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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考虑外观检查自动化的各位

通过各种表面外观检查、尺寸测量来解决生产现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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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检查机

检查部

照相机 1200 万像素 CMOS 彩色照相机

照明单元 明照轴同+）段下 段中 段上（ 段3 DEL色白

检查分辨率 12㎛ / 5㎛ ( 选配 )

被写界深度 12㎛ : -0.9 ～ +1.6㎜ / 5㎛ : -0.5 ～ +0.8㎜
FOV 12㎛ : 48.0×36.0 ㎜ / 5㎛ : 20.0×15.0 ㎜

检查节拍 0.25 秒 / 1 画面 (FOV)*¹

共通部

可检查工件尺寸 600×590×300 ㎜ *²

装置尺寸 925× 1,927×1,800 ㎜ (W×D×H)

装置重量 1,500kg

电源 三相 200V ～ 230V

空气 0.5MPa（干式空气）/ 最大消费量 10NL/min

环境
使用时 +15℃ ～ +40℃  湿度 ：30％ ～ 65% ( 无结露 )

保管时 +10℃ ～ +60℃  湿度 ：30％ ～ 80% ( 无结露 )

2D 检查部 

照相机 1200 万像素 CMOS 彩色照相机

照明单元 明照轴同+）段下 段中 段上（ 段3 DEL色白

检查分辨率 12㎛ / 5㎛ ( 选配 )

FOV 12㎛ : 48.0×36.0 ㎜ / 5㎛ : 20.0×15.0 ㎜

摄影时间 0.25 秒 /1 画面（1 视野）*¹　伤痕检测摄影

3D 检查部  
激光传感器 S40（XTIA 制 ): 类型 1

分解能  Z : 1㎛  XY : 60㎛

性能部 可检查的领域 600×600×300 ㎜  (W×D×H) 
W 进给 2 次时（输送 300mm/1 次）

装置部

输送传送带 有搬送平台

可检查工件尺寸 600×590×300 ㎜ *² 

装置尺寸 1,567 × 1,965 × 1,800 ㎜ (W×D×H) 
检查机主机 ：925× 1,927×1,800 ㎜ (W×D×H)

装置重量 1,500kg

电源 装置主机 : 三相 AC200V ～ 230V
防尘架 : 単相 AC100V

SE1000

装置尺寸 950×1,016×1,500 ㎜ (W×D×H)

装置重量 280kg

温度
使用时 +15℃～ +30℃  ( 用于测量时为 +20℃～ +25℃ )

保管时 +10℃～ +60℃

湿度 30% ～ 80%RH   但无结露

电源 単相 AC220V 50/50Hz 

空气 干式空气 0.5±0.05MPa ( 最大消费量 10L/min)

操作界面言语 日本语、英语

TM1000  
●硬件规格

计测范围 21×16 ㎜ 

计测分解能 10㎛
重复测量精度 3σ = ±10㎛

机能 检查模式、测量模式 *

检查时间 5.5 秒 / 画面（包括搬送时间）

●精度式样

* 检查模式按程序自动检查，测量模式采用手动单品检查模式

*1  i-3D 使用时 0.7 秒 /1 画幅 (FOV)
*2  长尺寸式样，定制搬送使用时的最大工件尺寸。标准工件尺寸为 300× 300 × 300 ㎜

*1  i-3D 使用时 0.7 秒 /1 画幅 (FOV)
*2  长尺寸式样，定制搬送使用时的最大工件尺寸。标准工件尺寸为 300× 300 × 300 ㎜



外观检查：表面异常检测（伤痕、压痕、
生锈等）和尺寸测量

链条检查机

外观检查机

链条销等从上下表面测量各个位置坐标
相对位置关系组装后的姿势测量与数值
化附属校正证明书

想进行同轴检查等两面
同时检查的客户

产品阵容

光梳（optical frequency comb）被定义为测量频率和时间的世界上最正确的指称。
光梳激光器是XTIA公司应用光梳原理实现量产化的世界上第一个传感器，是同轴激光结构和高精度测距仪

关于光梳激光器

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发挥在实装业务中培养出来的关于检查
机的知识和技术，以及作为主力事业 的缝纫业务的缝纫机
中培养出来的制造能力，为贵公司的检查品质的提高、自
动化等贵公司的现场提供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JUKI的检查机是35年多以前以SONY产品的生产线检查为
目的而开发的，之后在世界上很多SMT工厂被采用。

