的單塊印刷電路板。越來

0.15mm的小型條碼，該影像式條碼辨

越多的使用者要求連續追蹤此類的單

讀器的讀取時間短，並達99%以上的

塊電路板。藉由影像式條碼辨讀器Lec-

讀取率。即使面對微型標籤或直接標記

tor63x的複合式條碼讀取功能，可以

的條碼，在品質、對比度品質不足時也

識別拼板上每塊印刷電路板上唯一的條

能可靠識別讀取。根據工業要求，其設

碼。透過對印刷電路板經過時，可根據

計精簡、直覺式操作和最佳讀取性能，

拼板上分散的單一條碼位置收集條碼圖

> Lector®系列涵蓋所有可能的條碼讀取應用，亦
可為條件惡劣的讀取任務提供適當解決方案。

品質管理

：聚焦 電子業

除了自動辨識解決方案，印刷電路板工
業中還存在各種不同的檢查任務。
SIM4000感測器整合設備全權負責
保障所需的生產品質，以及和延伸至
各加工步驟的連續可追溯性。該核心
評估元件上連有如工業級流式攝影機
picoCam304x等感測器。由於該攝影
機的解析度高達四百萬畫素，因此適
合處理品質管理等檢查任務或印刷電
路板上矩陣式二維條碼讀取等識別任
務。SIM4000將此兩項應用作為SICK
AppSpace Eco系統的執行部分，透
過現場匯流排將結果傳遞至上層ERP系
統。推薦使用SICK AppStudio因對此
類型的應用進行程式設計，是一個可輕

> 條碼識別和品質檢查整合於同一流程步驟。

鬆擴充的解決方案。

刷電路板快速識別，再到不同規格PCB
拼板的靈活識別，甚至藉由感測器整合

透過為SIM4000連接其他攝影機以及

至設備，可實現品質檢查、可追溯性和

擴充感測器應用程式或新增其他應用程

物體感測的多功能攝影機系統－SICK

式，該解決方案可進行多軌跡延伸。

感測器保障您所需的效能。(as)

SIM4000也可直接控制照明，無需額
外的元件。藉此，所有的元件需求解決
方案皆由單一供應商即可完全供給所
需。
從小型影像式條碼辨讀器到軌道上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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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每種應用的靈活解決方案

感測無往不利
產品及流程優化是電子業面對未來智慧型解決方案的重要試金石。最終產
品將變得更為小巧、扁平、輕盈，以全新尺寸提升效能。而自動化解決方
案則必須不斷精簡，以便充分發揮在品質保障和成本控制方面的優勢潛
力，而檢測需求將伴隨工業複雜性而提升。對此，SICK作出回應：將適
合各項挑戰的感測技術置於超小型外殼內。

>>

微小、黑色、穿孔、透明或反光：

2.0 LED是“啟蒙”您行業的理想方

你型光電感測器、UC4超音波感測器和

在電子業中，待測物的光學特質有多麼

式。相較於第一代PinPoint LED針點

CQ4電容式近接感測器，SICK建構此

不同，感測工作就有多麼複雜：SICK

式光點，其發光量增加兩倍以上。因

類的技術平臺，將解決方案整合至近乎

光電感測器整合眾多光學因素，可靠實

此，新一代的W2S-2系列光電感測器

於方糖大小的外殼中。精簡的結構形式

現廣泛的物體感測。

能夠“看到”的絕不止是超級黑色。為

能夠輕鬆整合進機器設計中；感測器得

確保穩定可靠檢測各類物體，可感測如

以靈活應用，甚至在嚴苛的安裝條件下

技術造就差異

智慧型手機產業中的模組或單格電池的

亦相同。透過不同檢測特性充分發揮高

紅光型光電感測器是SICK可靠檢測的

外殼－以超小結構設計提供最佳效能。

超的感測、檢測能力與完善的機械相

關鍵：超細微的雷射光束為最大特色，

另，具備V型鏡頭的WT2-S光電感測

容性，發展出許多電子業應用的可能

提供絕佳感測優勢，無論物件是多麼微

器，又將效能範圍拓展至可靠感測平整

性。CQ4電容式近接感測器可檢測電

小也無需擔心。光點支援最大的精度切

物、高透明度、反光的物體，如顯示器

子業和太陽能產業中具吸光性的晶圓，

換，為最佳的產品品質奠定了基礎，同

或智慧型手機螢幕。

時亦可透過減少錯誤開關提高機器可用
性。

品質衡量
檢測任務不斷增加：電子業的飛速發展

一旦傳統的紅光型感測器達到極

訂定了新的週期與標準，從生產與成

限，SICK便訴諸藍光型的感測器。例

本優化的角度向感測器發起挑戰。因

如：迷你型光電感測器WTB2S-2藍光

此改寫感測器技術，使其永遠可應對更

版，完美檢測深藍色太陽能晶圓等強吸

短的創新週期、迷你化物體或更加小巧

光的物體。

智慧的自動化解決方案的挑戰，並直接
表現在感測器解決方案中，例如將不

若您想要檢測到最深的黑色，Pin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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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技術整合於同一平臺中。藉由W4迷

> 迷你三兄弟：W4、UC4和CQ4。

檢測

：聚焦 電子業

而UC4則透過超音波技術識別深色、
高反光握迅速移動的物件。在W4迷你
型光電感測器系列中的高階成員MultiLine是透過線狀光點為印刷電路板檢測
並提供高安全性，藉此躋身為同級產品
的翹楚之列：WTV4-3配備V型鏡頭、
線狀光點、紅外線LED和PinPoint LED
針點式光點，用於高精度檢測打孔電路
板。

> 透過超音波技術，可靠檢測邊緣。

背景下的智慧感測技術鋪平道路。全新

的一切優勢整合至世界上最小的外殼

ASIC晶圓(專用整合電路)技術SIRIC®中

中，同時納入超大感測範圍，設計出其

實踐了SICK智慧感測技術。作為智慧

微型化的解決方案：PowerProx Small

型感測器解決方案，以該光學技術的光

多功能光電感測器。在此，六種不同的

電感測器為基礎，整合智慧化無縫接軌

感測器型號呈現可靠檢測的專業度，

至自動化網路中。除了診斷與遠端設置

其設計用於各式各樣的任務，即使在機

功能，它們還承擔多種自動化功能，如

械人輔助生產自動化的情況下也能相容

智慧檢測：在開放式網路中發揮功能

計數、時間量測、分散干擾抑制或透過

使用。物體的存在檢測必須能夠因應高

如果說SICK光電感測器是從小處填補

「時間標記」定位。這些功能均有助於

動態的挑戰。因此，安裝在夾具上的感

空缺，那麼IO-Link就是從大處消除隔

簡化控制層的負擔，並且提高機器的生

測器必須盡可能小巧輕便。藉著其微

閡。作為通往最底現場層的橋樑和所有

產力。即使智慧型感測器技術品質不斷

小的結構尺寸、800 mm的掃描範圍和

流程參與者之間的橋樑，IO-Link充分

提升，其外型規格仍維持一致：智慧型

潛在的智慧型感測器功能，PowerProx

實現透明化，發展出機器實況採集的新

感測器技術整合至超小的堅固外殼中。

Small多功能光電感測器可為未來工業

> 印刷電路板缺口檢測－對於具有線狀光
點的直接反射式光電感測器WTV4-3而言，
易如反掌。

維度。透過實現追溯性，呈現生產資料

的核心任務提供創新解決方案。(fg)

