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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麟翔Linxus系列自動光學檢測儀AOI 

赫立Holly --- AOI技術創新的宣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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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赫立-概要 ---AOI技術創新的宣導者! 

2006年 創立時間： 

辦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區茸樹路78號赫立工業園 

創  辦  人： 程克林 先生 / Mr. Clinton Cheng  

經營範圍： 專注於自動光學檢測儀AOI設備的設計、研發、製造、銷售、安裝

和服務。公司生產的麟翔（LX）系列AOI產品主要適用於PCBA（印

刷電路板組裝）領域內SMT（表面貼裝技術）和THT（通孔插件）制
程中，對各類外觀缺陷的高速精確檢測、統計和分析，有利於提高
產能、提升品質、改善制程，從而能夠為客戶創造潛在的價值增長。 

註冊資本： 壹仟壹佰萬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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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赫立- 知名客戶名錄 

  TOTAL SALES NUMBER 

    Inline  ＋ Desktop  =  About 3000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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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缺陷檢出率的同時，保持超低的誤報率。歸因於擁有最完善合理的LED照明系統（同軸落射照明，

配合多角度斜射照明），和最為全面綜合的檢測演算法（業內演算法集大全，囊括：顏色運算、顏色抽取、
灰階運算、灰階抽取、圖像對比、符號匹配OCV、XYӨ偏移量及角度值輸出、全板匹配等AOI檢測行業內的
幾乎所有演算法） 

 

業內獨享終極品質追溯系統， 

可獨家實現以條碼內容為檔案名稱的所有受檢PCB整板電路板圖像即時輸出、存儲和追溯、回查。 

实时响应 快捷抽取 

赫立AOI 研發理念 

堅持人無我有、人有我優。 

首創GPU並行高速運算，智慧輔助檢測PCB任意位置多件、錫珠、 
溢件、拋料、異物、金手指刮痕、凹陷、PCB電路板板材刮傷、板材來料不良。 

至新 

至快 

至臻至善 

變革 

速度 

極速飛梭取像技術配合獨創DISP動態圖幅無縫拼接，刷新了業內傳統模式， 

造就了全板多幅圖像的動態無縫拼接和即時顯示，使條碼讀取不再受視野尺寸限制。 

 

引領行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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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1 

刷新了業內傳統模式，首次實現了全板多幅圖像的動態無
縫拼接； 
 
使PCB整板圖像的即時顯示成為了現實，方便和簡化了程
式製作及缺陷警報確認。 
 
克服了傳統AOI系統軟體條碼讀取功能受FOV視野尺寸限
制的缺陷。 
 
同時為終極品質追溯-所有受檢PCB整板圖像即時輸出、存
儲和追溯、回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獨創使用DISP（動態圖幅無縫拼接技術） 

即時無縫拼接的整圖，
使條碼讀取不再受FOV

尺寸所限制。如圖：赫
立AOI軟體模組精准識
別Code93格式1D條碼
近“80mm”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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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智能矩形框
標 定 異 物 範 圍
（拋料、錫珠、
刮痕）。 

輔助標示異物位
置座標和長寬尺
寸（XYWH）。 

赫立原創技術－2 

填補了業內空白，首次將GPU並行運算應用於機器視覺 
領域，極大程度地縮短了圖像處理時間； 
 
使全板圖像範本匹配成為可能，因此，赫立AOI可實現 
智慧輔助檢測PCB板任意位置上的多件、拋料、沾錫、 
錫珠、金手指沾汙刮傷、PCB板材綠油刮傷。 

首次運用GPU高速並行運算技術代替 
傳統CPU串列運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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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3 

同軸及多角度斜射照明系統的優化組合運用增強了對元件虛焊
及IC引腳浮起的檢測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對無鉛制程以及波峰
焊制程的適應性。 
 
白色LED同軸及多角度斜射照明可還原物體真實色彩，克服了
傳統RGB三色光源無法檢測焊盤露銅不良的缺點，並且可清晰
顯示電路板及元件上的絲印、字元。 
 
配備的照明系統增強了照明亮度、優化了照明的均勻性和一致
性； 

獨家組合使用同軸落射照明及多角度斜射照明系統 

Side Light 

Half 

Mirror 

Top 

Light 

Side 

Light Half Mirror 

Top Light 

Side Light 

Capacitor 

P.K. 

傳統AOI無同軸燈， 
虛焊檢測能力弱， 
無法還原真彩色，露銅檢測能力非常差。 

線性掃描AOI， 
XY照明方向差異弊端。 赫立完善的

照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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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4 

克服了傳統低成本CCTV鏡頭的，斜視、變形問題，極大程度
地增強了檢測精度和檢測能力。 
 
 
 

優化使用低畸變、無斜視、大景深、遠心鏡頭 
Telecentric Lens 

傳統鏡頭
獲取圖像 

遠心鏡頭
獲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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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5 

內置SPC系統可對檢測結果進行單獨分類、統計和分析，並以餅
形圖、直方圖、品質走勢曲線圖、靶心圖、 CP/CPK資料報表、
GR&R資料報表完成生產品質量化顯示等形式直觀顯示當前生產
線狀況、不良率和誤報率等； 
基於條碼資訊命名的受檢電路板整板影像即時歸檔、和回查；
讓品質追溯變成徹徹底底的視覺化管控，從而實現終極品質追
溯。 
有助於用戶改進和確保品質，同時可以使得程序控制成本降至
最低。 

領先採用基於SQL資料庫的內置式SPC(過程統計控制)
系統 赫立特有的全面綜合

的報表查詢介面 

Windows風格介面 

支援IE流覽的通用介面，
可特別支援遠端Internet

訪問和查詢 

Web風格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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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SPC 5.1 

赫立SPC(過程統計控制)系統之缺陷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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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SPC 5.2 

