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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SICK 相约”创新之旅
很兴奋和各界客户分享这个信息，我们把“产品展示厅搬到室外了” !!
为了让客户可以一次性更全面地实际接触，并进一步了解全球领先的传感
器供应商——德国知名传感器品牌 SICK 的产品系列，日前由西克中国 (SICK
China) 精心设计，也是传感器业界首创的移动式活动展示厅——产品巡回展示
车 ( 照片如下 )，将会通过全国范围内的产品实体巡回展示方式，来进一步服务
大家。
“与 SICK 相约”创新之旅的活动是我们将产品巡回展示车实际开到您的工
作地点，将最完整的产品信息及其应用，真实的带到您的眼前。我们通过实品
展示的方式，将德国的工艺原汁原味的呈现在您的眼前，并有产品专家随车到
现场与您亲自讨论传感器的各种相关运用。相信亲临现场的专业讲解可以使您
更快了解最新的传感器应用技术，同时也为您提高工作效率及产品质量提供更
优化的应用案例。
期待与您相约 SICK 产品巡回展示车，让我们共同开启自动化应用解决方案
创新之道！
欢迎届时您和您的同事莅临 SICK 产品巡回展示车参观指导。
顺祝 商祺！

广州市西克传感器有限公司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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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恶劣环境中的自动识别 - 超高频 RFID RFU630 在高温铝液熔汤包自动识别中的应用

极端恶劣环境中的自动识别

超高频 RFID RFU630 在高温铝液熔汤包
自动识别中的应用
称重等操作。现代威压希望称重等信息可以
直接在系统里和相应的熔汤包进行自动关
联，因此就需要对不同的熔汤包进行标识和
自动识别。但因为熔汤包里盛装的是高温铝
液，所以温度很高，而且经常会有铝液溅出，
环境相当恶劣，所以传统的条码标识和识别
方式显然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

快速的方案提供，可靠的性能测试
得知客户有这样的需求后，我们进一步
去现场实地分析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在现
场，我们发现装载熔汤包的铁托盘和其是一
体的；且温度比熔汤包本身大大降低，不高
于 100 摄氏度；还有一点比较关键的是托
盘的宽度小于熔汤包的宽度。在此情况下，
>> 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如今的各行各
业都在向自动化迈进，而自动识别很多时候

首先，在铁托盘上两侧宽度小于熔汤包

在自动化流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无线

宽度处各安装一个可耐 100 度高温的超高

射频识别（RFID）作为一种新兴的自动识

频金属电子标签（如图 1）。该电子标签可

别方式，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取得了越来

安装于金属表面，符合温度要求，且因为安

越广泛的应用。

装位置的宽度小于熔汤包宽度从而基本不会

极端恶劣环境里的自动识别需求
日照现代威亚汽车发动机公司是现代汽
车集团的发动机生产厂。众所周知，汽车发
动机大都是由高温铝液浇铸而成，而铝液需
要盛装在熔汤包（如图所示）中进行转运和
使用。在此过程中，需要经常对熔汤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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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荐客户使用超高频 RFID 方案。

溅到高温铝液。设置两个电子标签内的 UII
信息相同，用来保证无论高温铝液熔汤包正
或反放置，始终可以读到其中一个电子标签
内的信息。

极端恶劣环境中的自动识别 - 超高频 RFID RFU630 在高温铝液熔汤包自动识别中的应用

成功的因素
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成功，除了我们快速
地响应、RFU630 产品可靠的性能以及销售
的积极推动外，还有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我
们根据客户现场恶劣的使用环境，给出了非
常合适的 RFID 解决方案，满足了客户极端
恶劣环境中的自动识别需求，大大提高了客
图1

