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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使用说明： 

本手册必须经过本单位书面授权后才允许再版、复制、摘录、拍照

等。 

 

 

重要提示： 

我们正在改进和进一步研发本产品，因此我们拥有更改本手册的权

利，并在我们的内部培训课程中明确指出这些更改。 

本手册不担保涉及到本产品中外购部件的描述和说明的正确性。 

●风格指南和符号 

小心！务必遵守该警告，以防操作员受伤！ 

注意！必须遵守该信息，以防设备或软件损坏！ 

提示，表示一般提示或特定主题的附加信息。 

 

 

● 版本状态： 

本手册说明了《凹印版辊缺陷检测系统》硬件和软件的所有操作。 

提示： 

当前软件版本完全适用于本手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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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技术提示 
●安全技术提示 

在“技术数据/安全”章节中可以找到机器上安全标   

牌的概览。 

●规定用途 

本产品是一种用于凹印版辊雕刻之前检测瑕疵的光学

检测设备，仅允许用于凹印版辊制版时的缺陷检测。 

不得将本产品作为物品和液体的存放处或存放台使用。 

不允许触碰扫描部件和光学照明部件，以免造成检测

误差，甚至损坏相应部件。 

●受伤危险 

注意警告牌 

小心！ 

由于在某些位置上不当操作存在受伤危险，本产品在必要位置 

上采用警告标牌警示操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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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安装/调试 

注意！ 

本产品的安装和调试任务通常应该由产品生产商的技术服务人

员或经过产品生产商培训并得到认可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急停按钮 

小心！ 

当出现危险时，通过检测设备前端触摸屏下方的急停按钮或右端

移动顶尖上的急停按钮关停本设备。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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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急停键后，除工控机和触摸屏处于加电状态外，其它电气部

件立即断电。 

设备启动 

首先，将机柜后方的负载断路开关旋转到“ON”的位置，然后点

按前面板上的电脑开关，待显示屏进入系统后，再启动总控开关。

待设备黄色指示灯常亮时，表示设备已经上电。最后，在触摸屏

上双击“缺陷检测”软件图标，此时设备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小心！ 

打开设备总控开关后，检测设备处于通电状态！ 

设备关闭 

        设备需要断开电源时，必须先关闭电脑，待电脑确认关机后(显

示屏黑屏后,大约 15 秒左右)，将机柜后方的负载断路开关旋转到“OFF”

的位置，此时设备已经断电。 

 

小心、注意！ 

设备需要断开电源时，必须先关闭电脑，直接旋转负载断路开关

到“OFF”，可能造成电脑损坏。  

安放要求 

检测设备安装时注意与墙壁或其它机器部件之间保持足够的间

距，安装时请遵守“技术参数/安全”章节以及“安装/调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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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中出现的提示。 

要求设备水平放置。 

远离产生震动的区域。 

对用户造成的危险 

小心！ 

不遵守本手册中的明确规定擅自调整软件参数设置、触碰光学扫  

描部件和照明光源部件、打开电控箱且搬弄开关，以及对本产品  

的错误修理可能会对用户造成巨大的危险。 

维护作业 

原则上只能由授权的专业人员执行维护作业。此时必须遵守相应 

的事故预防规定。 

不遵守安全规定可能导致事故预防措施失效。 

●前置要求/版辊清洗 

注意！ 

在检测前，请务必清除版辊表面杂物，如水渍、指印、锈迹等， 

修复好明显的划痕。 

小心！ 

版辊清洗时会使用酒精或稀料等易燃液体，请务必注意通风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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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言 

●引言 

本产品是一款设计紧凑的光学检测设备，具有独立的检测平台和 

电控箱，由计算机进行操控。 

在触摸屏上用手指或触摸笔对设备进行操控，或通过外接显示器、

鼠标和键盘操作设备。 

本产品自动化程度高，只有上下版辊时需要手动装卸，另外需要

对顶锥、丝杠、滑块等进行上油维护时需要手动操作，其它过程

一键式操作，设备自动运行。 

版辊检测完成后设备自动恢复到初始状态，同时警示灯的白色

（黄色）、绿色和红色灯常亮，给操作人员以提示。 

●设备一般信息 

操作站 

本产品的操作通过在集成化操作站（工控机、触摸屏、Windows

操作系统）上（或在触摸屏上）进行设备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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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 