並提前診斷錯誤與狀態的能力使感測器

完整效能範圍齊聚一堂

的作用得以重新定義；同時為工業4.0

SICK在不久前將光飛行時間量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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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型解決方案面對超大需求的挑戰

智慧的物體感測

在電子元件與設備的生產過程中，狹窄的空間條件、極小的物體尺寸和
客製化的零件設計，皆為挑戰。透過光纖型感測器和光纖管的適當組
合，SICK提供智慧型解決方案－確保在最小的角落亦可靈活、可靠地檢
測物體。

>>

欲滿足電子業的靈活性需求，感測

的形狀和尺寸、護套的材料和兼具大

頭－SICK光纖可因應幾乎任何的應用

系統必須易於伸縮。有什麼需求呢？在

檢測角度，甚至是極微小規格的光纖

環境。

整合、調校和邏輯適應方面，“適應能
力”最為重要，必須面對各個相關的應
用和任務。
過程決定結果
此類符合應用要求的感測器解決方案
以選用合適的光纖及特定規格為出發
點：塑膠纖維或玻璃纖維、終端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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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

：聚焦 電子業

> 匯流排模式下可同步多達16個感測器。

專注檢測點

干擾。此外，易於使用的匯流排技術又

無處不在卻又消隱無蹤

WLL180T光纖感測器將此解決方案提

可減少佈線作業量。這也加快了調試速

在電子業中，眾多應用均須檢測存在有

升到一個新的水準：適應相關的檢測任

度。通過總線連接，感測器的所有設置

無。印刷電路板常帶有缺口、較大孔洞

務。極小光點是自動化中精確檢測物件

都可以使用單個教導電纜線複製到總線

或彎曲邊緣，因此使物體檢測面臨「藍

或特徵的最佳要素。擁有此一特點，要

網絡上的其他設置。

圖」的挑戰。此時，WLL180T光纖型

可靠檢測毫米級的微小物件存在有無將
是小事一樁。

感測器將其光纖放大器的效能及可調
快速切換是首要任務

性，與所選定的光纖管之光學特性可靠

在電子業中，高科技流程自動化和物體

組合，繼而發揮最大優勢。(fg)

可符合眾多應用需求的光纖，讓

檢測與可靠且穩定的感測器應於應用中

WLL180T在狹窄的安裝條件下亦可使

齊頭並進。例如，引線接合製程中的斷

用於檢查積體電路上的細小引腳。即使

線監測，在快速移動物體時，需要精確

較遠距離，感測器也能蒐集細微的物體

的定位檢測。WLL180T光纖感測器透

尺寸變化－即使在機器和設備上難以接

過提供高解析的信號處理和極快的反應

近的位置也不是問題。匯流排模式下可

時間來滿足這一挑戰。光纖LL3-DT01

同步多達16個感測器；抗干擾設計可

透過大檢測角度補償接合線的輕微振

有效避免並排安裝光纖頭而產生的相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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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的針腳檢查優化了電子組件終端組裝時的壓接程序

正確安裝連接器且精準壓合

印刷電路板的產量不斷上升，對電子元件的需求也不斷增加。為了確保與週邊設備可靠連接，不再將接線焊在
印刷電路板上。取而代之的是以壓接技術，透過預留孔位，高壓壓入印刷電路板中。SICK品質管理系統Pinspector已成功應用於汽車電子業，監控各個連接器的品質。

>>

作為電子組件的載體基板，印刷電

路板乃工業生產之基礎元件。儘管生產
節奏快，仍要確保連接器的品質始終如
一。Pinspector品質管理系統為此提供
支援：由Ranger產品與雷射技術為基
礎整合優化成最佳的3D-Streaming攝
影機，可檢測出針腳與標準定義的誤
差，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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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精度確保可靠連接

步驟。如果此時出現錯誤，印刷電路板

壓入的連接器顯著提高了電子組件的最

便需重工且耗時，情況嚴重時還需轉作

終組裝效率。相較於傳統的焊接技術，

廢品處理。這使得生產線效率降低，並

採用壓合技術僅需較短的時間，而且提

導致生產成本增加。

供更為可靠的連接。這在汽車電子技術
產業中更為重要。然而，壓接程序需要

當最終產品實際使用時，安全性對加工

極高的精度。

精度也相當重要。這意思是說，如果多
針插頭連接器內的針腳因品質不佳造成

在電子元件的最終組裝過程中，插頭連

接觸問題等影響，將導致電子連接中

接器的針腳檢查往往歸屬於最後的幾個

斷，嚴重時會有安全疑慮，這可能對車

品質管理

：聚焦 電子業

壓接程序後的位置檢查
在壓接程序完成後，Pinspector會檢查
已壓入的針腳是否位在印刷電路板上的
正確位置。為此，該系統將針對針腳存
在有無、共面性檢查以及把結果值與基
準值進行比對。任何針腳均不得因壓接
導致彎曲或變形，甚至超過或低於限定
高度。若所有針腳均在允許的容差高度
內，Pinspector將放行整個組件以供後
續加工。
> Pinspector品質管理系統可靠檢查所有插
頭針腳的存在性與完好度。