户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水平。

其次，在叉车运输高温铝液熔汤包到称
重台的位置处，安装超高频 RFID RFU630

超高频 RFID RFU630 读写器特点：

读写器（如图 2）。通过上位机发送指令触



发来读取电子标签的 UII 信息，然后送上称

遵循 ISO/IEC 18000-6C / EPC G2C1 国际
标准，并通过中国国家无线电管理局认证

重台进行称重，并将重量信息和读取的 UII



读写距离远，最远读写距离可达 5m

信息进行关联写入后台数据库。另外为了保



集成内置天线，且还可外接 3 根天线

证能够成功读取，读写器和电子标签之间的



支 持 各 种 通 用 工 业 总 线 接 口：

安装距离不超过 1m，并采用了静态读取方

RS232/422/485、 以 太 网（TCP/IP、Eth-

式。

erNet/IP、ProfiNet）、Profibus 等


紧凑的外形，工业化设计，IP67 的防护等
级



支持 Micro SD 卡，不仅可以做参数备份，
也可用来进行快速固件更新



和 SICK 一 维 / 两 维 条 码 阅 读 器 及 高 频
RFID 兼容于统一平台

图2

方案得到客户认可后，我们迅速带样品
到现场进行了测试。经过调整，测试性能达
到了预期的效果，客户非常满意，之后迅速
下了订单购买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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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荧光灯灯管组装质量 - 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

检查荧光灯灯管组装质量

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

在荧光灯灯管组装生产线上，有
众多工位需要人工检查每一工序的组
装质量：端口，灯丝，涂层，粘合剂
等等；应用 SICK Inspector 视觉传感
器轻松解决每一项检查任务

工具可轻松地应对不同检查任务，其定位工
具可使 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准确定位每个
在检查工位的产品，细节检查工具在关联定
位的信息后可靠地对检查位置进行检查。在

作为全球照明行业的领先者，飞利浦一

产线使用 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后产品的质

直致力于提升工厂的自动化水平和产品质量

量得到大幅提升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降

水平。飞利浦中国工厂有 15 条灯管组装线，

低了生产成本。

每条产线需要 7 个检查工位：检查灯管端口

快速的响应，紧密的团队合作

是否破损、灯丝有无断丝，多丝，少丝、固

在得知客户有这样的需求后，SICK 销

体粘合剂有无脱落、涂层是否合格、包装盒

售工程师 Penney Zheng 随即和技术工程师

内是否少灯管等。之前采用的是人工检查的

Eric Lu 携带 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到客户端

方式，由于人存在疲劳度和主观性等因素导

进行介绍，在 4 小时内完成 7 种测试，现场

致无法完全保证产品质量并且需要付出很高

的实际测试展现了强大的说服力，并在随后

的人工成本。

一周内提供了一套完整可靠的解决方案和报

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 ---- 优秀的 QC 工程师

价。在之后的项目进展中也遇到重重阻力，

Inspector 视觉传感器在完成配置后可以

但在各部门和 SICK AG 的紧密配合下最终

在产线上独立于 PC 快速地对产品进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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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并报告检查结果。简单实用的视觉软件

完成了这个项目。

DX35- 全系列激光距离传感器

DX35

全系列激光距离传感器
>> 五月份，西克中国发布了新一代全系列
中距激光距离传感 -DX35，到目前为止，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和销售额。
DX35 是西克 HDDM 技术的又一得力之
作，其以极小的体积，稳定的检测性能和高

DX35 系列主要亮点包含如下几点：

达 0.5mm 的重复精度，遥遥领先市场同类

• 性价比高，产品线丰富

产品。HDDM 技术的应用，不光使产品性

• 模拟量版本 Q2 可选择设定为 4-20mA 或者

能方面有大幅提升，成本也更加优化，可以
为客户提供最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DX35 系列已经包含漫反射和镜面反射

0-10V 或者开关量输出
• 响应时间可选择 5 档，以提高产品精度和检
测距离

式 2 大系列 10 款产品。有可见激光 1 级 /2

• 对被测物体颜色敏感度大大降低

级和不可见红外光产品供选择，同时提供模

• 适应与被测物倾斜角度能力提高

拟量或纯开关量输出版本。
DX35 将作为中距离主要产品线和 DX50
系列构成完整的产品架构，定位低于 DX50
系列。
详细订货信息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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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551 - 迷你型激光扫描器

