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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及新展馆强力赋能，汇聚全球优势创新资源；

同期六展协同效应，实现光电上下游供应链客户齐展示；

从光电行业到终端应用，九大应用领域目标观众精准覆盖；

83+ 国际及地区观众共同参与，打造国际化的交流社交圈；

70+ 场丰富多彩的会议及活动，从学术、产业到应用，助力企业布局未来；

VIP 特邀买家服务深挖具有采购意向的优质买家需求，推荐和匹配给参展企业进行采购对接；

超百万数据及线上线下多渠道整合营销，365 天不间断为企业建立业务联系和品牌推广。

为何选择 CIOE 中国光博会？

2020 移师新展馆
聚势而上迎来新跨越
160,000M2  展示面积（平方米）
3,000+ 海内外参展企业（家）
85,000+ 专业观众（人）
70+ 主题论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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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Preface

疫情影响下的光电行业思考

中国光学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光电》 杂志总编  

2 019 年末由中国光电产业重镇武汉开始的新冠疫情，已经让中国及光电产业失去了 2020 年的一季度，整个产业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如何面对、战胜这次疫情给产业带来的损失和问题，给我们光电人提出了共同需要面对的挑战和课题。而大灾之后有大治，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光电企业与光电人一定会共克时艰，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

所以本次新冠疫情对中国光电行业会带来什么影响，是否整个社会对公共卫生事业的关注会产生新的光电行业机遇，这里为大家提出

一些对光电行业相关需求的思考。

• 红外测温

2003 年 Sars 疫情过后的近 20 年来，非接触人体红外测温技术上得到迅速发展，性能功能不断完善和增强，品种不断增多，适用范

围也不断扩大。比起接触式测温方法，红外测温更适合在传染病疫情中使用。预计 2020 年红外测温相关产业链的光电企业会获得较好的

收益。除了疫情管控的强大需求，疫情结束后，大型的红外体温监控设备预计会普及到很多公共区域，甚至和人脸摄像识别系统利用大数

据进行整合，精确进行传染源的识别和追朔，现有的光电企业是否能赶上这波浪潮，或者被颠覆仅成为智能化监控企业的供应商，都是我

们应该关注和思考的。

• 光电医疗

实际上光电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除了我们熟知的光电影像技术用于医疗检测，激光的医学应用规模仅次于材料加工

行业，现在还有高速发展的光电监控技术用于重症病人的智能看护等等。未来光电技术将会和医疗技术结合的更加紧密，如全息光电技术

和三维成像，AI 智能机器人技术相结合构成未来的医疗检测诊断治疗的主要手段。

• 生物检测

随着医疗技术走向微观，生物检测技术将会带来爆发式增长期。 2020 年疫情最受关注的机构就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

室 ( 武汉 P4 实验室 ) 了，要想解决各种病毒和细菌、微生物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医疗技术的发展必然向着 nm 级前进，这些需求会

带来 nm 级的观测、成像、测量、实验等全方面的需求，这对光电类传感器、光电测量仪器、光电检测设备、精密光机组件都会带来商业

机会。同时，光电材料的设计合成成为关键，这也是未来光电行业的重要方向之一。

• 光电显示

较长时间的疫情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呆在家里，大屏幕电视重新回到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这将带来激光、LED 投影和大屏幕液晶电

视等产品的强劲市场需求，光电显示将会迎来较好机遇。同时，线上教育培训市场的高速增长，这也会带来光电显示设备的需求和增长，

相信 2020 年光电显示企业会有较好的市场业绩。

• 其它方面

2020 年疫情让在家办公和培训变成了上半年的主题，这也增加了光电行业在线培训的需求，基于此，CIOE 中国光博会的光电微课堂
作为品牌微课也冲锋在前，为行业带来关于红外、激光、3D 传感、太赫兹、信息通信等众多领域微课，满足迫切增长的行业线上学习、交流的需求。
并且近期每周都有新微课，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结语：

从宏观来看，被疫情影响的生产、生活业态将朝着智能化、线上化发展，也让社会关注度更多的回归“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根本，

这对整个光电业界业态有着积极影响。虽然我们看到本次疫情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复工时间、用工受限、消费面下降等，但我们更应该

看到光电同行们为针对疫情作出的努力和对行业未来的期望，光电行业作为以光电技术为核心的行业，还在持续增长中，相信光电行业的

明天一定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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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S/Newport：小滤光片大作用，
快速响应，勇担战“疫”责任

积极响应，安全复工

MKS Instruments是一家全球供应商，

提供用于测量、监测、传递、分析、驱动和

控制先进制造过程中的关键参数的仪器和解

决方案。Newport 是 MKS 旗下 Light and 

Motion 光学与运动控制事业部品牌，提供

各种光电解决方案，包括运动控制、光学平

台和振动隔离系统、光电仪器、光学镜片、

滤光片和光机械组件等。应用领域涉及科

学研究、激光加工、生命与健康科学等。

理波光电科技（无锡）有限公司是 MKS/

Newport 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全资生产加工

型企业。

在疫情期间，作为江苏省无锡市第一批

获批恢复生产的企业，我们严格落实市委和

区政府对复工生产的防疫要求，达到了 90%

以上的复工率，对有紧急产品需求的客户，

我们第一时间响应交货，安排生产。同时，

秉承把员工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原则，在美

国总部和韩国、日本等公司的帮助下，我们

次疫情中起到了诊断、监测等重要的作用。

在大“疫”面前，我们不畏艰辛，克服生产

和物流等困难，全力支持客户端仪器生产。

MKS/Franklin 工厂始建于 1967 年，

最 初 超 过 35 年 的 时 间 里 以 生 产 及 销 售

“Corion”品牌的镀膜产品及干涉滤光片享

誉欧美。其镀膜滤光片产品具有超高的耐候

性，超长的使用寿命，精确的截止深度，较

高的性价比等众多优点，广泛应用于医疗诊

断等领域，是众多 IVD 企业作仪器研发生

产时的优选产品。

徐经理说：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相信战疫结束后，我们光电人都会更具

社会责任感，会将发挥更大的聪明才智，通

过科学研究和新产品开发，为人类的健康、

环境的改善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CIOE 光博君

在 2020 年初始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了光电人众志成城，迎战疫情。近日，光博君采访了 MKS/

Newport 理波光电科技（无锡）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的徐峻峰先生，他为我们介绍了理波光电在疫情中的应对措施，

同时分享了“硬核”产品发挥的重要作用。

徐峻峰
中科院光学硕士，
光电行业近二十年从业经历。
现负责MKS-NEWPORT 公司光学元件部门的业务，涵盖衍射光栅、滤光片、复制镜面、激光镜片等产品。
为国内分析仪器、医疗诊断设备、激光加工设备等行业广泛提供OEM产品及解决方案等服务。

在春节假期第一周便采购到充足的防疫物

资，对办公区、车间、餐厅等区域进行严格

的消毒，对班车和快餐的供应商也做好把关，

为员工到公司办公和生产解除了后顾之忧。

此外，对于疫情严重区域未能及时返回无锡

的员工，公司领导层也给与了很多关怀安慰

和物资帮助。

诊断、监测仪器中的重要部件

在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位于中国无锡

的工厂和美国的多家工厂便接到了国内医疗

诊断仪器企业关于光学镜片和滤光片的加急

订单，这些产品主要用于血液分析仪的生产。

我们的一些员工在新年期间主动加班，同时

各工厂迅速响应，调集库存产品快速发货，

并加班生产增加出货。位于美国的 Franklin 

工厂主要生产滤光片产品，其与国内众多的 

IVD （体外诊断产品）企业有着广泛的合作。

Franklin 工厂生产的滤光片产品除了用于血

液分析仪产品外， 还用于生化仪，荧光定

量 PCR 仪等重要诊断产品，这些仪器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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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微传感：助力智能战“疫”，
光电传感技术功不可没
作者：CIOE 光博君