軟體與硬體完美協調
Pinspector品質管理系統可整合至任何

內的ABS系統或其他電子功能產生嚴重

生產環境中。SICK已整合最佳影像技

影響。Pinspector品質管理系統也適用

術與掃描技術，並將裝置相應安裝在支

在這些不同流程步驟中檢查連接器。

架上。在應用環境中，客戶可隨後再次
進行精確的裝置調整。因此，利用堅固

壓接程序前的位置檢查

的螺栓連接即可將系統輕鬆整合至現有

在 壓 接 程 序 開 始 前 ， P i n s p e c to r 就

設備中。

透過三維位置，以非接觸式量測檢
查針腳與電路板上相對應的預留孔

為使Pinspector之後可完善因應相對的

位是否正確對準。只有當所有針腳
均正確就位後，Pinspector才會發出啟
動壓接程序的信號。

> 壓接程序後的針腳檢查。

檢查任務，可在隨附的軟體中存儲客
製化參數。該類參數為不同檢查任務

檢查接頭

預設特定參考值，用於檢查單個針腳有

Pinspector可獨立於壓接程序，檢查接

無偏差。根據需要，亦可在一個連接器

頭內的針腳。該系統利用特殊透鏡進行

中定義多個範圍。例如針對具有不同高

檢測，沿著針腳全長產出精確圖像。即

度或寬度的針腳，十分具有效益。據

使是最微小的缺陷亦可呈現。根據型號

此，Pinspector在單次進出中即可可靠

不同，插頭外殼內的分段或插頭中軸可

檢查整個連接器。最後直覺式的操作軟

能阻礙視野。針對這類情況，可採用具

體設計讓SICK完成客戶端初步的培訓

備兩台攝影機的Pinspector從不同視角

後，客戶可自行安裝操作軟體並根據任

補足全圖像。以避免底部被遮避。在使

務不同，單獨調整基準值。(hs)

用者介面上也透過色彩差異將3D量測
值視覺化。
> 壓接前的印刷電路板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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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感測器：各項流程步驟的檢測位置與品質保障

卓越品質，量身打造

在電子業中，品質與精度構成智慧製造概念的核心元素：只有在價值創造過程與不斷評估測量結果雙併行下，
才可確保單組件到最終產品的高品質。SICK光學量測技術集精度和品質於一身－透過垂直整合至生產流程中的
量測儀器。面對檢測範圍短且物體尺寸小的情況下，要求高量測準確度的行業，最能夠發揮強項優勢的是位移
感測器。

>>

對物體辨識能力幾乎強於任何感測

為突出。以微米級精度量測距離以及工

器，且無須任何接觸點：SICK光學量

件與製造容差，據此監控如零件在安裝

測感測器可進行快速精確的非接觸式量

流程中的正確取向。

測。即使是精密的材料，亦可以微米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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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進行檢測，且不會造成任何變形或

輕鬆實現物體量測

損壞。每個量測感測器依據感測器的結

位移感測器OD Mini在同級產品中具

構尺寸、技術、操作便捷性等特色相互

備尺寸最小的精簡型外殼優勢(18mm

作用而彰顯其智慧性，加上SICK具備

x31mmx41mm)，以有利於探測電路

完整的技術含量與應用知識，可針對各

板元件的準確定位。該量測方法以三角

項特定應用需求量身制定最佳的感測器

量測準則為基礎，即便表面輪廓複雜亦

解決方案。位移感測器連微小的材料缺

可讓感測器以高靈敏度進行檢測－在動

陷及裂紋也能檢測出來，這一點優點最

態的夾取或定位任務中也同樣適用。藉

> OD Mini：以距離量測作為機器人輔助生
產自動化的一部分。

品質管理

：聚焦 電子業

由堅固、迷你型外殼與僅40 g極輕重量

0.3微米的透明塗層。而OD Precision

薄型、超薄型玻璃基板和塗層以及曲面

的鋁製設計，可滿足這些具複雜性的應

在乾燥流程前，便已檢查並調整薄膜層

玻璃、彎曲表面的最大測量可靠性。此

用需求。OD Mini的優點還包括直覺式

厚，確保未來的電池元件品質。在量測

外，透過SOPAS Web伺服器的配置還

的操作概念、內建電子評估元件以及透

顯示幕的玻璃厚度時，以雷射為基礎的

可在流程中優化品質，因為生產資料在

過外部教導設定輸入的遠端程式設計，

距離感測器也同樣展現出優勢。透過三

運作過程中得到回饋，隨後可相應調整

由此保障機器的高可用性。

角量測技術，僅用單一感測器頭即可高

容差。

精度量測這些厚度。
連接品質

互聯網

許多電子業領域均面臨相似的挑戰，如

特殊情況需要特殊對待

隨著產業對量測技術及最終產品的靈活

細節處理。更精準的說法是最終產品的

用於移動通訊設備的極薄玻璃與塗層

性和生命週期的要求，以及生產與成本

接合。在這個層次上，我們可以說功能

優化的挑戰，SICK廣泛的光學量測感

取決於所有組件的協同工作，並且是從

測器將為高需求的產業提供完美的解決

生產的品質保證階段就已開始。透過檢

方案。結合相關的應用知識，該技術提

查單個元件（如印刷電路板）安裝位置

供通向客製化應用程序的入口，並可滿

的正確性，可防止相關元件出現安裝錯

足各種需求。

誤的問題。這在進行安裝或插入智慧
型手機顯示幕等組件時，是非常重要

位移感測器的一項特有優勢在於可和其

的。OD

Precision位移感測器能夠以

他感測器組合。除了較短檢測範圍下的

微米級精度確保並避免此類的錯誤安

距離與平整度量測，安裝過程中如需採

裝，同時每個評估元件可擴充使用多達
三個感測器頭，以擴展功能。

集高度或對比度等變數數值，那麼選擇
> OC Sharp：半導體晶圓處的層厚量測。

是電子業微型化的標誌，為智慧量測技
術樹立了新標杆。OD5000即為該類應
用領域的創新解決之道。高效能感測器
可以更快、更精準且更深入的量測：最
多可深達8個邊界層(Peaks)。這確保了

智慧型視覺解決方案即可大展身手。
在應用中，位移感測器可檢測如設備盒
內的電路板正確取位，而2D視覺感測
器能辨識安裝孔位，並為後續接合流程
備妥安裝孔的位置資訊。3D視覺感測
器則用於品質管理系統，在整個安裝流
程中，執行不同的品質檢查任務。因
此，Pinspector可應用於如在3D針腳
檢查。SICK多樣化的解決方案讓SICK
成為電子業中、光學量測技術領域的得
力夥伴。(fg)

> OD Precision：裝置元件的位置感測。

無須懷疑的高可靠度
電子業中的品質保證同樣涵蓋引線框架
與零件的層厚量測。OC Sharp以彩色
共焦量測方法為基礎，能夠以最多幾奈
米的解析度檢測半導體基板上厚度逾

> OD5000：精確量測多達8個邊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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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

：聚焦 電子業

在太陽能晶圓製程設備中，腐蝕性化學品的液位量測

完善防護造就絕佳量測
在許多工業中，日常生產流程往往面臨各種高挑戰性的環境條件。確保安全生產流程的系統和感測器更需要抵
禦嚴重髒汙或腐蝕性化學品的影響。例如在太陽能電池生產的核心流程中，用於太陽能晶圓表面處理與清潔的
化學品必不可少。因此必須藉由感測器持續監測化學品儲罐的液位狀態，而SICK配有Teflon®護套的超音波液位
感測器UP56 Pure可持續提供精確結果。