TiM551

迷你型激光扫描器

>>TIM551 是一款带测量功能的迷你型激光

典型应用

扫描器。基于 SICK 多年全系列激光区域扫



各类物体外形尺寸测量。

描产品的经验，TIM551 提供经实际工业环



自行小车 / 机器人等的导航及周边环

境检验的产品设计。

境检测。


 检测距离最远可达 10 米。
 测量数据可通过集成以太网传送给上位

聚焦引导。


于室外环境。

客户收益


 使用 SICK 最新专利的 HDDM（高精度
距离检测）技术，确保不受物体表面材



IP67 的防护等级确保可靠的应用于
室外环境。



重量轻体积小，可用于安装空间紧
凑环境及移动设备。

时间。
 小巧轻便的外型尺寸，可用于安装空间

可靠的物体检测能力，不受物体表
面材质颜色及外界环境光的干扰。

质颜色影响及高抗环境光干扰能力。
 低功耗，确保电池驱动设备更长的工作

物流领域用于托盘、输送线的物体
检测。

机（无区域检测功能）。
 符合工业环境检验的产品设计，可适应

安防领域用于区域监控及像机自动



低功耗设计确保电池驱动设备更长
的工作时间。

紧凑的环境及移动设备。


以太网接口提供了方便的集成及远
程访问功能。



操作指令与 LMS 系列扫描器兼容，
程序开发方便可移植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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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行业的安全防护方案 - 可靠地区分人员以及货物

物流行业的安全防护方案

可靠地区分人员以及货物
在货物出入口可以使用安全装置来区分
操作人员和货物，确保工厂在故障状态
发生时能够提供最快速的检测以恢复产
能 --M4000 系列产品中的暂时屏蔽功能
便满足了此类客户需求。
配合 UE403 安全控制器以及特定的暂
时屏蔽功能，该系统能够监控危险区域并同
时允许输送的货物通过该防护区域。

额外诊断功能使安全装置具备了更高的可靠度。
M4000 Advanced 額外的自我诊断功能，
意味着能够提供工厂自动化更高的可靠度。
这就是说，在执行暂时屏蔽的过程中，
所有异常信号并不会遗失，能够有一个数据
记录功能可以将异常记录保存在一个文档当

节省空间且智能化：出入口的监控
M4000 Advanced 安全光栅具有出入口
监控功能，可以应用在单一方向的原料运输，
并安装于存放区外。在这种结构下，两个传
感器位于危险区域内，危险区域外部则不需
要传感器。这样在调试时可以节省时间和成

中，并确保故障已被排除。同时，额外的交
互诊断监控功能也是可能的：因此 M4000
Advanced 会保存系统在最后一次开机时的
历史记录事件。这使得能够识别在暂时屏蔽
过程所发生的的错误，以便优化流程，并且
尽量减少货物输送过程中的停机时间。

本，并能避免应传感器未对准而引起的危险，
应为他们安装在危险区域内安全的地方。
M4000 Advanced 安全光栅产品特色
• 安全等級 4 根据 (IEC 61496)，PL e 根据 (EN
ISO13849)
• 坚固的外壳并具有 3 个安装槽
• 7 段 LED 显示
• 检测距离最高可达 70 米
• 外部设备监控 (EDM)，手动复位 (RES)，
诊断输出 (ADO)，SDL 介面
• 配合 UE403 可以实现暂时屏蔽功能
• 可选用激光校准器和 LED 灯指示校准状态
• 可通过 PC 进行通讯以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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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市 - 小型光电传感器 G10

新品上市

小型光电传感器 G10
>> 继 G6 / GR18S / G2 成 功 上 市，SICK
光电产品线迎来了 Global Sensor 家族的第
4 位成员，长距离光电传感器 G10 正式上
市并接受订单！
SICK 全新一代小方形光电开关 G10 将延续 G6 / GR18S / G2 产品线极具性价比和竞争优
势的特点，致力于为更长量程和更具挑战性的应用的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特别在安装方式
和供电 / 输出方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产品特点




应用领域

提供可见红光和不可见红外光两种不

包装 / 仓储物流和输送线 / 交通和门禁系统 /

同工作光源

机械制造 / 汽车和橡胶 ……

漫反射红光（1.3 米）/ 红外（2 米）/



背景遮蔽红光（0.95 米）& 红外（1.2 米）


镜反射（15 米）和对射式（40 米）



为物流行业和透明物体检测提供专用
型号







码垛机械






可提开关量 (PNP / NPN) 和继电器输

机械制造 OEM，例如包装、堆垛码
垛、机床、造纸、行车

出模式



汽车及零部件，例如车身、零部件

灵活多样的附件 / 高亮 LED/ 调节旋钮



门禁系统和地铁闸机出入口，例如

独创的 Q-Lock 安装方式缩短安装时
间至 10 秒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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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立体停车系统，例如升降、
横移定位