检测平台左侧配备触摸屏。 

语言版本 

提供的操作系统默认设置为中文。 

版辊加紧/松开按钮 

在版辊检测平台右端移动加持模块上，有两个用于夹紧和松开

版辊的手动按钮，同时在配备有放置于地面的，用于夹紧      

和松开版辊的脚踏开关。 

光学部件自动调整工作距离 

检测系统配备一台线阵相机及光学镜头和配套光源，在检测过程

中根据版辊直径自动调整与版辊表面的距离，无需人为进行调整。 

注意！ 

请勿触碰或试图调试光学设备（相机、镜头、光源等），否则无

法正常检测！！！ 

版辊清洗 

根据本检测系统前置要求，对未达到要求的版辊要进行版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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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在触摸屏上点击“清洗辊筒”即可开始上述操作。 

小心！ 

在版辊清洗时，请务必按照工厂相应操作规章执行！！！版辊清洗

时会使用酒精或稀料等易燃液体，请务必注意通风防火！！！ 

中央处理器 

是一个专门的图形核心处理器。用于针对扫描到的疑似缺陷图像

进行运算处理。 

记号笔 

打码标记模块根据版辊直径自动调整与版辊表面的距离，请在版

辊检测之前检查记号笔有无墨水或笔尖是否干燥。 

检测结果 

版辊检测结束后在触摸屏上会有检测时间、缺陷个数等信息显示，

将检测到的缺陷图像保存到本地计算机中，同时可将上述检测结

果上传到 MES 系统中。 

人工复检 

人工搬运版辊到专用检测平台，然后再去检测已标识处是否存在

真实缺陷，已达到人工复检目的。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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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屏操作界面有开灯、左移光源、右移光源按钮。不建议检测

结束后，选择开灯，移动到打码标记处，通过手动转动版辊查看

缺陷。长期操作，可能会对设备造成损害，同时可能触碰光源灯

部件，影响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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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和调试 

注意！ 

必须注意下列安装前或安装时的条件： 

●空间要求/室内设施 

●环境条件/电源 

●气候条件/防火 

●空间要求/室内设施 

空间需求和安装位置 

务必注意下列几项： 

凹印版辊缺陷检测系统的空间尺寸“长 x 宽 x 高”为

“2800x1200x2300”mm。具体安装的空间位置主要根据工作流程

和现有条件在室内确定。 

小心！ 

当设备进出厂房门口时要注意门的高度。若需通过拆卸设备部件

才能进出门口，请务必与设备生产商进行沟通，在其指导下方可

操作。切忌，不得自行拆卸设备部件，否则保修取消！！！ 

 

小心！ 

必须注意，在检测设备附近不得存在干扰源，例如： 

-强电磁辐射 

-剧烈的振动 

-渗水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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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烈的电源波或严重的漏电 

安装位置 

安装检测设备时必须注意下列事项： 

●尽量缩短与上下工序相衔接的操作路程。 

地面负荷 

注意！ 

必须确保，随着时间推移地面不会下陷。 

本缺陷检测设备自重 2000kg，通过 4 只直径 8cm 的福马角轮与

地面接触，高度及平行度可调，表面压强 10kg/cm2）。 

原则上地垫必须符合下列质量要求： 

●永久抗静电，即 

-电荷极限≤500V/cm 

-半衰期≤30s 

-泄漏电阻器≤10
9
Ohm 

（参数根据 DIN53486，VDE0100） 

●耐磨、易护理且表面光滑（例如 PVC 硬垫板） 

●耐磨硬度=80-100N/mm
2
 

清洁和维护地垫时只能使用不含有研磨和腐蚀成分（含有氨或硅

酮的化合物）的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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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高度 

