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 具 保 護 裝 置 PLUS-E PE-700

業界首次 *對應彩色數位圖像處理、四組照相機
小巧輕便、一體化機身、防止模具損壞的模具保護裝置。
技術進一步升級的 PE-700，於業界中首次實現四台照相機同時監控模具及成型過程。
通過四台照相機+彩色數位圖像處理，可以監控和檢查精密複雜的模具及用於大型外觀件產品的模具。
近 40 年豐富的成型監視經驗、大量案件導入實績，PLUS-E 為您寶貴的模具護航。

更 快 速
PLUS-E 在全彩色高畫素(200 萬畫素)的清晰畫面下，以 0.012 秒高速數位演算處理，
能對應一秒以內的高速成型，支援極短的成型周期。

更 精 確
利用 RGB 彩色數位影像解析技術，能夠精確抓取在黑白監控中容易與模具顏色混淆的塑膠顏色。
大幅度地降低外部光源的影響，避免生產線不當中斷，以實現更穩定的監視保護。

更 便 捷
本機採用 10.4 吋的大型觸控螢幕，能清晰地將高精細畫面以全彩色呈現出來。操控界面亦做全面更新，
尤其監視區域的操作性更是大幅度地提升，能快速檢視設定細微的監視區域。
此外，提高監視精度的位置補正及過濾器等功能，實現自動化而減少前置作業所需的時間。

10.4 吋 大型觸控螢幕顯示器
對應 digital HD Full Color (1920 x 1080)

＊螢幕画面是合成插頁

多 視角保護成型過程
四台照相機監控功能的實現
PE700 主機

IO 介面盒

隨著對射出成型品質要求的提升，可以使用多達四台照相機
來監控多個位置，進行多角度的拍照，滿足在監控中能檢查
多個作業目標的需求。
對於精密而且結構複雜的模具，或是汽車、電氣產品的外觀

IO 彩虹纜線

件等大型零部件模具的檢查成為可能。

USB 纜線
IF-9P 纜線

由於成型工藝的提高，模具變得越來越複雜和精密。成型品
填充不正常缺料或溢料的檢查及公模、母模(分形面)的監控等

CMOS 相機
照相機纜線

需求也隨之增加，四台照相機能更有效發揮其監控、檢查能力。

識 別顏色、保護模具
彩色和黑白監控的區別
彩色監控下的成型画面
以往一般的模具保護裝置監視功能是將照相機拍下的黑
白照片做影像比對，進而分析構成画面的每個像素點的
“亮 度”是否相同。與此相比，PE-700 的彩色監控能
對每一個像素點 R(紅)、G(綠)、B(藍) 值進行分析，做
準確判斷是否相同顏色。
右邊是成型結束之後模具表面狀態的画面，人眼明顯是
看不到綠色、藍色不同顏色的產品，而在黑白監控中，
幾乎無法準確地識別這兩種顏色的區別。因為對黑白影

USB 記憶器

黑白監控下的成型画面

像而言，這兩種顏色是擁有相同亮度值的顏色。
在右下方的画面，成型品和模具的亮度差不多，有可能
會出現無法正確識別成型品的情況發生。
PE-700 以彩色画面處理，能正確地識別顏色和形狀的
差異，進行更精準的監控。
即使塑膠顏色不同，亮度也可能沒有差異。

導入模具保護裝置的好處
防止不良品流出

防止模具受損

提高生產效率

P L U S - E 成型作業的監控中，能檢測出

PLUS-E 對成型品脫落後有無異物殘留進行

PLU S- E 能檢測出成形品是否溢料或缺膠，

導致模具損傷的殘留物、頂梢折斷等異常

監視，且能減少頂出的次數，以降低成型

當發生異常狀況時會停止成型機。對於不良

狀況，並及時停止模具動作或進行再頂出

週期，提高生產效率。

品的混入、流出防患於未然，從而獲得客戶

動作。在精確的監視保護下，防止嚴重的

監視中，NG 檢測後的自動復歸功能，減輕

的信賴。

模具傷害。

管理人員負擔，實現無人化境界。

在情況合宜下，亦可應用到外觀件的檢測。

大幅削減模具維修費用
防止產線停止延誤交期

減少頂出次數降低循環週期時間

實現可信賴的穩定品質

節省人工成本，實現無人化管理

可應用到外觀檢測功能

提高生產效率

降低生產成本

成型生產的監控中，在產品取出前先排除

可利用四台照相機，進行多角度地監控檢查

不良品，省略後續外觀檢查的品管作業。

不必為了擴增相同的功能，再做設備投資。

配合取出機周邊設備作業下，一次就完成

在提升效率中，同時實現生產中省時、省力

成品取出及檢查，減少作業時間提高效率。

的作業環境，減少相關費用的浪費。

縮短成型作業時間

擴增監視角度全面保護

減輕現場作業負擔

降低成本提升生產效率

取出成型品的監控

照相機拍攝後判定

成型監控流程
PLUS-E 首先登錄正常成型的標準畫面，將每次成型時獲取的實際畫面做全像素的影像比對，立即判斷良或不良的狀況。
監控中，因成型現場環境不同而受到外部光線等雜訊因素影響，可適度調整誤差範圍，實現更穩定的監控。

射出成型
成 型

開模完成

頂 出

頂出結束

再頂出

※

再頂出結束

成型正常

固定側(母模)異物殘留

禁止頂出
禁止取物

動模側(公模)異物殘留

＊僅適用於有再頂出功能的成型機

(連鎖功能)

