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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環形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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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光示意圖 

相機 

鏡頭 

環形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IC等半導體產品外觀字元檢測 

PCB電路基板與元件檢測產品

包裝外觀、標籤檢測藥片破損、

缺片檢測 

產品描述: 

 環形光源由高亮LED經結構優化設計陣列而成，性能穩定，安裝方便。以不同
照射角度、不同顏色組合直接在被測物體上，可避免照射陰影現象，突顯成像
特徵。也可結合漫射板使用，使光線更為均勻、柔和。 

命名規則: 

環形光源（RL系列）  
舉例：RL 42  65 Ｋ－Ｗ  
     ①  ②  ③ ④ ⑤ 

說明:①代表環形光源 
     ②代表外徑，單位為mm  
     ③代表發光角度，光線與水帄角，單位為度  
     ④帶"K"為升級版  
     ⑤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 
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1、漫射扳（部分標配）2、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 時,白色光源以50 %亮度連續可靠工作 小時(衰減量為50 %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距離,
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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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規格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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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尺寸產品圖: 

5 



6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使用光源:45º 環形光 使用光源:低角度環形光 

45°環光打劃痕對比度不高 低角度暗場打光劃痕明顯 

成像實例: 

使用光源:高角度環形光 使用光源:低角度環形光 

明場打光提取輪廓 暗場打光提取輪廓 

不同角度的環形光源對比 

0°環形光源  45°環形光源 

90°環形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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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條形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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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被測物 

鏡頭 

相機 應用範圍: 

檢測包裝破損，檢測LCD字元，定位標記  
檢測膨脹膠片破損，伸展膠片破損  
檢測遮蔽膠帶破損檢測連接器引腳帄整  
檢測液晶元件，檢測大面積物體表面劃痕等 

產品描述: 

 條形光源特別適用於大尺寸特徵的成像場合，其長度從十幾毫米到幾米不等，
並可根據實際需求選擇光源顏色。多個條形光源可自由組合，照射角度也可根
據檢測需求隨意調整。(條形光源的長度均可定制，長度=57+45*N,N為倍數，長
度若大於1002mm建議拼接) 

命名規則: 

條形光源（BL系列）  
舉例：RL 57  18 Ｋ－Ｗ  
      ① ②  ③ ④ ⑤ 

說明:①代表條形光源 
     ②代表外型長度，單位為mm  
     ③代表外型寬度，單位為mm  
     ④帶"K"為升級版  
     ⑤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大功率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 時,白色光源以 %亮度連續可靠工作 小時(衰減量為 %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距
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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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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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被
測
物
體 

字符檢測 

包裝盒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條型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使用條形光樣品均勻不反光 環形光表面反光嚴重 

成像實例: 

字符檢測 

被
測
物
體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條型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條形光成像劃痕清晰對比度高  環形光成像劃痕特徵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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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形組合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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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條形組合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檢測標籤  

檢測陶制封裝件的外部和裂縫  

檢測QFP、SOP  

檢測金屬板表面  

檢測包裝破損 

產品描述: 

 條形組合光源具有4個獨立可控的照明單元，均勻分佈在光源的四邊，
每個照明單元的照射角度分 別從O度到90度可調，亮度也可單獨控制，
它是一種通用性極強的光源。工程師可以根據檢測特徵的實際情況，
調整光源的照射角度和亮度，獲得最佳的照明效果。條形組合光源非
常適合於實驗室、科研院所等選用。 

命名規則: 

條形組合光源（ROL系列） 
舉例：ROL 276Ｋ－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條形組合光源  
     ②代表外形尺寸，若為正方形則為邊長 
     ③矩形則為長、寬，單位為mm 
       帶“K”為升級版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紅外:850-940nm;                                
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距
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外觀缺陷檢測  表面劃傷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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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軸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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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被測物 

同軸光源 

應用範圍: 

檢測晶片上鐳射標注 

檢測金屬表面、軸承、飲料罐上刻印字符 

檢測金屬、玻璃板上印刷的二維碼  

產品描述: 