>>

用於半導體與太陽能電池生產的化

lon ® ，是濕法製程機器中常用的特殊

全性，促進生產設備的使用率與可持續

學品儲存在濕法製程機器中的前置罐或

塑膠。液位感測器的轉換器覆有PTFE

性，又將製造成本降至最低：精確量測

混合灌內是靠近生產卻又難以接近的矛

塗層，而連接法蘭則由實心的PTFE

化學品消耗量，可防止因空罐導致生產

盾應用。一般確認液位的方法是使用電

組成。因此，UP56 Pure可直接安裝

中斷、停機或因補充過量造成化學品浪

容式感測器，感測器位於儲罐壁外側或

於浸管中的上端儲罐內側。透過超音波

費。

旁通管附近，以便保護避免受到化學品

量測液體與感測器的間距並告知連續

的侵害。若採用多個感測器，通常是在

液位。一旦液面發生變化，感測器將

堅固耐用

儲罐上把各個感測器固定在不同高度並

立即記錄。在設備極狹窄的安裝空間

SICK與客戶一同準確查看相關生產環

以手動校準，它們會告知極限狀態，但

中，UP56 Pure Mini極迷你的結構外

境中UP56 Pure的既定工作條件。豐

無法提供連續的液位量測。

型成為明智之選。

富的感測器專業知識結合對流程的充分
瞭解，落實客製化、低成本的感測器需

儲罐內的超音波技術

精確、高效又易於維護

求。此外，SICK的堅固產品也可用於

對腐蝕性化學品而言，精確的連續液

由於轉換器受PTFE保護，UP56 Pure

確保其他位置的濕法化學製程。

位量測恰恰是保證流程安全所不可或

極耐抗酸鹼且使用壽命長，因此設計用

缺的。因此，SICK開發出一項透過超

於高濃度的酸鹼液監控。UP56是直接

配有Teflon®護套的CM18 PTFE電容式

音波技術的解決方案，使用在開關點

安裝於儲罐內，在外側通管或測量軸無

近接感測器可用在化學品儲罐下方，監

之間，實現連續液位量測。由於PTFE

需額外的配件。因為僅需一個感測器，

控安全槽內的洩漏檢測。一旦感測到洩

即可有效改善因多個電容式感測器機械

漏狀態且化學品流入安全槽時，則透過

定位而引發高出錯的機率。

機器控制系統發布警告並立即由服務人
員進行排除。(hs)

U P 5 6 P u re 可 輕 鬆 整 合 至 機 器 流 程
中，透過其數位輸出與類比輸出，輕
鬆與電氣連接。超音波感測器配有業
界通用法蘭並透過鎖緊螺母固定。因
> 化學品儲存在難以接近的儲罐內。

此，UP56 Pure超音波感測器與所有
工業標準介面機械性相容。

材料能保護超音波感測器免受腐蝕性
液 體 侵 害 ， U P 5 6 P u re 系 列 超 音 波

而軟體是根據客戶和應用需要對感測器

液位感測器採用非接觸式作業，專門

進行程式設計並執行它。負責的工程師

用於電子業和太陽能產業的濕法化學

可透過該軟體調整生產參數和優化補

製程。聚四氟乙烯(PTFE)，亦稱Tef-

液時間。如此一來，既提高了流程安

> 超音波液位感測器UP56 Pure與UP56
Pure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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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限於機械人導引

電子業中的機械人：
快速、精確、靈活－得益於智慧感測技術
因應日益增加的品質要求、愈加縮短的投資週期和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使得各國的電子產業均開始投入機
械人的自動化解決方案。更簡單的協作（例如：採用小巧輕便的機器人）為市場開闢額外的應用需求，並為全
新客製化的自動化解決方案提供了巨大潛力。

>>

在過去，電子製造的自動化方式總

站，對此SICK提供一站式完美協調的

它將寸步難行。因為它必須知悉零件的

是受到許多限制。傳統型機械人往往不

感測器解決方案，幫助確保安全協作和

放置方式或位置的變動情況，以便適應

夠靈活、購置成本過於昂貴且尺寸過

運作。

產品差異。這使得機器人或機械手臂可

大。而重量更輕巧的新型機械人改變了
這一局面。它們堅固、輕巧又靈活，可
應用在不同區域內，而且易於執行程式
設計和操作。無需耗時安裝即可擔任簡
易單純的工作任務，從而提高生產流程

以進行組裝以往必須採手動組裝元件的
最高的重複精度和準確度至關重要

任務，因為它們不能自動放置入機器中

感測器與機械手臂攜手合作，以賦予"

（例如汽車產業的電子零件組裝或智慧

視覺"。機械人導引裝置透過2D或3D

型手機等），現在它可以透過最高準確

影像處理技術確認物體定位，對於優化

度與重複精度來做到這一點。無需耗時

工業生產流程具有極大益處。

安裝，機械人即可擔任單純的工作任

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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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從而提高生產流程的效率。它們可

若機械人並非獨自作業，而是與工作人

機械手臂在工作環境中所遇條件並非完

以彌補機械誤差、適度掌控未知情況，

員攜手，甚至是作為移動式機械人工作

全相同，但缺少了影像系統協助辨識，

繼而提供高精確的量測值。

機械人導引

：聚焦 電子業

不僅是機械性的問題，還需洞察力
作為機械人導引系統元件，SICK的2D
視覺感測器Inspector PIM60的可靠
性，經得起考驗。透過固定式安裝或直
接安裝在機械人上的視覺感測器，使機
械人可辨識已預先定義的物體的位置，
並自行決定應如何夾取零件。這樣就不
需要額外的機械人/機械手臂指南，如
物件導引指南。另外，該系統還為工作
人員減少無價值的工作任務，例如重新
分揀振動臺上的零件，執行量測和檢查
品質等任務，還可用於膠珠檢查。光學
監控系統採用模型對比在接合流程中使
用的粘合劑位置、中斷和品質，並記錄
錯誤。影像式感測器可在塗覆粘合劑後
立即進行完整的輪廓檢查與工件檢查。
元件的重複使用性可自主調整，以實現
最大的靈活限度。開放式平臺方便重新
配置多個機械人系統，從而適應新的生
產任務，可輕鬆拓展安裝所需技術設備
和流程。

> 藉由安裝在機器手臂上的2Ｄ視覺感測器Inspector PIM60，機械手臂可辨識已預先定義
完成的物體的位置。

創新的經濟型系統。該系統由可程式化

現有解決方案允許之後的現場調整，以

解決方案

感測器、攝影機、其他可程式化產品

適應未來的任務。(as)