禁止合模 (連鎖功能)

有缺膠、溢料(毛邊)

立式嵌入成型
插入金屬件

一次監視

二次監視

成 型

開 模

合 模

埋入錯位、歪斜

禁止模具旋轉

取 出

插入金屬件
成 型

一次監視

二次監視

取 出

開 模

合 模

成 型

有缺膠、溢料(毛邊)

禁止模具旋轉

基本功能
錄影功能

不良品排出功能
檢測出異常 NG 時，會紀錄其狀況發生前後
5 秒的監視影像。可另行購入選配品以保存

檢測出成型不良 NG 時，向成型機週邊自動化
設備(取出機)發送訊號，防止不良品的混入。

影像，能迅速查明異常原因，支援成型產線
不良狀況的排除。

警報功能
檢測出異常 NG 時，立即停止成型機動作，並
發出警報聲響通知現場人員做狀況排除處理。

支援用戶功能
測試功能

自動調整

於實際畫面中比對標準圖像，可隨意地調整

配備實現穩定監控所需的支援功能。例如
允許開模位置偏差的補正功能等。這些功

敏感度，即時顯示監控結果。由此能縮短微

能自動調整校正，降低監控時的誤判率。

調整的時間，達到精準的監控效果。

設備連線設定功能

IoT 功能

通過成型機或中央伺服器發送指令，自動

配備連結內部網路的 USB3.0 插座，可以遠端

切換預先保存的設定條件。

接收指令切換設定及確認監控圖像。

國際通用
多語言選擇

世界標準

標準對應 日、中、英、韓 四國語言之外，也能擴增其他語言。

PLUS-E 符合 CE、RoHS 、FCC(CLASS-A) KC 指令、認證，全世界通用。

*

提高監控精度的功能
最多 30 個區域設定

可對應四台照相機監控
一台模具保護裝置可同時使用四台照相機進行監

檢視觸控螢幕最多可設定 30 個區域、最多
20 角多邊形及正四邊形、五角形、圓形的

控，能對應高精密的成型監視，也可以應用在大

區域。 可選擇多種形狀快捷鍵，精確對應

型模具的監控。

監控所需的區域範圍。

Mask 功能 (無效區域)

快速登錄標準画面
選定手動或自動方式，在成型機一次成型週期

設定無需監控的區域(無效區域)，並通過 Mark 的

下進行登錄標準画面，簡單、快速地完成設定。

功能(NG 無效)把監控所需的區域控制在最優範圍，
防止成型運轉監控時的誤判，實現穩定監控。

簡易的操控界面
快捷設定圓形、正四方形功能及多區域監控
監控區域的設定，是去除對無需監控的部分、防止受外部光影的影響
的異常判定，以實現迅速且精確監控的重要因素。
PE-700 在從前多邊形區域的頂點設定基礎上，增加了圓形、正四方形、
五角形區域的快捷設定，並可使用觸控筆，直接進行區域的縮小擴大、
複製刪除、移動或頂點的增減、移動等操作。
由此方式的設定下，可大幅度地縮短對
複雜模具監控區域設定所花費的時間。
PE-700 操作画面中配置簡易圖標的
快捷鍵，讓操作者能輕易、快速地
選取執行功能。

＊画面是合成插頁

主要規格
型式

設備組成
PLUS-E

解析度
影像處理速度
顯示器
連線輸入信號
再頂出回路
四台照相機監視功能
電源

標準配備

選配品

１９２０ x １０８０ 畫素

PE-700

主機本體

各種鏡頭

０.０１２ 秒

CMOS 照相機+標準鏡頭

各種濾鏡

10.4 吋 XGA 彩色液晶觸控面板

照相機訊號連線

照明燈具

無電壓接點信號

照相機磁性架台

各種照明(LED、紅外線、鹵素)

標準

雲座

投射燈具

標準

IF 外部介面連線

ＵＳＢ記憶器

ＤＣ ２４V

ＩＯ介面盒

照相機磁性架台（Ｌ）

消耗功率

３６Ｗ

ＩＯ連接線

周圍溫度

０ ～ ４５℃

觸控筆(附掛繩)

環境濕度
外形尺寸
重量

相對濕度 ８５% 以下 (不結露)
298 Ｗ x 210 Ｈ x 49 Ｄ(突出部分除外)
１.４ Kg

鏡頭 (廣角、變焦)

主機 PLUS-E PE-700

外觀尺寸圖

LED 燈

CMOS 照相機+標準鏡頭
紅外線

照明燈具
(燈需另購)

鹵素燈

照相機磁性架台

ＩＯ介面盒

安全注意事項
在操作本裝置或執行與本裝置相關作業時，請務必認真閱讀本裝置附帶的操作說明書。
詳細理解本裝置的概要、操作方法及安全注意事項後，正確使用本裝置。

總代理

群寶企業有限公司
AUTOTEX MACHINERY CO., LTD
地址：新北市新店區寶橋路 235 巷 16 弄 7 號 1 樓
電話：+886-2-29159660 傳真：+886-2-29182654
http：//www.autotex-robot.com
E-mail： autotex @ ms18.hinet.net

請注意，目錄中產品的形式、規格和價格如有更改，恕不另行通知。
由於印刷工藝的因素，實際產品的顏色與目錄中描述的顏色可能略有不同。
本目錄中提及的所有信息（包括技術細節）均截至 2021 年 10 月。

投射燈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