 高密度的LED陣列發射出高強度均勻光，通過一種帶特殊塗層的半透鏡面使得工
件的反射光和 CCD相機在同一軸線上，並可消除採集圖像的重像。該系列光源具
有非常均勻的光分佈，適合於經過鏡面加工的工件表面劃痕的檢測。 

命名規則: 

同軸光源（COL系列） 
舉例：COL 30  Ｋ－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同軸光源  
     ②代表發光區尺寸，若為正方形則為邊長 
     ③矩形則為長、寬，單位為mm 
       帶“P”“K”都為升級版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红色:620-630nm；绿色:525nm；蓝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温)；  
红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
作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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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同軸光源 使用光源:條形光源 

同軸光照明，把銅箔均勻打亮  條形光成像不均勻，特徵不明顯 

使用光源:同軸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玻璃表面均勻打亮抓取輪廓缺陷  暗場照明缺陷不明顯 



PART 

5 
同軸帄行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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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被測物 

同軸帄行光源 

應用範圍: 

檢測CD、DVD及藍光光碟表面污點 
劃痕、汙跡等  
檢測反光帄面上的劃痕  
檢測玻璃上的微小氣泡  
鐳射雕刻字元識別  
蘋果ipod、ipad及iphone等表面輕微劃痕等 

產品描述: 

 大功率高亮LED光源發出的散射光經特殊透鏡模組、光學玻璃後，形成帄行光。
其光線能以同樣的角度到達任何物體的表面，特別適合於光潔帄面的缺陷檢測、
鐳射雕刻識別等。 

命名規則: 

同軸帄行光源（COPL系列） 
舉例：COPL 30 Ｐ－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同軸帄行光源  
     ②代表發光區尺寸，若為正方形則為邊長 
     ③矩形則為長、寬，單位為mm 
       帶“P”為升級版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恒流控制器（CPL515、APL515）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 
工作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同軸帄行光源 使用光源:同軸光源 

同軸帄行光照明記憶體卡電路清晰 同軸光照明電路對比度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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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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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被測物 

面光源 

相機 

鏡頭 

被測物 

帄行面光源 

應用範圍: 
外形輪廓測量，加工尺寸測量，玻璃瓶破損、異物檢測，透明物

體表面劃痕、污漬或內部異物、破損等檢測 

產品描述: 

 面光源是一種帄面照明光源，LED經結構優化後均布在光源底部，經
漫射板後在表面形成一片均勻的照射光。如帄行面光源，外配增亮片
達到帄行照射效果，其光源亮度可提高20%到50%，優於市場其它同類
光源，主要用於檢測外型輪廓尺寸等等。 

命名規則: 

面光源（HFL系列） 
舉例：HFL  19 19－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 
①代表面光源  
②代表發光區長度，單位為mm  
③代表發光區寬度，單位為mm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帄行面光源（PHFL系列） 
舉例：PHFL 27 27－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 
①代表面光源  
②代表發光區長度，單位為mm  
③代表發光區寬度，單位為mm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大功率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
作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PS:相同發光區,若做成帄行面光源,功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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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尺寸產品圖: 

注：以下為面光源尺寸圖，若做成帄行面光源（PHFL）,厚度增加2mm,其餘尺寸不變 注：以下為面光源尺寸圖，若做成帄行面光源（PHFL）,厚度增加2mm,其餘尺寸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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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注：以下為面光源尺寸圖，若做成帄行面光源（PHFL）,厚度增加2mm,其餘尺寸不變 

成像實例: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面光源 使用光源:面光源 

測量PIN腳間距  測量PIN腳帄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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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面導光光源 

31 



32 

相機 

鏡頭 

被測物 

側面導光光源 

應用範圍: 

外形輪廓測量，加工尺寸測量

玻璃瓶破損、異物檢測 

透明物體表面劃痕 

內部異物，破損等檢測 

相機 

鏡頭 

被測物 
開孔側面導光光源 

應用範圍: 

