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與生產效率
相結合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sickinsight.com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2

08

安全防護和支援導航
庫卡公司為移動式機器人裝備SICK安全雷
射掃描器，由此實現操作人員與機器人之
間的安全合作。

10

通過移動的保護區邊界提高機器效率

親愛的讀者：

工業安全技術一直以來都是自動化技術的一部分。無論是單一的解決方案，還是擁有
便捷診斷功能的整合性安全理念，只有當安全技術能夠持續輔助甚至改善生產流程
時，才稱得上是理想的技術狀態。生產流程的靈活性是工業4.0時代的重要挑戰之一。
在工業4.0的進程中，很多製造企業都在思索如何設計出高自動化同時兼具靈活性的生
產流程。今天的現代化生產設備中已經使用了很多具有工業4.0屬性的元件，這些元件
的潛力仍然有待開發。未來的工廠將逐漸消除人與機器之間的距離，屆時也會出現機
器人與人一起工作的團隊。由於必須能夠高度靈活地應對各種不同情況，因此需要另
一種類型的安全。 

70年來，我們裝備了數量眾多的機器和設備，我們仰賴這些經驗為基礎，提供量身訂
做的解決方案、安全系統和服務，同時令其能夠滿足未來的需求。使用SICK安全光幕
防止人員因為機器（例如壓力機和衝床等）而受傷是首批獲得市場成功的解決方案之
一，為客戶和機器操作人員消除了原有的威脅。 

目前，安全感測器已經能夠精準匹配最新的機械流程。正在開發的新技術今後將確保
各個元件更加緊密協調。在智慧演算法的推動下，數位控制的安全技術已轉向另一趨
勢：根據工人或設備的當前位置實現連續的機器反應。這樣一來，當工人靠近時就不
再會一概而論將機器關閉，而是適當降低工作速度或調整運動方向，從而在隨時確保
人員安全的同時無需中斷生產。 

在本期客戶雜誌中，我們將為您介紹已經實現的應用以及符合法律規定且面向未來需
求的創新安全技術方案。

希望您在閱讀中有所收穫。

Robert Bauer 博士
SICK AG 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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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且安全
SICK 為功能安全提供解決方案，優化生產中人與
機器之間的合作。 

安全，一如既往 
對複雜性加以保護與管控
專訪 Georg Plasberg 博士和 SICK 工業安全系統研發人員 
Heike Göggel。  04 

通過移動的保護區邊界提高機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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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GEORG PLASBERG博士與HEIKE GÖGGEL博士的訪談

對複雜性加以掌控和保障
功能安全能保護工廠且能維持生產力。當工廠與產品的功能自主性越來越強時，如何持續維持操作員與使用者，甚至是工
廠與產品的安全亦愈形重要；而功能性安全依循的原則，亦在此領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業安全系統市場的領導者－
SICK，對於現在的改變與未來的走向有何看法呢？SICKinsight雜誌訪問了SICK AG 執行董事會成員Georg Plasberg博
士，以及創新管理研發工業安全系統部門的Heike Göggel博士，以下為此次的訪談內容。

SICKinsight：依據您的看法，在現今

世界中，功能安全扮演著什麼角色？

G. Plasberg：現今，功能安全依循的

原則是：在偵測到人員或人體存在時能

及時關閉機器，以避免移動式機件與人

體發生碰撞，進而達成消弭危險根源的

最終目標。安全科技的主要特性不僅眾

所周知，且造就了其優異的地位（至少

在歐洲和美洲），並已大幅降低意外事

故發生的次數。因為只要使用對的安全

裝置，就能完全避免某些種類意外的發

生。現在，我們看到這種科技已走向國

際，近年來有許多工業大幅擴張的國家

（例如中國）亦在安全科技方面投入了

大量投資。 

H. Göggel：在典型廠房環境外的另一

種趨勢則是自動化製程。在許多領域

中，已有越來越多如同服務型機器人的

自動化工具開始出現在傳統的工廠與製

程自動化中。於此環境下，最重要的是

考量何種安全科技才能正確執行自動化

功能。 

SICKinsight：功能安全在生產力方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G. Plasberg：在過去數十年，由於已

將精密的安全概念整合於生產過程中，

因而大幅降低了意外事件的比例，進而

使工廠生產力激增。 

此亦清楚顯示，建置適當的安全機制不

僅能讓機器更安全，且還能提升生產

力，同時能節省處理意外事故的時間、

資源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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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SICKinsight：何謂「適當的安全機制」？

G. Plasberg：客戶主要可在兩個方面
從安全科技獲得利益：快速部署－系統
可更快速地達到運轉有效性，以及可靠
的感測器，能確保生產過程不中斷，當
兩者兼備時自然能提升效率。我們能如
何協助客戶獲得這些利益呢？我們希望
客戶能在整個工廠的生命週期內能輕鬆
掌控他們的應用，因此從工程階段即開
始提供容易理解的數據與敘述。我們的
另一個強項是容易部署，而且我們知道
在運作中的工廠內進行維修、故障排除
及任何變化，都與客戶經驗有關。最重
要的是我們的裝置具有極高的可用性，
無論新手或專家、簡單的應用或尖端複
雜的協作環境，都能輕鬆地部署安全系
統，因為我們希望能避免在裝置安裝完
後卻發生失誤，進而導致安全功能失效
的最壞情況。我們投注了許多心血確保
客戶能更容易使用及瞭解裝置的複雜功
能與說明，以保護使用我們裝置之廣大
操作員的人身安全。數年來，可用性的
問題一直是開發過程中的重點，為了確
定可用性，我們招募不具備廣泛產品知
識的外行人進行測試，並在過程中獲得
極佳的成效。

SICKinsight：您提到了提供客戶數
據，這恰好是我們的下一個主題－數位

工程。

G. Plasberg：我可以預見未來最後另
一項可能的改變－當功能安全越複雜，
需要的工程與驗證過程也會變得更具有
挑戰性，有時候甚至不可能在現場實際
驗證產品，無論是機器或工廠。因此，
我們將會發現未來的大多數產品皆將使
用模擬模式進行驗證。事實上，現在已
經開始採用此種做法了。此程序必須採
用以標準為基準的方法，才能適當確保
安全性，但是目前仍不夠完備。我認
為，未來將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有效
驗證非常複雜的安全系統。

H. Göggel：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模擬程
式有出現大幅進步，惟安全科技尚未跨
進此領域。此過程已在逐漸成形，部分
專案也已開始利用數據模擬安全功能，
且幾乎所有生產工廠的模擬和計算都是
使用電腦輔助設計（CAD）進行。不
過，現今之機械工程（工廠的硬體）與
實際運作之間仍有隔閡，雖然個別機件
可進行數位化及聯網，卻仍未針對機器
操作員進行模擬。現在已出現建立人的
模型的討論，並開始模擬人的位置與做
的每一件事，甚至細如跌倒或綁鞋帶的
動作，亦即計算真實世界中發生的每一
件事，讓程式邏輯控制將其視為真實的
世界。如此即能創造從外部觀點模擬最

不尋常的操作模式的機會，而這些各式

各樣可能會發生的情況，亦可反映出

Plasberg博士提及之驗證過程的複雜

性。設計工作必須提前在裝設感應器前

的時間開始，因此需要使用數據模型，

而提供數據的責任即由我們感應器製造

商承擔。

 

SICKinsight：我如何使用適當的安全

機制提升生產力？

G. Plasberg：目前，我們的目標是將

小型的製造單元完全整合聯網，以便能

縮小生產控制的控制迴圈，並加速它

們之間的互動。想要讓人類與機器更緊

密地互動或甚至進行合作，一定會牽涉

更複雜的安全程序。而為了遷就人的位

置，可能會減慢、妨礙某些機器的動作

或生產流程。但是，我們可以考慮採取

完全不同的方法，讓安全功能與機器能

順利運作。功能安全是現代生產系統增

加彈性過程中很重要的一步；然而，使

用圍籬將共存的系統隔開不是完全的彈

性，利用協作方式才能達到效果，而人

類／機器人協作中的自動化工程即是在

探討此課題。

 

H. Göggel：由於生產過程通常需要滿

足批次規模之變動，以及保持彈性與

“我們的目標是將小型生產單元整合到網路架構”

Georg Plasberg博士，SICK AG 執行董事會成員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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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生產力的需求，使人類／機器或人

類／機器人的協作方式應運而生，而工

業4.0即是為了滿足這些不斷改變的生

產力需求才出現。除產品種類的彈性

外，製造商亦會追求數量的彈性，且越

快越好。因此必須擴廠、增加某些產品

的生產面積，甚至引進機器人機台以解

決此瓶頸；而您需要的是具有充分彈性

的安全解決方案。使用Flexi Soft De-

signer軟體，可巧妙地將感測器功能進

行鏈結，讓您能從現場和遠端監控即時

狀態。

 

SICKinsight：我們下一個談論的主題

是：整合到網路架構。

H. Göggel：Flexi Soft 是以我們的感

測器聯結而成的智慧型安全控制器，可

發揮更大的效益及增加附加價值。所

以，若能結合兩個感測器的功能，將可

產生超越一對感測器以上的效益。舉例

來說，SICK已提出與同時執行速度監

控及安全靜止監控之應用有關的安全解

決方案。

G. Plasberg：結合通訊方法與感測器

功能可開創出具備多重效益的應用解決

方案，問題是如何同時在產品層面與

系統層面創造出有利的應用。我們在經

過多次嘗試後，發現一些有趣的結果。

在我們目前提供的功能中即有部分最佳

範例，例如無人搬運車可根據編碼器的

輸入切換共享保護區域；另一個範例是

Flexi Loop提供的串接功能，可協助我

們將功能簡單的開關轉變成完整的門戶

保護系統，帶給客戶更多的利益。

H. Göggel：我們認為未來會出現越來

越多類似的範例。目前我們是使用黃色

感應器建構安全應用的智慧型網路。而

為了滿足工業4.0的需求，即必須將非

安全性感測器整合至系統中，才能開發

出既能增加生產力，又能保證安全的解

決方案。

G. Plasberg：我們提供了如同Safe-

guard Detector的安全子系統，此為

經認證的完整保護套件，主要設計為可

監控包裝機周圍殘留的紙箱堆。此類程

序非常複雜，但是我們已將它變得可由

客戶管控了。

SICKinsight：資料安全是連結到網路

要考慮的另一個重點。

G. Plasberg：是的，資料安全非常重

要，如果要擴展網路，就必須能確保資

料安全。但是，此課題已超越安全科技

的範圍。

H. Göggel：不過，目前仍有許多問題

尚待解決，且很難量化資料安全所面對

的風險，尤其是外部對系統的存取。安

全科技與資訊安全之互動仍需要進行更

多的討論，因為在許多方面仍需要標準

化。

G. Plasberg：我們需要明確定義必須

介入哪些緊急情況，其中之一是資訊科

技層面的蓄意攻擊，但是現今要考慮

的重要面向應著重於安全措施遭到無心

更改或精心操縱，而此亦為組織層面在



7

專訪

定期針對這些因素進行安全功能檢討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在科技方面，普
遍的做法是透過控制層面定期查核聯網
的系統。例如，使用連線裝置執行循環
冗餘檢查，即可確認原始系統設定是否
遭到更改。此做法在汽車工業中十分常
見，他們是使用自動化測試確認感測器
是否仍正確連接或設定是否遭到竄改，
從安全角度來看此做法非常重要。 

