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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橡胶、陶瓷、塑料以及木塑复合材料挤压型材，
金属辊轧成形、电线电缆及其他制品的外表轮廓检测。

Profile360™ -
在线式表面轮廓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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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线检验...
	 	 	 		将底线提高！
在 Starrett-Bytewise Measurement Systems，我们专为表面轮廓制造行业提供非接触在线式测量解决方案。我们是一家能够提供
整套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 我们制造线性激光传感器、建立多传感器系统、生产应用程序软件并提供销售服务网络以确保能够
为您提供良好的支持。在全世界，无论是最大的全球制造商还是最小的私人公司，我们的产品都被广泛使用着。对于这些公
司，Profile360 是其质量与生产管理标准的核心部分。

Starrett-Bytewise Measurement Systems 是 L.S. Starrett Company（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阿瑟尔）的一个部门 – 自 1880 年以来，一
直在计量学方面处于领先地位。Starrett 是一家从事精密计量工具、仪器、量器、光学比较仪、显示系统、激光测量系统、锯
片、花岗岩板材以及润滑剂业务的制造企业。Starrett 有 5 家本土制造工厂以及 3 家国际制造工厂，分别位于英国、中国和巴
西。L.S. Starrett Company 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为 SCX。

在线式监控正逐渐替代离线检查方法：

• 尺寸发生变化时，将会立即发出报警，这样，操作员可介入更
正工序，从而提高质量、成品率并降低废品与返工成本。

• 提供即时测量，所以操作员可立即查看所有线性调节结果。

• 与定期离线检查相比，提供 100% 全时段运行检查。定期离线
检查会漏掉许多干扰。

• 大量采用可降低试运行时间，从而提高成品率并降低废品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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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善的表面轮廓测量系统
解决方案
Profile360 是一款在线式、实时、非接触测量系统，用于持续监控复杂形状的关键表面轮廓尺寸，例如橡胶、陶瓷、塑料、
木塑复合材料挤压型材、辊轧成型的金属表面轮廓以及异形线缆。Profile360 采用 CrossCheck 线性激光传感器来数字化表面轮
廓，将其与 CAD 模板进行比较，然后持续监视关键尺寸。尺寸变化通常表示材料、设备或工序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质量
低劣、废品率高或回收成本高。

Profile360 持续监视复杂表面轮廓的尺寸和形状，以确保质量并避免出现因缺陷而引发的高成本。系统需要获得表面轮廓周
围上千个数据点，并且将其与 CAD 模板进行匹配，其中可以提取诸如宽度、厚度、间隙、半径以及角度等关键测量参数。
测量参数与允许控制极限进行比较，并显示在操作员终端中，同时显示合格/警告/不合格状态标记。Profile360 以每秒高达 14 
个表面轮廓的速度运行。此系统可用于标准尺寸，也可针对几乎所有尺寸和形状进行自定义设置。

Profile360 是表面轮廓测量的一个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单边系统

•	可使用任意传感器尺寸，用于重叠和非重叠
传感器定位。

双边系统

•	可使用任意传感器尺寸，用于重叠和非重
叠传感器定位。

三边系统

•	可使用任意尺寸，用于重叠和非重叠传感器
定位。

O	型框系统

•	可用于直径为 150 mm 的视野。

•	可用于 2、3、4、5、6、7 或 8 个传感器配置。

•	可与工业化一体套装一并使用。

C	型框系统

• 可用于直径为 10 mm、25 mm、50 mm、75 mm 和 100 mm 的视野。

• 可用于 2、3、4、5 或 6 个传感器配置。

• 可与工业化移动套装一并使用，其中包括“一体化”集成的升降车、接线盒、PC 面板
以及报警塔。

• 超出控制极限时，报警指示灯将发出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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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密封条
密封条挤出生产不符合要求时，每小时将会产出价值 1400 美元的废品。废品不可回收，因为橡胶被硫化，并且往往还带着
金属骨架结果会造成原材料、劳动力、能源、填埋成本以及生产时间的损失。