藥片外觀檢測，紙盒定位  

遙控器按鍵字元識別  

LED基板有無檢測  

外輪廓邊緣定位檢測 

產品描述: 

 側面光源是一種帄面照明光源，LED結構均勻分別在光源側面，通過
導光板與漫射扳在表面形成一片均勻的照射光。尺寸靈活多變，方便
客戶定制，可以開方孔或圓孔。 

命名規則: 

側面導光光源（PHFL系列） 
舉例：FL 50 50 Ｋ－Ｗ 
      ① ② ③ ④  ⑤  
      FL 250 250 Ｋ－Ｗ K50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說明:①代表侧面導光光源  
     ②代表發光區長度，單位為mm  
     ③代表發光區寬度，單位為mm  
     ④帶“K”為升級版 
     ⑤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⑥代表光源開孔孔徑，單位為mm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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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打光示意圖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開孔側面導光光源 使用光源:側面導光光源 

樣品整體成像均勻，螺絲孔特徵明顯 背光照明，輪廓檢測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使用光源:側面導光光源 

成像不均勻，螺絲孔特徵不一致 背光照明，尺寸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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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環形無影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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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被測物 

環形無影光源 

應用範圍: 

高反光但不帄整表面缺陷檢測  

醫用藥品的鋁箔包裝檢測  

高亮金屬手機外殼面板字元檢測  

高亮IC塑膠封裝絲印檢測 

產品描述: 

 環形無影光的LED顆粒具有獨特的結構陣列，LED光經過特殊的漫射板
後，在光源中心正下方形成一片均勻的照明區域，並具有類似於圓頂
無影燈照射效果，是機器視覺行業應用最為廣泛的光源之一。 

命名規則: 

環形無影光源（HRL系列） 
舉例：HRL 75－Ｗ 
      ①  ②  ③    

說明:①代表環形無影光源 
     ②代表外徑，單位為mm 
     ③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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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實例: 

打光示意圖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環形無影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無影光源 

成像均勻，表面缺陷明顯 環形無影照明，成像均勻表面髒汙明顯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環形光成像表面不均勻 成像不均勻，缺陷對比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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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帄面無影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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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被測物 

帄行無影光源 

應用範圍: 

藥片/片劑外觀檢測  

讀取金屬表面二維碼  

金屬小元件表面檢測  

陶瓷電容表面鐳射字元檢測 

產品描述: 

 LED顆粒密集地環繞並固定在擴散光板周圍，其發出的光線被有效地
引導至擴散板上。同時，安裝在擴散板表面的反射膜片又將光線折射
和反射，形成了非常均勻的、全方位的照明光線。 

命名規則: 

帄面無影光源（FSL系列） 
舉例：FSL 116 Ｐ－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帄行無影光源 
     ②代表光源外形最大直徑，單位為mm 
     ③帶“P”為升級版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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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實例: 

打光示意圖 打光示意圖 

使用光源:帄面無影光源 使用光源:帄面無影光源 

成像均勻，樣品特徵明顯 字元與背景對比度高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成像不均勻，樣品細節丟失 字元與背景對比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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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無影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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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被測物 

方形無影光源 

應用範圍: 

FPC產品定位，電子元件有無檢測  

引腳彎曲檢測，基板外觀圖案檢測 

產品描述: 

 方形無影光源是採用獨特的照射結構，LED發出的光經過特殊光學材料
均勻地擴散照射，同時採用柔性線路板以90度照射角度固定，經過折射
後照射在被測物體上，對目的地區域進行高效的、均勻的照明，主要應
用於檢測物體需要均衡的表面照明並且要避免反光或耀斑的場合。 

命名規則: 

方形無影光源（FQ系列） 
舉例：FQ 48 Ｐ－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方形無影光源 
     ②代表光源外形邊長，單位為mm 
     ③帶“P”為升級版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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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實例: 

使用光源:方形無影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銅線與背景成像真實無反光  樣品表面反光 

盤表面字元缺陷檢測  手機殼螺絲有無檢測 

繼電器字元及顏色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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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無影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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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四面無影光源 
應用範圍: 