SICKinsight：謝謝二位接受訪問。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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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與機器一起工作的方式可決定
不同型式的自動化。如果最終目標是完
全協作（亦即人類與機器人在同一個工
作空間中一起執行工作），則可合理採
用共存或合作的解決方案做為達成目標
的第一步。此做法不僅需要深度了解機
器人應用，且需要具備風險評估的專業
知識與適當的安全解決方案組合。

SICK是提供人機協作解決方案的夥伴

每一個HRC系統的開發都是從風險評
估開始，而EN ISO 12100定義範圍中
的機器都必須進行全面性可能的危險評
估，以符合機械指令的規定。由於機器
人系統經常需要完成ㄧ系列非常複雜
的動作，因此除危險評估外，EN ISO 
10218機器人安全標準亦要求應仔細分
析每一個動作系列；且在進行風險分析
時，應考量和記錄與HRC應用有關的
環境因素和基本狀況。而為了定義適當
之安全措施的型態，這些絕對都是必要
的步驟。人類／機器人協作需要具備各
種不同的安全措施，因此其解決方案必
須包含各種不同型態的科技種類與組件
及密切有效的配合，才能避免衝擊工作
流程與生產力。為此，SICK提供了許

高度的自動化 VS. 彈性的製造流程  

人機協作的功能安全

與工業4.0有關的主要課題之一，是如何讓工作流程具有彈性，包含人與機器之間
更緊密的互動。人類想要與機器一起安全工作，仍需要進行更多整合。因此，功
能安全將能帶領現有的生產系統擁有更高的彈性。人機協作（HRC）即在於探討
如何達成此目標。

人機協作 不同工作空間 相同工作空間

循序式加工 無互動 合作

同時加工 共存 協作

多彼此和諧共存之安全解決方案，以涵
括完整的安全功能：無論是更新現有的
工廠或整合至新工廠中。不僅如此，機
器、工廠製造者及系統整合者皆可在建
置保護措施時，從SICK提供之全面服
務中獲得一致性的支持，並可在完成工
廠之初步檢視與特定HRC解決方案的
風險評估之後，量身打造能確實符合應
用之所有需求的安全概念。SICK同時
提供技術整合、機器驗收和文件準備的
支援，包含了服務範圍內的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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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彈性的自動化

共存

焊接機器人單元中附旋轉桌的插件站，
例如：汽車工業。 

• 風險評估：旋轉桌具有危險性，由
於機器人操作區有隔間，所以是
安全的。

• 可能的保護：直立式的安全光幕，
如deTec4 Prime為初級保護措
施，可關閉旋轉桌，而串接、水平
式的光幕則負責監控保護區內是否
存有任何物體（存在偵測）。

• 更多層保護：在水平保護區清空之
後，旋轉桌會自動恢復運作。

合作

在轉運站，工人將準備好之預先組裝
的模組交給組裝機器人，然後由機器
人一次抓取一個模組，送到最後的組
裝過程。

• 風險分析：偶爾會發生機器人與工
人同時在轉運站區域內的清況，如
果機器人在工人插入模組時快速移
動，就會發生危險。

• 可能的保護：可同時監控四個保護

區的S3000雷射安全掃描器，加上
Flexi Soft safety 控制器(Sim-4-
Safety)，會在偵測到第1、2、3保
護區遭到侵犯時觸發機器人減速，
而偵測到侵犯第4保護區時，會在
安全監控下啟動停機。

• 更高的生產力：在人員即將接近
時，機器人不會立即完全停止；其
仍會繼續工作，唯有在工人靠近轉
運站的周邊（第4保護區），才會
安全停止下來。當第4保護區的狀
況解除後，機器人就會恢復工作。

協作

以組裝電動馬達加裝非硬式零件為範
例：在移動工作站中，受安全監控的機
器人會從輸送帶上拿起組件，交給位於
方便操作位置的工人。

• 風險評估：機器人的動作可能會導
致碰撞、剪切或壓擠。

• 可能的保護：使用microScan3 
Core安全雷射掃描器保護水平危
險區域、限制平面工作區的範圍和
機器人的力量；在保護區域遭到侵
犯時監控工作速度，為機器人工具

加裝無妨礙的保護套以降低危險。

• 更高的生產力：機器人工作站為可
移動式；若有必要，亦可使用指定
的工作站。機器人可從輸送帶上抓
起正確的裝置，接著在工作台上進
行後續的步驟，兩項工作互不干
擾。(tm)

人機協作的類型與實例

共存 合作 協作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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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製造業而言，搬運作業的未來是

取決於機器人在廠區自主移動、運送

物品或料件的能力；對機器人製造商

KUKA公司而言，未來則已經到來。在

它的生產工作流程中，將由KMR iiwa

機器人負責搬起裝滿材料的箱子，在適

當時機送到生產線，並與其他工人及

拖車共享行進路線和貨架。KUKA公司

的新材料都是透過企業資源規劃系統

（ERP）與供應商自動訂購（符合工業

SICK 為庫卡公司的KMR IIWA機器人提供安全防護與導航數據  

生產移動式機器人－不僅安全，還有更多的功能

在未來的工業生產中，我們的助手不僅具備模組化、多用途，而且為移動式。庫卡公司（KUKA Roboter GmbH）為KMR 
iiwa機器人開發出全自動化和自主的解決方案，將LBR iiwa輕型機器人與OmniMove移動平台進行結合。庫卡與SICK兩家
公司的長久合作夥伴關係於此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為安全雷射掃描器為KMR iiwa提供保護功能與導航支援，
而使自主活動的機器人能與工人直接互動，不需要實體的防護，是一項真正可為生產過程創造永續彈性的系統。

4.0的原則），再由KMR iiwa機器人完

全自主地分發至各工作站。但是，KU-

KA公司不僅著重於機器人為自己公司

提供生產技能而已，該公司移動機器

人工業企業發展部門的Peter Gmeiner

表示：「KMR iiwa機器人更具備提供

各種應用的可能性，從最簡單的『抓和

送』服務、在多個工作站進行少量製

造，一直到汽車與電子工業需要之複雜

且具彈性的工作流程等。結合LBR iiwa

機器人的敏感度與KMR iiwa機器人的

移動性，有潛力可為品保過程增加價

值」 

移動與安全的重大挑戰

KUKA公司成功地將SICK的解決方案整

合至OmniMove重型工作平台上，已

經過了多年的時間。這些載具是倚賴

SICK的S3000安全雷射掃描器與KUKA

公司之移動軟體的緊密互動，因而能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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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彈性的自動化

動高達90噸的重物。開發KMR iiwa機

器人不可或缺的要素，是尋求最適合的

技術與優異的應用知識以及與科技夥

伴的深層合作，此項合作更促成另一

項結合SICK裝備的應用。此次是使用

兩個更輕巧，且具有270度掃描角度的

S300安全雷射掃描器，確保進行全方

位的監視。複式保護區域可提供彈性的

設定，對於使用輕巧與移動式機器人

的應用而言至關重要，S300即可提供

16個能自由設定、彈性調整的保護區

域，已能適應各式各樣的移動狀況與環

境條件。在規劃使用移動式機器人時，

於考量能耗及載具必須盡可能輕巧與堅

固後，體積小巧的S300將是最合適的

選擇，且可在創造滿足KUKA公司需求

之應用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角色。

自主導航需要的掃描器數據

KMR iiwa機器人要如何接收移動位置

的控制信號？換言之，如何做到自主

導航？為達成此目的，KUKA公司的導

航軟體使用包括了SICK安全雷射掃描

器提供的數據－亦即，S300不僅可提

供直接的保護而已。KUKA公司Mobile 

Robotics所屬之OmniMove小組的主

持人Klaus Mattuschat解釋：「導航

軟體藉由雷射掃描持續評估距離，利用

此資訊製作出環境之『地圖』，並利用

座標來判定KMR iiwa機器人的位置。

在同一地點的固定物體，例如廠房中的

柱子或工廠之固定部分可解釋為建立的

參考點，但是通常會忽略移動式或動態

變化的物體。在大多數情形下，KMR 

iiwa機器人可依據規劃的路徑移動或自

由導航，且可自己避開擋在前面的物

體。」 

移動式工業機器人的安全

移動式機器人研究將是要面對的重大挑

戰之一，亦即如何設計出符合相關標準

的系統：例如EN ISO 10218標準的第

1和第2部分，特別是ISO/TS 15066技

術規格亦適用於協作系統。除系統設計

之需求外，為能符合EN ISO 12100標

準，還必須單獨針對每一個KMR iiwa

機器人之應用進行風險評估，而KUKA

不僅是保護：S300安全雷射掃描器

公司必須與客戶及／或系統開發者密切
合作，才能完成此項全面性的風險評
估。 

移動式系統：智慧型工廠的基石

智慧型工廠的概念是設想為在生產過程
中，以網路將每一個生產元素相互連
結；因此需要感測器捕捉、評估、傳輸
資料，以確保資料的可靠性。生產和搬
運鏈的每一個階段皆保持透明化，這對
資料來說非常重要。但是，資料聯網並
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尤其是在自動化和
聯網的生產環境中，必須由如同KMR 
iiwa機器人般的移動式系統將每一個工
作階段進行鏈結。它們代表了一種新形
式的移動性：藉由創新的解決方案保護
人類和材料。(tm)