注意！ 

当检测设备移动时，应当遵守当地有关安装空间的规定（安全规

定）。此外，操作员不得在悬挂重物的下方工作。 

照明 

在照明方面必须注意以下几项： 

●本设备自带照明光源为定制的配套光源，用户不得拆卸、改造、

调换，否则会影响检测精度。 

●设备放置环境不要有强烈光源照射，避免在检测时有杂光干扰。 

●环境条件/电源 

温度和温度范围 

●允许的检测设备运行温度为 25°，适应的温度范围±5°。 

灰尘和有害物质 

●检测设备运行环境的室内空气中应尽量无尘。 

●在灰尘较多的情况下以及使用外部空气运行机器时建议安装

额外的空气过滤设备（精滤器前加装粗滤器）。 

●香烟烟雾和灰烬必须远离检测设备。 

●通常在检测设备附近存在化学反应池（电镀）。该反应池的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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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会在机座上形成锈膜并使组件生锈等等。 

注意！ 

因此检测设备应在“无酸无尘”环境下运行。 

干扰辐射 

电磁场（例如由于邻近的发射设备产生的临时磁场等）可能造成

检测设备信号传递通信故障。为了最大限度地确保安全性，检测

设备在出厂时已经装备了屏蔽信号电缆。 

注意！ 

必要时必须与设备制造商协商额外的解决措施。 

电源 

检测设备的电源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单相，220V、50Hz，电压稳定，除工频外无杂波信号。 

重要！ 

必须由客户根据当地规定且由专业人员进行电源连接。 

●气候条件/防火 

空调条件 

下列几项是有关检测设备的空气调节提示： 

●如果安装在室内无法保证环境条件方面的下列参数： 

-温度和相对湿度 

-灰尘和有害物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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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安装空调装置（空调设备）。 

●空调设备所需的功率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检测设备的热辐射 

-其他机器/设备的热辐射 

-人的热辐射 

-照明的热辐射 

-对流加热 

-湿度调节 

防火 

注意！ 

空间设计时为了保护机器，必须考虑根据当地规定采取必要的防

火措施。 

●安装和调试 

检测设备发货前已经经过最终检验且安装完毕。 

通常应由设备制造商的技术服务人员安装检测设备。这包括： 

拆卸运输安全装置 

校准机座 

电源连接（供电） 

接入以太网 

重要！ 

安装时务必遵守上述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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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注意！ 

可使用起重设备提升和运输本设备，但承重必须大于 2000kg！ 

小心！ 

运输作业时必须关闭机器，同时出于安全考虑控制柜必须锁住。 

注意! 

安装时注意墙壁与其他机器部件之间保持足够的间距，以确保通

风顺畅。 

与墙壁的最小间距为 90mm。 

机器不应安装在空调设备附近，务必防潮、防阳光直射。 

机座水平校准 

小心！ 

机座必须在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上进行水平校准。 

通过调节支脚调节螺丝将机座在该范围内校准至每米0.02/1000。 

●将水平仪（0.01/1000）直接置于其他外部机器支脚范围内的

线性导向装置上，并进行相同校准。 

●在驱动轴承座范围内检查调整情况，必要时进行二次校准。在

外部机器支脚之间多次重复此过程。 

打开/关闭检测设备 

●总控开关位于设备左端触摸屏下方。 

●通过检测设备总控开关和电脑开关，可打开和关闭检测系统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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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关机前确保已退出检测系统软件。 

小心！ 

设备维护作业时必须关闭机器。 

小心！ 

电气装置内部的保险装置位于机器左侧控制柜内，仅允许由接受

电气工程培训的操作员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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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备说明 

●检测系统主要结构 

●版辊承载模块 

●扫描检测模块 

●缺陷标记模块 

●辊筒擦拭模块 

 

注意! 