任勇
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3D 相机助力人脸识别，避免传染保

障安全

知微传感以打造三维视觉硬科技为切入

点，紧跟前沿技术开发了高精度 3D 相机——

Argus 系列 3D 相机。该系列 3D 相机可提

供亚毫米级别精度的深度感知，属于微型化

的 3D 传感模块。现产品已广泛应用于三维

扫描、工业检测、物流分拣、尺寸测量、三

维人脸识别、机器视觉等领域。

此外，知微传感还开发了面向 MEMS

固态激光雷达所需的扫描模组，实现传统导

航激光雷达中的旋转装置芯片化。该产品具

有高分辨率，高可靠性、低成本，小尺寸、

易集成等优点，在机器视觉、主动避障以及

自动驾驶方面有着广泛应用和技术优势。

本次疫情中，医疗机构属于疫情防控的

高危区域。传统的指纹识别和门禁卡技术，

在医院、超市、地铁、机场、车站等人流密

集和来源复杂的情况下，极易引起交叉接触

在 2020 年初始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了光电人众志成城，迎战

疫情。近日，光博君采访了西安知微传感技术有限公司运营总监任勇先生，

他为我们介绍了光电传感技术在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分享了对未来行

业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看法。

而导致疫情传播。现有的部分 2D 或 2.5D

人脸识别能力受到光线强弱、姿态、妆容、

脸部遮挡等影响，很多场景下不能有效进行

识别。

知微传感的 3D 相机基于 MEMS 动态

编码结构光技术研制的深度相机模组，以快

照形式动态获得高帧率三维点云数据，深度

精度可以达到 0.1mm，很好的满足了纯三

维人脸建模和人脸比对的要求。与二维数据

相比，三维数据包含了更加丰富的人脸空间

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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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人脸三维形状数据不随光照、视角的

变化而变化，口罩等附属物对图像影响很大

而对三维数据影响不明显，具有更好的鲁棒

性。

疫情期间，知微传感配合专业三维人脸

识别技术伙伴，已经在多家三甲医院和医疗

机构部署了数百台 3D 人脸识别门禁，有效

避免了指纹门禁交叉接触和普通人脸识别不

能识别带口罩人员的问题，为新冠疫情下的

医院安全和传染控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短期困难为未来积累宝贵经验

疫情期间，全国多数区域受管控，短时

间内，部分客户和供应商的生产运营遭遇一

些困难。但是长久来看，知微传感作为硬科

技创新赋能者，服务于自动化、信息化、智

能化的各种场景，这些场景在疫情期间因可

有效避免交叉感染而广泛应用。疫情过后，

这些宝贵的运营经验更会助推我司产品在更

多细分行业和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任总认为，抗疫路上最大的关键词是

同行

“抗疫路上，你我同行”。

每当有灾难来袭，对逆行者的赞美和鼓

励从八方而来。同时，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

的社会力量虽然没有和最美逆行者一同奔赴

一线，但这些社会力量化为完备的后勤支撑、

稳固的后勤保障、先进的设备仪器时时刻刻

的为一线逆行者提供支援。知微传感愿与产

业上下游的同仁一起同行，一同开启智能视

觉的新时代。

助力智能社会，传感技术功不可没

疫情期间，全国人民全程目睹了雷神

山和火神山医院的全套基础设施和硬件平台

建设，其中服务机器人的优异表现获得全社

会的肯定和追捧。这种高度自动化、信息化

和智能化的机器人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备需

求。

3D 相机是机器视觉的必备工具，机器

视觉则是智能制造的充要条件。随着工业人

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3D 相机的使用需求

必将增大，应用领域更加多样、应用场景进

一步积累，如何能有效的统一产品技术标准

和应用指南，需要行业上下游一道合作。

在激光雷达方面，智能驾驶、无人驾驶

等场景的确拥有海量的市场规模，但目前绝

大多数激光雷达产品和方案还未通过汽车行

业的系列标准，如何在保障技术优势的同时

完成相关行业测试，还需要业内一道进行更

多的探讨和交流。

光电行业将朝科技自主国产化发展

领导人曾说过，核心科技靠化缘要不来。

光电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核心科技行业，整

个行业都要有这个共识。中美贸易摩擦这个

大背景下，行业内的一些关键元器件可能短

时间内会面临无米下炊的尴尬，但放眼长久，

我们国家一定能够克服种种技术门槛，拥有

独立自主的技术和产品。

知微传感目前拥有从芯片、模组、产品

到应用等全套自主核心技术。尤其在芯片环

节，知微传感研发了国内外领先、型号丰富

的 MEMS 微振镜芯片，广泛应用于激光雷

达、智慧交通、3D 视觉、安防监控和智能

制造等多种领域。

任总说：

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水，故

能成其深！

全体光电人，要做引领时代的开拓者，

任重道远，仍需策马扬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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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孚通信：新基建大幕开启，天孚有备而来

作者：王雅娴

随 着囯家新基建大幕拉开、5G 建设步伐的加快以及数据中

心市场的回暖，光器件领域带来了更多机遇与挑战。近日，

《中国光电》记者采访了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欧洋，她为我们分享了企业在疫情中的应对方案，及对未来行

业将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看法。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天孚通信）是业界领先的高端无源器件垂直整合方案提供商、

高速光器件封装 ODM/OEM 厂商。天孚通信经过 15 年的发展，

公司现成为全球光纤连接细分领域的一流企业。旗下产品广泛

应用于电信通信、数据通信、物联网等领域，以高精度、高稳定性、

高品质在通信产业链中广泛赢得客户信赖。2019 年天孚通信又

升级公司定位：打造 OMS 光电子制造服务平台，成为光通信

领域 EMS 领先企业。

欧洋
苏州天孚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机遇从来只青睐那些
有备而来，未雨绸缪者

精心筹备 打响复工前防疫“保卫战”

为保障公司顺利复工，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公司成立了疫情防

控工作小组，一轮轮疫情研究、预判、积极筹备苏州和江西两地复工

前各项工作。2 月 1 日苏州、江西管理团队绝大多数人回来自我隔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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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办公，开启线上学习、培训、交流模式。