SICK Inspector P65x是新型可程式化

以及軟體平臺組成，我們命名為SICK

的2D視覺感測器，主要應用在TFT顯示

AppSpace。SICK廣泛產品組合共用的

幕上的迴圈檢測與品質測試，例如以

開發環境，提供了高效投資安全性。透

機械人的手指按下操作鍵以測試操作

過重複使用各個可程式化感測器上的感

效能。若觸控螢幕的配置改變，可輕

測器應用程式來減少研發成本。另外，

透過SICK

AppSpace實現客製化應用

鬆調整可程式化攝影機的客製化應用
程式。Inspector P65x視覺感測器是

工業4.0
SICK AppSpace將軟體和硬體集於一身，涵蓋兩項要素：SICK可程式化感
測器及SICK AppStudio應用程式研發系統。在工業4.0的背景下以彈性架構
與可程式化裝置實現並生成雲端服務資料。軟體就在感測器內，可直接由此
傳遞資訊。因此，SICK AppSpace在品質管理、可追溯性及預防性維護方
面為使用者提供最佳支援。

> 2D視覺感測器Inspector PIM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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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自動導引系統的自動化生產物流

無需輸送帶亦可靈活生產
自動化且彈性製造流程是面對件數日益增加、批量不斷減小與高生產速度的解決之道。無人搬運車 (AGV) 及精
簡型無人搬運車 (AGC) 原先主要用在汽車業中的生產物流任務。如今它們已準備好征服工廠自動化的內部物流
流程。面對高產量、加工步驟少、多變的製造流程與需要高防護性的生產環境，這些車輪上的物流專家為電子
業注入獨特潛力。

>>

以汽車業為例：汽車製造商可以在

跨行業的要求。這也適用於對未來生產

慧型手機生產流程，自動導引系統使人

生產島上製造，以取代非彈性的輸送帶

設計具有關鍵指標的電子業：感測器和

們不再依賴輸送帶迴圈與工作站週期循

系統。一般在工廠中，以生產島代替輸

系統的基礎是未來面對眾多自動化導向

環。在自動化製造流程中，持續記錄產

送線可以使製造流程更彈性化。為因應

型市場的關鍵技術。在電子業的產線中

品位置及離開單個生產島的狀態。生產

高效且不同生產規格，如在日益普及的

已開始生產了用於靈活生產聯網流程的

島之間可透過AGV行駛與工作狀態確

特殊製造中，單個工件可由已自行定義

硬體。除了對電子元件的需求上升（例

保連續品質管理。

的再加工調整流程完成。此外，還可以

如來自通訊和娛樂領域），電子業也不

變更生產步驟順序避免單個工站堵塞。

得不面對除了工業生產環境外，在智慧

在操作人員難以進入或在有礙健康的地

自動化運輸系統負責在組裝島之間運載

生活領域日益增長的需求；對通訊、交

方，對AGV而言將可有更大的發揮空

並轉移車身零件，這是電子業中的常見

通和居家逐步聯網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間。舉例來說，AGV作為堅固的運輸

場景。

為了成功應對這些需求，電子業本身面

車時可用於製造太陽能電池或顯示幕的

自動導引系統實現自動化生產

臨彈性製造自動化的挑戰。

無塵室中，以及在電池生產中運輸特別
重的電池組件。

對於所有企圖保持國際競爭力的生產型
企業而言，提高生產自動化程度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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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變化且生產步驟少的流程中，如智

自動導引系統

：聚焦 電子業

由於電子業中的生產步驟少，在空間與

方向。當然，感測器不僅在車輛上發揮

工業4.0相伴前行

經濟性方面均採用高經濟效益的設計，

作用，還成為無人搬運車與生產控制系

未來智慧工廠能否成功，絕大程度上取

而AGV對電子業來說往往受限於過大

統之間的橋梁。

決於現今創造的前提條件：效能強大的

的尺寸。此時即需要尺寸更小、更符合

智慧型AGV與AGC已經為可靠高效的

應用需求的解決方案。作為成本效益更

一般而言，AGC還要透過預先設定安

複雜生產處理流程做出貢獻。作為工業

高且可客製化的運輸工具，AGC成為

置的路線網路來完成生產島之間的行

4.0之領導者，它們在遍佈全球的生產

自動化彈性製造中的首選。

駛，例如透過磁帶導引或光學軌跡引導

車間中突破製造屏障，顯著提高流程架

裝置加以指引方向。隨著演進，透過反

構的靈活性。它們適合這項充滿願景的

用於精確導航的感測器解決方案

射片或者靠環境輪廓檢測來實現自走導

工作，打造出具有成本效益、可自訂調

數十年來，SICK始終與客戶一同開發

航則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不僅針對傳統

整的感測器與導航系統。

自動化彈性生產製造與物流流程。客戶

AGV，對新一代小型的AGC也將納入

不僅獲得以智慧感測技術為基礎的整體

此優勢。透過所謂的SLAM方法（同步

解決方案，還有SICK提供綜合機械製

定位與地圖構建）實現完全靈活的行駛

造與電子學專業知識的廣泛諮詢與服

路線，這一方式已成為實際應用。客戶

務。成功實踐的自動導引系統與應用

可根據需求與系統溝通，靈活變更路

組合，廣泛的感測器發揮其效能，確

線，而在不遠的未來，甚至還能自行安

保了各項流程中安全的運輸產品或組

排路線。不過，有待關注的不僅在可客

件。SICK提供一站式完整的感測器解

製化的AGC，另外效能問題亦須納入

決方案，藉此解決所有導航、安全及檢

考量：「車載電子裝置」的耗電量不能

測任務。條碼辨讀器和RFID技術設備

超過必要限度，以免這些敏捷的導航專

可自動識別AGC上的承載物，雷射掃

家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充電站旁。

描器導引車輛，編碼器管控速度和行駛

感測器取代駕駛員－在電池生產流程中的AGV
SICK長年致力於AGV領域的發展，證

全指令裝置，同時使用於人員防護和機

業整體流程的全方位瞭解，還有豐

明了全面瞭解生產條件與物流技術知識

器防護。

富的技術知識，讓SICK注定成為

組合，是戰無不勝的。搭載SICK感測
器的AGV可用於電池生產流程中。

解決方案的供應商。重點是針對個案提
隨著對AGC需求的不斷增長，AGV

供意見和導航系統、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專案的成功經驗、對內部物流和工

等完整的客製化解決方案。(hs)

汽車行業的電池組件包括多個單一的電
池模組，必須以特定的方式安裝在車
內。完整組裝的電池組件重量非常重，
難以採人工搬運。因此，由AGV將電
池組件從一個裝載站運輸至下一個裝載
站，隨後直接駛往安裝工作站。SICK
透過安全區域雷射掃描器S300