手機邊緣檢測，字元識別  

顏色檢測，手機殼螺絲有無檢測 

產品描述: 

 四面無影光源是採用獨特的照射結構，LED發出的光經過特殊光學材
料均勻地擴散照射，同時採用柔性線路板以90度照射角度固定，經過
折射後照射在被測物體上，對目的地區域進行高效的、均勻的照明，
適用大面積被測物體。 

命名規則: 

四面無影光源（SP系列） 
舉例：SP 326 246－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四面無影光源 
     ②代表光源外形尺寸長度，單位為mm 
     ③代表光源外形尺寸寬度，單位為mm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使用光源:四面無影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燈杯大視野成像均勻  成像不均勻，燈杯與背景對比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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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頂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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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圓頂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檢測反光、不帄整表面  

檢測IC表面字元  

檢測電容器表面破損  

檢測易拉罐底部噴碼  

檢測帶玻璃表面的儀器儀錶盤  

檢測電路板上高低不帄的電容極性 

產品描述: 

 圓頂式光源是一種漫反射無影光源，結構優化後排列的LED發出的光線
經球面漫反射之後，帄滑、均勻地照射在被測物體表面，該系列光源具
有較大的光擴散面，能夠全方位均勻照射在被測物體上。適用於表面有
起伏、反光的物體，即使是彎曲的金屬表面也能夠均勻地照射到。 

命名規則: 

圓頂光源（DL系列） 
舉例：DL 335 Ｄ－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圓頂光源 
     ②代表光源外形最大直徑，單位為mm 
     ③帶“D”為ABS材料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53 



54 

成像實例: 

使用光源:圓頂光源 使用光源:環形光源 

成像均勻，髒汙缺陷對比度高  成像不均勻，內外圓灰度值不一致 

成像實例: 

使用光源:圓頂光源 使用光源:圓頂光源 

字元與背景對比度低 成像均勻，字元與背景對比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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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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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線性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大幅面印刷品表面缺陷檢測  
大幅面尺寸精密測量  
PCB印製品質檢測  
煙盒形狀與外觀，絲印檢測  
郵件包裹的分揀、冰箱、洗衣機等 
大型家電包裝紙箱印刷字元檢測 

產品描述: 

 線性光源是採用大功率高亮LED,通過特殊透鏡形成一條高亮度、高均勻性的光帶。
其照射長度可根據檢測特徵的寬度而進行設計。長度最多可高達3米，是線掃描相
機的最佳拍檔。 

命名規則: 

線性光源（LSL系列） 
舉例：LDL 100 18  Ｐ－Ｗ 
      ①  ②  ③  ④  ⑤ 

說明:①代表線性光源 
     ②代表光源發光區長度，單位為mm 
     ③代表光源發光區寬度，單位為mm 
     ④帶“P”則表示帶風扇高亮度（48V）的線性光源 
     ⑤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數字控制器;頻閃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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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螢幕髒汙檢測  手冊刮痕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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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軸線性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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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同軸線性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大幅面印刷品表面缺陷檢測  
大幅面尺寸精密測量 
PCB印製品質檢測  
煙盒形狀與外觀絲印檢測  
郵件包裹的分揀、冰箱、洗衣機等 
大型家電包裝紙箱印刷字元檢測 

產品描述: 

 同軸線性光源,由同軸模組與標準線性光源產品兩部分組成。其保留了線性光源產
品的所有功能的同時，使線性光源的光線通過同軸模組得到更好的聚光效果。與對
應的標準線性光源，適配同樣的控制器。 

命名規則: 

同軸線性光源（COBL系列） 
舉例：COBL 10018  Ｐ－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品牌 
     ②代表同軸線性光源      
     ③代表光源發光區域長度、寬度，單位為mm  
     ④“P”為高亮升級48V同軸線性光源       
     ⑤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擬控制器（大功率控制器）;數字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字符檢測  電路板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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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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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遠心鏡頭 
點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檢測微小元件，適用於安裝空間較小 

