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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为公司是专业机器视觉设备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该行业有10年历史，在水果、烟草汽

车、电子、酒厂、药品等行业都有成功的案例，使用效果得到了厂家的一致认可和好评。专业和

不断进步是我们的宗旨，能为你提高实用和成熟产品是我们的荣誉。我公司为使用厂家提供完善

的售后服务。同时我公司一直致力于产品的完善和提高，提供产品免费升级和改造。

推动机器视觉
技术向前

深圳市鼎为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Digiwill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地址：深圳市高新区T3栋软件园115号
电话：+86-755-2663(9980、9981、9985、9928)
传真：+86-755-26639938
Email:Technology@digiwill.cn
网址：www.digiwill.cn
邮编：518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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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专业深度化

定制化视觉产品服务

可根据客户需求开发各类视觉检测设备

生产线视觉检测改造工程

根据客户需求改造各类生产线视觉设备

    本公司致力于专业研究和开发计算机图像处理

技术应用于各行业的在线检测设备，检测产品外

观，产品尺寸等指标，自主研发配套用光源，检测

软件，嵌入式专用图像处理器，各种执行机构。

配套设备

精益求精的产品质量 积极完善的售后服务



系统软件

>>系统维护和免设置通道

设置新的检测牌号时，不需要人工配置检测通道

使用中不需要人工进行参数调整维护

-13-

    针对目前市场上的第一代机器视觉产品存在使用中要求

经常维护，对操作人员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问题，自主研发一

种机器视觉算法自动分配和修正方法，彻底解决现场使用中检

测稳定性不高，影响检测准确度的问题，极大推动机器视觉向

成熟发展。

本公司拥有专业的软件开发团队，根据不同需求定制专门软件

公司简介

经营理念
提高你的产品价值

增加我的经济价值

你我共同创造社会价值

企业文化
简单做事

快乐做人

万事随变

常乐我心

    在水果、烟草、食品、汽车、酒厂、电子、印刷等行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尤其在烟草行业，针对烟品外观的检测与分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有多项专利获

得国家批准。尤其是“图像智能算法参数分配软件”更是领先同行业，它的出现

将会为机器视觉的开发者和使用者提供很大的便利，它将机器视觉傻瓜化、简便

化。将更有利于图像技术的推广和普及。

   公司将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中，继续于工业图像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将不断的

推出新的产品，把工业图像技术这个行业发展光大。

    公司主要技术负责人员从军工科研机构起就从事图像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至今
已有20余年的经验。

   “深圳市鼎为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致力于工业图像检测技术的高科技民营

企业。公司总部位于有“高科技航母”之称的“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软件园

内。



>>机器视觉系统的特点

>>机器视觉系统

机器视觉

    提高生产的柔性和自动化程度。在一些不适合与人工作业的危险工作环境或人工视觉难以满足要求的场合，

常用机器视觉来替代人工视觉；同时在大批量生产工业生产过程中，用人工视觉检查产品质量效率低且精度不

高，用机器视觉检测方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而且机器视觉易于实现信息集成，是实

现计算机集成制造的基础技术。

     机器视觉系统是指通过图像摄取装置采集目标图像信号，传送给专用的图像处理系统，根据像素分布和亮

度，颜色等信息，转变成数字化信号；图像系统对这些信号进行各种运算来抽取目标的特征，进而根据判别的结

果来控制现场的设备运作。

    正是由于机器视觉系统可以快速获取大量信息，而且易于自动处理，也易于同设计信息以及加工控制信息

集成，因此，在现代自动化生产过程中，人们将机器视觉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工况监视、成品检验和质量控制等领

域，在中国这种应用也在逐渐被认知，且带来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国内对于机器视觉的需求将越来越多。

    机器视觉作为一种应用系统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步，其功能特点随着工业自动化的发展而逐渐得到完善和

发展。机器视觉系统在质量检测的各个方面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首先它代替了人眼，在工作量方面和速度方面

都是普通人眼无法比拟的。

    在任何生产流水线上，只要发现某一部位有错误就立刻停止，因为错误已经存在。如果仍然把它作为成品来

完成，那么这个厂家将投入更多的成本，遭受更多的损失，因此在现在的生产流水线上必须一发现错误马上将错

误检测出来。

>>机器视觉的发展

透明纸搭扣不到位

无透明纸

合格

透明纸拉线位置和错牙

透明纸褶皱

透明纸折边不到位

有异物

印刷错误

合格品

>>条包检测常见缺陷效果图

    采用比普通LED灯强度高出两倍的新一代高亮LED定制的一体化光源

使照明能量集中、光强分布均匀，凸显出透明包装纸的边缘的同时又保

证纸质包装壳光线分布均匀，使图像效果更加便于检测分析。高亮度灯

低角度的灯光打光方式配合频闪的分布控制,使光场更加稳定,延长光源

的使用寿命。

定制化光源

 