2 月 10 日两地工厂全面复工。

为了保障员工安全，大家众志成城，由

管理部、安全部、厂务部牵头推出了一些列

“硬核”防疫措施如：员工健康调查、防疫

相关知识宣传、各类防疫物资保障到位，厂

区消毒等。为严格落实防疫措施，公司陆续

推出了系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文件，制作了

详细的如体温检测、人员来访、就餐管控、

物流管控的 SOP（标准作业指导）、环境

消杀计划等。复工后，两地防疫小组每日也

严格按 SOP 执行落实，严抓疫情防控，有

序推进复工。

天孚通信能快速复工复产，一方面得益

于人员本地化优势明显：比如江西高安工厂

大部分都是当地工人，非疫区，复工复产恢

复迅速。另一方面得益于公司良好的企业文

化和超强的团队凝聚力，“高效执行 一呼

百应”企业精神深入人心，公司管理层中有

部分在外地的人员，他们急公司之所急，为

响应客户订单需求，克服疫情期间交通不便

等各种困难，及时赶回来先自行隔离，以保

障准时复工，2 月 1 日左右全体管理人员均

已到位。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节奏加快，天孚通信

江西高安工厂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将人

力资源保障作为复工复产的重要一环，“线

上”与“线下”双线发力，持续招聘新人，

吸纳优秀人才，为企业发展积蓄力量。“以

老带新”是企业招聘员工的一个重要手段，

江西高安光电目前有 千余员工，其中很大

一部分是以这种形式加入到企业来，按照企

业今年的生产计划，公司将增加 500 个就

业岗位，目前已招聘到 300 人，年后的招

新也很顺利，为公司生产发展及时补充了人

力，目前复工率达 100%。

特殊时期，企业协助上下游企业共渡

难关

在疫情期间，首先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有把握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安全生

产，而且能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产能快速

恢复保障客户交期。另外，对于我们在疫区

武汉的合作伙伴们，天孚也会给予最大的支

持，协助上下游企业共渡难关，优先为他们

赶交付，备货等，尽一切可能为疫区合作伙

伴提供配合。天孚通信拥有规模化的生产基

地和稳定可靠的员工队伍，必将成为行业可

信赖的合作伙伴。

 

在疫情期间，暂时的“隔离”也正好给

予我们内部一个练内功的机会。2020 年为

天孚通信基本遵守年，目前内部正从上到下

优化升级公司各应用系统和完善基础数据，

提高全员专业素质，夯实公司长期发展的基

础，增强核心竞争力。

随着全球 5G 建设步伐的加快和推进，

以及数据中心市场需求增长，将带动相应光

器件需求上升，这将给天孚通信带来历史发

展的新机遇。公司为了助力 5G 光模块客户

需求，早在两年前筹备了 25GTO 封装产品

线，为客户提供 OMD25G 光器件，早已实

现多个客户批量交付。

天孚通信专注于光模块上游“一站式”

解决方案提供商，如今已形成光收发组件

产 品、OSA ODM/OEM 产 品、PM/FA 保

偏产品、BOX/TO 封装产品、AWG MUX/

DE-MUX 组装产品等十三大产品系列，聚

焦光模块上游解决方案，围绕 OMS 平台战

略，形成高端无源器件以及高速光器件封装

七大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一

站式”解决方案提供商，为客户创造价值。

欧洋

“企业经营随时会面临各种不确定，但

是危机时刻做好自己是最大的确定性”。

江西天孚科技工厂鸟瞰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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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驰欣创：疫情让公众对热成像技术有了新认知，
光电应用多元化将成趋势
作者：光博君

稳定精准，免黑体红外测温仪奔赴抗

疫前线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5 年，是国内领先的智能巡检机器

人、智能红外热成像产品及解决方案的提供

杨琪
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
四川大学传播硕士
拥有多年科技行业市场经验

光 电 应 用 多 元 化 将 成 趋 势，
脚踏实地发展，创新应对变革，
行业春天就会来临！

商，是专业从事人工智能、机电控制、机器

视觉、深度学习、红外测温技术研发与综合

应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针对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

朗驰欣创立即组织工作小组，春节无休，加

班加点迭代算法、提升产能，基于公司已

有的精准测温与智能预警技术优势，倾力

打造出免黑体精准测温的红外体温筛查仪

NS10H 与双光体温筛查仪 ND95H 等同系

列红外产品，并成功应用至机场、铁路、学

校、医院等众多人流聚集的公共场所，产品

在 2020 年初始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我们看到了光电人众志成城，迎战疫情。近日，光博君采访了深圳市朗驰欣

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杨琪女士，她为我们介绍了朗驰欣创的科技战“疫”措施，并分享了红外热成像技术

在本次疫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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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精准性与稳定性获得客户的一致肯定。

杨女士认为，抗疫路上最大的关键词

是责任

“在本次抗疫过程中，”责任“是最重

要的关键词。在一线，医护人员竭尽全力，

肩扛起救治感染患者的责任，而作为红外热

成像的研发制造企业，同样要肩扛起用科技

助力疫情防控的责任，用高品质的红外产品

最大程度提升检疫工作效率，降低检疫人员

的工作强度与感染风险。

正因为心怀责任感，驱使每一个朗驰人

日以继夜地坚守工作岗位，使得体温筛查设

备能尽早交付至项目现场，守护更多人的健

康安全。”

疫情普及热成像，促进行业新发展

疫情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为朗驰欣创的

企业运营带来了不便和困难。由于疫情管控，

诸多上游供应商不能复工，导致产品生产所

需的物料采购以及零部件生产面临困难。但

从另一方面来看，红外热成像在此次疫情防

控过程中贡献突出，也让公众对热成像领域

有了全新的认识，促进了行业发展。

在此次疫情之前，热成像一般应用于工

业领域，且鲜为人知。疫情爆发后，全国多

地都部署了红外体温筛查仪用于初级体温筛

查，使热成像的应用拓展至公共安全防范领

域，同时也提升了民众以及政府单位对热像

仪的认知程度与接受程度。这对于红外热成

像领域整个生态链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

个机会与转折点，将促进上游至下游整个生

态链的发展。

此外从技术方面来看，近年的 AI、物

联网、5G 传输等技术发展迅猛，催生出多

种以热成像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产品，为热

ND95H NS10H

成像技术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空间，使多技术

融合成为热成像领域的重要技术发展方向。

杨女士说

光电行业的应用领域一直在经历多元化

发展，比如环保检测、建筑检测、工业监测、

汽车传感等，而今年的疫情爆发又为光电行

业拓展出公共安全防范的新应用，使得光电

应用多元化更将成为趋势。

新的应用，新的思路，正在各处纷纷涌

现。只要光电企业脚踏实地，以创新的思维

和务实的态度应对变革，行业的春天就已不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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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流传感器的视频稳像技术

周鹏威 1,2，季元吉 1，董		超 2*，卢		田 1，胡世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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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平台运动导致的视频抖动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光流传感器的视频稳像技术。该方案首先通过对一般光流

传感器的改进，使其具有旋转运动下输出准确运动矢量的能力，然后利用光流传感器获得相邻两帧图像之间的运动矢

量，并通过坐标变换计算出主相机的实时平移和旋转信息；其次，对原视频图像序列进行运动补偿，以获得稳定的图

像序列，最终实现了视频稳像。实验结果表明，稳像后的图像序列与未稳像之前相比峰值信噪比提高了 11.86 dB。

该方案在视频抖动较大的情况下，能够明显减小图像序列的抖动现象，具有稳像效果好的特点，满足视频稳像的性能

要求，对提高平台抗扰能力有着较高的实用性。

关键词：电子稳像；运动补偿；光流传感器；旋转运动

Video stabilization technique based on optical flow 
sensor
Zhou Pengwei1,2, Ji Yuanji1, Dong Chao2*, Lu Tian1, Hu Shichuan1

1College	of	Optical	a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2Key	Laboratory	of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for	Safeguarding	of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SOA,	Guangzhou,	Guangdong	510310,	
China