让安装调试快速简单


物流仓储和输送线，例如包裹和周
转箱检测。

支持交直流供电 DC（10…30V) 和 UC
（24 …240 V AC /DC）

包装机械，例如自动缠绕机和拆垛、

行人、箱包


自动扶梯和电梯，例如人员、货物



……

新品上市 - 小型光电传感器 G10

G10 率先采用现代移动终端 App 推广，
可以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 G10
推广 App，该应用可以离线选型并生成产品
参数、指标、图表等，可在客户现场方便快
捷地推广 G10。
更多详情请登录 www.sick.com/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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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T

在旋转式吹瓶机上的应用

应用概述
旋转式吹瓶机以其占地面积小、操作

应用背景
吹瓶机工作原理 :

简单、有效降低机械故障和噪音、自动化程

吹瓶机包括供坯系统、加热系统、吹瓶

度高等特点，逐渐被广泛使应用于饮用水、

系统、辅助设备和控制系统，吹瓶系统主要

果汁瓶、医药瓶等 PET 容器的生产。国内

由拉伸装置、预吹装置、吹瓶装置、排气装

的吹瓶机产业主要集中在广东东莞、浙江台

置组成。瓶坯在拉伸杠的作用下受到机械拉

州、江苏张家港和上海等地，随着科技的不

伸，拉伸的同时预吹气，使瓶子初具形状而

断进步和生产的规模化，国内吹瓶机产业也

后进行吹瓶，最后排气取出瓶子。预吹的主

沿着从完全仿制转向自我研发，从低端向中

要作用是使材料分布均匀，便于吹瓶，预吹

高端的趋势发展。

瓶形状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吹塑工艺的难易与

SICK 的 PBT 压力变送器被国内几家
大型吹瓶设备公司采用于高速新型旋转式
吹瓶机，每小时吹瓶速度可达 3000 瓶以上，

瓶子性能的好坏，正常的预吹瓶形状为纺锤
形。
目前饮料容器主要以 PET 为主，其质

每台吹瓶机装有 20~32 个 PBT 压力传感器，

轻价廉、安全性高等特性 , 广泛应用于饮料、

PBT 年用量 800PCS 以上。主要应用在吹

医药、化妆品、食品及化工行业，更是吸引

拉过程中，监控不同阶段瓶中气压的变化。

了更多的生产商选择塑料容器来代替以往的
玻璃容器。
吹瓶过程必须先将塑料原料做成瓶胚
( 或者采购成型的瓶胚 )，然后再进行吹制。
吹瓶机的吹制程序主要有 6 个步骤：1) 首
先将加热后的塑胚放入模具中；2）使用锁
模气缸将模具琐紧；3）再用高压或机械结
构等令胚模锁定；4）中高压预吹气，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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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气缸动作令胚模膨胀；5）高压吹气，