上述模块调节及相关参数的设定工作必须由制造商或制造商指

定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操作，非专业人员不得进行调节，否

则影响检测质量。 

●急停按钮 

缺陷检测设备的急停按钮位于设备左侧触摸屏下方和移动夹持

模块处。 

小心！ 

操作急停按钮后，设备立刻断电（不包括电脑），各个模块停止

工作。排除危险后，复位急停按钮（旋转）或打开主开关并等待

约 15 秒后，才能通过触摸屏的操作界面重新运行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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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灯 

四色信号灯显示下列运行状态： 

颜色 含义 

白色(黄色)灯常亮 检测设备已准备就绪处于等待检测状态 

白色（黄色）、绿色灯常亮 检测设备在版辊缺陷检测过程中 

白色（黄色）、绿色、红色灯常亮 检测设备正常完成版辊检测任务 

白色（黄色）、绿色灯常亮 

红色灯闪烁 
检测设备出现故障或检测缺陷数量超过阈值 

●触摸屏上的操作界面 

通过触摸屏（显示器）、鼠标和键盘对检测设备进行操作。 

检测设备开机后将在显示器上显示一个启动窗口：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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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缺陷检测系统软件会随时更新或系统升级，其操作界面存在进

行调整的可能性，但不会影响实质性操作！ 

复位按钮 

       位于触摸屏右上角。按下该按钮，各个运动轴将恢复到

初始状态的零点位置。 

擦拭收卷按钮 

位于触摸屏右上角。按下该按钮，各个运动轴将恢复到

初始状态的零点位置。 

 

设置按钮 

       位于触摸屏右上角。按下该按钮，进入下图操作界面，

需要管理员密码。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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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输入正确的管理员密码，才能继续进行检测参数和系统参数

的设置。 

参数设置 

参数设置包括检测参数、系统参数以及密码维护。 

参数设置——检测参数 

检测参数定义检测相关的参数，直接影响缺陷检测的结果准确与

否，参见下图： 

 

检测参数中最重要的是二值化参数，该参数越小，能检测到的缺

陷越小，建议在 45-100 之间。面积和周长类似，一般建议不要

修改。X偏移和 Y偏移，一般建议不要修改。 

 

注意! 

用户若需要修改参数设置，请务必和设备制造商进行沟通，以免

影响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其操作界面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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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配置了全局性参数，允许创建多个检测参数。在实际检

测的时候选择某个检测参数进行使用（如镀铜版辊检测、钢辊检

测等），操作界面参见下图： 

 

注意! 

系统参数不建议用户自行修改，设备在出厂系统参数已经固定。 

注意! 

按钮用于添加新的检测参数。编辑按钮用于修改检测参数。

删除按钮用于删除检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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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设置——密码管理 

密码管理主要用于管理员设置及修改检测系统密码，操作界面参

见下图： 

 

清洗辊筒 

当需要对版辊表面进行清洗时，按下 按钮，此时

版辊会高速旋转，工人可对版辊表面进行清洗。 

注意! 

清洗版辊时，由于版辊高速旋转，操作人员切忌避免头发、手套、

手指等卷入到版辊之中。 

注意! 

用清洗液和沾用清洗液的纸张等擦拭版辊表面时，注意不要放置

在检测设备上，注意防火安全。 

清除错误 

当检测系统出现错误时，按下 按钮，将会清除出

现的错误。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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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点按清除错误按钮错误依然存在，需要按开机、关机步骤，

重新启动设备。 

开灯 

当检测系统处于非检测的待检状态时，按 下按钮，将

会打开检测系统照明光源。此时软件操作界面上的相应按钮会更

改为“关灯”。 

左、右移光源 

当检测系统处于非检测的待检状态时，按下 按钮，

光源将会向左移动 ，移动到指定位置时，需要按下      

按钮，光源才会停止移动。向右移动光源相同。 

开始检测 

版辊安置稳妥，且所有参数设置准确无误后，按下

按钮，此时设备处于检测状态。 

●信息的互联互通 

检测设备支持与与企业的ERP或MES或其它运维软件进行信息对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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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信息 