Abstract:	In	allusion	of	the	video	jitter	problem	caused	by	platform	motion,	a	video	stabilization	technique	based	on	optical	flow	sensor	is	
presented.	Firstly,	the	scheme	improves	the	general	optical	flow	sensor	to	output	accurate	motion	vectors	under	rotational	motion,	then	
motion	vectors	between	adjacent	frames	a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optical	flow	sensor.	The	real-time	translation	and	rot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main	camera	are	calculated	through	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Secondly,	the	method	compensates	the	motion	of	video	sequences	
to	attain	stable	video	sequences,	and	finally	realizes	video	stabiliz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with	the	unstable	
image,	the	peak	signal-to-noise	ratio	(PSNR)	is	increased	by	11.86	dB.	In	the	case	of	obvious	video	jitter,	the	schem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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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流传感器结构框图

1 引言

视频图像序列捕获过程中，载体的抖动会造成图像序列的不

稳定，对视频质量造成较大影响。为实现视频稳定的获取，传统

的稳像技术有机械稳像、光学稳像和电子稳像 [1]。前两种稳像技

术往往造价昂贵、工艺难度大且操作复杂，通过获得相机的运动

矢量并进行图像运动补偿的电子稳像方法往往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实现电子稳像的关键是能够获得视频图像序列间实时准确的

运动矢量信息，检测运动矢量的方法有很多种 [2]，其中一种常用

方法是应用纯软件的方法估计出视频图像序列间的运动矢量。但

是传统的基于灰度相关的运动矢量估计法只能估计出平移矢量，

对旋转信息很难估计；而基于特征点匹配 [3-4] 的运动矢量估计法

虽然不限视频图像序列的运动形式，但是往往计算量较大，速度慢，

图像特征要求明显，此外对于图像序列间运动较大的情况往往匹

配效果较差。

为提高运动矢量的计算精度和速度，本文提出利用光流传感

器进行运动矢量辅助测量的方案，利用光流传感器测量出主相机

所捕获的视频图像序列间的运动矢量，并对视频进行逐帧运动补

偿，进而获得平稳的视频图像序列。该方法在保证准确度的情况下，

大大地减少了计算量，提高了稳像效果，并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2 光流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光流传感器可用于测量运动信息 [5]，其内部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像捕捉单元用于捕捉图像信息，内嵌高精度陀螺仪可以实时输

出相机绕 x 轴、y 轴和 z 轴的旋转角速度，并对时间积分求出旋

转角度 [6]；然后由直接内存存取 (direct memory access，DMA)

控制器存储到内存单元，中央处理器对捕捉的相邻两帧图像应用

光流算法计算出图像在 x 轴和 y 轴方向上的实时平移量。光流传

感器具有高速高精度的特点，可为视频稳像提供高精度运动矢量

信息。

一般光流传感器是直接对相邻两帧图像应用绝对误差和算法

(sum of absolute differences，SAD) 进行像素平移量计算。首先

传感器选取上一帧图像中一像素块作为匹配对象，在当前帧中以

8×8 像素块大小分别向右和向下以一个像素为单位进行滑动并计

算绝对误差和直到遍历结束，该值的计算采用汇编语言实现，其

最小处对应的位置即为最佳匹配点；更改上帧图像中的匹配对象

并重复上述步骤可以确定多个匹配点。所有匹配点像素平移量的

平均值作为相邻两帧图像的像素平移量。光流传感器常用于无人

机的定点悬停，由于探测到的图像像移不仅和无人机平台位置变

化有关，还和无人机的俯仰、滚转等姿态变化有关，因此内嵌陀

螺仪通过测量平台的俯仰和滚转，补偿由于平台姿态变化引起的

像移，最终得到正确反映平台位置变化的像移量。

在实际中相机不仅有平移还有旋转，而上述 SAD 算法是分

别对 x 和 y 轴两个方向上进行遍历操作，所以当有旋转变化时，

输出的平移量无法反映实际运动，需要设计适用于旋转变换的光

流算法 [7]。由于光流传感器内嵌陀螺仪可提供精确的旋转信息，

因此可首先利用旋转信息对获取的图像进行旋转校正，如图 2(b)

所示。为避免旋转后图像黑边对光流计算造成影响，利用最大矩

形算法 [4] 取图 2(b) 中不包含黑边的最大矩形以获得最大有用信息，

剪切后图像如图 2(c) 所示。

最后将剪切后的图像放大为初始尺寸并应用 SAD 算法进行

光流计算 [8]，进而得出图像序列间的运动平移量。图 3(a) 所示为

一般光流传感器改进之前的输出图像，图 3(b) 所示为改进之后的

输出图像；通过比较两图像可以看出：改进之后的光流传感器通

过对每帧所摄图像进行旋转校正，解决了一般光流传感器在旋转

the	jitter	between	video	sequences.	The	method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lutary	video	stabilization	can	mee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video	stabilization	and	improve	the	capacity	of	disturbance	resistance	for	platform.
Keywords:	electronic	image	stabilization;	motion	compensation;	optical	flow	sensor;	rotational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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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不能输出准确运动矢量的问题。

首先对光流传感器进行旋转摆动，然后利用改进后算法计算

了运动平移量和绕 z 轴的旋转角速度 [9-10]，如图 4 所示。可见，

相机旋转平移运动会使图像在 x 轴和 y 轴两个方向上都有平移量，

且由于 y 轴坐标取向下为正，故两个方向上的平移量符号相反。

此外图 4 中的测量结果曲线近似呈周期性，反映出光流传感器在

左右摆动。传感器使用 STM32F407 处理器，并采用汇编语言进

行 SAD 算法主代码编写，改进后像移计算的最高工作频率为 400 

Hz。

3 相机的坐标变换模型

实际应用中，可用正交投影变换来近似描述相机的成像模型，

相机的运动可简化为平移和旋转 [11]。

具体的坐标变换模型可用矩阵描述为

,                 (1)

式中：θ 表示当前帧相对于上一帧图像的旋转角度，d1 和 d2 表

示当前帧相对于上一帧图像沿 x 轴和 y 轴方向的平移量，(x, y) 和

(x′ , y′ ) 分别表示上一帧和当前帧图像中对应点的坐标。上述为单

相机的成像模型，实际采用光流传感器进行运动矢量探测时，可

将光流传感器和主相机刚性连接，然后利用两者的位置关系，以

及光流传感器测得的运动矢量计算出主相机的运动矢量，实验装

图 2  光流传感器改进原理示意图。(a) 改进之前图像；
(b) 旋转校正后图像；(c) 剪切后图像

图 3 光流传感器改进前后的输出图像。(a) 改进
之前的图像；(b) 改进之后的图像

图 4  光流传感器的采样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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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如图 5 所示。

图 5 中左边光流传感器与右边的主相机固定，并与电机相接，

通过控制电机实现两相机的旋转运动；此外电机固定在滑台和滑

杆上，移动电机可以实现两相机的平移运动。实验中光流传感器

所用的型号为 PX4FLOW，像元数 64×64，主相机型号为 MV-

VDF300SC，像元数为 2048×1536。

两相机的运动模型如图 6 所示，图中 Oc 表示光流传感器的相

机坐标系，A、B 分别表示在相机坐标系 Oc 中主相机和光流传感

器的位置；a、b 表示下一帧采样时两者所在的位置，a′ ,b′分别表

示 a、b 处两相机按相反方向绕相机中心旋转角度 θ 后的位置。

dx 和 dy 表示图 6(b) 中 b′相对于 B 在相机坐标系 oc 中沿两轴的平

移量；dX 和 dY 表示图 6(b) 中 a′相对于 A 在相机坐标系 Oc 中沿

两轴的平移量。运动模型中主相机和光流传感器两者的旋转角度

相同，且具有固定的空间位置关系，所以根据平移量 dx 和 dy 计

算出 dX 和 dY，两者关系可表述为

 

