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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IRVS500 以现代工业自动流水线的实际需求及应用特点为依据，集机器人、机器视觉、电气自动化控

制技术于一体，设计研发的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视觉检测系统。本系统将机器视觉、工业机器人、机械、气

动、电气控制、电机传动、传感检测、PLC 以及工业网络通讯技术有机地进行整合，为高校及科研单位提

供一个先进的、高自由度的、创新性的研究和应用平台。 

维视图像有专业的机器视觉技术积累及应用经验，以此为依托，将视觉和机器人以及流水线进行应用

整合，赋予机器人智能化的能力，打造出智能化自动流水线系统。解决了机器视觉与机器人及流水线协同

工作的多个技术难点，同时将这些技术方法总结成完善的指导手册提供给客户，方便客户进行二次开发、

教学和科研。 

 

MV-IRVS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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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特点】 

 

 模块化 

 

序号 模块 结构 组成 功能 

1 机器视觉模块 

视觉单元一 
工业相机、工业镜头、机器视觉

光源，机器视觉软件、I/O通讯。 

二维码读取、型号识别、

其他视觉功能。 

视觉单元二 
工业相机、工业镜头、机器视觉

光源，机器视觉软件、通讯单元。 

视觉定位导航、识别定

位、其他视觉功能。 

 开放性 

为方便客户进行二次开发、教学和研究等用途，本系统具有良好的开放性。 

1. 机器人部分 

 

机器人的各类接口齐全。 

通信接口：支持串口、TCP/IP、

USB。 

开发接口：提供用于 VB、C++

的开发接口，实现对机器人的

启动、运动等进行控制。 
VB 开发例子 

2. 机器视觉部分 

 

工业相机提供详尽的开发指

导、例程及源代码。 

配套的智能软件，拥有 70多种

功能模块，用户可在本软件上

实现各种机器视觉应用。 

3. 电气自动化部分 

 

提供整套系统的原始程序、开

发指导及图纸。 

用户可增加模块，调整流水线

工作流程。进行电气自动化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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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单元三 
工业相机、工业镜头、机器视觉

光源，机器视觉软件、通讯单元。 

缺陷检测、装配检测、其

他视觉功能。 

2 机器人模块 

机器人本体 
机器人本体、台架、吸嘴、气缸、

夹爪、自动换夹爪模组。 

进行来料抓取、良品装

配、产品码垛、不良品处

理、视觉导航等。 

控制单元 
控制器、手操板、通讯模组、机

器人控制软件。 

装配单元 
装配机台、零件储存模组、装配

模组。 

码垛单元 码垛机台、仓储模组。 

3 自动化模块 

环形流水线 

单元 

传送机构（3模组联机）、传感器、

气缸、装配托盘。 

上料、料盘传送、流水线

控制。 

PLC 单元 
自动化控制 PLC、机器人控制

PLC，通信模组。 

整套自动化系统的控制、

机器人相关信号控制等。 

触摸屏单元 触摸屏、通讯线缆等。 
自动化控制、可视化控

制。 

通讯单元 

机器人I/O单元、视觉I/O、PLC

通讯模组，机器人通讯模块、视

觉图像传送。 

图像传输、相机 I/O 控

制、PLC通讯、机器人数

据传输。涉及I/O、以太

网、RS232等。 

4 安全模块 安全光幕 4组安全光幕。 
安全光幕对整个设备进

行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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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 

 工业机器人是现代自动化技术中的重要组件之一，机器人运动速度快、动作灵活、力量大，

能够提升自动化系统的工业水平。同时，如果操作不当也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进行任

何研究和应用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整个系统的安全。 

 特别是在实验室应用场景中，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一方面，保证人员的安全，避免受到机

器人的运动伤害；另一方面，保证设备的安全，避免机器人的错误动作对设备造成损坏。 

 IRVS500 在设计时，以三重安全措施确保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这些安全措施也是客户在使用机

器人系统时必要的学习内容。 

1. 安全光幕 

 

IRVS500 为了方便客户的研究工作，采

用了全开放式的结构设计。而全开放

的结构也更容易产生安全问题。 

因此，我们使用全覆盖形式的安全光

幕对 IRVS500 进行安全防护，保证了

系统的高度安全。 

 

2. 安全力矩 

 

IRVS500 配套的机器人是工业级的产

品，具有极高的安全等级。机器人可

以设置安全力矩，如果机器人意外地

发生了碰撞，会感应碰撞力度，力度

过大时就会停止动作并报警。有效地

保护设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 

3. 安全运行空间 

 

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熟练掌握机器人技术，在学习

中难免会发生一些错误的操作。 

机器人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控制手段

——自由平面限制。可以通过软件设

定机器人的运行范围，保证机器人在

可靠的范围内运行。 



                   产品手册 

西安 北京 深圳 成都 苏州 桂林       400-0400-860        www.xamvedu.com 

技术学习及应用研究 

 IRVS500 系统配套一个标准的应用案例，通过本案例的学习及操作，用户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机器人、

