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oardProfiler 
板材及厚板弧边和变形测量系统

优化齐边机切割•	

齐边前筛选和翻转•	

变形测量•	

多轨道厚度和宽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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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户的特别要
求，BoardProfiler能够计算出每
片板材最佳锯切位置。通过比较
测量出的宽度、厚度和弧边的尺
寸，系统确定锯切的最佳位置并
将数据传送出去。单边齐边和双
边齐边的齐边机都可以跟这个系
统搭配使用。

优化齐边机弧边切割

如果使用单边探头齐边系统，
板材的弧边必须面对摄像
头。BoardProfiler能精确的测量
板材的两面，在必要的时候给出
翻转信号。如果板材的厚度、平
整度和扭曲程度超过允许范围，
机器自动选择不接受此板材。

齐边前的筛选和翻转



板材和厚板弧边和变形测量系统
	

•	优化齐边机切割
•	齐边前筛选和翻转
•	变形测量
•	多轨道厚度和宽度测量

LIMAB	BoardProfiler在板材尺寸和形态测量方面有一套非
常完善的系统。此系统有一个标准设计结构，是为横向传送
机设计使用的。可根据需要选择测量感应器的数量和位置以
保证提供最佳性能，进而为锯木厂提供性价比最高的解决方
案。这个系统很容易整合到现有的生产线上，而不需要对现
有生产线进行大的改造，更不需要更换新的生产线来配合
这个系统。现在许多OEM加工厂的设备跟这个系统的接口也
是吻合的。BoardProfiler使用LIMAB	PreciCura	SR激光三
角感应器，这个感应器在世界各地许多地方都有安装使用，
非常可靠和精确。传感器可以给出高清晰度的板材分析图，
传感器跟CAN-Bus网络连接，最小化网络布线，简化安装以
确保数据传输的可靠性。由于非接触的测量技术和可靠的设
计，这个系统非常稳定，维护费用非常低。	系统不受木材
含水量的影响，所以湿材和干材的分等都可以使用。

参考：
全世界有超过170家工厂在使用BoardProfiler系统（2013）

BoardProfiler 

安装在刨切机和分拣工
厂，BoardProfiler将确定凹槽的
位置然后发出翻转板材的信号。平
弯、侧弯和扭曲这种整体形态也将
被确定，这样差的板材就会被拒
绝。它的一大优点是它是横向传
送而不是纵向传送，这意味着测
量占用的空间少于1米而不是常用
的10米。	

系统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连接到
可视系统按要求生成板材尺寸分
析数据。

凹槽和形状测量	

LIMAB长期服务于木材行业的经验使得这套标准系统能够为客
户提供所有需要的功能。	操控员只要稍加培训就能设置客户需
要的弧边规则、筛选规则和数据归档。BoardProfiler由运行
WINDOWS	XP系统的电脑操控。

每个感应器测量位置（轨道），系统将确定以下尺寸：

•	厚度	•	宽度
•	长度	 •	弧边
•	凹槽	 •	扭曲
•	侧弯	 •	平弯
•	锥削度

 

软件

为确保板材的质量，沿着板材长
度的方向有多个测量位置，以保
障完工板材的整体尺寸精确。不
合格的产品将被自动拒绝，根据
要求，统计数据会被编辑、显
示或者打印出来。这个系统也用
来把挑选好的板材传送到分拣兜
中。

 