Mini

Remote為無人搬運車提供防護，並整
合安全控制器Flexi

Soft、運動控制模

組、安全編碼器DFS60S Pro及急停安

> 在汽車業中使用AGV生產電池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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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製造中的人員和流程安全

輕鬆、安全的提升生產效率－顯著提高機器使用率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生產設備已引入日益成熟的安全概念，事故率因而明顯降低，且設備的生產力也大幅提
升。由此可見，適當的安全解決方案讓機器安全高效地運作，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比無安全技術的設備更為高
效。

>>

如果人工裝載壓床是採用傳統的雙

透過SICK的PSDI功能（存在性感測設

半自動化工作站

手控制，操作人員必須從頭到尾都同時

備觸發），可在PSDI模式中透過安全

自動化生產設備與半自動化組裝單元

用雙手操縱兩個操作元件以免觸發危險

解決方案控制操作人員裝載壓床或氣動

的互聯需要智慧且彈性化的安全概

動作，如壓床的作業行程。由於控制裝

壓床上的壓制週期：一旦操作人員手部

念。SICK以其安全解決方案為操作人

置必須保持按下狀態，直至衝壓週期及

離開危險點，壓床將自動重新運行。這

員提供保護，優化生產，同時減少機器

相關的危險動作結束後，操作人員才可

樣既無需雙手控制，還在人體工學與操

占地面積和停機時間。

拾取下個工件。這可能對工作站的人體

作人員的安全方面皆明顯提高優勢，而

工程設計帶來負面影響，進而導致錯誤

且也顯著的提升機器使用率。因為操作

搬運機械人高速度工作，從先前使用成

率攀升與生產力下滑。

人員空出了雙手，所以當他將第一個工

本高昂的高防護欄保護機械人的操作

件放入壓床後，可以立刻拾取下個工

人員，晉升到採用安全視覺感測系統

件。不必等待壓制週期及危險動作完全

V300 Work Station Extended並搭配

結束。這意味著，PSDI功能成功以簡
單的方式顯著提高了機器利用率和生產
力。
品質資料管理
電子娛樂與通訊設備的批發商越來越期
望從供應商獲得生產流程品質數據的記
錄證明。如若同過去一樣採用手拉式壓
力機來按壓電子零件的情況，到目前為
止，是無法在資料庫中創建數位資料。
透過升級此類設備，使該類資料得以利
用。
> PSDI模式下控制：人工裝載壓床的壓制
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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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安全視覺感測系統V300 Work Station Extended防護搬運機械人。

安全

：聚焦 電子業

使用較低的防護欄，大幅簡化補給操作

類型的光幕在單個外殼內可當投光器或

升級至更高的自動化等級

與維護工作。V300 Work Station Ex-

受光器，以減少各種長度變化的光幕數

如今，用於機器和設備的安全解決方案

tended安全視覺感測系統以攝影機和

量；以及內建LED顯示輔助校準，使產

要做的不僅是預防事故危險－增加自動

反射片貼紙構成，為機器設計和設備開

品易於使用。結合安全控制器與安全開

化技術中的附加價值也日益受到重視。

口區域提供不同的安全配置選項。利用

關，SICK提供機器安全的完整解決方

豐富的應用技術知識、廣泛的產品組合

安全視覺感測系統可簡單快速地實現開

法。

與提供適當諮詢，是現今客製自動化解

口區的防護，若在流程優化過程中需要

決方案的關鍵。

在安裝口上進行更改，它也可隨時調整

大幅提高生產力

以因應全新開口的幾何形狀。

通常操作人員必須依據組裝機類型而中

若需升級電子製造領域的自動化水準，

斷流程，普遍做法是將單機接入成套設

無論是半自動化的客製解決方案還是

細緻入微的安全防護

備並設定同步信號。Flexi

Soft安全控

極其方便診斷的整合式安全概念，皆

光電型防護設備如安全光幕，可提高生

制器分散式運作，允許臨近的單機繼續

可受益於SICK跨產業的應用技術知

產率，因為它可省去物理式防護裝置的

運作，用於觸發急停的安全技術則負責

識，SICK提供確保客戶的投資效益以

門。由於miniTwin4安全光幕的堅固外

保護操作人員。單機的安全信號可以

及靈活的流程和人員安全的概念。如欲

殼結構、可串聯性及其他智慧功能，

與擴充方案Flexi Line相連，並透過安

改裝設備或更換元件，SICK安全改裝

是防護安裝工作站的理想首選。微型

全感測器串接Flexi Loop實現串聯和診

措施可延長設備使用壽命，因此常作為

電子產品同樣需要微型感測器，迷你型

斷。

採購全新設備的經濟型備品方案。

安全光幕恰好可滿足此類需求。另外還
有其他優點，如光幕通用概念：如單一

SICK經驗豐富的技術工程師，針對特
定應用進行調整、升級套件並整合至設
備中，以簡單、快速且縮短設備的停機
時間。由SICK進行改裝，保障了性能
並提升現有設備的經濟效益。(as)

> 透過安全光幕miniTwin4實現智慧的閘道
口保護，以達最高生產力。

> Flexi Soft安全控制器分散式運作，以便
允許臨近的機器人繼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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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擔任創新推動者

車輛智慧化
越來越多的車輛以電機取代引擎，車輛的「智慧度」不斷提升－電動汽車領域中的發展對工業影響深遠。不單
單對於汽車製造商與汽車零件供應商，新的生產方案與生產流程在工具機、處理和組裝技術或電池生產領域也
同樣受到重視。Sensor Intelligence正彰顯效益中。

電動汽車日益增多而衍伸的挑戰案例

多媒體、通訊、智慧化
任務：
電子組件、元件與批次的連續可追溯性
解決方案：
條碼掃描器、影像式條碼辨讀器和RFID等相容性自動辨
識解決方案

任務：
在電子組件的最終組裝過程中的高效自動化品質管理
解決方案：
用於優化印刷電路板生產的Pinspector等品質管理系統

引擎製造（電動與混合動力）
任務：
在以機械人為基礎的搬運工作站中實現高效安全的人機
協作
解決方案：
microScan3安全區域雷射掃描器與安全控制器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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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汽車

>>

：聚焦 電子業

傳統燃燒發動機現在的替代方案 -

與資源緊缺以及不斷變化的使用習慣結

無論是以純電動解決方案，混合動力驅

果可預見的趨勢：未來的交通工具必須

動還是燃料電池的形式皆可。經濟與環

更具可持續化、靈活且高效。因此，作

保優勢顯而易見。（尤其是在是零排放

為替代方案的電動交通工具擔任起創新

量）大都會城市中人口增長、氣候變化

推動者。

工程施工、搬運、機械人技術
任務：
可靠檢測各種材料（碳纖維、透明材料）
解決方案：
PowerProx多功能型光電感測器

任務：
CFRP車身結構中黏合膠粒的線上品質保證
解決方案：
由Inspector PIM60 Bead 2D視覺感測器、照明及支架
組成的完整解決方案

電池生產
任務：
自動檢查電池模組（從簡單的存在檢測到焊縫與接點檢
查）
解決方案：
Trispector、IVC-3D 3D視覺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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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電子業