 , (2)

式中：θ 表示相邻两帧间旋转角度；mx 和 my 表示在相机坐标系

Oc 中光流传感器与主相机的位置关系。在实际应用中，光流传感

器和主相机在物面上的分辨率往往不一致，通过增加光流传感器

镜头焦距，可使光流传感器的空间分辨率高于或者等于主相机空

间分辨率。实验中，采用的光流传感器镜头焦距为 12 mm，主相

机焦距为 25 mm；光流传感器的等效像元大小为 24.0 μm×24.0 

μm，主相机的传感器像元大小为 3.2 μm×3.2 μm，可见主相

机的空间分辨率更高，所以通过对主相机所摄图像进行像元合并，

以达到和光流传感器具有相同的物方空间分辨率 ( 单位：mm/

pixel)。通过坐标系变换由相机坐标系 Oc 变换为主相机的像素坐

标系，在像素坐标系中，根据光流传感器的输出数据计算出平移

量 dx 和 dy；并由平移量 dX 和 dY 计算出主相机相邻两帧间的像

素平移量。

4 实验结果及评价

4.1 实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技术方案的可行性，通过前述实验装置模拟实际

环境中的抖动运动，具体实验流程如下所述：

实验中光流传感器与主相机固定并与电机相接，通过控制电

机模拟旋转运动，然后控制滑台和滑杆运动模拟实际环境中的平

移运动。在光流传感器和主相机运动过程中，主相机获得不稳定

的视频图像序列，光流传感器输出实时旋转角速度和像素平移量，

进而实现对环境运动状态的采集。然后用相机坐标变换模型对光

流传感器输出量进行坐标变换，获得用于对不稳定视频图像序列

进行稳像处理的实验数据如表 1 所示，由于数据较多取等间隔图

图 6  两相机的运动和计算模型。(a) 相机实际运动模型；(b) 平移量计算模型

图 5  实验装置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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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帧所对应的实验数据进行展示。实验中以主相机获得的不稳定

视频图像序列的第 1 帧作为参考帧，表 1 中旋转角度为当前帧相

对于参考帧的旋转角度，利用该角度对视频图像序列按帧旋转补

偿；对补偿后的图像序列再根据表 1 中的像素平移量分别沿 x 轴

和 y 轴方向进行平移补偿；最终获得稳定的视频图像序列。

实验中所摄抖动视频的帧频为 60 Hz，共采集了 100 帧图像

序列，图像运动补偿后结果如图 7 所示。首先从原视频图像序列

中按顺序选取若干帧 [12]，并以第 1 帧图像作为参考帧。图 7(a) 为

第 1 帧图像，图 7(b) ～ 7(e) 为原视频图像序列，然后利用旋转平

移矢量对原视频图像序列各帧进行运动补偿，最后补偿结果如图

7(f) ～ 7(i) 所示。补偿后图像的黑边大小反映了相机的抖动大小，

通过比较图 7(a) 和图 7(f) ～ 7(i) 可以明显的看出图像的景物始终

稳定在每帧图像的固定位置，实现了稳像。

截取第 16 帧旋转平移补偿后图像中不包含黑边的最大矩形

区域，并同理截取第 1 帧、第 16 帧和第 16 帧旋转校正后图像相

对应的区域，并作出上述图像区域的灰度列投影曲线如图 8 所示。

图中曲线的纵坐标表示图像列像素值之和，并进行了归一化，横

坐标表示列数；图 8(a) 中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第 1 帧和第 16 帧

图像截取区域的灰度列投影曲线，通过曲线的比较可以看出：由

于存在旋转平移运动，第 16 帧相对于第 1 帧图像截取区域的灰

度列投影曲线不仅有偏移量，而且曲线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图

8(b) 为第 1 帧和第 16 帧经旋转校正后截取区域的灰度列投影曲线，

比较两曲线可以看出：经旋转校正后，两曲线的形状基本相同，

只是存在平移量，这是对第 16 帧图像进行旋转校正后的结果。而

图 8(c) 中的虚线和实线基本重合，这是经过平移补偿后的结果，

这也表明了第 16 帧经旋转平移补偿后的图像与第 1 帧图像的运动

差较小，从而达到了稳像的目的。

此外为了验证本技术方案的实用性，本文选择基于特征点匹

图 7  实验稳像的结果图。(a) 第 1 帧图像；(b) 第 9 帧图像；(c) 第 10 帧图像；(d) 第 13 帧图像；(e) 第 16 帧图像；
(f) 第 9 帧补偿后图像；(g) 第 10 帧补偿后图像；(h) 第 13 帧补偿后图像；(i) 第 16 帧补偿后图像

表 1  视频图像序列的运动补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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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纯软件电子稳像算法进行对照实验。

基于特征点匹配的电子稳像算法是指运算程序对前后两帧图

像进行特征点采集和匹配操作，进而获得仿射矩阵，最后根据仿

射矩阵对不稳定图像序列按帧运动补偿和校正，获得稳定的视频

图像序列，以实现稳像。为了客观衡量两种方法的稳像效果，采

用标准差对两帧图像的相似程度进行评价，其原理是对两帧图像

上相对应的像素差值利用概率统计方法统计其分布状态；标准差

越大表示实验结果数据越离散，稳像效果越差，反之则表示稳像

补偿效果越好。

标准差 σ 的定义如下：

            (3)

         

(4)

式中：xp 表示两帧图像各像素点对应相减后的灰度差值；σ

表示标准差；N×M 表示图像面积，即图像总的像素数。

实验配备有 Intel Core i5 四核 CPU(3.2 GHz) 以及 4 G 运行

内存的电脑，并通过结合图像处理库 OpenCV3.4 的 C++ 编程语

言对不稳定视频图像序列分别应用两种稳像方法进行对照实验，

最后统计和计算出两种方法所对应的处理时间和标准差结果如表

2 所示。

图 8  灰度列投影曲线。(a) 第 1 帧和第 16 帧截取图像的灰度投影曲线；(b) 第 1 帧和经旋转校正后的第 16 帧截取图像的灰度投影曲线；
(c) 第 1 帧和经旋转平移补偿后的第 16 帧截取图像的灰度投影曲线

表 2 算法性能比较

图 9 差值图像比较 (a) 未稳像差值图；(b) 稳像后差值图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和特征点匹配算法在稳像效果

上近似，完全可以满足视频图像序列稳定要求，但是在时间上要

比特征点匹配算法快很多。此外，本文方法可以避免特征点匹配

算法在抖动较大环境中，特征点无法有效匹配进而导致稳像效果

明显下降的问题。本文方法相对于传统机械稳像方法，结构装置

简单，适用于多种运动平台，尤其在小型化运动平台中具有较高

的实用性。

4.2 实验结果评价
差值方法是指对当前帧和参考帧灰度图像进行灰度差值计算，

若当前帧的抖动被完全补偿，差值图像的灰度值为零，所以通过

差值图像可以直观地显示稳像效果。实验中将未稳像前和稳像后

的第 16 帧图像分别与第 1 帧图像做灰度差值计算，结果如图 9 所

示。通过对稳像前后差值图像的比较可得，相对于初始图像，旋

转偏移量得到了有效补偿。

均方差算法 [13] 是另一种图像序列间配准程度的评价方式，

其原理在于如果将相邻两帧图像间的相对变化量完全补偿，那么

稳定后两帧图像相对应的像素差值应为零。由均方差计算出两

帧图像间的峰值信噪比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PSNR，用

RPSNR 表示 )，帧间的 PSNR 值越大代表图像的灰度差别越小，

稳像效果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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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差和峰值信噪比计算公式如下：