更多的相關客戶資訊，請造訪
www.kuka-robotics.com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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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的安全解決方案：讓無人搬運車與系統安全運作 

迎向未來



13

靈活彈性的自動化

>> 無人搬運車（AGV）是地面式的輸

送載具，能自行驅動及自動控制與非接

觸式駕駛，主要用於拖運或攜帶物品，

具有主動或被動式的負載攜帶單元。無

人搬運車系統（AGVS）係指在工廠內

使用的地面式的輸送系統，具有自動化

載具可運送材料，且在建築物內外均

可使用。AGVS包含一個或一個以上的

AGV、主控站、建立地點，以及記錄

位置的裝備、數據傳輸裝置、基礎設施

與周邊裝備等。移動式材料運輸系統通

常使用於從事棧板或貨櫃運輸任務，

且幾乎能在所有的工業生產環境中使

用，甚至服務機器人的應用也越來越

普遍。SICK為自動化導引載具和系統

在許多行業中，無人搬運車（AGV）與無人搬運車系統（AGVS）使生產和搬運
更具有彈性。現在市面上已有許多類似產品可供選擇，而且仍在不斷增加中。無
論它們以全自動化或半自主導引系統、運輸車、人員駕駛堆高車、窄通道卡車等
何種形式出現，也不論複雜性如何，SICK皆有可搭配的感測器解決方案。若能有
效率且精確地操控AGV與AGVS，即可提升生產力。SICK的感測器可使用於輪廓
或反射鏡導航的任務中，亦可進行粗略與精細的定位、測量與辨識以及傳輸光數
據等，同時能滿足所有的需求、提供符合標準的保護、保護人員避免發生意外與
協助避免碰撞－亦可保護貨品與裝備。具有這些特性，便再也無須擔心停機了。

之應用提供了完整的產品組合，包含

雷射掃描器（使AGV與AGVS能進行

導航與定位）和安全雷射掃描器（設

計為可保護人員與避免碰撞）。此裝

備亦適合用於定位物體與測量距離，

且可藉由AGV與AGVS上的條碼讀取

系統或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科

技，輕鬆地辨識貨品與儲存空間。

無人卻安全的駕駛

有時候無人搬運車會以極高的速度運

作，有些僅能以單一方向前進，有些

則能前進、後退與過彎。由於這些載

具通常是用於承載重物，因此移動時

會帶來額外的風險。為能符合相關法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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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VSs與AGVs的相關標準與指令

 • 2006/42/EC機械指令
 • EN/ISO 13849-1標準
 • EN 1525 標準－無人搬運車（C標準），即將改為ISO 3691-4標準
 • VDI 2510－無人搬運車系統 (AGVSs)
 • VDI FA309－無人搬運車規範
 • 國際標準：土耳其GB10827.1999、英國/T30029-2013、美國 ANSI B56、

歐盟 EN 1525

律規定，必須分別針對AGV與AGVS進
行風險評估，以確定其風險，而取得之
資訊可用於確認哪些保護或安全措施必
須完全符合ISO 13849/EN 1525（即
將改為ISO 3691-4）標準。SICK之安
全科技保證AGV與AGVS提供的保護均
符合各項（含歐盟、美國、中國等）標
準，其裝備產品包括小推車（自動化導
引推車，簡稱AGC，部分僅能單向移
動）到大型的AGV（具有現地轉換功
能，可依據載具的速度、方向與工作類
型動態改變運作方式）。

確保效率提升與安全移動的安全科技

SICK的模組化安全解決方案，不僅
符合標準，且無論多麼複雜，都能為
AGV與AGVS等裝備提供全面且不中斷
的保護。安全控制器、堅固可靠的元件
（例如安全雷射掃描器與編碼器等），
均可組合成一個完整的安全解決方案，
以確實滿足各種不同載具與工作類型的
需求。此系統可保護人員與物體避免碰
撞、最佳化導航與行進路徑、測量距離
與定位等。此外，亦可在某些應用（例

如自動化棧板處理）中辨識物品與未使
用的儲存空間。SICK之安全解決方案
能輕鬆地與現有的安全概念整合，且隨
時可進行擴充，以更符合未來的需要，
它們創造的高精確性與效率，有助減少
停機時間、提升生產力、確保生產過程
平順與安全，且有更多應用甚至已超越
生產與運輸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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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彈性的自動化

安全雷射掃描器 危險區域保護 導航／定位

S300  • 保護小型AGV或AGC及棧板輸送車
 • 設計輕巧
 • 3公尺保護區範圍
 • 根據駕駛的角度調整監控空間
 • 多方向，最多可掃描16個區域

S300/S3000 Professional CMS安全雷射
掃描器：

 • 利用掃描範圍內的輪廓及反射鏡進行環境

偵測，並支援導航

 • 擷取與傳輸測量距離的數據，以利於偵測

棧板的幾何與位置與定位

S3000
 • 保護中、大型AGV
 • 根據負載和速度進行調整與監控
 • 非接觸式全面性保護
 • 同時有適用於低溫環境的Cold Store型號

安全控制器 安全自動化

Flexi Classic 
 • 依據行進方向自動轉換調整保護區域
 • 整合至載具

Flexi Soft  • 軟體程式可修改
 • 完全監控所有的安全信號
 • 整合至載具
 • 最佳化AGV維修
 • 可監控行進方向與速度、可擴充加裝能支援所有標準之編碼

器介面的Drive Monitor FX3-MOC0 模組

+

編碼器 防撞

DBS60  • 依據駕駛的角度與路徑（輸入信
號）之相關資料進行測速與定位

 • 在使用安全雷射掃描器時，採用
兩個編碼器的雙通道架構執行動
態區域轉換

+

模組化安全解決方案為AGV與AGVS提供符合標準且全面性的保護 

您可以在第21頁找到更多新的
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為AGV提供
之應用可能性。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16

請教Günter Ullrich博士（歐洲
AGVS協會，VDI 專家委員會）三個
問題。

Günter Ullrich博士（歐洲AGVS協
會，VDI 專家委員會）

SICKinsight：您認為AGVS工業的未來

趨勢與發展如何？

G. Ullrich：我認為，我們將會看到前

所未有且多樣化之應用的蓬勃發展。現

在AGVS僅能侷限於從事某些工作，例

如生產搬運、組裝、醫院搬運等。在未

來一定能突破界線，在傳統環境與新的

應用方面開拓出更多的工作任務，尤其

是以服務為主的領域。部分系統過於新

穎，使用的人員皆尚未接受訓練。

SICKinsight：在未來，感測器製造商

將要適應甚麼？

G. Ullrich：整個工業都在變化，因此

新的應用需要具備智慧型的3D解決方

案，某些新公司已朝此方向邁進。目前

有部分較關注自主駕駛的人將焦點放在

AGVSs上，不過各種自主駕駛之應用

（例如路上的、服務機器人的）的界線

越來越模糊，而汽車則基於使用者對自

動化系統的期待，變得越來越智慧化。

感測器必須具備三度空間，且能夠產生

與處理大量的資料流；此外，還必須能

與感測器系統結合。

SICKinsight：這將會導致甚麼需求，

特別是當考慮到安全科技時？

G. Ullrich：目前AGVS仍有某些限制，

因此需要訓練使用者如何使用。但在未

來將無法接受任何此種限制，因為系統

將會使用於醫院與照護機構等場所，

必須要能適應各式各樣的人（例如病

人、兒童、老人等），而在戶外使用則

是另一個持續受到關注的焦點。不僅是

AGVS追求可靠安全的系統（系統不會

因為下雨或陰天而停止運作），汽車工

業也是一樣。

人員保護， 
主要駕駛方向

安全控制器

負載側人員保護

急停

人員保護，側邊保護

速度監控

AGV不僅能保護人員，且可依據移動方向調整保護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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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O-BOT®4電子管家：聽候差遣

從 1 9 8 8 年 起 ， 總 部 設 在 斯 圖 加 特
（Stuttgart）的夫朗和斐製造工程與
自動化研究中心（Fraun-hofer Insti-
tute for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IPA）已開始研究
如何發展供家庭、旅館、醫院、安養
院、其他公眾與私人領域使用的服務
機器人，直至2015年完成開發第四代
的Care-O-bot®4。此機器人有兩隻手
臂、有創新的髖關節與頸關節及大量的
感測器，相較於獨臂的前身有更大的活
動範圍與彈性，可完成更優雅細緻的動
作，例如倒飲料至杯子裡等；且IPA團
隊創造的機器人也更有禮貌，更符合使
用者希望服務機器人應該有禮貌與貼心
的期待。Care-O-bot®4除了會點頭或
搖頭等簡單的動作外，亦會與人保持適
當的距離，知道在主人不需要服務時小
心地站在主人後方，並在溝通時確認指
令內容與應採取的行動。此機器人是利
用隱藏在圓形底座下的三個輪子移動，

因為需要經常移動，所以必須能避免與
家具或牆壁碰撞、不對人員造成危險，
且必須能找出最佳行動路線（即使是需
要穿過門或窄道的困難路線），此時就
必須使用到SICK的感測器科技。Care-
O-bot®4的三角形底座上裝設了三個
S300安全雷射掃描器，涵蓋了50個保
護區域，能確保導航安全，並隨時為危
險區域提供保護。機器人的頸部設有
3vistor-T串流攝影機可提供3D視覺影
像，以辨識動作與碰撞告警，這些安
全科技都是由Flexi Soft安全控制器掌
管，證明SICK可為服務機器人領域提
供安全保障。(ro)

更多資訊： 
www.care-o-bot-4.de

S300安全雷射掃描器 Flexi Soft安全控制器 3vistor-T串流攝影機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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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驅動與移動監控可提升生產力 

安全移動控制：
不受干擾的安全程序

現今，機器與工廠主人都面臨了一項挑戰任務：創造高度自動化創造出具有彈性的生產流程，同時確保人員、機器與工廠的
安全。工業安全科技領域中之技術與市場領導者之一的SICK，提供了一系列完整的安全解決方案可讓客戶一次購足。其安
全移動監控系統Safe Motion Control包含的創新安全概念，是專為安全監控驅動與機器動作而開發，除可提供高度的安全
保障外，同時增加了機器的妥善率與效率。

安全移動控制－外部與整合安全概念

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

 • 符合德國社會意外保險局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IFA）要求
的功能安全編碼器