電動汽車

從挑戰到創新
除了如內部裝備、輪胎或車身製造等已

一起的任何電極片，有助於大幅減少廢

成熟發展的領域，汽車製造商與汽車零

品。除了位移感測器，2D視覺感測器

件供應商還必須持續獲取新的知識與能

根據應用不同，同樣有助於品質管理：

力：將新的元件如高性能電池、電機與

電池模組內部的元件存在檢測以及焊

相應的電力電子技術應用至車輛中，還

縫或複雜的3D連接器檢查均可輕鬆完

須實現其高度自動化的生產及安裝。同

成。2D視覺感測器、照明與支架完美

時，每輛汽車上不同零件的數量也在增

組合，創造出易於整合的高效完整解決

加。當然，元件與零件數量的增加也意

方案，可用於如CFRP車身結構中黏合

味著，需要可靠檢測、檢查與識別更多

膠粒的在線品質管理。

數量的此類物件。
靈活管理不同零件

> 始終適合的解決方案：透過廣泛的技術產
品組合，根據需求可靠檢測發光、彩色或半
透明的拼接帶。

高效與高流程品質倍受關注

可靠的物體識別是確保生產過程流暢的

高效生產大批量優質產品需要高自動化

根基，同時也是實現可追溯性及持續改

提供廣泛的讀取裝置，有固定式與擺動

的生產流程。隨著電動汽車的重要性

進品質的基礎。而待測物可能有著天壤

式，可分別用於一維條碼、二維條碼甚

日益增強，對基本元件的要求也有所提

之別的特色差異。因此在辨識要求上，

至是使用RFID技術。由於連接技術、

高：儲能裝置。電池製造商必須確保其

亟需兼顧靈活性和精度。迷你型光電感

操作介面和配件都是標準化的，客戶可

產品符合安全、效能，以及對使用壽命

在各種技術之間的靈活切換－在投資和

方面的高要求。這些需要在生產流程中

可持續發展的安全性方面是真正的優

必須擁有最高可靠性，同時對品質管理

勢。(tm)

提出了嚴苛要求。當然，經濟性同樣佔
據一席之地。由於具備廣泛的技術組合
和相關的應用技術知識，為高效生產流
程提供的解決方案奠定了基礎。例如：
在電池生產過程中，電極和隔板的正確
堆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因粘合導致同
時拾取幾個相同的片材，則將導致電池
損壞。雙層感測器能可靠地檢測粘附在

> 電池模組：作為獨立式解決方案，TriSpector1000為電池模組中的各個元件提
供可靠的3D檢查。

測器在此方面功不可沒，它能可靠辨識
深黑色、發亮物體或難以檢測的材料（
如碳纖維），同時傳送相關資訊結果。
對於產品、零件和批次的連續可追溯性
而言，能夠在整個生產週期分別提供合
適的自動辨識解決方案相當重要。可靠
的數據管理不僅是優化流程的絕對必要
> 電池單元生產：IMC12雙層感測器可靠檢
測任何重疊的電極片，從而大幅減少廢品。

28

條件。因此，提供有效的檢測生產數據
也是一項主要的競爭優勢。SICK為此

> 無論一維條碼、二維條碼還是
RFID：SICK提供適合未來趨勢的識別解決
方案。

安全

：聚焦 電子業

印刷電路板遊記：
邂逅感測器
嗨！我叫印刷電路板，請容許我自我介紹。過去我曾因為帶有孔洞、不對稱形狀的缺口而顯得異於常人，但如今許多印刷電
路板都與我極其相像。你知道嗎？有一天，我將會在一台電子裝置中生活和工作，但在此之前我身上還要放置許多零件，且
還需檢查我是否經過正確且完整的組裝並測試我是否可正常作業。在此之前，我必須先踏上電子製造世界的旅程。那將會是
多麼令人興奮的地方，我將經歷掃描、檢測、監控、識別、計數。一切都是以完全非接觸的感測器進行，這些感測器們有時
身穿藍衣或黃衣，且都是來自同一家族－SICK，它們總讓我覺得非常可靠。旅程即將開始，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等待我的是
什麼吧。

>>

以我為例，大多數的PCB的起始狀

條碼尺寸在125μm～250μm之間，條

上後段的旅程－為我組裝上約60個零

態多為綠色、六層的電路載體且厚度不

碼內容包含序號以及必要的生產訂單編

件。啊！送板機來了，它突然將我取出

超過1.6mm，由絕緣基材和導電銅製

號、材料編號、變更狀態和製造日期。

並推至運輸模組上，該模組把我送至我

成。

此外，我還有多個十字形或圓形校準標

的第一個目的地：篩網印刷設備，它以

記及不良標記充當裝飾。

錫膏模美化我。我看到一些身穿藍衣的
夥伴，還能看到它們的名牌：WTB4-3

我與其他七個獨立電路板一同位於拼板
上，它的尺寸約為280mm x150mm。

有時候我還會和許多夥伴一起暫留在庫

MultiLine和UC4。

且我身上已經標有矩陣式二維條碼，

房中，不過總是待不久，馬上就會踏

WTB4-3 MultiLine多功能光電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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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模組或輸送帶透過其他方式在蒐集我