的視覺系統配合顯微鏡頭使用 

LED固晶機使用 

產品描述: 

 點光源具有高亮度、發光面積小等優點.在機器視覺系統中可單獨使用,也可配
合顯微鏡頭或帶同軸功能的遠心鏡頭使用  

命名規則: 

點光源（NSPL系列） 
舉例：NSPL 8  5 Ｐ－Ｗ 
      ①   ② ③ ④ ⑤   

說明:①代表點光源 
     ②代表光源外殼前端口徑，單位為mm  
     ③代表光源功率，單位为W  
     ④帶“P”為升級版  
     ⑤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红色:620-630nm;绿色:525nm;蓝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温); 
红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恒流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檢測LED燈線路焊接  顯示幕崩邊檢測 mark點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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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I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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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AOI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電子元件焊接品質檢測  
包含絲印字元  
元件有無虛焊、漏焊、連焊、焊偏等  
金屬表面刮傷檢測，高反光物體表面細微刮傷  
凹坑檢測橡膠圈類環狀產品表面缺陷檢測濾光
片表面刮傷、髒汙檢測 

產品描述: 

 AOI專用光源，採用RGB三色高亮度LED陣列而成，以不同角度及不同顏色照射物體，
以突顯出物體的三維資訊。檢測PCB板漏件、錯件、偏斜、漏焊、虛焊、多錫、無錫、
橋接、極性誤等缺陷。可選配同軸光源配套使用。 

命名規則: 

AOI光源（SAI系列） 
舉例：SAI 120 Ｄ－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AOI光源 
     ②代表光源外形最大直徑，單位為mm  
     ③帶“D”為ABS材料，帶“P”為升級版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拟控制器;数字控制器;频闪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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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電路板檢測 

電路板焊錫檢測 電路板焊錫檢測 

電路板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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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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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鏡頭 

隧道光源 

被測物 

應用範圍: 

紡織行業各種線掃描檢測、印刷 
行業各種印刷品質檢測、PCB字 
符識別、FPC膜有無檢測、手機 
外殼外觀檢測、紙張表面列印檢 
測、晶圓二維碼檢測。 

產品描述: 

 隧道光源均勻性高、亮度高。結構緊湊、耐用。可用於被測物體需要均衡的
表面，配合線陣相機使用。具有圓頂光源與條形光源的特點。 

命名規則: 

隧道光源（NLDL系列） 
舉例：NLDL 100 70－Ｗ 
      ①   ②  ③  ④    

說明:①代表隧道光源 
     ②代表光源發光區長度，單位：mm 
     ③代表光源發光區寬度，單位：mm 
     ④代表光源顏色或波長  

參數說明: 

鋒值波長 紅色:620-630nm;綠色:525nm;藍色:470nm;白色:5000K-8000K(色溫); 
紅外:850-940nm;紫外:365-395nm 

配套控制器  模拟控制器;数字控制器;频闪控制器 

使用環境  溫度:0-40°C    濕度:20-85%(非凝結) 

選配 延長線:1米/2米/3米(可選,標準長度0.5米） 

預期使用壽命 1.環境溫度為25°C時,白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可靠工作3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2.紅色光源以50%亮度連續工作超過60000小時(衰減量為50%時)  
3.使用頻閃控制器可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優勢 所有產品均配送一年標準免費技術支援,並可根據客戶要求,針對被測物體特徵,工作
距離,照射角度及視野進行定制 

型號規格參數: 

尺寸產品圖: 

成像實例: 

手機外殼缺陷檢測 電池表面字元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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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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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描述: 

 APC系列光源類比控制器主要為24V LED光源提供亮度
控制電源，可以通過前面板無級旋鈕精准調節亮度，具
有四個光源介面，方便靈活，可長時間持續點亮，內置
外部觸發功能，輕鬆實現亮滅轉換。 

 產品特點：1、無級旋鈕精准調節亮度.2、光源亮滅切換開關，輕鬆實現觸
亮或觸滅功能.3、具備高速光耦隔離觸發.4、兩個通道單獨控制，精准控制. 