 • 固定與移動式安全應用之可靠、堅固的信號裝置
 • 安全驅動監控，僅需要一個編碼器，即可達到SIL2安全完整

等級與PL d效能等級。
 • 安全的電氣與機械設計
 • 易於與現有系統整合

安全或控制概念是安全驅動與移動監控
的基礎。 

外部安全概念的優點：
• 將安全與自動化工具分開，以獲得

優異的抵抗操縱保護。
• 獨立於驅動系統之外
• 一個軟體就是一個完整的解決方

案，可節省時間與金錢
• 單一系統內監控多個驅動器
• SICK出品，通過認證的工業級套

裝應用，可節省工程時間。

固定與移動安全應用的通用型移動控制
感測器
整合於安全功能中的驅動器與驅動軸必
須配備通過認證的安全控制器，例如
DFS60S Pro。移動式或靜止式應用的

明確要求，以及安全科技評估的複雜
度，都已說明使用此類科技會帶來實際
的益處。

>> 如何塑造人類與機器的互動方式，
對於未來之工業環境的效能與生產力具
有重大影響。創新的安全科技概念（如
Safe Motion Control）讓我們可以隨
時監控機器的動作，並確保機器與操作
人員互動的安全性；其係藉由監控速
度、行進與加速等機器參數，清楚區別
機器的安全動作與危險動作。所有安全

感測器與致動器提供的信號都可以進行
組合，產生的資訊可告訴我們，機器操
作員進入危險區域或在危險區域發出中
斷訊號時，是否真的身處危險中。換言
之，在生產過程運作期間，操作員可以
介入機器，以預防干擾、減少停機時間
與非有意的關機、降低循環時間、提升
機器與工廠的效率與妥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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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S/SRM50與SKS/SKM36安全馬達回授系統，配備有HIPERFACE®混合介面

 • 電力驅動科技的標準介面
 • 類比與數位感測器數值傳輸
 • 以高精確度的正弦與餘弦信號（處理資料通道）測

量速度
 • 透過參數通道傳輸數位的絕對位置

其他移動控制感測器
如果使用配備HIPERFACE®科技的馬
達，即可利用安全的Drive Monitor 
FX3-MOC0模組將HIPERFACE®驅動
的信號提供給電動驅動軸（例如SRS/
SRM50、EFS/EFM50與SKS/SKM36
安全馬達回授系統），確保可獲得必要
的關機功能，且可達到要求的(PL r)效
能等級－若有必要，亦可加入使用第二
組獨立的信號（例如，來自編碼器）。

移動控制安全控制器
Flexi Soft與Drive Monitor FX3-MOC0
為可監控電力與液壓驅動的機器。舉例
來說，如果安全光簾遭到遮斷時，此裝
備可避免將整個驅動控制系統轉換至安
全的節省能源狀態而觸發停機反應。工
具機（特別是壓床）的驅動科技會逐漸
轉向電力驅動（多為伺服驅動），在過
程中電力驅動可將能源饋送至更多的特
定點，以便能更精確地控制程序、節省
成本與提高產品品質，更快速驅動軸橫
向移動亦可增加生產力。

利用簡單安全的解決方案，達到要求的
效能等級
每一個Drive Monitor FX3-MOC0模組
均可連接兩個編碼器，並達到以下效能
等級：
• PL e級：一個非安全性馬達回授

（MFB）的軸，加上一個額外的
外部編碼器

• PL d或以下：兩個軸，視使用何
種馬達回授（安全或非安全）而
定，無額外的外部編碼器

• PL d級：一個軸，一個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

Drive Monitor FX3-MOC0：Flexi Soft安全控制器之擴充模組

 • 採用人機安全互動的新機械概念
 • 以安全移動監控替代關機
 • 高機器妥善率
 • 提升效率與生產力
 • 監控各種驅動概念－電動或液壓驅動均適用
 • 安全感測器，例如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是採用通用安全

概念（從感測器，控制器到致動器）的最佳配件。
 • 可使用於移動式與固定式的安全應用
 • 易於管理多個安全功能

配備Safe Motion Control的安全驅動監控－伺服壓機的完全解決方案。

靈活彈性的自動化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20

SICK的移動控制專家談論DFS60S Pro
安全編碼器
SICKinsight：你們想要利用安全編碼
器使開發與建造安全解決方案變得更簡
便，是否能量化使用此方法節省的成
本？

H. Krebs：每一項應用都有極大的差
異，尤其是與安全及機械有關時。如果
您想要使用標準編碼器與持續建立安全
的解決方案，則需要的感測器與輸入／
輸出將多於使用安全編碼器－亦即將投
注更多心力於工程上。為了符合認證的
需求，您必須規劃工廠或機器的評估作
業，以確保及記錄使用符合安全概念之
正確且能滿足品質要求的裝置，以及其
他更多的工作。因此，不如選擇使用
通過認證的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代
替您進行所有的工作，而您可直接從
SISTEMA程式庫擷取參數，再與系統
進行整合。

SICKinsight：在驅動之外獨立建立安
全概念有何好處？

H. Krebs：此做法的好處是機器製造商
僅需要專注於一個安全概念（且僅需要
一套技術與員工的教育訓練），無論
使用機器的客戶是否使用其他的驅動
器。SICK製造之安全邊碼器的信號，

可同時供安全評估與驅動控制使用。除
編碼器外，我們也提供一系列以安全為
核心而設計的元件－因此，如果機器製
造商想要，我們就能讓客戶一站購足所
有的產品。

SICKinsight：在驅動方面，設計者能
保持工作上的彈性嗎？

A. Bäurer：這是肯定的，SICK設計的
元件都能適應分散化的世界。我們有部
分客戶是以應用的控制面向為重點，-
Flexi Soft 安全控制器即可依據客戶的
喜好，透過PROFINET、Ethernet/IP-
、EtherCAT或其他通信標準，將編碼
器資訊整合至高階的資料結構中。這是
我們在一系列為連結而發展的設計與設
備外，另一種提供彈性的方式。最大的
優點是客戶之系統僅需要設定一次，而
安全工程亦能以此為基礎，僅做一次即
可；無論驅動電子的製造商是誰，可在
後續轉移至其他的驅動系統。

SICKinsight：安全元件Drive Monitor 
FX3-MOC0已經推出了，DFS60S Pro
安全編碼器於此方面有其他優點嗎？

H. Krebs：如果您是使用標準編碼器，
將需要兩個編碼器與Drive Monitor共
同使用，才能達到一個安全編碼器的安

全等級，且是唯一可創造出雙通道結構
的方法。兩個元件加上額外的接線，
表示工程和組裝都必須投注額外的成
本，所以我們決定著重於簡單化，而且
這也是使用安全編碼器的優點。Drive 
Monitor是我們進入安全應用世界的大
門，現在我們正朝下一步邁進，亦即簡
化與實現安全應用。

SICKinsight：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
可使用在哪些應用中？

H. Krebs：工業搬運車的趨勢為更小、
更有彈性、更靈活，我可以預見此產業
將成真正著重於裝置的領域，；至於其
它用途，例如處理搬運應用的程序，則
是屬於工廠安全的範疇。同樣值得重視
的是吊車與絞盤，因為在某些應用領域
中，會將裝備與非同步馬達（在某些
情形下是以力量為重點，而非高動力
程序，所以使用廉價馬達即可）一起使
用。此外，具有高貨艙區的倉庫，是倉
庫管理員不會，也不應該進入的危險區
域。

SICKinsight：對編碼器而言，安全代
表甚麼？

A. Bäurer：電力安全不是唯一重要的
事。在安全評估中，機械連接及效果同
樣是非常重要的面向，這也是IFA發展
及發布一項新測試原則的原因，此原則
規範了專為功能安全而存在之角度與距
離量測系統的測試及認證方法。我們與
測試機構密切合作，使用此原則發展與
認證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而另一
個需要考慮的新面向是首次定義與建立
編碼器功能安全的要求，目標是創造
一個一致的市場標準。所以，DFS60S 
Pro不僅是第一個遵循測試原則的安全
編碼器，且是能滿足功能安全的最新要
求。*)

*) www.industr.com/A-und-D-Magazin/135374Heiko Krebs，SICK AG 編碼器商業部門經理 Andreas Bäurer，SICK AG 編碼器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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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彈性的自動化

無人搬運車的安全監控－更有效率地使
用空間
SICK安全运动控制解决方案由安全编
码器的「安全移動控制」是移動機器
（例如無人搬運車）之安全駕駛與移
動監控最理想的解決方案，其包含了
DFS60S Pro 安全編碼器與Drive Mon-
itor FX3-MOC0。此項組合式的安全
解決方案，能協助機器製造商與系統整
合商在系統工程與認證程序方面節省許
多時間，而且可將科技與法律的風險降
到最低。例如，使用非安全認證產品
針對解決方案進行自我評估而造成的
風險。為Flexi Soft安全控制器而研發
的Drive Monitor FX3-MOC0擴充模
組，能可靠地擷取無人搬運車的行進方
向與速度參數，並為編碼器提供所有最
常使用的介面。編碼器可連接至Drive 
Monitor FX3-MOC0的中心點，以監
控行進方向與速度以及剎車斜坡，且此
監控功能可最佳化設置於無人搬運車上
之安全雷射掃描器提供的保護區域，以
節省空間做為更有效的利用。 

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僅需要一個
安全編碼器的安全監控
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是隨附於無
人 搬 運 車 的 驅 動 軸 上 ， 並 支 援 執 行
SSM（安全速度監控）與SLS（安全
限速）等的安全功能。編碼器與控制
系統之間的互動能在必要時協助控制
系統將AGV減速，其係由SBC（安全
剎車控制）與SS1（安全停止1）或
SS2（安全停止2）驅動監控功能負責
觸發及安全監控無人搬運車的緊急剎
停。DFS60S Pro安全編碼器的角色是
作為具有複雜導航需求之無人搬運車最
可靠的信號裝置：當AGV的移動越趨
自由時，安全移動監控越需要克服其帶
來的障礙。差速驅動之運輸載具有兩個
獨立的驅動單元，因此能原地旋轉；若
使用無安全認證的編碼器執行此類複雜
程序，將需要投注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創
造適當的控制系統。另一方面，通過認
證的DFS60S Pro則可提供一個簡單安

