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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基于图像的 
读码器的 
10个原因



介绍
虽然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即将取代食品、饮料、消费品、制药和物流等各

行业中的激光扫描仪，但是每当考虑将激光扫描仪转换为基于图像的读

码器时，许多人认为投资成本太高。

借助技术的进步，现在基于图像的读码器与激光扫描仪技术相比不但价

格不相上下，而且更加强大。

如今，大部分先进的读码器已经克服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困难，为车间

提供了比激光扫描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使用中，最新一代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已证明其在以下领域已经超越了

激光扫描仪：

1.	读取率

2.	全方位的代码读取

3.	二维代码读取

4.	多个编码读取和输出功能

5.	长期可靠性

6.	 可视化

7.	 图像存档

8.	 条形码质量反馈

9.	 通信	

10.	可适应将来的需求

当您考虑从激光扫描仪转换到基于图像的读码器时，请一定要考虑它带

来的这些优点。	选择基于图像的读码器的10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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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基于图像的读码器的10个原因

1. 读取率
读取率是衡量条形码读码器最重要的途径。读取率即所读取的条形码数量除

以尝试读取的条形码总数。通常以百分比形式表示，越接近 100% 越好。也

就是说，读取率是衡量读码器读取应用中的条形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的最佳

手段。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可读取整个条形码，而不仅仅是一条线，所以它们

可以使用先进的算法来解决静音区扰乱及其他编码损坏问题 — 这些问题常

使激光扫描仪陷入窘境。此外，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可以借助光源来读取激光

扫描仪看不到的编码，包括使用 UV 油墨打印的条形码。这样，即使是对于

激光扫描仪无法读取的编码，基于图像的读码器也可以实现更高的读取率。

高读取率可提高生产可追溯性并减少因需要手动处理“未读取”或无法读取

零件 / 包装带来的劳动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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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维代码读取
许多产业正在从一维向二维编码转型，比如数据矩阵或 

QR 编码。二维编码可储存更多信息，在整个生产过程和

供应链中可帮助实现产品的可追溯性。生产过程中通常结

合使用二维编码和一维条形码。但激光扫描仪无法读取数

据矩阵或 QR 编码。相反，基于图像的读码器能可靠地读

取二维编码以及一维条形码 － 甚至可同时读取两种编码。实际上，基于图

像的读码器经常被设计用来读取直接标识在零件上的二维编码（即直接零件

标记或 DPM）。许多二维编码是激光蚀刻或点刻在零件上

的，从而生成永久性的 DPM。即使是由于标记质量差或

玻璃、弯曲表面造成的难以读取的编码，利用先进的读

取算法也可以轻松读取。

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可以解决从0到360度任意方向的一维条形码

2. 全方位的代码读取
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可在一次读取中读取任意方向的条形码。相反，对于方向

不固定的条形码，通常需要多个激光扫描仪配置在一起才能读取。基于图像

的读码器不仅可以处理典型的梯形或栅栏形条形码，也可以读取任意方向的

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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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个编码读取和输出功能
由于当前有众多类型的基于图像的读码器，我们必须指出它们的质量并不是

一样的。最好的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利用了先进的算法，可以定位并解码任意

类型的多个条形码（1-D 或 2-D）。这些读码器可以让用户设置输出的顺序，

从而更易于将读码器集成在生产流程中。在许多应用中，读码器输出编码信

息的顺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比如，它可以表示编码是在哪个

试管上读取的，或者底盘的哪个

部分在哪个位置。此外，这些先

进的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可提供强

大的脚本语言，让用户能够编写

逻辑，如确保一维条码数据与二

维代码数据相符，进一步保证产

品的质量和可跟踪性。

5. 长期可靠性
激光扫描仪利用摆动扫描镜使激光束迅速地扫过条形码，从而形成读取编码

的激光线。这些活动零件经常磨损或破裂从而需要修理或更换。基于图像的

读码器没有活动零件，专门采用长期可靠性和低维护需求的设计。

激光扫描仪 基于图像的读码器

目標會將光線 
反射到光電池

光电池

摆镜

激光
处理器

成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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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视化
基于图像的读码器与激光扫描仪有本