烟条

 
 

 
成像面3

光源

 相机 相机

特殊光源设计

光源设计实例--条包检测光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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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生产过程中常出现的缺陷种类包括：套印不准、墨

点、划痕、缺网、表面污迹、颜色不均和人员素质不高误操作

造成的不合格品等迹象。诸类现象在印刷过程中人工检测很难

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关措施，导致废品率与客户投诉率增高。

   在印刷过程中，由于工艺等原因，印刷品往往会出现色

差、套印不准现象，还会出现一些缺陷点、墨点黑皮之类的外

观缺陷，从而导致印刷次品的出现。利用机器视觉系统代替人

工进行印刷品缺陷检测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水果行业、印刷行业

   农业中水果收购和包装厂家使用了机器视觉技
术水果进行分选，分选不同规格的水果尺寸和外观
合格的水果。

    随着我国农副产品出口需求增长和人民消费水

平的提高，人们对农副产品的等级要求越来越高。

包括大米、豆类、花生、水果、鸡蛋、茶叶等产品

的尺寸、糖度、重量和指标一致性越来越高，所以

这些行业的分级分选设备技术逐渐发展起来。例

如：大米加工厂使用颜色分选大米等级。

>>产品关键技术与性能

>>产品检测范围及技术指标

空瓶检测仪

进瓶检测

瓶口检测

瓶底检测

侧壁检测

残留液检测

    采用特殊设计的阵列LED环形光源打光,适用于不同颜色

的瓶型高速数字相机拍照，保证高速度高不同颜色的瓶型高

速数字相机拍照，保证高速度高质量的图像采集专业高速的

图 像 分 析 软 件 ， 保 证 图 像 处 理 的 准 确 性 检 测 能 力 高 达

42000B/h集 成 具 有 发 展 前 景 的 网 络 技 术 （ 工 业 以 太 网

TCP/IP协议）。

DGW-KVC啤酒空瓶检测机是我公司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

设备的设计理念，集成创新的全方位空瓶智能检测系

统。国际一流的图像处理系统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高

速准确分析，量身定做的光源系统，保证了检测的可

靠性。检测主要有瓶口、瓶底、侧壁、残留液等。

检测倒瓶、胖瘦瓶、高瓶、矮瓶四种类型的不合格

检测瓶口是否存在污点、破损   

崩裂≥2×2mm  裂纹≥1×1mm    污点≥2×2mm

检测侧壁(内侧壁和外侧壁)是否存在污点、破损

检测瓶底是否存在污点、破损
崩裂≥2×2mm 裂纹≥1×1mm

污点≥2×2mm  异物1×1mm

检测空瓶中是否有残存的碱液和清水
残碱≥3mml     清水≥5mml

裂纹≥3mm 污点≥5×5mm 破损3×3mm 异物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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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条盒香烟生产为例：香烟生产过程中，条盒在封包工序中由于封包机问题或者透明纸本身的质量缺

陷或造成不同程度的条盒外观质量缺陷。主要有：条盒反包、透明纸破损、透明纸缺失、透明纸严重破褶、

透明纸污损、封口倾斜、异物、拉线缺失、拉线错牙、拉线破损等，另外还有一些图案严重缺失的条盒会漏

到封包工序，对于有隐形荧光喷码的条盒，喷码也会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

002年中国卷烟制造也开始引入机器视觉技术，相比其他行业，中国卷烟制造业的机器视觉应用蔚然

成风，目前在香烟成品的生产线几乎全部安装了机器视觉检测设备，逐渐延伸到制丝、烟支生产线2等。涵盖了：包装外观质量、包装标签、烟丝异物烟支空投缺陷、烟支数量检测、条盒外观、条盒数

量检测、辅料质量缺陷、包装设备异常检测。

烟草行业

    DGW-JVC水果分检仪是我公司自主研发专用于水果分选的机

器视觉系统，本系统既保证了出厂水果的质量标准，又大大降

低工人劳动强度。

水果出口的定位采用光电式，准确可靠，避免了老式机

器定位原理中由于设备长期运行的位置误差

实时显示每个水果的采集图像和检测尺寸，对每个岔道

口的出货量及生产总量进行统计和管理

频闪式LED光源，有效年限达5年（按光衰10%）

系统带自动光源补偿功能

光源的长期使用，可达到5年不需要更换

水果分检仪(系统)

�水果颜色检测

�分级速度，10个/秒

�水果尺寸检测，直径精度1mm

�水果分级(分级可达到64个，岔道口自由分配)