全的方式，記錄行進的方向與速度資
訊，以達成安全移動之目的，並為個別
載具創造各自獨立的行進側面圖。

整合型安全概念的優點：
此概念不僅可使用HIPERFACE®馬
達回授系統（SRS/SRM50 and SKS/
SMK36）實踐，亦可使用具有HIP-
ERFACE DSL®數位介面的馬達回授系
統（EFS/EFM50與EKS/EKM36）實
踐。HIPERFACE DSL®使用的單纜科
技可將製造商的纜線作業量減半。

優點： 
• 僅需要使用公接頭與電纜線
• 使用的元件較少
• 由單一製造商提供完整驅動系統
• 快速通過認證
• 故障反應時間短
• 易於取得控制參數
(ro)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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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HDDM™帶來的科技躍進 

microScan3： 
提供一個新的安全平台

創新的safeHDDM™掃描科技

直覺式操作

堅固的設計

智慧型連接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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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件和系统

SICK的microScan3開啟了一個安全的新時代：此新一代的安全雷射掃描器是以
專利的安全量測原則safeHDDM™為基礎，其成果是在具挑戰性的情況下，展現
優異的可靠性與廣泛的掃描區域－都集中在單一高度緊密的外殼內。
此外，microScan3提供的適當功能特性，可滿足直接、直覺的作業需求。

>> microScan3的研發中，投注了在

安全雷射掃描器及工業環境應用方面超

過20年的經驗，而創造此裝備之目標

是為了結合安全（偵測在危險區域的人

員）與生產力。由於具有safeHDDM™

，使microScan3能提供優異的可靠

度，即使受到周遭光線或灰塵的阻礙，

仍可在現場的人員有風險時發出停止信

號。

safeHDDM™：不僅是新科技

m i c r o S c a n 3 每 一 次 掃 描 都 會 發 出

80,000個脈衝，相較於傳統測量程

序，更能確保每一次評估均能取得數

倍的資料可供運用。microScan3可使

用這麼多個別脈衝計算700個安全量

測值，讓此項新的濾波器與智慧型演

算法能確保safeHDDM™的安全，且

microScan3可偵測到僅有1.8%反射率

的物體（例黑衣服）。同時，此項新科

技亦提升了在有灰塵與周圍有光線之環

境中的可靠率。使用安全雷射掃描器的

重要指標是掃描範圍與尺寸比，由於

safeHDDM™的關係，microScan3不

僅非常輕巧，且能監控大至73平方公

尺的區域；而使用尖端科技之安全雷射

掃描器的另一個主要優點是可架在牆

角，監控一部機器的兩側。理論上，掃

描角度達270°已能涵蓋此範圍，而mi-

在操作中，使用按鈕即可直接選擇重要
的診斷訊息，並顯示在螢幕上。使用
microScan3，安全變得更簡單。(tm)

croScan3卻是第一部涵蓋範圍達275°
的安全雷射掃描器。若雷射掃描器安裝
地不夠精確時，缺少額外的5°，就很容
易產生安全間隙，而microScan3即能
完全解決此問題。

同時要求效能與安全是否代表系統很複
雜？
我們通常很容易會認為，部署與操作使
用最先進之科技與大幅提升效能的創新
解決方案一定很複雜。但是，microS-
can3是代表另一個能讓SICK利用智慧
型連接，結合直接與直覺操作的平台－
所謂的安全平台，是能同時滿足提高生
產力、提供彈性之保護與生產優異之
系統等需求最完美的解答。新的Safety 
Designer軟體亦使設定變得更快速。
在運作時，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或遠距
離以外清楚看見狀態指示燈、LED與顯
示器。 

275°－即使裝備安裝在角落，亦確保安全不中斷 ：增加5°的額外掃描角度，即使安裝不精
確，也能預防出現任何安全間隙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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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試目的是確認 SICK 的客戶和服
務員工是否能夠理解 deTec4 Prime 的
方案。為了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富特
旺根應用科學大學可用性能力中心的工
作人員首先做出了一些假設，即使用者
在哪些操作步驟上可能會遇到問題。然
後在測試中對這些假設進行了系統性的
檢驗。

“測試結果總體上表明，該方案是可以
被理解的。但我們仍然為產品和技術

資訊找到了明確的優化方法。”富特旺
根應用科學大學經濟工程學教授 Ger-
hard Kirchner 博士這樣總結分析和測
試結果。“所有測試物件都要完成同樣
的任務”，富特旺根應用科學大學可
用性工程和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 Lena 
Neuman 對測試方法進行了說明。“
我們在測試指南中規定了標準流程，期
間我們不僅會觀察測試物件如何工作，
還會提出具體的任務要求，並且對所有
測試物件都一樣。我們對整個過程進行
了拍攝、將觀察到的情況記錄下來並在
分析時根據問題類型進行了總結和優先
順序排序。”

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資訊被deTec4 
Prime 的開發團隊用於安全光幕的進一
步優化。非常巧妙而又簡單的連接插頭
設計就是成果之一。而通過優化整合式
鐳射和對準顯示器的可視管理，光幕的
調試更為快速，並且級聯系統的連接需
求也得以降至最低。

關注客戶需求
在消費類產品方面，例如智慧手機，易
用性加上有吸引力的外觀是獲得市場成
功的關鍵。使用者友好性已經成為產品
對比測試中最重要的標準之一。

“也許人們認為可用性對於工業產品來
說並沒有那麼重要，但實際上這一因素
在工業產品上也越來越受到重視：良好
的人體工學和恰當的產品相關資訊不但
能夠帶來安全性和工作效率，還有助於
實現有吸引力的設計”，富特旺根應用
科學大學可用性能力中心主管 Robert 
Schäflein-Armbruster 教授描述了自
己觀察到的現狀。“尤其是在安全方
面，可用性必須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如
果你錯誤地操作了咖啡機，那麼你會得
到一杯濃縮咖啡而不是原本想要的拿鐵
咖啡。但如果錯誤地操作了機器、設備
或安全裝置，此時所面臨的就是真正的
安全問題。如果產品無法給出明確的回
饋並且使用者錯誤地認為是安全的，那
麼這種風險從安裝時就已經開始了。或
者還有誤操縱的問題：當產品不符合自

在開發新的安全光幕 DETEC4 PRIME 時，開發團隊在用戶友好性方面同樣慎重，並且進行了實踐測試。團隊與來自富特旺
根應用科學大學可用性能力中心的工作人員一起對樣本進行了測試，並在常規可用性研究中調查了測試物件是如何掌握 DE-
TEC4 PRIME 操作的。

可用性 - 讓技術簡單易用

既然能夠化繁為簡，為何還要追求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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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 
www.hs-furtwangen.de/usability

然和理想的使用情況，就會出現誤操
縱。因此必須根據使用產品的人員進
行精確調整，同時在設計產品和產品
相關資訊時，應做到不再有誤操縱的
動機或必要性。”

更高複雜性要求更高的可用性
“越是複雜的系統，對易用性的要求
越高，從心態上來講，是為了確保系
統完美地發揮作用”，這是 Kirchner 
教授對今後的自主控制、聯網生產的
看法。“如果有多個大型機器相互作
用並且任務來回轉移，那麼我必須明

確地知道一切是否正常進行。”

憑藉現代化的資料技術今後可以用虛擬
的方式設計出系統，特別是複雜系統，
然後通過模擬模型進行驗證。以安全為
重心的易用性元素在設計時就可以被考
慮進來。虛擬工程和可用性此時可以相
互配合。通過在開發階段中更快獲得結
果和明確回饋，可以更早產生替代的產
品方案。

來自外部的觀點：富特旺根應用科學大學可用性能力中心的 Robert Schäflein-Armbruster 教授、Lena Neumann 和 Gerhard Kirchner 博
士教授。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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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4 Prime：可用性經過驗證

安全光幕deTec4 Core和deTec2 Core
早就對作業危險點和入口的保護實現
了前所未有的簡化。而最新的 deTec4 
Prime 在這方面更進一步。 

新的安全光幕deTec4 Prime 讓 deTec4 
Core這一成功方案達到更高水準。de-
Tec4 Prime將現有安全光幕的所有特
點整合在一個設備中並且增加了新的功
能。同時仍然延續了 Core 版本纖薄、

節省空間的設計。 
安全光幕deTec4是一種安全防護設
備，達到了EN ISO 13849性能等
級“e”以及 IEC 61508 SIL3 的要求。
 

階梯式保護區高度
使用 deTec 安全光幕，能夠以 150 毫
米的調節步距實現從 300 mm 至 2100 
mm 的 13 種不同的保護區域高度。
deTec產品系列能夠為每一種應用提供
合適的解決方案。而作為多面手的 de-
Tec4 Prime 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再加
上靈活的連接方案，deTec4 Prime 幾
乎可以滿足所有常見應用。 

更好的表現：更少的佈線和智慧標準化

對於相鄰的機器，通過指撥開關實現光
束編碼，以此減少安全光幕之間的相互
干擾。可將最多三個系統級聯以進行存
在保護，從而降低佈線費用並減少開關
櫃中的安全輸入端。本地復歸功能也降
低了佈線費用並減少了控制器中的程式
設計工作。透過T型連接器，僅用一根
導線就可以連接開關櫃以及發送器和接
收器上的狀態顯示，進一步降低了成本
並最大限度減少了停機時間。另外還有
四個系統插頭用於對 deTec4 Prime 進
行所需的功能配置。配置工作無需軟
體，這樣就簡化了庫存管理並節約了成
本。

功能也可以如此简单：安全光幕 deTec4 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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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許多方面來看，在這個變化的時代，在我們當
前所處的階段，豐富的經驗資料堪比黃金，讓人們

確信自己選擇的方向是正確的。”

富特旺根應用科學大學可用性能力中心負責人 Robert Schäflein-Armbruster 教授

通過整合式雷射和對準顯示器實現快速
調試
透過整合式LED指示燈和各種診斷功
能，所有deTec安全光幕在調試方面
就可以節省很多時間和成本。調試期
間，deTec4會自動匹配準確的有效距
離。新款 deTec4 Prime 上的整合式對
準顯示器透過四個 LED 指示燈確保了
發射器與接收器之間更快速且更可靠
的相互定位，並且實現了解析度為 30 
mm 的自動校準，有效距離最遠可達 
24 m。四個藍色 LED 指示燈顯示了“
安全技術”中的“綠色區域”。