质的不同，因为它们在产品经过时拍

摄产品的照片，然后从照片中寻找需

要解码的条码。在生产线上使用基于

图像的读码器时，操作员能够对读取

率数据进行监控，并看到读码器读取

的图像。这使得操作员能够了解系统

的运行情况，并在不能读取时迅速了

解到当前的情况。因为它能够快速响

应错误，例如未添加标签或标签打印机缺油墨，所以可以改善流程并提高

产量。

除能够“所看即所得”之外，操作员也可以通过在线视图对读码器进行简单

调整，而无需翻看手册以了解更改设置的过程。

7. 图像存档
对于激光扫描仪来说，即使条形码读取失败可能也无从知晓。最强大的基于

图像的读码器可以存档读取的图像。用户经常无法存档读取失败的图像，从

而无法了解原因也无法改善流程。比如，这些图像可用于查看是否没有条形

码，还是条形码质量极差以致无法解码。

8. 条形码质量反馈
许多产品线必须保证编码能够被产品分销链中的其他读码器读取，因此保持

条形码的高印刷质量非常重要。基于图像的读码器可以反馈印刷质量，因此

制造商能够在将印刷质量差的编码发送给客户之前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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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通信
Ethernet/IP 和 Profinet 等工业协议使基于图像的读码器能够轻易地集成到工

厂网络中。与 PLC 的直接通信使数据通信和控制成为可能，从而使读码器成

为质量控制流程的一部分。

10. 可适应将来的需求
虽然许多产业已经开始增加数据矩阵或 QR 等二维编码以提供额外的追踪信

息，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都能迅速接受这些类型的编码。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那么部分基于图像的读码器更容易帮助您以较低成本实现从基于激光到基于

图像读取的过渡。这些读码器可以读取全方位的一维条形码，风险小，而且

以较低的成本即可对这些一维条形码读取型号进行升级以读取数据矩阵和 

QR 编码等二维编码。此外，最先进的基于图像的读码器还有固件升级程序，

确保对读码器固件升级后可用最新的解码方法和新编码类型。适应将来需求

的特性使得用户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激光扫描仪过渡到基于图像的读码器，

并可在将来灵活地进行升级而无需一次又一次地更换读码器。

结语
如果您当前使用的是激光读码器，那么现在正是投资于基于图像的读码器的

大好时机。您还会发现基于图像的读码器让您能在整个供应链中有新机会更

有效地识别、跟踪和追踪产品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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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康耐视 ® 公司

康耐视公司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机器视觉传感器和系统，即有“视觉”

的电脑。康耐视公司的视觉传感器和系统在全世界的工厂中广泛使用，能够

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引导、检测、测量、识别产品并确保其质量。作为全球

领先的机器视觉公司，康耐视自从 1981 年成立以来，已经销售了85万多套

机器视觉系统，累计利润超过 30 亿美元。康耐视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Natick 郡，在北美、日本、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设有地区办公室和经销处。

更多详情，敬请访问公司网站 ： www.cognex.com.。

康耐视是全球基于图像的工业读码器的领导者，是唯一可以满足您所有一维

条形码和二维编码读取需求的公司。康耐视 DataMan® 读码器分固定式和手持

式两种型号（手持式分有线和无线型），并提供带有各种照明、光学元件和

通信选项的型号。

一维条码读取

康耐视 DataMan 读码器对一维条形码有最高的整体读取率，因为它们有处理

由于编码质量下降造成的各种极端差异的 1DMax+™ 和专利的 Hotbars™ 技术。

DataMan 有更高的读取率且无活动零件，可以读取任何方向的条码并能够同时

读取多个条码。

二维代码读取

不管是标签上易于读取的二维编码，还是电子元件、塑料、陶瓷或金属上的

直接零件标记 (DPM)，DataMan 读码器都可以提供最稳定最可靠的读取，因为

它配备了 2DMax+™ 专利读取算法和 UltraLight® 照明技术。有了这些技术，以

往在生产和使用周期中难以辩认和跟踪的大量产品就可以使用直接标记二维

编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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