 (5)

 

(6)

式中：S1(i, j) 表示对原图像补偿后所截取区域在点 (i, j) 处像素的

灰度值，S0(i, j) 表示原图像经截取后在点 (i, j) 处像素的灰度值；

N×M 表示上述截取区域的面积，即截取区域总的像素数。根

据上述公式计算可得第 1 帧图像与未稳像之前图像截取区域的

PSNR 值为 11.44 dB，图像序列间偏移量较大；旋转校正后图像

与第 1 帧图像截取区域的 PSNR 值为 13.96 dB；旋转平移补偿后

为 23.30 dB，与未稳像之前相比峰值信噪比提高了 11.86 dB。

5  总  结

本文通过对一般光流传感器的改进，使光流传感器具有旋转

运动下输出准确运动矢量的能力，并介绍了一种新型的视频稳像

技术。利用光流传感器高速高精度的优点，可以快速地计算出当

前帧相对于参考帧的平移量和旋转角度，并根据计算结果对当前

帧进行旋转平移补偿，实现了较高精度的视频图像序列稳定。该

视频稳像技术相对于传统电子稳像方法，大大地减少了计算量，

并且对于视频图像序列偏移较大的情况也能很好地实现稳像。实

验结果表明：在视频图像序列偏移量较大的情况下，稳像后的图

像序列比未稳像之前峰值信噪比提高了 11.86 dB。在提高准确度

和减少计算量的基础上，较好地实现了视频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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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体热红外图像拼接
及部位划分方法

陈晨涛 1，潘之玮 1，沈会良 1*，朱云芳 2

1 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2 浙江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人体医学热红外图像直观反映了人体表面的温度分布，通过对红外图像进行深入分析能够提供智能化疾病辅助

诊断依据。本文根据实际医学红外图像分析的需要，提出了上下半身图像拼接和人体部位划分两种预处理算法。在图

像拼接阶段，根据图像采集环境的实际情况，首先对图像进行局部阈值分割，然后采用二值和灰度模板对上下半身图

像进行对齐和融合。在区域划分阶段，通过对人体轮廓线进行极值点扫描确定部位区域关键点，并将人体图像划分成

头部、躯干及四肢等区域。实验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红外图像预处理方法能获得满意的图像拼接及部位划分结果，可

有效支持人体温度分布的定量及定性分析。

关键词：红外热图像；图像分割；图像拼接；部位划分；温度分布

Image stitching and partitioning algorithms for
infrared thermal human-body images
Chen Chentao1, Pan Zhiwei1, Shen Huiliang1*, Zhu Yunfang2

1Colleg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7,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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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rmal	 infrared	image	of	the	human	body	directly	reflects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of	the	human	body	surface.	
Based	on	in-depth	analysis,	the	infrared	image	can	provide	intelligent	diagnosis	assistance	for	human	diseases.	This	paper	proposed	two	
preprocessing	algorithms,	i.e.,	upper-lower	body	image-stitching	and	body	image	partitioning,	for	medical	infrared	image	analysis.	In	the	
image	stitching	stage,	the	human	body	is	first	extracted	from	the	background	by	local	thresholdi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tual	imaging	envi-ronment.	Then	the	upper	and	lower	body	images	are	aligned	and	fused	using	binary	and	grayscale	template	matching.	
In	the	image	partitioning	stage,	the	key	points	of	the	part	area	are	determined	by	the	extremum-point	analysis	of	the	human	contour.	
The	human	body	is	then	partitioned	into	regions	including	head,	trunk,	limbs,	etc.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pre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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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特征点提取是人体部位划分的关键环节。邓卫燕等 [9] 对

人体二值图像从上到下逐行扫描，统计每行白点个数，在人体正

面图像提取 16 个特征点。这种算法计算效率高，但易受噪声影响。

Lin 等 [10] 基于轮廓向量提取特征点，检测向量变化一定角度的点

为特征点，然而这种方法易受局部影响而错检。卢晨等 [11] 将人体

轮廓分成若干个子集，将轮廓子集与特定方向的直线相切获得特

征点坐标。这种方法计算精度高，但是计算量较大。考虑到上述

算法的不足，本文采用基于轮廓扫描的极值点检测算法，具有更

好的适应性与鲁棒性。

2 研究方案

图 1 展示了实际应用的红外图像采集系统和上下半身人体红

外图像。人体红外热图像一般在密闭舱体利用一个红外相机采集。

由于舱体空间限制，红外相机只能通过上下移动分别采集人体的

上半身和下半身图像。该密闭空间内的温度通过空调调节，环境

温度控制在 22 ℃～ 25 ℃范围内。由于人体温度高于环境温度，

红外图像中人体和背景具有明显的灰度差别。系统所采集的红外

图像分辨率为 320 pixels ×240 pixels，图像质量不高。由于上

下半身图像在相隔一定时间后采集，而且在采集过程中人体做出

不同姿势，因此两个半身图像往往没有自然对齐，存在左右偏移。

此外，由于舱体温度由空调调节，背景温度呈现出水平方向相似、

垂直方向渐变的特性。

1 引言

人 体 医 学 热 红 外 图 像 由 红 外 相 机 采 集， 相 机 能 接 收 7 

μm ～ 14 μm 范围内的红外辐射。根据 Stefan- Boltzmann 定

律 [1]，黑体的全部光谱辐射出射度与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正比。

因此，红外相机在经过标定后，所采集的图像能够定量地反映温

度分布。人体在健康情况下体表温度分布趋于平衡，并具有较好

的左右对称性。如果某器官发生病变，会导致局部区域温度偏高

或偏低 [2]。因此，红外热图像分析可为人体健康状况提供有效的

辅助诊断依据。国内外医学对人体红外图像的分析主要侧重于定

性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局部分析法 [3] 和对称性检查法 [4]。

实际应用中，热红外图像分辨率和对比度较低，通常通过相机在

竖直方向的移动来分别采集上半身和下半身热图像。为了便于医

生清晰全面地观察红外图像以及后续分析，须对红外热图像进行

有效的预处理，比如全身拼接、部位划分等。

全身拼接所涉及到的图像配准技术在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

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主要算法有：基于特征的图像配准算法 [5-6]、

基于变换域的相位相关配准算法、基于区域的图像配准算法等 [7-

8]。然而人体红外图像分辨率有限，对比度低，没有明显纹理，因

此无法采用特征点检测方法。相位相关算法对图像重叠区域要求

比较严格，对于可能存在非刚体变换的上下半身图像配准，很难

保证配准的准确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了一种基于

二值图像和灰度信息的模板匹配算法。

algorithms	produce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image-stitching	and	portioning,	and	can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human	body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Keywords:	infrared	thermal	image;	image	segmentation;	image	stitching;	image	partitioning;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图 1  红外图像采集系统和人体红外图像。(a) 舱体和工作台；(b) 上半身灰度和伪彩色图像；(c) 下半身灰度和伪彩色图像