堅固可靠：IP 67 防護等級，運行環境
溫度可低至 –30 °C 
得益於防護等級 IP 65 和 IP 67 以及 

–30 °C 至 +55 °C 的工作溫度，新款
安全光幕也適合在惡劣環境中使用。在
耐衝擊外殼中整合了金屬和塑膠元件，
使得deTec安全光幕可以經受住最嚴苛
的要求考驗。耐衝擊性能以及極其堅固
的透明保護蓋使deTec安全光幕即使在
極端條件下也能安全可靠地正常工作。

創新的支架系統，安裝簡單而無盲區 
透過創新的Flexfix支架，所有deTec 安
全光幕均可在幾分鐘之內就被安裝在不
同型號的機器上。在最終固定之前可以
在Flexfix支架中轉動所安裝的光幕，實
現延伸至外殼末端的連續保護區。

無論是在汽車、汽配和包裝行業，還是
在機械製造和設備製造領域，功能性

安全技術的可持續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
面：快速調試顯著加快設備效率，以
及不間斷生產提高設備經濟性。而新
款安全光幕 deTec4 Prime 的設計及其
配置能力已經考慮到這一點。deTec4 
Prime 讓安全光幕領域的這一成功方案
達到了更高水準。(as)

安全组件和系统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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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實現模組化機器概念

持續提高生產效率

FMCG（快速變動消費者商品）之製造商們需要現代化的生產線提供彈性與模組化，尤其是複雜的生產與包裝過程已開始廣
泛利用模組化機械工程，此即表示先進的機器概念必須能容納各種不同的機器模組－有些甚至是來自不同的製造商。為了創
造彈性化的生產環境，模組必須能使用不同的方式改變與組合，以適應FMCG製造商的需求，而現在真正的挑戰，則是落實
機器安全規格。

>> 彈性與高生產力可能並存嗎？消費

者喜好的變化已越來越快，且生產趨勢

越來越朝向少量生產，導致整個生產過

程必須具有更多的彈性。不過，在滿足

需求的同時，亦應保留空間使系統能持

續提供優異的效率、妥善率與生產力（

整體裝備有效性，OEEE）。無論替換

單獨機器模組、整合新模組到整體裝備

組成，以及一套新的模組，都需要操作

員進行大量的接線與規劃工作－機器單

元安全聯網與其他的工作亦同。

更高階的安全控制器是唯一可達成聯網

安全的方法嗎？

如果要將某一個機器模組的安全功能提

供給其它模組使用，就必須將上層功能

的程序邏輯進行聯網。最可能發生的情

況是：將個別的機器模組放在一起形成

整體的裝備網路；若發生故障時，僅需

要依據問題的本質與位置，關閉一部機

器即可。為避免發生需要關閉所有上游

機器模組的情況（例如連續性的材料運

輸應用），將需要使用更高階的安全控

制器預防發生損害或產品損失。

安全元件與系統

控制器會傳送相關的信號給受影響的機

器模組，而更高階的控制器則包含了超

過初步規劃需要之工作量的大量人工規

劃－特別是使用不同製造商的機器時。

讓人感受最深的是改變時需要進行的大

量工作，不僅需要投注時間與金錢，且

會使系統變得更複雜，這導致了更長的

關機時間與更差的整體裝備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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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彈性與生產力

SICK的Flexi Line能安全連接32個

Flexi Soft站與多部機器之間的安全功

能。Flexi Line是Flexi Soft主模組的標

準功能之一，此亦表示更高階之控制器

不需要額外的模組或程式，即能使用其

功能。另一個好處是工廠的操作員僅需

要定義一次程序圖，即可交給機器製

造商。這允許操作員能創造整個工廠

之安全應用的解決方案－開啟了不需

要定址，即可將個別機器之模組放入

一系列的運作中，或將個別機器元件

大規模整合至整個工廠中的可行性。亦
可使用一個直接的自學功能移除或增加
Flexi Soft站，甚至進行修改，以大幅
減輕程式的工作量。Flexi Line還可提
供許多好處，特別是與模組化機械工程
有關時，包括提供比較簡單、不易出錯
的方法建立安群全聯網，以便能在消費
者商品快速變動的環境中達到更快速地
改變產品，以及在每一個階段達到更高
的生產力。(tm)  

SICK Flex Line鏈結分散於多部機器的安全功能。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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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自動化的廣泛使用，保護機械的需求也變得越來越多。在過去，保護裝置的工作流程很複雜，因此通常根本不會去使
用。現在的創新科技則是將保護裝置整合至工作流程中，不再成為操作員的阻礙，甚至在許多情形下反而能增加生產力。如
今將可靠的保護裝置整合至工作空間中，已變成不可或缺的程序，且已成為達成連續生產的有用工具，可用來改善系統效
率。

>> SICK為了確保能更有彈性地更換空

紙箱格式，同時提供保護安全科技，

因而開發出已通過認證的Safeguard 

Detector安全系統。此項供包裝機使

用的新安全系統中，包含一個可供需要

接觸式保護之紙箱槽使用的應用。包裝

機可能會對操作員造成危險，尤其是在

運輸材料（例如扁的空紙箱）時，若操

作員的身體在機器運轉時橫越空槽或

探入機器，就很容易受到傷害，使用

Safeguard Detector即可避免發生這

些傷害。

可靠的保護－即使沒有材料

在機器運轉時，包裝機紙箱槽中之包裝

材料本身即是一種實體的保護機制。如

果槽內擁有足夠的材料，操作員即無須

在機器運轉時伸入機器中。當槽內的材

料越來越少，此保護機制就會失去作

用，因為包裝機內移動的機件會暴露在

使用SAFEGUARD DETECTOR進行剩餘堆疊監控

紙箱料倉：讓硬式包裝成為過去



31

安全组件和系统

外，形成一種會導致嚴重傷害的風險。
在此之前，此問題的解決方案基本上都
非常不切實際－包括將紙箱槽裝得高不
可及，或加裝佔據極大空間的大型保護
罩（即機械隧道），且可更改的格式很
有限，甚至根本無法更改。

功能安全系統
Safeguard Detector是由Flexi Soft安
全控制器與兩個MultiPulse光電感測器
組成，並由感測器負責監控包裝機紙箱
槽中的材料數。安裝在旁邊的感測器可
監控整疊的紙板箱，當數量過低時，系
統會發出警告，必須及時補充以避免
停機，而感測器的信號是由模組化的
Flexi Soft安全控制器負責評估。Flexi 
Soft可利用經認證的功能方塊，快速
部署兩個MultiPulse感測器。此外，-
Flexi Soft閘道使診斷措施可在不同的
階段中建置。且在某些情況下此功能可
提供極大的協助，例如，當紙箱槽需要
補充或將在半個小時內變空時。 

節省空間的紙箱槽監控
較小的感測器外殼幾乎無須佔用任何空
間，亦不會妨礙人員接近紙箱槽工作，
且操作員可在包裝機運轉時補充紙箱。
安裝在紙箱槽旁邊小巧的MultiPulse光
電臨近感測器，堪稱機器設計的新典
範。相較於傳統系統，其能簡單地調整
進料紙箱格式，更棒的是再也不需要使
用機械隧道了。在改變格式時，無須更
改與安全有關之裝備的任何設定，紙箱
槽的側邊導板即會一直與空紙箱之輪廓
邊緣保持固定的距離。 

符合功能安全的需求
雖然自我測試的過程符合功能安全的需
求，但是所有元件必須在同一個系統中
才能確保安全。由兩個光電式臨近感測
器提供需要的脈衝信號，供Flexi Soft
安全感測器進行分析。擁有此Safe-
guard Detector安全系統，操作員即
不在存有接近空紙箱槽而受傷的風險。

來自單一來源的智慧型安全解決方案

SICK透過Safeguard Detector提供

一個完整套件，包含脈衝式感測器與

Flexi Soft的智慧型信號評估。為了使

Flexi Soft的程式成為一個簡單的過

程，SICK為每一個Safeguard Detec-

tor版本創造了特殊的功能方塊，僅需

要簡單的拉放，就可完成安全功能的程

式，且可直接使用提供的範例程式整合

成擴充功能。機器開發人員與工廠操作

員應能感到放心，因為他們知道使用

的元件不僅可靠、經過嘗試與測試，

更是通過安全評估的安全系統，且經

過TÜV Süd分別依據EN ISO 13849與

EN 62061認證符合PL d與SILCL2安全

等級。

切換至自動駕駛

除了提供直接的存在信號外，Multi-

Pulse光電式臨近感測器亦可顯示出無

錯誤狀態與應用的現況，並能100%確

定控制器感測器的偵測功能正常，且未

發生故障（例如電線斷裂或感測器故

障）。一個由物體、光學與感測器電子

學構成的簡單震盪電路，即可達到上述

功能。第二個切換點可確保感測器不會

受到操縱，而頻率為2或10赫茲的震盪

電路則是由控制器監控。

模組化與直覺的設定：SICK安全控制器
依Flexi Soft概念提供的所有主要模
組、擴充模組、移動控制模組與閘道，
可創造出一個客製化、有效率的安全解
決方案，且在有許多機器之門和板子
需要保護措施的包裝工業中，亦是有效
率的工具。Flexi Soft可將這些應用需
要的接線工作降到最低，同時可將模組
化機器中的安全功能跨接聯網，並整
合至標準化的工廠控制系統中。Flexi 
Soft Designer設定軟體提供的直覺式
程式、快速部署與持續監控無須授權，
僅需要按一個鍵，就能以多種語言儲存
所有的設定。(as)

MultiPulse光電感測器的小巧的機殼，幾乎未佔用任何空間。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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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 Soft控制器具備的PSDI（存在性感測設備觸發）功能，可在PSDI模式下使
用安全光幕，控制手動置入壓床的衝壓週期。當工人的手從危險點移開，衝壓
就會自動重新啟動，除了不需要使用雙手控制外，更大的好處是能為工人提供舒
適、便利且安全工作站，並確保能更充分地利用機器效能。 