检测设备需要从企业 ERP 或 MES 或其它运维软件得到如下信息： 

版号； 

版长； 

直径； 

堵头； 

上传信息 

检测设备可以向企业的ERP或MES或其它运维软件传递如下实时

信息： 

版号； 

开始检测时间； 

结束检测时间； 

是否发现缺陷； 

发现缺陷个数； 

缺陷缩略图； 

注意！ 

上述信息传递内容可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整。 

●加装/卸载版辊 

加装版辊 

人工将版辊左端搭在检测设备左端顶锥的放掉台上，右手按住右

端移动顶尖上的左侧移动按钮，或脚踩地上左侧踏板，右端顶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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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左移动，直至夹住版辊，此时可以松手。 

注意！ 

在顶锥夹持版辊过程中，一定注意扶持版辊的右手不要被移动的

顶锥滑块和版辊右端夹手！ 

卸载版辊 

人工托住版辊右端，右手按住移动顶尖上的右侧按钮，或脚踩地

上右侧踏板，右端顶锥会向右移动，直至顶锥松开版辊，再将版

辊搬离开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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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术参数 

注意！重要提示！ 

原则上只能使用 2.5 吨及以上叉车搬运检测设备。 

使用其他装备搬运检测设备时必须征得制造商同意。 

●检测设备适用版辊参数 

版辊长度 320-1550mm 

版辊直径 90-350mm 

版辊重量 ≤100kg 

堵孔 70-105 mm，斜度 10 

顶尖轴心距地面高 1000mm（±5mm）度 

注意！免责条款！ 

不得使用超过上述规格参数的版辊在检测设备上进行操作，否则

存在损坏设备的危险。因此产生的责任仅由检测设备的运营方承

担，设备制造商不负责任何责任。 

●检测设备参数 

尺寸和重量 

长度 2800mm（包含设备控制箱） 

宽度 1200mm 

高度 2200mm（未考虑拖链、信号灯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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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约 2500kg（不包含版辊） 

占地需求 3200mm×2500mm 

注意！ 

设备制造商保留技术性修改的权利！ 

设备噪声 

机器的噪声级在法定标准内。 

设备功率 

本检测设备功率 4.5kw 

供电要求 

电源连接 单相 220V； 

 
频率 50Hz； 

连接线 4.0mm
2
 

可选 专用稳压器 

用户软件 

中文，windows10 操作系统 



27 

 

网络连接 

快速以太网 10/100Mbit 

●环境条件 

以下数据适合检测设备的技术运行。 

温度范围 

-运行期间 +20 至+30℃ 

-存放/运输期间 +15 至+35℃ 

相对空气湿度 

-无凝露 45 至 85% 

环境洁净度 

≤10000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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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液和润滑剂 

清洗液 

清洗液主要用于清洗版辊表面，由设备应用企业自行配备。 

润滑剂 

主要是指设备维护时向顶锥、丝杠、滑块等部件加注的机油灯润

滑剂，由设备应用企业自行配备。 

●注意事项 

1.工作人员在上岗后，或是交班后，上岗人员在使用设备时，首先检查设

备外观是否正常。当日班次前几根版辊检测过程中，建议操作人员应该在

场，如果检测过程正常，当日班次即可正常使用。 

 

2.发现设备存在故障时，请立即停机，不要继续使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

损坏，造成损失。出现故障后请专业人员进行维护。 

 

3.如果出现设备通讯问题，如相机没有复位，打码没有按预定位置打码等，

请按照开关机步骤，重新启动设备。如果重复 1-2 次断电重启，仍然存在

问题，请联系中印科院技术人员。 

 

4.建议工厂设备维护人员，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障设备正常运行。建

议 1-2 个月注油一次，有注油嘴的请使用油枪注油，没有注油嘴请直接涂

抹在丝杠或导轨处，注意不要注油或是涂抹太多，注油或涂抹油脂时请注



29 

 

意一定要在关机状态下。 

 

5.润滑脂请选用品牌 0 号润滑脂，如美孚等品牌，长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