压力传感器需要准确监控压力在不同阶

瓶胚依模具定型，并保压一定时间；6）将

段的状态并反馈信号，防止压力过大将瓶胚

已成型瓶中的高压释放，气缸复位 —— 取

吹破或者变形；同时，在压力不足或者泄漏

瓶。

时进行报警。

在吹塑模关闭时，吹塑喷嘴下降，拉伸
杆顶住塑料胚顶端进行拉伸；然后进行短暂

产品特点

的预吹，根据塑料胚和瓶型的不同，预先



吹塑压力大概为 7 ~ 16Bar，持续时间为：
0.2 ~ 0.7 秒 ( 取决于塑料瓶尺寸 )； 最后进

压测量范围 0~1VBar 和 0~600Bar。


入吹塑阶段，塑料瓶胚被吹胀且紧贴模具内
壁，产生精细的塑料瓶外型，最后进行冷却

接触介质部分为 316L 全不锈钢膜，表现
出更好的抗疲劳性能和更长的使用寿命。



( 大约 10ºC)，压力越高，冷却效果越好，
压力范围大概为：30~ 40 Bar，持续时间约

提供表压 / 绝压 / 复合压检测的型号。表

针对不同压力尖峰应用，可提供 0.3mm
和 0.6mm 的压力端口。



2 秒，最后拉伸杆收回。

非线性误差仅为满量程的 +/-0.5%( 可选
+/-0.25% 型号 )。



提 供 模 拟 量 输 出 (4~20mA 或 者
0~10V)。

成功因素


优越的性能，极高的性价比



良好的客户关系。



SICK 产品强大的影响力及客户对品牌的
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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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上市

卫生型压力开关 PBSH

为了满足食品饮料等行业应用需求，进一步扩展和丰富压力传感器在卫生
要求方面的应用，西克中国推出了新的卫生型压力开关 PBSH，其补充了
压力传感器应用中，有开关量信号输出的需求，产品特点如下：




三大按键、外壳上下两端可旋转、

围、过程接口和信号输出类型等型

最 多 可 输 出 2 个 开 关 量（PNP/

号，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防护等级同时满足 IP65 和 IP67，

0…10V） 输 出， 同 时 可 选 配 IO-

即可应用于水喷淋或者短时间浸泡

Link。

的应用。

接触部件为德国耐腐蚀不锈钢
1.4435(AISI 316L) 组 成， 提 供
齐平式过程接口，支持现在清洗
（CIP）和现场杀菌（SIP）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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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不同压力检测类型、压力范

高亮 LED 灯指示开关量状态。
NPN） 和 模 拟 量（4…20mA 或 者





新品上市 - 卫生型压力开关 PBSH

主要应用行业和应用
重点关注重食品卫生行业，如：制药、
食品饮料灌装、化妆品等



果酱、饮料和药剂灌装。



药品包装。



食品饮料中，通过检测罐底静压进行液
位检测。



其他需要卫生级的压力检测。

选型规则
PBSH – R B 2X5 S T1 S 0 B M A0Z
PBSH：卫生型压力开关
R：

检测压力类型。（R：表压； A：绝压； C：复合压；）

B：

压力单位。（B: Bar; M: MPa; P: psi; K: Kg/cm2）

2X5：

压力范围。

S：

精度为满量程的 +/-1%

T1：

过程接口方式。（共 8 种可选）

S:

温度范围（-20…+100°C）

0:

无密封圈。（另外根据不同过程接口可选 EPDM、FKM）

B：

输出信号类型

M：

电气接口。（两个开关量输出的选择 M12*1, 5 针；其他选择 M12*1，4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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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在埃菲尔铁塔上的 SICK 编码器

运行在埃菲尔铁塔上的

SICK 编码器

世界知名的 SICK 传感器，如 BTF13, DFS60 和 KH53 等编码器用于控制埃菲尔
铁塔内电梯的速度和位置，以实现轿厢的精准停靠平层。
>> 埃菲尔铁塔（法语：La Tour Eiffel）是

除了第三层平台没有缝隙外，其他部分全是

一座于 1889 年建成位于法国巴黎战神广场

透空的。从塔座到塔顶共有 1711 级阶梯，

上的镂空结构铁塔，是巴黎的标志之一，被

若沿阶梯而上，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好在塔

法国人爱称为 “ 铁娘子 ”。建成后的埃菲尔

内已经安装电梯，乘坐电梯，可以轻松抵达

铁塔高 300 米，直到 1930 年它始终是全世

第一层和第二层平台，故十分方便。虽然在

界最高的建筑。如今，铁塔上增设了广播和

埃菲尔铁塔兴建时，电梯已是寻常之物，但

电视天线，它的总高已达 320 米。站在塔上，

是没有一家电梯公司可以让电梯倾斜着运行

整个巴黎都在脚下。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游

在铁塔的塔基支柱内。更困难的是，电梯

客慕名前来参观。埃菲尔铁塔经历了百年风

的运行轨道并不是沿着一条直线运行，而是

雨，但在经过本世纪 80 年代初的大修之后

弧线。一个多世纪以来，电梯的运行控制一

风采依旧，巍然屹立在塞纳河畔。除了四个

直是埃菲尔铁塔的一个难题。直到最近，采

脚是用钢筋水泥之外，全身都用钢铁构成，

用 SICK 编码器方案改造后，这个难题才得

塔身总重量 7000 吨。铁塔一共分三层，第

以完美的解决。

一层高 57 米，第二层 115 米，第三层 27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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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在埃菲尔铁塔上的 SICK 编码器