壓床的PSDI模式

增加產生產力有效又簡單的方法 

>> 無論需要應用保護的人員在何處（

危險區域、危險點或存取區內），西克

全面的專業知識與大範圍的產品組合

都能為每一個工作提供最適當的解決方

案。說明安全能如何帶來更高之生產

力的最佳範例，為將Flexi Soft安全控

制器提供的PSDI功能與安全光幕之結

合。當工人將手與手指伸到壓床的危險

點時，第4型安全光幕機與安全控制器

將會及時提供保護－且還有其他更多的

好處。 

安全帶來更高的生產力

傳統的控制裝置需要使用兩隻手操作，

當工人必須同時致動兩個控制單元時，

就會觸發危險性的動作，例如壓床的工

作衝程。電路必須保持活化，直至衝

壓週期（即危險動作）結束，之後工人

才能撿起下一個工件，此程序可能會對

工作站的使用便利性造成負面的衝擊，

進而導致發生更多的錯誤與並使生產力

下降，而且會有工人不慎接觸電路而發
生意外的風險。若氣動式壓床可利用
PSDI功能，即可輕鬆提升長期的生產
力，因為工人將能不再需要同時使用雙
手：他們可在將一個工件放到壓床時，
立刻撿起下一個工件，不需要等到衝壓
週期（或危險動作）完全結束。雖然
PSDI功能僅是簡單的一步，卻代表能
利用更多的機器效能，進而大幅提高生
產力。

不只要安全，還要更多
現今，機器或工廠的安全解決方案不僅
要達成防止意外的功能，要求提升自
動化工程帶來附加價值的需求也越來越
多。廣泛的應用知識、大範圍的產品組
合、理想合適的安全控制器，以及從工
程開始即提供適當的建議，都是達到
目標的關鍵，此外，亦包括壓床使用
PSDI。(tm)

PSDI 功能：使用安全的方式增加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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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件和系统

連動裝置與新的EN ISO 14119標準

STR1 – 轉換至安全連動
從2013年底開始，歐洲標準EN 1088已由新的全球標準EN ISO 14119（機械安全－由防護裝置聯動的互鎖裝置、設計和
選擇的一般原則）取代，過渡期為18個月。事實上，EN ISO 14119的範圍已擴及所有使用連動的實體防護（例如保護門）
，新的標準不僅定義了各種連動裝置，更列出了實體操作原則與致動原則的差異，並介紹一種致動器的定性評估方法。它可
為機器與連動裝置製造商提供設計連動裝置，並採取適當安裝以防止受到操縱的有用資訊。SICK對於新的EN ISO 14119標
準，反應為何？

>> 新的EN ISO 14119標準主要是著重

於如何降低潛在的操縱。其提供了評估

摧毀連動之動機的方法論以及一些必要

的預防措施，這些措施可區分為一般措

施（與連動裝置有關）與額外的設計措

施（與機器有關）。這些資訊可定義與

依據連動方法（機械或非接觸式）區分

四種類型的連動裝置，並可根據這四種

類型與可用的致動器程式階層，針對安

裝或測試提供需要的必要或建議措施，

包含說明每一種科技的優缺點，以便於

設計與選擇連動裝置。

符合標準，並能保有彈性：STR1與 

TR10鎖

SICK如何決定推出符合新啟用之EN 

I S O 1 4 1 1 9 標 準 的 安 全 開 關 產 品 組

合？SICK是藉由引進STR1轉發器安全

開關與轉發器監控的TR10鎖，進而推

出符合EN ISO 14119第四設計類別的

鎖定裝置。這些裝置可滿足從最低到

最高之編碼層級的需求。依據編碼層

級，新的STR1與TR10鎖可免除機器製

造商執行額外的安裝步驟，例如封閉

型安裝、掃描範圍外安裝，或額外增

加進行可信度檢查的連動裝置。STR1

是以小巧的VISTAL®外殼確保優異之

堅固、彈性、易於整合的STR1 轉發器安全
開關。

機械的可靠性，並以優異的電磁相容性
（EMC）為安全開關提供額外的堅固
性，以及確保機器能維持高度的妥善
率。三種不同尺寸的致動器、三種主動
感測器表面，以及高達四種致動器設
定組態，為安裝提供無限的可能性，
以及讓STR1既有彈性且易於整合，此
外，STR1與TR10鎖則具有自我監測半
導體輸出（OSSD）的功能，可偵測到
發生的任何錯誤，並確保能在效能等級
PL e（EN ISO 13849）時具有高度的
安全性。安全開關可單獨使用，亦能
以序列方式使用（直接使用T形分配器
或創新的Flexi Loop安全感測器串接方
式）。STR1與TR10鎖有多種編碼種類
（通用、單獨或永久）可供使用，因此
可提供優異的防操縱保護，並能輸出
偵測發生的錯誤，這些都是讓SICK的
STR1與TR10鎖安全且具有彈性的主要
原因。(ro)

SICK發表「設計與選擇符合新EN 
ISO 14119標準的連動裝置」白皮
書，下載網址：
www.sick.com/whitepaper_id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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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生產效率相協調

面向未來的服務專家
SICK為機器安全領域提供一系列服務：從風險評估到創建產品安全方案，從具體元件的選擇及其在設備中的整合，到程式
設計和配置。此外還有 140 位 SICK 安全專家在 80 多個國家提供安全功能驗證服務。他們在世界各地説明客戶完成機器和
設備的一致性評估，以證明相關地區安全規定得到了滿足。無論是製造、改造或機器和設備的連接，SICK 安全服務能夠減
少客戶對資源的需求。此外，我們的專家憑藉自己的專有技術和豐富經驗確保現代化安全方案的效率和可靠實施。對於今後
因為新工作流程而出現的安全技術挑戰，SICK 的專家早已經胸有成竹。

>> 確保機器安全的常規方法是停止可
能對人員或其他機器產生威脅的工作區
域內的所有運動。當人員進入機器危險
區域時，會通過斷開驅動的電源來使機
器進入安全狀態。直到流程重新平穩運
行之前，必然會出現時間損失。此外也
可能導致流程順序中發生故障，因為工
件可能受損或無法使用。安全和生產效
率之間的關係因此變得緊張。

操作人員在這種情況下無法進入工作流
程，因此無法直接互動。除了機器和操
作人員之間傳統的共存關係，現代工作
崗位更多地需要一種合作關係，例如裝
載工位旁的操作人員有時候也會進入裝
載機器人的工作區域中。如果直接合作
在未來將不可或缺，那時候這種互動甚
至會同時進行。通過使用能夠實現複雜
且靈活的安全功能新技術，這種緊張關
係正在逐漸消失。 

智慧的作用絕不只是關閉

如今的機器設備已經可以在不完全關閉
的情況下進入安全狀態。通過用安全技
術覆蓋不同的流程狀態，除了可以停止
流程，還可以令其減速、自動重啟或加
速。 

在汽車行業中，使用機器人已經成為總
成裝配中的標準。如果有人無意間接近
了機器人的危險區域，此時並不需要強
制完全關閉機器人，而是首先安全地降
低速度並通過聲音或光信號提醒人員，
只有在繼續接近時才必須停止機器人。
現代化的系統可以識別到人員是否已經
重新離開了危險區域。這樣一來就無需
手動復位機器，因為機器可以自動重新
正常運行。智慧入口保護裝置所提供的
存在保護：僅在指定安全裝置觸發時才
會被啟動。這樣就可以避免由於生產廢

料掉落在保護區域內而導致的不必要的
關閉。 

創造附加值：用於流程分析的資料

安全技術感測器的功能不僅是讓機器進
入安全狀態。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上，
還可以用於確定流程或工作環境中的
變化。例如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較多的
安全技術關閉。這些資訊給機器運營商
帶來了另一個好處，因為他們能夠及時
發現問題並採取正確的措施，例如給操
作人員予以額外的指導或者改變工藝流
程。長時間停工或更大的損失得以避
免。此外還可以記錄下安全需求與產品
之間的關聯並用作品質保證。在某些情
況下還可以讓下一個工藝步驟自動剔除
缺陷產品。 

SICK 專有技術適用於各種情況

SICK 的安全專家能夠分析機器和設備
上的複雜工藝流程，具體方法是開展風
險評估、選擇合適的安全技術，然後予
以實施並驗證其功能。為了確保人員安
全，必須在實施前充分分析人與機器之
間的交互作用。在風險和危害評估中必
須考慮到每一種應用情況，例如可預見
的錯誤使用。SICK的安全專家之所以
能夠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擁有必要的
資質認證並且始終身處技術的最尖端。
他們根據現行法律和標準對機器及設備
安全的要求，為客戶設計出恰如其分的
最優解決方案。SICK專家的資質會定
期通過 SICK內部的全球統一能力管理
系統進行審核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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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VERIFIED SAFETY–高品質的安全流程 

VERIFIED SAFETY 中的規定流程和能
力管理能夠確保減少風險的要求得到滿
足。同時該系統通過整合當地法律要求
並獲取相應證明來提供法律保障。通過
全球統一的操作方法樹立標準：無論在
中國、美國、義大利還是在其他國家，
分析結果檔都將得到相同方式的處理。
尤其對於全球性企業來說，這樣做有助
於創建可比較的結果和統一的總覽。

作 為 全 面 客 戶 專 案 管 理 流 程 ( C P M ) 
的一部分，能力管理系統VERIFIED 
SAFETY已經成為 SICK 的標準流程。
因此無論是例如涉及 14 個國家中16 個
生產基地的保護措施改造專案，還是只
涉及一個國家的一條生產線的項目，都
能實現相同的管理水準。 

安全服務提供者未來面臨的挑戰？

新的工作流程會帶來新的危險情況，因
此也需要針對人員和機器保護的新標
準、新規定和新安全功能。安全專家和
安全服務提供者的任務是分析這些新的
工作流程、設計出合適的措施並根據需
要制定新的標準。

其中的重點在於人與機器之間的安全配
合：機器的工作方式越來越自主，並且

將在人的旁邊與人一起工作，也就是直
接危險區域，例如汽車組裝機器人。隨
著安全功能的複雜性日益增加，更加困
難的不僅是工程設計，之後的驗證工作
同樣如此。SICK 勇於接受這一挑戰：
不僅是自己的產品設計，更是作為開發
合作夥伴和服務提供者 – 與客戶一起共
同創造未來的安全。(ro)

運行安全：針對危害評估的新要求

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新式德國職業健康和安全條例 (BetrSiV) 對德國境內
的機器營運商規定了更加精確的關於危險評估實施和文檔的要求： 

 • 避免在防爆保護區域中與有害物質法令出現重疊 
 • 在首次使用前提供風險評估
 • 列出在使用工具設備時與工作環境相關的危險
 • 即使有 CE 標誌，運營商仍然必須在使用地進行危險評估
 • 對機器所有生命週期階段進行危險評估，著重考慮維護以及實際事故的情況
 • 由職業健康和安全委員會以及事故保險機構專業委員會共同規定現有技術