软件可对一盘多果自动识别，精度高达1mm

>>产品检测范围及性能指标

>>产品关键技术与性能

完整的数据显示及监控

检测精度高，准确

岔道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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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机器视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机器视觉市场一直以其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庞大的市场

份额吸引着世界的瞩目，而欧洲及汽车制造业中的机器视觉应用也发展得蓬勃旺盛。从发展初期直至现

在，欧洲的汽车工业已逐渐摸索出一套如何有效利用机器以提升汽车的质量、可靠性与安全性，同时提

高生产能力，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机器视觉技术的应用对欧洲汽车工业保持长久竞争力起到了不可或

缺的重要作用。

   欧洲机器视觉总销售额的29%正是源自汽车产业，而其总体份额有可能会更多。机器视觉技术得以普

及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能最大限度的帮助厂家削减生产成本，尤其是对于欧洲和德国这样的高薪

区域而言，不得不面对与世界其他低薪水准国家竞争的残酷现实，但通过视觉技术的采用，却可降低制

作、维修和召回的成本。例如，通过3D视觉控制机器人便能使整车装配获得极小的缝隙，以及在生产过

程中基于各种形状，比如引擎、变速箱或减震器、零件设计的粘胶检测，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基于各种形

状，阿拉伯数字或2D识别码和读卡机的动力传动生产或零件的识别，视觉控制的机器人等，例如挡风玻

璃和其他零部件生产中，引入了机器视觉测量尺寸。

汽车行业

�盒皮纸包装错位

�盒皮纸的舌头外露

�透明纸折边到位不完整

�透明纸搭口到位和错位

�透明纸位置和错牙

分步成像检测条盒的多个面，保证检测精度和范围

系统在运行时会自动修正检测参数，系统可以自动

识别和修正包装或光源环境的变化差异

条盒检测窗口设置所检常见缺陷包装的种类

1.光源的长期使用，可达到5年不需要更换

4.检测系统长期运行不需要进行参数维护

香烟条包外观分检仪

频闪式LED光源，有效年限达5年(按光衰10%)

系统带自动光源补偿功能

>>产品的关键技术与性能

系统实现了自动识别牌号的功能

6.工作稳定MTBF>50000小时

保证透明纸检测稳定可靠

3.使用定制光源检测

>>产品的检测范围

5.不需要转换牌号

2.分步成像检测

�烟标的错位

�盒皮纸错位

�盒皮纸损坏

�斑点污渍

�印刷缺陷

�条盒挤压变形

-9- -6-



电子行业

   具体如PCB印刷电路、各类生产印刷电路板组

装技术设备、单、双面、多层线路板，覆铜板及

所需的材料及辅料，辅助设施以及耗材、油墨、

药水药剂、电子封装技术与设备，丝网印制设备

及丝网周边材料等。SMT表面贴装，SMT工艺与设

备、焊接设备、测试仪器、返修设备及各种辅助

工具及配件、AMT材料、贴片剂、胶粘剂、焊

剂、焊料及防氧化油、焊膏、清洗剂等，回流焊

机、波峰焊机及自动化生产线设备。

   电子生产加工设备，电子元件制造设备、半

导体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元器件成型设备、电

子工模具。印刷电路的布线质量检测，电子集成

块的机器视觉自动绑定，成品生产质量检测。

   中国已成为全球集成电路的一个重要需求市

场，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近年来世界半导

体投资的热点，机器视觉系统应用于半导体、电

子行业案例非常多。

香烟小包外观分检仪

>>产品的关键技术与性能

第一级自动剔除联包的小包烂包，同时将正常相联的小包分开

第二级检测小包的细节包装质量，可以检测到每个通过的小包

系统在运行时会自动修正检测参数，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和修正

包装或光源环境的变化差异。

成像没有任何光斑，可以检测每个细节，使其高反光

1.光源的长期使用，可达到5年不需要更换

频闪式LED光源，有效年限达5年（按光衰10%）

系统带自动光源补偿功能

a.准确率高,误剔率低   

b.成功率A类99%、B类90% 误剔率低于1%

系统实现了自动识别牌号的功能

4.检测系统长期运行零维护

6.系统采用特殊光源

5.不需要转换牌号

3.多级分检装置

2.检测稳定性

1.软包烟检测窗口设置所检常见缺陷包装的种类

>>产品的检测范围

2.硬包烟检测窗口设置所检常见缺陷包装种类

�翻盖的有无

�翻盖侧边撕角

�底边未折角

�侧边的开启

�翻盖开缝过大

�斑点污渍(印刷缺陷)

�印刷缺陷

�侧面 的开启

�底面 的开启

�标志的有无

�侧边搭口

搭口

搭口

�口花的有无

�口花的歪斜

�口花搭口的长短

�烟标的错位

�斑点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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