30

Academia学术

根据上述图像采集条件，分析人体红外热图像的特点，本文

提出了图 2 所示的红外热图像处理框架。输入分别为人体上下半

身热红外图像。在图像拼接环节，首先对红外图像进行水平带状

区域的局部阈值分割，得到二值图像；然后根据手部和躯干区域

的水平长度匹配原则，在二值图像中确定上下半身的重叠区域起

始图像行；接着按照躯干配准有限原则，通过灰度模板匹配消除

半身图像之间的水平偏移，通过匹配手臂边缘点对齐手臂区域，

并对上下半身图像进行加权融合得到全身图像。在部位划分环节，

通过对人体图像的左右人体区域扫描得到区域轮廓线，对轮廓线

梯度进行极值点检测得到区域划分关键点，从而将人体分割成头

部、躯干、四肢等区域。最后对这些区域进行温度统计分析，输

出为划分好区域的全身图像以及各区域温度统计。 

本文的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

1) 根据热红外图像中人体与背景温度分布特性，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局部阈值人体二值化算法；

2) 提出了基于二值模板和灰度模板的重叠区域匹配算法，实

现了精确的上下半身图像拼接；

3) 提出了基于人体轮廓特征的关键点计算方法，实现人体部

位划分。

3  半身图像拼接

本文方法对红外图像进行局部阈值分割，通过二值和灰度模

板进行上下半身图像匹配及加权融合，形成完整人体红外图像，

以便于医生观察和分析。

3.1 局部阈值图像分割
人体热红外图像分割的目标是将像素划分成人体和背景两

类。根据红外图像人体温度高于环境温度的特点，采用阈值分割

方法，该方法计算简单、运算效率高。由于红外图像中的人体温

度分布并不单一，背景温度在水平方向相似，而在垂直方向存在

渐变，全局阈值并不适用，因此本文采用局部阈值分割算法。该

算法的基本思路是对每行像素确定相应的阈值。为提高局部阈值

估计的鲁棒性，将与当前行相邻的上下各K 行像素 (K 取 20 左右 )

组成局部区域，根据最大类间方差算法 [12] 确定该行的阈值 。本

文采取的局部阈值算法能有效划分人体和背景像素，对手指和脚

掌等小部位也有较好的分割效果，准确性优于全局阈值方法。

3.2 模板匹配
模板匹配算法简单且易于实现，定位较准确，在医学图像处

理中应用较为广泛 [13-14]。如前所述，红外相机通过移动采集人体

的上下半身图像，两幅半身图像之间存在重叠区域，且不存在尺

度缩放。然而在采集过程中人体姿势有调整，人体两幅半身图像

中存在水平偏移，同时手臂姿态也存在一些差异。直接采用基于

归一化互相关 [15] 的模板匹配结果如图 3 中的红色箭头所示，手臂

和腰部均存在一定的偏移。本文根据人体红外图像特点，分别通

过二值模板匹配和灰度模板匹配进行半身图像拼接。

二值模板匹配利用人体腰部以及手臂的宽度信息，实现上下

半身图像的竖直方向对齐。设上半身红外图像为搜索图像 S，截

取下半身图像起始 N( 本文取 N=10) 行子图像为模板图像 T。为

了计算腰部和手臂的宽度，对上下半身红外图像进行 3.1 节所述

的局部阈值分割，分别得到二值图像。如图 4(b) 所示，在上半身

和模板二值图像中进行逐行扫描，每一行上人体的区域都有对应

宽度 ( 记为 Si 和 Ti )。将上半身图像的第 r 行作为起始行，取 N

行子图像，以最小化差异度求得匹配的起始行 r∗ ，即：

图 2  本文的红外热图像处理框架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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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其中：k=1，2，3 代表右手臂、腰部、左手臂所对应的线段。通

过上述二值图像匹配，可使得两幅图像竖直方向对齐。考虑到上

下半身图像还存在水平偏移，继续通过灰度模板匹配方法校正偏

移，计算区域如图 4(c) 中的红色区域所示。设 是上半身图像 水

平位移距离 得到的平移图像，最佳位移 通过最小化 与灰度模板 

之间的差异来求出：

  ,     (2)

式中：Ω 为平移图像与模板图像直接的重叠区域，|Ω| 为重

叠区域 Ω 中的像素数量，m 为重叠区域中的像素位置。

进一步地，针对手臂部分可能存在的非刚体运动，通过三次

样条插值和线性插值，建立下半身图像与上半身图像手臂与腰部

对齐的映射变换，如图 4(d) 所示。

3.3 图像融合
经过对齐的两幅图像可能存在亮度差异。差异产生的原因是

红外相机上下移动后，人体同一位置的辐射在红外传感器不同位

置成像，当传感器各单元响应特性存在不一致时，直接进行图像

拼接可能会在匹配行引入一条明暗交界线。本文通过对重叠的 M

行 ( 取 M=10) 像素进行加权融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加权矩阵

W 中各元素 Wi,j=cos(π/2×j/M)，每一行元素的三角函数值相等。

图 4  模板匹配过程。(a) 上下半身图像；(b) 二值模板匹配；(c) 灰度模板匹配；(d) 图像拼接结果；(e) 图像融合结果

图 3  模板匹配结果。(a) 上半身图像及搜索区域；(b) 下半身图像及模板区域；(c) 重叠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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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上下半身重叠区域图像分别为 I1 和 I2，融合图像为

  ,          (3)

式中：“ ”表示矩阵中对应元素相乘，矩阵 I 中所有元素值

都为 1。经加权融合后的上下半身图像拼接结果如图 4(e) 所示。

4  区域划分

人体区域划分的目标是分离头部、躯干和四肢区域，这些区

域可通过寻找几个关键点来分割。文献 [9] 利用轮廓向量方法计算

人体部位特征点，首先将人体轮廓用八邻域链码表示，然后从头

顶特征点出发遍历轮廓，检测与上一个特征点链码方向相差 90°

的点，即视为特征点。该算法得到的结果如图 5(b) 所示，求得的

脖子端点存在误差，并且算法容易在局部求得多余点。本文只需

取有限的几个点进行部位划分，分别是图 5(c) 所示的脖子两侧端

点、左右腋窝凹陷点以及裆部点。这些关键点的连线构成人体几

大部位的分割线 ( 图 5(d))。

本文以上半身图像为例分析关键点的位置定位。首先利用对

称性计算人体的中轴线，从人体的中轴线分别向左右两边水平扫

描，计算白色像素结束的边界距离曲线 d(x)。图 6(a) 给出了左侧

扫描的一个示例。为消除距离曲线上的量化台阶及可能存在的毛

刺，对距离数据进行高斯平滑得到 dσ(x)，其中 σ 为高斯平滑的

标准差，本文取 σ=1。距离曲线如图 6(b) 所示，其相当于将人体

的轮廓线 ( 部分手臂除外 ) 旋转 90°。可以看到，脖子端点 ( 横

坐标为 ) 为头部轮廓线与肩部轮廓线交界处的极小值点，腋窝点

( 横坐标为 ) 为距离曲线迅速下降点。

函数极小值点可以通过导数过零点计算，曲线迅速下降点可

图 5  全身部位分割的过程示意图。(a) 原图；(b) 文献 [9] 特征点计算结果；(c) 二值图及所求关键点；(d) 区域划分结果 

图 6  上半身寻找关键点的曲线分析。(a) 二值图中轴线至边界扫描示意图；(b) 中轴线至边界的距离图；(c) 中轴线至边界的距离梯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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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切线斜率计算。为了计算这两个关键点位置，对距离曲线

