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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概述 

Smart seriesSN-108060SDU智能工业相机软件硬件全新升级，全铝机身，外壳采用先进
的 CNC 精洗技术，视觉冲击更有质感。这是一款拥有智能系统的工业相机，内置对位
自动检测系统，自带两种缺失对位检测算法；一维码二维码识别扫描功能；可通过 I/O 
串口移植算法，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加载软件包；无需PC 主机，高清 HDMI 接口直接输出
到屏幕，鼠标操作相机更加方便。 

 
 

1.2 相机接口 

     
 
 
 
 
 

第二章 相机功能介绍 
2.1 用户界面 
2.1.1 开机界面 

相机连接HDMI 显示器及电源后，会自动启动并显示开机界面，运行一段时间后程序自动打
开。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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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主界面  

                    
2.1.3 视频界面 

点击“开始预览”，进入视频预览界面，点击“暂停预览”，即停止预览。 
点击“拍摄图像”可进行拍图，点击“开始录像”可进行录像，同时，此图标会变为“停止录像”，

点击即可停止录像。在拍图或录像前，可点击“高级”选项对即将拍摄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设置。如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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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图像回显界面 
图像回显可回显图片或录像，选中想要回显的图片点击“载入”或双击该图片名称可查看图片。

选中想要回显的录像点击“载入”或双击该录像名称可查看录像。如图所示：  
注意：这里如果U 盘和SD 卡均未连接，则无法点击，列表中显示的图像为检索指定存储设备

中img 文件夹内图片以及video 中的录像文件。  

                                         
 

2.1.5 图像对比界面 

 

单击想要对比的图片即可将其放大与预览图进行对比，单击“上一页”或“下一页”可切换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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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单击“返回”可回到上一界面。如图所示： 

                       
2.2 测量界面 

测量包括三个部分：测量工具、图元、定标，测量时应先定标。如图所示：  

                                       
2.2.1 定标 

测量前需要先定标，点击“新建”按钮，进入设定标尺状态，通过点击后拖拽在屏幕上选择标
尺长度，标尺信息栏将变为下列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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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输入标尺名称，标尺对应长度， 标尺长度单位，点击确定完成标尺设置，点击取消返回

选择状态。 
在设置了新标尺后 屏幕上所有图元的信息会对应的发生变化。 
比例尺还可以更换显示位置，分别为左上角、左下角、右上角、右下角。 

2.2.2 标尺选择 

                                          
在名称栏可以进行标尺选择，单击想要选择的标尺名称即可，屏幕上所有的图元信息会发生

对应的变化。如图所示： 
2.2.3 图元信息 

在完成测定后，图元信息框内，会显示当前图元的名称和标号，选中的关键点坐标以及测量
信息和单位。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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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测量工具的使用 

2.3.1 测量工具 
测量工具包括点间距、点线距、线间距、圆心距、点心距、线心距、角度、弧线、圆形、矩

形、多边形、折线十二种，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测量。 
例如点线距离测量，点击按钮后，在屏幕上点击直线起点的位置，会将该点的位置用一个圆

圈标记。 然后在待测的直线上选择两点进行点击，形成测量直线。在直线外点到直线的距离中点
会标记详细的距离数字。 

在设定完测量直线后，图元信息框内，会显示当前图元的名称和标号，选中的关键点（测量
点、直线的两个端点以及测量点到直线的垂足）坐标以及测量信息，包括测量值（长度）和单位。 

注：右键单击测量图形，其变为黄色，即可拖动位置。 
2.3.2 注释 

点击“注释”按钮后，在测量界面想要添加注释的地方单击，弹出一个框，输入注释内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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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确定”即可。如图所示： 

                                  
2.3.3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全部图元信息。 
2.3.4 自动寻边 

可根据取点范围，自动识别线、圆、弧等边界，并选取距离最近的边界为测量点，在“高级”

界面可查看并调节自动寻边范围，该功能可极大地提高测量精度，避免人工误差,范围为5-25。 
2.3.5 保存图元  

点击“保存图元”按钮，可将当前测量界面进行保存，保存到U盘或SD卡中，可用电脑打开查
看。 
2.3.6 导出数据 

点击“导出数据”，可将当前数据信息导入到excel 表中，可用电脑打开。如图所示：  
导出数据时，会弹出一个框，输入该份数据名称，单击“确定”即可。  

                  
2.3.7 局部放大 

点击“局部放大”按钮，可在测量界面显现一个放大框，可变换放大框的位置，为左上角、左
下角、右上角、右下角，但是与工具栏方向相反。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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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数调节界面 