流水线及机器视觉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本系统的整体思路：机器视觉模块与机器人、流水线的综合应用。 

 在本系统的整体框架上，用户可以通过更换装配产品，实现机器视觉的其他功能：OCR&OCV、测量、

缺陷检测、颜色识别（需要彩色相机）。基于本系统的机器人视觉引导定位原理，以及本系统的模块化设

计，用户可以自由组合各种机器人视觉系统，进行不同的检测、装配、流水线控制。 

模块 应用技术 实验方法 能力培养 

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示教 使用示教器对机器人进行示教操作 熟练掌握示教方法。 

工业机器人通讯技术 
实践不同通信方法，与 PLC、视觉软件、

其他通信设备进行通信。 

熟练应用不同工业机器人

通信方法。 

工业机器人编程 
使用机器人编程软件进行编程，控制机

器人运动、通信等功能。 

能够根据不同需求，编写机

器人控制程序。 

工业机器人路径规划 利用示教、编程，共同规划机器人路径。 合理规划路径。 

工业机器人日常维护 
机器人原点恢复方法、日常维护。 掌握机器人日常维护要点、

维护方法。 

工业机器人异常处理 
对各类异常报警进行模拟、处理。 熟练掌握各类异常的处理

方法。 

工业机器人坐标系统 
对机器人世界坐标系、夹具坐标等进行

实验操作。 

理解不同坐标系统的应用

场景及方法。 

机器视觉 

机器视觉硬件 
应用工业相机、镜头及光源进行不同的

产品检测。 

熟练掌握机器视觉系统的

硬件使用。 

智能软件应用 
根据不同检测需求，运用本系统的智能

软件，进行快速配置。 

运用智能软件，完成项目需

求。 

视觉软件开发 
应用工业相机的 SDK，进行软件开发、

算法研究。 

掌握工业相机的SDK开发方

法。 

自动化 

流水线控制 

对本系统配套的实验案例进行操作学

习。 

通过本系统的操作，掌握基

本的工业流水线控制方法

及流程。 

PLC 应用 
尝试对 PLC 程序进行修改，改变流水线

运行方式。 

熟练掌握PLC的应用方法及

编程思路。 

HMI 应用 对 HMI 界面及功能进行个性化修改。 掌握 HMI 的使用方法。 

气动单元 通过机器人、PLC 对气动单元进行控制。 掌握气动单元的使用方法。 

智能机器人 

机器人与视觉系统 
对本系统配套的实验案例进行操作学

习。 

掌握机器人与视觉系统的

关系、结合方法。 

工业机器人标定 
对两种机器人标定方法进行实践，并验

证标定的精度。 

掌握机器人的标定方法。 

综合性 

综合应用 

对本系统配套的实验案例进行操作学

习。 

通过本系统的操作，掌握一

般智能机器人流水线系统

的应用方法。 

应用开发 
根据不同的项目需求，在本系统的基础

上开发符合要求的综合性应用。 

具备工业应用的实践及开

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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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用户】 

 
浙江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 

 

白城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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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视教育】 

维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维视教育）是维视集团旗下面向教育行业的品牌之一，致力于为高

校和高职提供专业建设/合作办学、实验实训室建设、培训合作、就业服务。涉及机器视觉、工业机器人、

工业 4.0 等与工厂自动化互联有关的学科内容。 

维视教育推出的“院校实验室建设”教学实验平台，重点考虑高校由“重理论”向“重实践”转变的

需求，针对性解决师生的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创新实践能力、工程思维能力、自学能力及团队协作能

力的培养问题。配套实验以演示验证型为基础，采用项目驱动式的综合设计性实验为核心。涵盖以下应用

领域： 

 智能制造——智能机器人、工业 4.0 智能工厂、全集成自动化系统等 

 智能医疗——服务机器人、陪护机器人、药品宏、微观检测等 

 智能城市——巡航机器人、智能监控、无人驾驶、智能交通、遥感测量等 

 智能农业——智能农机、无人温棚、智能监测、农产品检测等 

实验室设备配套实验教学模式——情景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案例式教学、项目式教学。

以工程思维，通过方案设计、制作、操作、试验、分析、研究、思考等使用户获取技能知识。实验室建设

突出工程特色，强化工程训练、设计，注重综合集成，科学考核评价，涵盖以下方向： 

 机器视觉全集成实验室 

 智能机器人实验室 

 工业 4.0 智能工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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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领先的“智能制造”教育培训创新服务平台 

机器视觉·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 

 

 

 

 

 

维视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 北京 深圳 苏州 成都 桂林 

400-040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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