赫立SPC(過程統計控制)系統之餅行圖、直方圖、品質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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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SPC 5.3 

赫立SPC(過程統計控制)系統之CP、C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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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SPC 5.4 

赫立SPC(過程統計控制)系統之G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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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SPC 5.5 

赫立SPC(過程統計控制)系統之三點合影對照分析表 

輸入條碼Barcode，查找不良元件的焊接、
貼裝、印刷三個生產環節的工藝圖像，三點
圖像合影顯示、比較分析，找出制程問題點，
並進行對應的改善。 焊接 贴装 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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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SPC 5.6 

赫立SPC(過程統計控制)系統之整板影像即時存儲、輸出和回查、追溯 

受檢PCB整板圖像，以自動讀取的所貼條碼資
訊命名成JPEG格式，可支援Windows看圖軟
體無極縮放流覽，真正實現終極品質追溯和回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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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原創技術－6 

赫立客戶化定制的ShopFloor檔即時輸出
系統， 
實現與客戶MES生產執行系統快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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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最友好、生動的人機對話介面 
維修站系統介面標準圖像與實際圖像直觀對比，更利於作業員進行缺陷確認； 

業內首創支援語音命令控制，和語音播報，使缺陷確認工作變得不再枯燥無趣。 

赫立原創技術－7.1 

電路板全局大圖
快速指示缺陷概
要位置 

合格元件標準圖像，
供作業員進行快速缺
陷/誤報確認 

當前元件實際圖像，作
業員一目了然可進行快
速缺陷/誤報確認 

業內首創語音命令控
制和語音播報，支援
多語言介面 

大按鈕風格，與數位小
鍵盤一一對應，一觸即
發，人性化十足，快捷
而且方便 

當前元件實際圖像放大
圖示版塊，更細緻入微 

業內首創語音命令控
制和語音播報，支援
多語言介面 

合格元件標準圖像，
供作業員進行快速缺
陷/誤報確認 

業內首創語音命令控
制和語音播報，支援
多語言介面 

當前元件實際圖像，作
業員一目了然可進行快
速缺陷/誤報確認 

合格元件標準圖像，
供作業員進行快速缺
陷/誤報確認 

業內首創語音命令控
制和語音播報，支援
多語言介面 

大按鈕風格，與數位小
鍵盤一一對應，一觸即
發，人性化十足，快捷
而且方便 

當前元件實際圖像，作
業員一目了然可進行快
速缺陷/誤報確認 

合格元件標準圖像，
供作業員進行快速缺
陷/誤報確認 

業內首創語音命令控
制和語音播報，支援
多語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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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最友好、生動的人機對話介面 
維修站系統介面標準圖像與實際圖像直觀對比，更利於作業員進行缺陷確認； 

業內首創支援語音命令控制，和語音播報，使缺陷確認工作變得不再枯燥無趣。 

赫立原創技術－7.2 

電路板全局大圖即時刷新、
動畫平移、快速“中心區
域重點突出”指示缺陷概
要位置。 

當前元件實際圖像放大圖
示版塊，更細緻入微。確
認不良後，動畫印章標示
不良，深刻而不乏味。 

大按鈕風格，與數位小
鍵盤一一對應，一觸即
發，人性化十足，快捷
而且方便 

當前元件實際圖像，作
業員一目了然可進行快
速缺陷/誤報確認 

合格元件標準圖像，
供作業員進行快速缺
陷/誤報確認 

業內首創語音命令控
制和語音播報，支援
多語言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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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站雙重工作模式：單機管控和集中管控（更大限度節省人力） 

 

赫立原創技術－7.3 

优化的算法、合理的软件，
确保缺陷检出的同时，实现

高直通、低误报。 

 

依据产线名称、和条码、工
作站名称，由单个作业员对

多条产线进行集中管控。 

优化的算法、合理的软件，
确保缺陷检出的同时，实现

高直通、低误报。 

 

依据产线名称、和条码、工
作站名称，由单个作业员对

多条产线进行集中管控。 

优化的算法、合理的软件，
确保缺陷检出的同时，实现

高直通、低误报。 

 

依据产线名称、和条码、工
作站名称，由单个作业员对

多条产线进行集中管控。 

优化的算法、合理的软件，
确保缺陷检出的同时，实现

高直通、低误报。 

 

依据产线名称、和条码、工
作站名称，由单个作业员对

多条产线进行集中管控。 

优化的算法、合理的软件，
确保缺陷检出的同时，实现

高直通、低误报。 

 

依据产线名称、和条码、工
作站名称，由单个作业员对

多条产线进行集中管控。 

优化的算法、合理的软件，
确保缺陷检出的同时，实现

高直通、低误报。 

 

依据产线名称、和条码、工
作站名称，由单个作业员对

多条产线进行集中管控。 

优化的算法、合理的软件，
确保缺陷检出的同时，实现

高直通、低误报。 

 

依据产线名称、和条码、工
作站名称，由单个作业员对

多条产线进行集中管控。 

優化的演算法、合理的軟體，
確保缺陷檢出的同時，實現

高直通、低誤報。 

 

依據產線名稱、和條碼、工
作站名稱，由單個作業員對

多條產線進行集中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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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站雙重工作模式 之 單機管控模式 

赫立原創技術－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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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站雙重工作模式 之 集中管控模式（可更大限度節省人力） 

赫立原創技術－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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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立AOI檢測項目圖例 



版權所有：2006赫立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赫立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致謝！ 

感謝您於百忙之中聆聽我們的講解！ 

勇於創新、銳意進取、誠信合作， 

赫立願與您攜手共進、 和諧共贏。 

赫立 --- AOI技術創新的宣導者！ 

選擇赫立AOI，說明您對QC品質檢測和QA品質保證是認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