Profile360 会在任何时间对尺寸变化发出警报，这样一来，操作员可更正工序、减少废品并提高产量。可在 32 小时的废品减
少后获得 Profile360 投资回报。如果每周避免产生一个工时的废品，那么可在 32 周后实现 Profile360 投资。

* 	如果每周减少产生一个工时废品，那么，仅基于避免产生
原材料成本而不考虑客户返工成本，即可在 32 周后获得投
资回报。

Profile360 节约

混炼胶 2.97 美元/公斤

挤出件重量 0.37 公斤/米

线速 21.3 米/分钟

混炼胶成本/小时 1,404 美元/小时

Profile360 投资 45,000 美元

投资回报期 3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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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氯乙烯 (PVC) 挤压型材
在校准和冷却期间，聚氯乙烯表面轮廓可能会变形，从而产生不合格的表面轮廓。

Profile360 在线检验确保在尺寸、形状或垂直度发生变化时，操作员可在任何时间收到警报。这有助于降低
返工时间与成本并提高产量。

由于 Profile360 提供实时测量，因此无需修剪样品、去除切割边缘毛刺并进入中央离线检查站以检查尺
寸。Profile360 极大地降低尺寸检查成本，并更快地得出结果。

•	使用屏幕上的光学比较仪实时监控角度、垂直度、间隙、粒度以及其他关键尺寸，并显示趋势图。

•	尺寸发生任何变化时，将会立即发出警报。

•	从网络上的任意 PC 中查看实时表面轮廓几何形状。

•	针对每次运行，报告完整的尺寸统计数据。

•	可与工业化移动套装一并使用（请参见第 10 页）。

下列哪项是启动挤压生产线最为高效的方式？

Profile360 离线方法

查看实时在线式表面轮廓尺寸 修剪零件

立即调整挤压设备 进入计量实验室

等待调整趋于稳定并通过 Profile360 切成长条

重复 清洁并预制长条

所需时间： 每次调整需要 5 分钟 按次序排列长条以供测量

上传文件/查找包装
将样品放置在扫描仪/10X 上

完整的测量程序

打印报告

文件报告

返回至挤压设备

调整挤压设备

等待调整趋于稳定

重复整个工序

所需时间： 每次调整 30 - 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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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塑复合材料
木塑复合材料在原材料特性、湿度以及压辊温度上均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表面轮廓隆起或下陷，从而会产
生有缺陷的板材。Profile360 可用于持续监控模制而成的表面轮廓，以确保工序处于控制之下并且尺寸与形状均正确无
误。Profile360 可测量板材到允许误差范围的下限，以减少每块板材的原材料成本，可在 100 天内获得投资回报。

成本节约

公称板材尺寸 5.5 平方英寸

目标区域减少量 0.1 平方英寸(1.8%)

材料成本 0.6 美元/磅

密度 0.04 磅/立方英寸

线速 144 英寸/分钟

目标节约量 14.4 立方英寸/分钟

成本节约 477 美元/天

投资回报期 10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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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表面轮廓
辊轧成型的表面轮廓通常在运行中都不符合规格，因为每批进入的线圈在宽度、厚度、凸度、曲度以及
物理特性上均会有许多偏差。需要安装技术人员针对材料变化进行调节。如果进行人工检查，需要拣出
不合格材料，长期操作可能会生产出不合格的材料。

Profile360 具有几项优势：

•	快速进行轧钢机架安装。

•	逐步进行轧辊微调，并可立即查看结果。

•	通过消除离线检查工序降低安装时间。

•	有助于减少达到稳定所需的时间。

•	持续监控任意表面轮廓的尺寸质量，同时，在发生任何故障时，会向操作员发出警报。

•	生成数据历史记录，用于对任意运行及其历史性能进行对比。

•	量化质量改进方案。

•	有助于工具开发。

•	导出 DXF 点文件，可在模具设计 CAD 应用程序中打开，然后与预期设计进行对比。

长度 2

长度 1 角度

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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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
陶瓷挤压型材，特别是用于汽车催化式排气净化系统基质的高精度挤压型
材，在挤压、排气以及点火的每个制造阶段均会发生变形。可在各个阶段
使用 Profile360 以检验工序是否处于控制之中。