水準
 • 根據技術水準的改變調整現有保護措施 
 • 避免不允許的運行狀態，尤其是啟動、關閉和測試階段
 • 在委託外部服務提供者時，委託方負責其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

德國法定意外險職業安全與健康研究所 (IFA) 根據機械指令附錄 X 對 SICK 品質保證系統 
VERIFIED SAFETY 進行了核對總和認證。這意味著 SICK 得到了官方機構的授權，可以自主
進行關於預製安全系統的歐盟一致性認證。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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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服務

功能安全工程師 (TÜV RHEINLAND)

SICK 培訓課程：功能安全培訓

早在機器的開發和設計階段，就必須考慮到如何確保機器的安全性。因為很多事故都是因為事先風險評估不充分而造成的。
在機器的實現和調試過程中，可以通過安裝額外的安全設備來減少剩餘風險。機器安全最終取決於安全系統的正確功能以及
其他降低風險的措施。功能安全關注的正是此類問題。SICK 推出了功能安全工程師（TÜV Rheinland）培訓課程。開發人

員、設計人員和運營商都可以參加功能安全領域的培訓，瞭解如何保障機器安全。 

>> SICK 是得到德國萊茵 TÜV 功能安
全培訓計畫認證的課程提供方。由德國
萊茵 TÜV 登記在冊的專業 SICK 培訓教
師均是能夠將必要理論知識與現場實際
需求相結合的專家。此外，他們在功能
安全領域均擁有至少十年的豐富經驗。
對於功能安全領域的工程師、設計人
員以及興趣人士和企業，可通過 SICK 
培訓課程成為國際認可的功能安全工
程師，深化相關專業知識。培訓可在 
SICK 分公司或者在客戶公司開展。今
後還將提供英語和西班牙語的課程。這
樣一來，其他地區的企業也能夠掌握歐
盟的安全相關要求和條例，從而在貨物
和商品出口上更加得心應手。 

詳盡的課程內容
SICK培訓課程涵蓋了風險評估和降
低、機器安全以及機器功能安全等主題

領域。為了實現風險降低，培訓中將介
紹一系列保護裝置，例如防護光柵和安
全防護裝置，以及與安全相關的軟體。
安全裝置的定位方式也是主題之一。
在 EN ISO 12100（機械安全 – 設計通
則 – 風險評估和風險降低）、EN ISO 
13849 （機械安全 – 控制系統的安全
相關部件）和 EN/IEC 62061（機械安
全 – 安全相關電氣/電子/可程式設計
電子控制系統的功能安全性）等標準的
基礎上，還將講授安全相關控制系統的
開發要求，包括安全功能的驗證與確認
原理。SICK 的培訓師們不但會帶來細
節詳盡的實際示例，還會給出成熟的專
家建議，例如關於文檔和功能安全管理
等。此外，他們也會在工作設備指令的
履行方面為製造商提供支援。培訓中還
將討論例如 EN/IEC 61508 標準（安全
相關電氣/電子/可程式設計電子系統的

功能安全）以及機械條例等諸多主題。 

獲得德國萊茵TÜV功能安全工程師證書
所有課程參與者都會獲得內容詳盡的培
訓資料。根據學員意願，可以在培訓
結束時參見關於功能安全主題的考試。
成功通過考試的學員將獲得德國萊茵 
TÜV 頒發的全球認可的功能安全工程
師證書。(ro)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sick.com/ 
functional-safety-engineer功能安全在机器的设计和开发阶段就是一个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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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需要一個火花就能導致危險的地方。在重視人員、機器和環境安全的地方，防爆工作被認為是重點中的重點：這裡就需
要用到SICK安全解決方案。總體來說，所有保護措施的相互作用是確保危險區域最高安全性的基礎。具體的準則用於對相
應法律內容進行進一步的細化，規定用於對測量設備進行型式檢驗，標準用於確保國際統一的標準。SICK測量設備完全按
照有關危險區域的規範來設計，能夠完成工業流程內的安全測量。

避免爆炸 – 保護人員 – 安全測量

製造業中的防爆措施

>>每一個人都見過用於警告氣體和塵
埃爆炸的三角警示牌：氧氣、易燃物質
和點火源。一旦出現可燃氣體、液體、
蒸汽和粉塵，就有可能在生產期間產生
爆炸性環境。而為了避免爆炸（在點火
源無法可靠避免的情況下）必須對氧氣
濃度或可燃成分進行連續監控。此外，
在爆炸性環境中使用的帶有潛在點火源
的設備必須採用防爆設計。因此，設備
運營商必須使用經過認證的設備技術並
且遵守法律要求。SICK 設計出了專門
用於此類爆炸性環境的測量技術並且已
經經過了相關認證。 

防爆保護始於 1815 年
防爆保護早已是老生常談的話題。
其源頭可以追溯到 200 年前的採礦

業。1815 年，英國化學家韓弗理·大衛
爵士 (Sir Humphry Davy) 發明了防爆
礦燈，顯著減少了因為甲烷而導致的礦
井爆炸幾率。一個特製的金屬網來保護
明火。這種燈的結構類似於隔爆外殼
的原理。點火源與周圍的易爆環境相
隔離，因此不會出現火花點火。直到
今天，隔爆外殼仍然是常見的防爆方
法。至於爆炸性氣體危險區旁是否同時
存在著爆炸性粉塵危險區，在這裡並
不重要。

經過認證的測量裝置
隨著機械化程度、自動化程度和生產速
度的不斷提高，防爆保護也必須需要相
應的調整。而且受到全球化的影響，這
種調整不只是在國家層面上，而是應該

形成國際標準。總而言之，目標始終是
將爆炸危險減少至最低限度。因此，針
對劃定危險區域中所涉及的點火保護等
級，所使用的測量裝置必須通過相應的
樣機形式測試進行認證。

用於危險區域的感測器
一直以來，SICK 始終按照這些規範

服務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安全條例 : 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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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工業安全的未來 安全條例

任務 區域 分類 SICK解決方案 點火保護等級

檢測

1，2 2G W24-2 Ex 光電感測器 本質安全
2，22 3G，3D W18-4 Ex 和 W27-3 Ex 光電感測器 透過外殼防護
1，2 2G WLL24 Ex 光纖感測器 本質安全，光束

2，22 3G，3D MZT8 ATEX 磁性氣壓缸感測器 無火花型設備

0，1，2 1G，2G IM Namur 電感式近接感測器 本質安全
1，2 2G MM Namur 磁性近接感測器 本質安全
1，2 2G RS25 記號感測器 本質安全

 防護

1, 2, 21, 
22 2G，2D deTec4 Core Ex 安全光幕 透過外殼防護，隔爆型

1, 2, 21, 
22 2G，2D C4000 Advanced Ex 安全光幕 透過外殼防護，隔爆型

2，22 3G，3D C4000 ATEX II 3G/3D 安全光幕 無火花型設備，光束

監測
和 
控制

1 EuroFID3010總氣體分析儀（依據 EN 
50271:2010 允許用作氣體檢測儀） 附有工業外殼：適用於 區域1的正壓型

2 3G S715 Ex 模組化氣體分析儀 氣密型外殼
1，2 3G，2G GMS815P 模組化氣體分析儀 正壓型，氣密型外殼

1 2G S720/S721 Ex，GMS820P 模組化氣體分
析儀 隔爆型

1，2 3G，2G MCS300P Ex 流程氣體分析儀 正壓型，增加安全性
1，2 3G，2G GM32 Ex 原位UV氣體分析儀 正壓型，本質安全

0, 1, 2, 21 1/2G, 2D TRANSIC151LP 和 TRANSIC121LP（FM 
版）雷射型氧氣傳送器 

本質安全，增加安全性，透過外殼防
護，不可燃

1 或 22 2G，3G FW101 Ex 和 FW300 Ex 粉層量測儀 隔爆型或透過外殼防護

測量 
（流量）

1 2G FLOWSIC500 燃料計量表 本質安全

1，2 2/3G FLOWSIC100 品質流量表 
FLOWSIC300 和 FLOWSIC600 燃氣計量表 本質安全，增加安全性，隔爆型

2 3G FLOWSIC100 Process 品質流量表 點火保護等級“n”
0 Ga，Ma FLOWSIC60 流速計 本質安全

配件 NAMUR 隔離放大器 EN2-2 Ex

來設計用於危險區域的感測器。這些
感測器適用於按照美國 (NEC)、歐洲 
(ATEX) 或國際 (IEC) 標準進行了危險
評估的設備。此外，SICK 的豐富產
品系列和解決方案同樣具有說服力：
帶有整合安全性的功能設備設計。因
此，SICK 的經驗在客戶的規劃階段就
能發揮作用，並通過這種方式提供經濟
實惠的最佳方案。每一項工作都有其特
殊的挑戰。要根據相關應用和客戶需
求，為待安裝設備選擇選擇最佳的測量
原理、正確的測量範圍以及應用中所需
的其他必要特性。土耳其汽車配件商 

Assan Hanil 噴漆設備的入口保護就是
這樣的一個例子。

擁有 ATEX 認證的安全光幕
四個機器人在易爆噴漆區的入口和出口
範圍內運輸不同大小的保險杠。如果人
員進入了這個危險區域，機器人必須立
刻且安全地停止工作。作為安全解決方
案，這裡使用了帶有 ATEX II 3G/3D 標
誌的安全光幕 C4000 Fusion 作為光電
保護裝置。區分人與物料是對此類安全
解決方案提出的另一個要求，因為在沒
有充足理由的情況下不允許停止保險杆
的運輸。人員得到了保護，同時設備性

能和流程效率也得到了確保。 

檢測、保護、測量、監控和控：SICK 
提供全方位的服務。(sh)

防爆：汽車配件商 Assan Hanil 噴
漆設備的入口保護。
完整報導請查看：
www.sickinsight.com/access_pro-
tection



安全條例

立足在地，放眼全球。       

從感測器到智慧感測器：傑出的創新和非凡的開拓精神造就了改變世界的自動化技術。由Erwin Sick博士
於70前年創建的公司，如今正帶領著全球7,400餘名員工進入工業4.0的新纪元。我們用自己的想法守護人
類與自然。我們能使流程更高效、資源更節省。這都足以成為慶賀的理由。www.si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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