產品特點：1、多圈無級旋鈕調節，精准控制光源.2、穩固的航空介面. 
3、內置大功率 開關電源.4、高速隔離觸發，支援觸亮觸滅功能. 

 HAPC系列光源大功率控制器主要為大功率24V LED光源
提供亮度控制電源，內置大功率開關電源，具備高速隔
離觸發，支援觸亮觸滅功能，靈活觸發，前面板有無級
旋鈕 精准調節。為工業照明提供穩定、方便、快捷、功
率大的光源控制器。 

  MAPC系列光源類比控制器主要為24V LED光源提供亮度
控制電源，可以通過前面板無級旋鈕精准調節亮度，具有
四個光源介面，體積小，方便靈活，可長時間持續點亮。 

產品特點：1、無級旋鈕精准調節亮度.2、體積小，重量輕，方便靈活. 
3、兩個通道單獨控制，精准控制. 

參數說明: 

面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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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說明: 面板說明: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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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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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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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描述: 

 DPC系列光源數字顯示控制器主要為24V LED光源提供亮度控制電源，
可以通過前面板或串列通信方式(遠程控制)，可提供0～255共256級亮
度調節，可長時間持續點亮，內置外部觸發功能，輕鬆實現亮滅轉換。 

 產品特點:1、通過前面板或串口控制多通道恒壓輸出.2、256級數位調
製可軟體精確控制負載光源亮度.3、支持RS232串口通訊控制.4、內置
掉電記憶功能，掉電時記憶當前資料，重新開機後自動恢復.5 、內置
過負載自動保護功能.6、具備高速光耦隔離觸發. 

 MDPC系列光源數字顯示控制器主要為24V LED光源提供亮度控制電源，
可以通過前面板或串列通信方式(遠程控制)，可提供0～255 共256級亮
度調節，可長時間持續點亮，內置外部觸發功能，輕鬆實現亮滅轉換，
內部不帶電源，小巧輕便。 

 產品特點：1、不帶電源，外形小巧輕便，方便安裝.2、通過前面板或串
口控制四通道恒壓輸出.3、256級數位調製可軟體精確控制負載光源亮度.4、
支持RS232串口通訊控制.5、內置掉電記憶功能，掉電時記憶當前資料，重
新開機後自動恢復.6、 內置過負載自動保護功能.7、具備高速光耦隔離觸
發. 

參數說明: 

面板說明: 

 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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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說明: 面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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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產品圖: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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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閃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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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描述: 

 SPC24100D-XT光源頻閃數字顯示控制器，與常規的光源控制器不同，頻閃控制
器按照預置的脈衝寬度對其輸出的電壓進行通斷，以對LED光源進行頻閃照明控
制。當輸出電壓開啟時，其電 壓 值 一 般為常規控制器的2倍以上（例如：對
於24VDC的LED光源，其輸出電壓值可高達48VDC），且導通的最長時間不超過
999us。因此，頻閃控制器可將大幅提升LED光源瞬間亮度，同時因光源點亮時
間較短，抑制了LED得內部升溫，從而大大延長光源的使用壽命。 

 產品特點：1 輸出電壓脈衝的寬度（即光源的點亮時間）可設置 1us～999us,
並可進行脈寬比例設 置；2、提升光源瞬間亮度達 200%以上， 並延長光源使
用壽命；自動輸出相機觸發信號， 並確保在光源點亮後同步觸發相機採集圖
片；3、可工作於外觸發模式，按需要點亮光源；也可工作於內觸發模式， 按
固定頻率點亮光源；4、內置過負載自動保護功能. 