啊！剛才綠燈亮起，一切正常，我可以

和同行旅伴的位置資料。據我所知，像

按計劃繼續我的旅行了。路線圖上顯示

是DFS60旋轉式增量型編碼器和TTK系

現在正駛入火車總站，即印刷電路板組

列馬達回授系統(沿X/Y方向定位)都在

裝站。

關注我們。大概每個設計者對如何精確
捕捉我們都有著自己的想法。這些設計

透過影像式條碼辨讀器檢查車票

者也很高興的發現SICK是具有一切可

下一站：「印刷電路板組裝」。到

能需要的產品組合的好夥伴。

站了，就是這裡。現在，我完成

當偶爾需要運輸不同大小的印刷電路板

正確印刷，終於可以組裝電子零

時，輸送系統的軌距還要可以調節。在

件了。我也很好奇先前的旅行路

是我的最佳夥伴。我很喜歡和他玩捉迷

這種情況下，IQ10系列的電感式近接

線，也就是一路收集我的流程相

藏，它擁有兩條光線，我的缺口、孔位

感測器為設置輸送帶距提供最佳支援，

關資料嗎？是否已透過MES系統

和間隙總是能被它檢查到，即使我躲得

因為特定的SICK ASIC晶圓(專用整合電

傳遞給自動貼片機了呢？因為機器必須

了一條光線卻躲不了第二條，總是能捕

路)確保精確且可重複的開關行為。

瞭解是否一切正常以及現在需要裝入哪

捉到我。在此證明它可以精確地檢測

啊！馬上就到進行錫膏印刷的機器，讓

些SMD零件。

我，並且在整個檢測週期中正確的對我

我們看看那裡有哪些感測器等著我。

實際上，也有很多人特別關注我們的旅

> 首站：使用WTB4-3 MultiLine多功能型
光電感測器用於檢測PCB。

和我的同行旅伴計數，即使我的表面有
幾個間隙，它也只會產生一個開關信

精確前往正確位置

們的設備或機器內作業。正因如此，

號，毫不受到間隙影響。當然也有其他

我剛透過輸送帶到達篩網印刷機，原

我一再聽到"可追溯性"(Traceability)等

PCB看起來並不像我那樣奇怪，是沒有

來它是長這樣子的。電子功能材料以

概念。現在我終於了解為何從一開始

任何特殊缺口的傳統方形印刷電路板。

液體或膏狀形式塗覆到我的表面。不

就直接在我的表面附上一個小標記。

對它們而言，擁有極大優勢的UC4可以

過，我亦曾聽說過我同類朋友的印

我早就猜想過是要以某種方式

處理這些問題。這款小型UC4超音波感

刷方式為噴墨技術。在進行錫膏印

讀取這個矩陣式二維條

測器不僅與設備完美整合，且還具有極

刷時，為了達到必要的精度要求，

碼。但是這條碼超

高的解析度，可靠識別常見的印刷電路

我必須先經過可靠檢測。唯有這般，

微小，而我個

板。它也頗具智慧，採用光飛行時間量

機器才會知道要在何處施工。這項

人認為我的表面

法，可防止因背景中的物體或反光機器

工作由兩個2D視覺感測器Inspector

有一些相當棘手的

零件的移動而造成干擾。另外，也有傳

負責。在開始印刷前它們查看我的校準

特性、對比度又弱，

標記，透過信號確保我正確對準印刷模

需要怎麼讀呢？不過，我

版。在此期間我周圍會非常明亮，因為

想我已經知道答案了。上面

2D視覺感測器的頂燈集中照亮我的表

又看到一個藍色的感測器，是

面。瞧，現在正飛快進行錫膏印刷！看

叫做Lector620的影像式條碼辨讀器。

起來確實不錯。但為了確保正確塗覆功

這條碼辨讀器藉著它智慧解碼演算法

能材料，我最好再讓可程式化的攝影機

提供非常強大的讀取效能。無論如何，

IVC-3D瞧上一眼。它非常精確，能識

它都能快速可靠地讀取我和其他人的

別出錫膏印刷中的任何不足和缺陷。

條碼，因此我們在自動貼片機中無須

> 旋轉式增量型編碼器DFS60告知輸送帶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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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路線，因為我們印刷電路板將在他

一台

：聚焦 電子業

特地停留等待。這是一款精簡型的條

有時候，我從印刷電路板的邊緣向外望

碼辨讀器，在狹小空間時也能安裝，

去，不時看到人們在各種機器上辛勤

而且整合雷射校準器可直覺式的設置設

的工作著。萬一他們不小心疏忽或為

備，非常容易上手，大幅減少教學與

了排除故障而將手伸入機器中時，到

安裝工時。若遇到對比度狀況極為不

底是誰在保護他們免受危險？原來是

佳，Lector620還可提供外部照明。它

安全防護門和透明罩以及那一堆的黃

的自動設定大幅減少安裝工時，多樣化

色開關。雖然它們不是藍色服裝，但

的板載介面讓條碼辨讀器在電子製造業

它們也一樣來自SICK。這些黃衣朋友

器OD Mini就已測得我當時的厚度和平

的所有常見應用中均能輕鬆迎接任務。

們原來是有特定任務的，是負責安全

整度）變成了完美裝配的印刷電路板。

的感測器。oh！我看到它們身上的名

最後由IVC-3D系列可程式化攝影機一

緊接著，自動貼片機將對我進行識別和

牌了：i14 Lock。它們是機械式安全開

次檢查，回報我是否裝備齊全。

檢測。這裡非常狹窄，所以機器設計者

關，又叫做安全鎖，用於聯鎖翻蓋，以

對我的旅行有些獨特想法：他們將光纖

確保避免門被任意打開。仔細一看，原

現在我已準備好整合到電子裝置中。完

型感測器（放大器）WLL180T與光纖

來它們無處不在，甚至出現在不同裝

成這項工作的裝配機也配有SICK感測

管LL3組合使用，以便對我進行感測。

配站，互聯的傳輸裝置上。奇怪，我

器。安全光幕miniTwin在手動操作的

由於感測頭僅需要極少空間，而且感測

幾乎看不到佈線，難道開關是以某種

半自動裝置上實現方便操作且無障礙的

器（放大器）也不會被嚴苛的環境條件

方式彼此連接嗎?「是SICK安全控制器

監控解決方案，甚至以L形或U形的防

如裝配頭反光所影響。根據不斷變化的

Flexi

Soft！」在我前面的電路板朋友

護區域呈現。安全視覺感測系統V300

拼板尺寸，光纖型感測器（放大器）還

對我喊道！SICK採用一個Flexi Soft安

也頻繁使用著，它靈活的防護區域可面

會調整傳輸功率以適應輸送帶的移動距

全控制器並透過整合模組Flexi Loop將

對幾何形狀或特殊的安裝要求。

離。另外，透過巧妙整合至傳輸模組的

多達32個相關的安全開關或其他安全

側面板並採取主/從配置，大量節省佈

感測器串聯，並確保絕對安全；效能等

嵌入到電子裝置後，我穿越電子製造中

線。

級最高可符合DIN EN ISO 13849-1中

感測器世界的旅行到此結束。經過適當

的PL e。」這樣的安全串聯大量省去電

包裝，即可交付給最終客戶。(as)

纜線，而且還能更好。由於Flexi Loop
可分別單獨監測每個感測器，因此有效
避免在傳統串聯中可能出現的「被掩蓋
的」順序錯誤的危險。這解決方案也蠻
聰明的，因為Flexi Loop在運作過程中
提供廣泛的診斷資訊。這使貼裝機保持
運作，在傳輸模組中也沒有任何PCB會
在中途脫隊。
設備安裝：我的旅行即將結束
在旅行中，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未
> 識別：究竟誰在路上？

經裝備的電路載體（在啟程前位移感測

> 一切就緒了嗎?使用3D攝影機進行最終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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