在埃菲尔铁塔东、西两个桥架中，整个电梯的运动机构由蓄能器、活塞、滑轮、小车和轿厢
组成。由活塞推动小车带动轿厢沿着略带曲线的桥面上下倾斜着滑行。

蓄能器和活塞的运动和位置分别由一个 BTF13(SSI-10M) 和一个 BTF13(SSI-5M) 的重载
型拉线盒编码器控制，当然，出于安全考虑，同样的位置还会各安装一个相同的编码器作为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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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在埃菲尔铁塔上的 SICK 编码器

滑轮的位置，则是由一个配备有抗震性
能极佳的金属码盘的旋转编码器 DFS60BBEPC10000 控制滑轮的转速。同样的，对
面位置还安装了一个相同的旋转编码器作为
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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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台由瑞士 Ganloff 公司生产的全新的

以来，便不能使用任何常规的编码器来检测

电梯轿厢将被分别安放在东桥和西桥的桥架

轿厢的位置。不仅如此，电梯还将长期暴露

中间。每台电梯都供 2X56 位乘客同时乘坐。

在室外严酷的环境中运行，不仅要经受盛夏

然而，由于电梯的运行轨迹并不是沿着一条

阳光直射的酷暑，还要经历冬季雨雪冰冻的

直线运行，而是弧线。轿厢倾斜的角度也从

严寒。正因为如此，埃菲尔铁塔才会最终选

底部的 76 度逐渐变成顶端的 54 度。这样

用 SICK 的杰出的 KH53 直线编码器。

运行在埃菲尔铁塔上的 SICK 编码器

KH53 直线编码器，由阅读器和感应标

KH53 的感应标尺被安装在轿厢上，而两台

尺组成，阅读器与感应标尺之间完全没有任

KH53 的阅读器，则固定安置在楼层处，用

何接触，安装间隔 25+-10 毫米，同时具有

于平层控制。由于电梯的运动轨迹天然是弧

IP67 的高防护等级，并可以达到 0.1 毫米

形的，轿厢在每层的水平位置都略微有所偏

的分辨率和 1 毫米的检测精度。

差。因此水平并列安放了 3 个 KH53 感应

与平时不同的是，在埃菲尔铁塔上，

标尺，从而保证了 128 毫米的水平冗余。

来自 SICK 的整体传感器解决方案，为埃菲尔铁塔上的电梯平稳精准的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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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53 - 钢铁行业实现天车定位

KH53

钢铁行业实现天车定位

>> 天车定位可以采用包括 “ 激光距离传感器 ” 和非接触的 “ 磁式线性编码器 ” 等检测方式两种
检测方式采用的都是非接触式的检测原理，但激光检测采用的是光电的检测原理，对环境光线
和现场环境有更高要求，而且激光测距普遍只能应用与室内，在室外的运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此外，工程施工安装线性编码器较激光测距有较大的优势，激光测距安装起来比较复杂，在应
用方面，如果在一跨中（X 方向）存在多个行车，只需安装一个阅读器，感应标尺只需根据实
际测量距离增加尺寸。针对不同的应用，SICK 公司生产的 KH53 磁性检测原理的编码器，非
常适用于恶劣环境的使用，产品有增强型和标准型两种类型来应对客户的不同需求。
标准型 KH53 系统的内部结构如下图所示其中 “ 感应标尺 ” 内置了一定间隔的 “ 永久磁铁 ”
用于绝对位置的编码，此种结构的 KH53 测量系统的感应距离为 25±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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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53 - 钢铁行业实现天车定位

增强型 KH53 的型号，它采用了如下图所示的技术改进方案，即在 “ 感应标尺 ” 内，不再
是单独的 “ 磁铁 ” 配置，而是采用 “ 磁铁组 ” 的方式来进行测量，从而达到提高检测距离和安
装冗余度的目的。