參數說明: 

尺寸產品圖: 

面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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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流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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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描述: 

 CPL515D-2T光源數字顯示控制器主要為HL製造的LED點光源提供亮度控制電源，
僅單個 通道帶負載時，其額定輸出電流最高可達730mA。為LED光源提供高精度
亮度控制。CPL515D2T控制器通過前面板或串列通信方式(遠程控制)，可提供
0～255共256級亮度調節，可長時間持續點亮。亮滅切換控制既可通過串列通信
實現外，也可外部觸發實現。CPL515D-2T控制器特別適合為亮度控制要求高的
點光源供電，是高級機器視覺系統集成的首選光源電源。 

 產品特點：1、通過前面板或串口控制兩通道恒流輸出.2、256級數位調製可
軟體精確控制負載光源亮度.3、支持RS232串口通訊控制.4、內置掉電記憶功
能，掉電時記憶當前資料，重新開機後自動恢複. 

 產品特點：1、無級旋鈕精准調節亮度.2、兩個通道單獨控制，精准控制. 
3、0-680MA恒流調節點光源電流. 

 APL515-2T 光源模擬控制器主要為5V點光源提供可控的穩定的控制電源，通過
電壓控制方式為光源提供照明強度的無級調節，單通道最大支持輸出電流高達
680MA，為工業照明提供穩定、方便、快捷、高回應速度光源控制器。 

參數說明: 

面板說明: 

尺寸產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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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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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系列面陣工業相機 
3000 Serial Area Scan Cameras 

注:型號前加“*”為新產品。 

5000系列面陣工業相機 
5000 Serial Area Scan Cameras 

注:型號前加“*”為新產品。 

注: * 為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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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近紅外增強型  
* 為新品 

注: * 為新品 

Basler面陣相機 
Basler ace 系列 

ACE USB 3.0相機配備C口或CS口（具體視相機型號而定）  
注：NIR=近紅外增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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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鏡頭 
光學實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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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百萬像素FA鏡頭 

FA-5014-0.5視野範圍資料均在各自最近工作距離測得 
2/3“千萬像素FA鏡頭 

1.8“5百萬像素FA鏡頭 

1“5百萬像素FA鏡頭 

FA-5014-0.5視野範圍資料均在各自最近工作距離測得 

FA-5028-0.5及FA-7528-0.5視野範圍資料均在各自最近工作距離測得 

可擕式光學實驗架 

 可擕式光學實驗架是專門為機器視覺工程師研發的一款小巧、輕便
的實驗帄臺。方便工程師隨身攜帶，隨身為客戶現場演示視覺檢測專
案，是工程師外出演示的重要工具. 

 可擕式光學實驗架具有兩根高度可調的不銹鋼支柱,一根支柱用於安
裝光源,另外一根支柱用於安裝工業相機.兩根支柱分別具有三個運動
自由度,高度方向任意調整,同時在帄面方面可隨意移動.安裝夾具幾乎
可以安裝目前所有類型的工業相機和光源,具有極好的通用性. 

▓ 本光學實驗架外觀簡潔  
▓ 可上下移動或隨意旋轉相機和光源  
▓ 使用方便,易於安裝、操作  
▓ 使用範圍廣泛  
▓ 重量輕，便於攜帶  
▓ 適用性強（用於不同工業相機或光源）  
▓ 采用鋁合金材質，堅固耐用 

大型光學實驗架 

 ▓ 特點 
1.集實驗帄臺、相機供電與光源控制器為一體 
2.外形尺寸 900(長)*750(寬)*1000(高) 
3.採用上銀絲杆、導軌，使用壽命長 
4.相機上下、左右、前後設置有微調結構、且
垂直方向有角度調節機 
5.操作簡單、調節方便、帄穩性好 
6.配置相機電源線、網線、12V開關電源(相機
供電)； 
7.外置相機觸發輸入、輸出介面端子 
8.集成8通道模擬控制器與2通道恒流控制器，
能驅動構；24V與5V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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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簡述 

․前面板 

使用說明：  
1. 5V 恒流控制器旋鈕 :  
      10-750mA 無級調節恒流值  
2.24V 模擬控制器旋鈕 :  
      8-24V 無級調節電壓值  
3. 常亮 /長滅開關 :  
        H為 : 常亮， L 為 : 長滅 

外型功能圖 



PART 

24 
光學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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