厚度和宽度分拣



技术参数

激光
类型	 	 	 	 LIMAB	PreciCura	SR							 LIMAB	PreciCura	SR
感应器与被测物体距离							 100	mm	(3,9”)															100	mm	(3,9”)						
测量范围	 		 	 200	mm	(7,9”)														 200	mm	(7,9”)
分辨率	 	 	 	 0.01mm	(0,001”)											 0.01mm	(0,001”)
测量速度															 2000	Hz																				 2000	Hz
供电电源	 	 	 18-36	VDC,	<180	mA										 18-36	VDC,	<180	mA
接口	 	 	 	 CAN-Bus,	max	1Mbit/sec					 CAN-Bus,	最大	1Mbit/秒
防护等级	 	 	 IP65,	NEMA	4															 IP65,	NEMA	4
激光等级	 	 	 2	(IEC	825)																	 2	(IEC	825)
操作温度					 	 	 0-40°C	(32-104°F)									 0-40°C	(32-104°F)
系统
最小轨道数量	 	 	 1	(2	lasers)											 1	(2	条激光)			
最大轨道数量	 	 	 32	(64	lasers)							 	 32	(64条激光)
厚度精确率	(at	1m/s时)								±	0.2	mm	±2σ									 ±	0.2	mm	±2σ
宽度分辨率	 	 	 速度是1m/s时是1mm	;	速度是0.5m/s时是0.5mm（取决于传送带的稳定性）
弧度宽度	（1m/s时）	 		 ±	2	mm	±2σ										 ±	2	mm	±2σ
弧度深度（1m/s时）			 		 ±	2	mm	±2σ											 ±	2	mm	±2σ
平整度（1m/s时）	 	 ±	1	mm/m	±2σ									 ±	1	mm/m	±2σ
扭曲（1m/s时）		 	 ±	0.5°	±2σ															 ±	0.5°	±2σ
侧弯（1m/s时）		 	 ±	1	mm/m	±2σ									 ±	1	mm/m	±2σ
凹槽（1m/s时）		 	 ±	0.1	mm	±2σ										 ±	0.1	mm	±2σ
长度测量
LMS6048	(可选)
测量范围	 	 	 4800	mm	(188,98”)									 4800	mm	(188,98”)
分辨率	 	 	 	 1	mm	(0,039”)									 1	mm	(0,039”)
重复性	 	 	 	 ±	1.5	mm	±2σ	(0,059”)		 ±	1.5	mm	±2σ	(0,059”)
测量对象
板材类别	 														 Green	or	dry																	湿材或者干材
传送带间距	 														 300	...	1500	mm												 300	...	1500	mm
板材宽度	 	 	 40	...	600	mm															 40	...	600	mm
板材厚度	 	 	 5	...	150	mm													 5	...	150	mm
板材长度	 	 	 1.8	...	12	m													 1.8	...	12	m
线路速度	 	 	 0	...	2	m/s														 0	...	2	m/s

环境要求
一般	 	 	 	 测量区域避免阳光直射

软件功能:
实时图表—在每个测量位置显示板材的横截面。•	
数表—显示所有处理测量值•	
记录板材数据—无限量加工过的板材•	
产品数据库—定义板材尺寸、公差和质量等级•	
警报输出—拒绝信号、分拣信号、切割信号•	
计算切割建议并且传送到齐边锯•	
统计包--（可选）•	
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	串行通信或并行通信来传送测量数值和接受配置数据•	
服务菜单—系统诊断和校正•	

我们有权进行修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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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AB已成立30多年，在为锯木厂行业提供激光感应器
和非接触式测量系统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LIMAB总
部和工厂都坐落在瑞典的哥德堡，在美国、芬兰、德
国和英国有办事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代表、代理
商和合作伙伴。目前北欧国家、欧洲和北美都有锯木
厂在使用我们的测量系统。

Almedalsvägen 15
SE-412 63 Gothenburg 
Sweden 
Phone +46 (0)31 - 58 44 00 
sales@limab.se - www.limab.com

LIMAB UK Ltd
Unit 3L Westpark 26
Wellington
Somerset, TA21 9AD UK
Tel: +44 (0)1823 668633
www.limab.co.uk

LIMAB GmbH
Mitterlangstr. 28
D-82178 Puchheim
Germany
Tel: +49 (0)89 840 58320
www.limab.de

LIMAB Oy
Henry Fordin Katu 5K
FIN 00150 Helsinki
Finland
Tel: +358 (0)9 478 03668
www.limab.fi

LIMAB North America Inc.
9301 Monroe Road, Suite B
Charlotte, NC 28270
USA
Tel: +1 704 321 0760
www.lima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