今后，我们将不仅只用于检测不良的检查机，而且可作为
灵活利用检查数据来提高制造品质的最佳工具，为大家做
出贡献。

想要对伤痕、污垢等基本表面
外观检查进行自动化的客户

混合检查机

想正确测量伤痕深度的客户

表面伤痕检查机
除了伤痕的位置、长度、面积之外，还能
获取深度信息
最适合发动机加工面等伤痕检查的自动化

用精度保证选项的模型检查了的尺寸测量值，

成为国家计量标准可追溯的数据，附有校准

证书。

除了通常的伤痕检查等外观检查之外，还可

以将测量结果作为精度保证值使用。

尺寸测量值的保证？

JUKI高速2D检查和XTIA公司的“光梳激光”

组合的检查。可以高速、高精度地判定细

微的伤痕。

混合检查？

你有这样的烦恼吗

◎现有的检查想要自动化

◎缩短检查时间，想要实现全数检查

◎希望量化目视和官能检查，消除检查品质的偏差

◎希望将检查和测量工序在线化

◎希望削减检查人员和管理工数

◎希望保留检查的可追溯性

JUKI会和客人一起思考并致力于改善这些烦恼  

AI



也可以对应生产线内的在线检查。这样一来，检查・测量工序整体就能自动化。并且，从主机端取得
输出信息，实现品质管理、运转状况监控等检查・测量工序的可视化。同时，也可以配合客户使用的
系统，对改善工厂的统计分析等工厂整体的品质提高有帮助。

检查人员检查结果无偏差，实现量化

大幅减轻检查人员检查时间的偏差，管理工时的负担。
从以往的抽样检查中可以实现全部检查，缩短检查时间作出贡献。

检查员有偏差图片 检查时间高速化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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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偏差的图片 检查结果偏差得到改善的图片

DATA

可在内部进行全数检查・测量

系统连携

以车载零件为首的工业产品，需要高的产品质量和可追溯性。
在执行这些操作的基础上，需要正确的记录和有再现性的检查等。JUKI的检查机，在满足这些条件的
同时，还提供自动化等大量生产对应的检查解决方案。

以前，在照明下用人的手和眼睛进行外观检查的目视和感官进行的外观检查，
通过照明的照射角度最佳化从而实现检出

上照明 中照明 下照明

实现检查品质的量化 主要检查内容

实现检查时间的缩短，全数的检查

检查工程全体自动化

可追溯性

通过3D检查的高度、深度检查

通过2D检查检知表面异常（伤痕等）

通过采用相移方式的3D和环
型照明，
从而实现更正确的高度检查

导入优点

一台可以对应以下所有检查项目。

XTIAセンサのデータプロファイルi-3D 3D图像2D検出画像

外形尺寸计测

ばり検査
（二値化処理後）

鋳巣検査 压痕检查 欠け検査

间隙计测
（二値化処理後） 伤痕检查

（二値化処理後）
生锈検査

尺寸测量（长度、距离、间隙）

表面异常的检查

表面异常的检查



Before

导入事例介绍

运用实装・缝纫业务中培养的设计、制造技术，向贵公司的现场提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检查人员 、管理者的人手不足

目视检查

用高速2D照相机
确定伤痕的位置

用光梳激光器
激光扫描伤痕

通过SE1000的自动检查 用目视检查・激光进行全面扫描 混合检查

1,380 秒 60 秒

喉部检查
（高度规检查）

内 ・外径的检查
（销规检查）

内 ・外径的检查
( 画像检查）

喉部检查
( 画像检查）

180 秒 22 秒

1.36 分 0 分
纸档记录 自动记入

95% 短缩

85% 短缩

※仅限激光检查

用目视检查・激光进行全面扫描
通过图像确认有无伤痕

1.高速2D相机全面扫描
2.用激光对精准的位置进行测量（深度）

实现检查工时大幅度削减，提高数据的可靠性

课题

解决 通过自动检查大幅减少工时
手写记录到自动统计从而削减管理工时

检查节拍的高速化和检查的量化课题

解决 通过使用高速照相机和高精度激光导入混合检查机，
可以大幅缩短检查时间，实现不良缺陷的定量检查

CASE 1 CASE 3

之前 之后之前 之后

5,400 秒 40 秒

外观检查 精准的位置测量             

３分120 分

由于用接触式测定器进行抽样检查，检查数不足

通过自动上下同时摄像检查机实现全数检查

接触式探头的坐标检查

1.从上下方向获取图像
2.自动输送工件检查整圈的销人工接触式检查

课题

解决

检查时间：从 120 分钟大幅缩短到 3 分钟

检查时间：从 5,400 秒钟大幅缩短到 40 秒钟

CASE 4

之前 之后

检查时间：从 120 分钟大幅缩短到 3 分钟

通过开发多面同时检查用的搬运夹具，可大幅缩短检查节拍
重复检查稳定性提升，从而实现品质稳定

检查节拍的高速化和质量的稳定化课题

解决
CASE２

自动旋转4面检查之后

采用SE1000自动检查

自动检查画面表面外观检查弯曲・真圆检查

单面目测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