误差向量显示器突出显示所有与 CAD 模板的不符之
处，并且测量总体偏差。

Profile360 进行多直径测量而不使用
活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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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电线及线缆
多导体线缆、海底线缆以及光纤线缆依靠外皮挤压型材使导体与环境隔离以确保安全可靠的电力与数据
传输。Profile360 可用于对外皮几何形状进行 100% 检查。

Profile360 同时也可用于监控成型的金属丝表面轮廓，例如磁性导线的尺寸和形状均匀性。

左半径

上半径

右半径

总宽度

下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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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FoV) 直径

英寸 毫米

全部2 1 2 3 4 6 25 50 75 100 150

重复性1 0.03% FoV 0.0003" 0.0006" 0.0009" 0.0012" 0.0018" 0.0075mm 0.0150mm 0.0225mm 0.0300mm 0.0450mm

精确度1 0.06% FoV 0.0006" 0.0012" 0.0018" 0.0024" 0.0036" 0.015mm 0.030mm 0.045mm 0.060mm 0.090mm

规格

测量速度 可选，每秒高达 14 个表面轮廓

通信界面 模拟与数字输出；以太网

运行模式 时钟频率或编码器

数据输出 本地 Modbus TCP 或 OPC 服务器；转换为其它可用平台

工作温度 32 至 113°F（0 至 45°C）冷却系统可用

Profile360 符合 EC 的机械安全、电磁兼容性以及低电压指令

CDRH 的激光安全等级为 3A，IEC 60825-1 分类为等级 3R

1. 重复性表示系统监控过程偏差的能力。它在一系列已知量块测量中表示为三西格玛标准偏差。
精确度表示系统测量已知值的误差。它在一系列认证量块测量中表示为“偏差”。
重复性与精确度均依照 2012 年标准化测试程序。现场结果可能因卡尺类型、尺寸以及位置而参次不齐。

2012 年测试程序包含独立认证试块的厚度测量。在整个系统视野中，对 20 个位置中的每一个位置均进行 10 次测量。在每个位置计算重复性 (3σ) 和精确度（偏差）。
在 10 个位置的重复性和精确度必须低于规格要求。

每秒更新一次所有测量结果。

工业化移动一体套装

在线性安装期间，大量挤压型材公司均已采用 Profile360 工业化移动一
体套装，这样一来，一台设备可同时支持多条生产线。在线测量提供
即时信息以帮助操作员调准挤压设备、校准设备以及下游设备，并确
保在进入下一生产线之前，所有尺寸均保持稳定。

使用 C 型框系统的
工业化移动一体套装

规格与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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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Profile360 软件提供下列功能：

•	针对所有表面轮廓设计进行测试计划管理。

•	将已测量表面轮廓与 CAD 模板进行匹配和对比。

•	基于卡尺的应用可针对特定测量编程每个表面轮廓设计。

•	显示所有实时测量数据。

•	显示趋势数据。

•	对所有测量结果进行数据记录。

•	打印标准报告。

•	软件可安装在任意联网的 PC 上并且可连接到仪器上以查看实时数据。

软件功能

数据匹配

将表面轮廓与 CAD 模板进行匹配

卡尺

取卡尺平均数

将表面轮廓固定至多个数据 取卡尺的二分之一

与用户定义的子区域进行匹配 取卡尺整数

单独匹配多个表面轮廓

显示

带有合格/不合格/警告状态的已测量值 撞击卡尺

错误值 面积卡尺

制程精密度和制程能力 链接多个卡尺

标准偏差 链接至固定位置

趋势图表 半径和 XY 中点

直方图 符合线性回归

光学比较仪 公式卡尺

误差向量 角度卡尺

整个用户定义时间段的平均值

显示实际表面轮廓

显示厚度表面轮廓 比对检查 自动软件比对

报表生成

打印趋势图

数据记录

将卡尺值记录到历史记录文件

打印直方图 将点云保存到 .txt

打印异常情况 将屏幕快照保存到历史记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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