KH53 磁式线性编码器提供 RS422 的串行通讯口到车载的 PLC（具备 RS422 串口通讯模
块），负责采集外部电气信号的 PLC 连接到车载控制终端，车载终端通过无线局域网的通讯
方式和地面的通信管理控制器实现双向的通信。完成接收作业指令，并实时将行车的位置和作
业状态发送给地面的通信管理控制系统。下图为天车应用 KH53 作为的位置检测的系统。

21

RE 磁性非接触式开关 - 在包装行业的应用

RE 磁性非接触式开关

在包装行业的应用

>> 据统计，全球包装机械的需求预计将以

下图为包装行业贴标设备，机器四周装

每年 5.3% 的速度增长。包装设备制造商主

有移动的门装置，操作工人需要定时的往里

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中国。

面添加标签卷和检测设备运行状况，贴标设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自动化产业的升级与完

备中切刀通过色标传感器检测标签卷上的标

善，如今中国制造的包装设备成已经成为众

志位，进行剪切，整个贴标设备配有多套伺

多国际包装企业一个重要的进口通道，众所

服装置，分别控制切刀的剪切和滚轴的收放

周知，欧盟是包装行业相关标准主要发起组

卷。当设备运行过程当中，发生卡卷，需要

织，其中就有对各类包装设备中的安全风险

人打开移动门进行手工复位， 此时需要确

进行评估，需要强制性使用安全防护措施产

保设备能够处于安全停机状态。

品以保证生产工人的人身安全。
SICK 作为安全产品的国际领军企业 ,
数十年来一直专注于安全保护领域、危险
区域防护的产品的开发与应用，产品广泛
的应用于各个行业。公司早期研发的 RE 系
列 —— 磁性非接触式安全门开关目前已经
被众多的包装设备企业所选用，接下来为大
家介绍包装行业的一个成功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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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参照机械安
全类标准 ISO12100，首先需要本质安全设
计，降低设备在运行过程当中的风险存在，
在使用安全防护对策当中，安全防护需要遵
守两个原则：1、空间上的隔离，例如采用
栅栏、围栏进行空间方位上的屏蔽。2、时
间上的分离，通过加装安全防护装置来进行
安全防护。
包装行业各类机械设备如：吹瓶机、贴
标机、灌装设备，都需要频繁的进行运行状

非接触式安全门开关相比插销式安全门开关

况监测、往机械设备当中加送料，所以采用

相比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空间上的隔离是非常不现实的解决方案，当

• 仅需一个与合适安全模块连接的安全开

设备发生故障时，人员无法进入设备进行检

关，即可解决各类应用高达 PL e 和 4 类

修。当今业界大部分采用在移动门装置上加

(EN ISO 13849)，

装安全门开关的方式来进行安全防护，有带

• 门错误校准的高容差可提高机械可用性，

插销的安全门开关以及非接触式的磁性安全

安全开关响应距离 7mm~9mm.，而插销

门开关。

式安全门开关在针对一些机械结构设计不
是很精确的情况下使用，容易出现插销无
法正确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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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K 概览

领先的技术

独特的产品

完善的服务

SICK 是一家世界顶级的传感器技
术提供商，在全球建立了接近50个
子公司和众多的销售机构, 雇员总
数超过6,300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
解决方案竞争力使得 SICK 成为全
球市场的领导者。无论哪种项目，
哪个行业，只要与 SICK 专家进行
交流，即可给您带来最佳的规划理
念 – 轻松实现最佳成果。

• 对任何类型物体或媒介进行非接触
式检测、统计、分类、定位和测量
• 通过传感器、安全软件和服务预防
事故、保护操作员
• 使用条形码和 RFID读取器进行自
动识别
• 采用激光测量技术检测体积、位置
以及人员与物体的轮廓
• 提供完整系统解决方案，用于气体
和液体分析和流量测量

• SICK 终身服务 - 针对安全和生产率
• 欧洲，亚洲和北美洲应用中心专门
开发实际环境下系统解决方案
• 电子商务合作伙伴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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