                                                                         

2.4.1 曝光值  
曝光调节，该调节在开启视频的条件下起作用，范围为1-1108，默认值为1108。 

2.4.2 最佳亮度  
最佳亮度调节，范围为20-230，默认值为30。 

2.4.3 增益 
增益值调节，范围为0-80，一般情况下，建议增益值为0，增益值越大，噪声越大（当曝光值

与HDR最大且图像仍发暗时可适当调节增益值）。 
2.4.4 红增益/蓝增益 

红增益调节，范围为16-511，默认值为295； 
蓝增益调节，范围为16-511，默认值为239。 

2.4.5 饱和度 
饱和度调节，范围为0-20，默认值为0。 

2.4.6 对比度  
对比度调节，范围为0-10，默认值为2。 

2.4.7 清晰度  
清晰度调节，范围为0-3，默认值为1。 

2.4.8 HDR 和AWB  
HDR：高动态范围，HDR 分为四档：0、1、2、3，默认值为1，HDR 越高，噪声越大。 
AWB: 在视频开启状态下，点击“AWB”按钮后，视频开始进入自动白平衡状态，达到合适值

后停止白平衡。 
2.4.9 AE  

在视频开启状态下，点击“开启AE”按钮后，视频开始进入自动曝光状态，再次点击关闭实时
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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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0 图像翻转 
图像翻转可分为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 

2.5 十字线 

                                                     
十字线功能提供给用户4 组可任意调节的十字线，“1”“2”“3”“4”按钮分别表示第一、二、三、

四组十字线。点击任意一组十字线，点击“显示”，即可显示出该十字线，点击“居中”，即可将该十
字线调节到居中状态。客户可以通过3 种方式来调节十字线位置。第一种， 使用鼠标在视频显示
区点击一点，十字线交叉点将移动至该点；第二种，点击十字线参数中的加减符号来调节位置；
第三种，使用X，Y 轴拖动调节。同时还支持隐藏该组十字线，及颜色调节的功能。如图所示： 

  
2.6 扫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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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点击“更改设置”进行扫码设置，在该界面下可对一维码或二维码进行扫描，扫描完成时，可
在“扫码信息”框查看该码信息。如图所示： 
2.6.2 画好扫描框架后，选择命名方式，点击“启用”按钮，可进行拍图或录像，并对其进行命名
（文件名称是以字母、数字、中横线以及下横线组成的）。  

                                                     
注：在扫码状态开启时，测量工具栏处于不可使用状态，为灰色，退出设置即可恢复使用， 在扫
码时，一定要使一维码或二维码在视频模式下保持正向出图。  
2.7 高级界面 

2.7.1 基本功能  
点击“高级”，可对命名规则、视频格式、图像格式、寻边范围等进行设置，可查看产品名称、

版本号，可切换成英文版。 
2.7.2 程序更新 

插入U盘，U盘内存有软件更新包，点击“程序更新”，开始更新软件，待相机重启后查看软件
版本号是否发生变化，若有变换，则更新成功。 
2.7.3 默认设置 

点击“默认设置”，可将参数恢复到最原始状态下。 
2.7.4 IO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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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启用”按钮，可进行IO设置，选中想要检查的序号，点击“读”，所读出的数据大于0，说

明处于高电平状态，等于0则处于低电平状态，此时IO设置为输入状态。 
选中“0”或“1”，点击“写”，0表示处于低电平状态，1表示处于高电平状态，此时IO设置为输

出状态。 
IO控制处于“停用”状态时，IO1作为输入脚，下降沿触发，进行采图。 
点击“停用”按钮，即可退出IO设置如图所示： 

                                    
 
 

第三章SN108060SDU相机引脚使用说明(选配) 

        
3.1 6 芯航空头引脚颜色说明：  

6 芯头序号  线色 说明 
1--TXD  白色 串口发送 TXD  
2--RXD  绿色 串口接收 R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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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O3  黄色  触发输出2  
4--IO2  橙色 触发输出1  
5--IO1  红色 触发输入1  

6--GND  黑色 串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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