求梯度值 ，梯度曲线如图 6(c)。脖子端点对应的导数 ( 梯度 )

为零。另外，在该点右侧由于肩部轮廓曲线不断上升，存在一个

极大值，其横坐标为 xmax。由以上两个条件可以确定脖子端点的

位置：

  。    (4)

在梯度域中确定腋窝点则较为简单，取梯度极小值对应的点：

  。          (5)

裆部关键点定位在通过竖直方向扫描计算得到，具体与上述

过程类似，不再赘述。

关键点位置确定之后继续进行区域划分，如图 5(d) 所示。脖

子两侧端点通过弧线相连，该弧线为脖子端点的三次多项式曲线，

分隔头部与上半身。腋窝点向上以斜率 k1 划线，分割手臂与上半

身，本文取经验值 k1 = 3l，其中 l 为该侧脖子端点与腋窝点连线

的斜率。裆部点向上以斜率 k2 划线，分割腿部与上半身，本文取 

k2 = ±0.5。

接着以手腕和脚腕为分界线，进行手部和脚部的划分。由于

手腕和脚腕宽度较小，采用形态学腐蚀操作，可以将手部或者脚

部与人体分离。如图 7(a) 所示，首先利用形态学开操作去除手指

部分，保证手腕处的宽度最小。然后不断地进行腐蚀操作，其过

程如图 7(b) ～ 7(d) 所示，当白色区域第一次出现断裂，手臂连通

域的最上方红点即为手腕关键点。为了确定手腕分割线斜率，首

先提取手臂骨架，然后通过关键点画一条与骨架垂直的线，即为

区域分割线，如图 7(e) ～ 7(g) 所示。最后将人体躯干区域按传统

中医的上中下“三焦”概念 [16] 按比例分成如图 7(h) 所示的六个

区域。

5 实验和讨论

此项工作在实际红外采集系统所拍摄的大量红外人体图像上

进行了实验测试，并可提供简洁的温度统计支持辅助医疗诊断。

该系统的图像采集设备分辨率为 320 pixels×240 pixels，在 30 

℃下温度有效分辨率为 0.02 ℃。下面给出部分实验结果。

5.1 结果展示
图 8 是三组人体热红外图像样本的预处理结果。由图 8 可以

图 8  图像拼接及区域划分结果

图 7  手部划分过程示意图及最终划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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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三组红外图像均获得了较好的图像拼接及区域划分结果。

图 8(a) 上下半身图像存在手臂位置偏移的情况，拼接后获得了理

想的对齐结果；图 8(b) 下半身图像左手臂与身体贴合，而拼接和

区域划分结果较为稳定；图 8(c) 展示了一组女性红外人体图像处

理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图像处理算法同样适用于女性。

5.2 人体温度统计分析
通过人体红外图像的区域分割，可以进行人体部位温度统计

分析。图 9 和图 10 展示了两组图像的温度分析结果，每组从左

到右依次为上下半身灰度图像、全身伪彩色图像、区域平均温度

伪彩色图像、区域温度统计表。可以直观地发现，图 9 中人体的

左右腿部平均温度相差 0.59 ℃，膝盖部分代谢热量存在问题。图

10 中人体的左右区域温度差异较大，头部最高温度与平均温度相

差 2.17 ℃，存在明显的局部高温区域。这些区域温度统计可以为

医生诊断疾病提供辅助信息。

如前所述，本文给出了事先定义的若干区域的温度分析方法，

图 10  某女性人体的区域温度统计

图 9  某男性人体的区域温度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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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医学辅助诊断提供有效温度分布数据。下一步将进行更细致

的部位划分，包括温度正常或异常区域的自适应划分，并在此基

础上开展人体温度分布建模、疑似病例检索等工作，以提供更好

的辅助医疗智能化分析手段。

6  结  论

本文针对现有的人体红外图像数据，提出的上下半身图像拼

接和人体部位划分两种预处理方法，相关技术包括局部阈值分割、

二值与灰度模板匹配、图像融合、轮廓特征点提取等，并充分利

用了人体红外图像的灰度特性和轮廓特性。实验结果表明，本文

所提出的红外图像预处理方法能获得满意的图像拼接及部位划分

结果，有效支持人体温度分布的定量及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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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黑科技》是《中国光电》在抗疫期间推出的特别栏目，我们将整理记录那
些始终活跃在抗疫一线、在疫情中大显身手的光电黑科技。

本栏目持续更新中，如果您所在的公司有相关的抗“疫”产品（如红外、5G、机器人、
无人机、AI 等），请通过 Email：yaxian.wang@cioe.cn 回复我们，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收到后会与您联系，精选出来的产品及企业我们将在继续推广，让更多的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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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各项防控措施的有力实施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得到迅速遏制，防控

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疫情防控逐步从“突击战”

转向“持久战”，如何做好企业复工后工厂园区、

办公场所、商场等人员密集出入场所的防控工

作，降低聚集性交叉感染可能性是后续防控工

作重点与关键。

面对疫情，大华股份始终践行“让社会更

安全，让生活更智能”的企业使命，坚持“只

有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系统，才能够满足

一线疫情防控要求”，只做超高精度产品，真

正体现在疫情面前的企业担当，用实力构筑一

线疫情防控的坚实长城！

精度是人体测温发挥作用的根本

针对此次疫情，根据官方权威发布平台发

布的《新型肺炎防控知识手册》，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早期临床表现出现体温≥37.3℃的人员，

应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

基于热成像体温检测的关键在于测温精准

性，以极低误差精准发现体温高于 37.3℃的发

烧人员是公共场所防控的关键。传统热成像摄

像机聚焦特定行业应用，其测温精度误差无法

直接用于人体测温，加上环境干扰测温误差可

达 ±1℃甚至更高，无法满足疫情防控要求。

疫情下的黑科技 | 超高精度人体测温，为战疫筑
科技新防线

作者：李丹青

大华高精度测温，疫情防控攻坚的关键

2020 年 1 月 22 日，大华股份在应急小组成立之初就明确了人体热成像测温研发

“高精度、大面积、多目标、远距离”的目标，立足疫情防控实际，满足公共场所高

密度人群精准测温的需要，并保护检疫工作人员避免交叉感染。

系统整体上采用高精度热成像摄像机 + 黑体方案，通过黑体的实时测温矫正保

证相机测温精度。在热成像摄像机采用大靶面探测器，实现更高图像质量、更大视场

角与更广测温覆盖范围。在同样检测距离下，覆盖通道宽度是常规探测器的数倍，降

低设备部署数量，提升施工效率；同时，通过高可靠的探测器金属封装技术，大幅减

少温飘影响，配合黑体保障不同环境下的高精度测温，提升检出率。配合 7.5mm 与

13mm 镜头，实现最远可达 3 米的精准测温距离，极大满足公共场所高密度人群快速

部署、远距离、精准测温需求。

 

热成像 + 黑体的创新人体测温模式，有效解决了热成像测温精度问题，以超高精

度人体测温，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防控原则提供科技保障，切实、

有效的控制传染源，实现对疫情防控工作尽责，对生命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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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为实战，适配多应用场景

面临持续返程高峰的严峻考验，全力

做好城市交通枢纽的疫情防控，精准高效

筛查“发热”人员，降低城市输入性疫情

风险，防止疫情流入、病毒扩散刻不容缓。

作为上海最重要的交通中转站之一，虹桥

枢纽的防疫成效影响着整个上海的抗疫态

势，为了更有效地保障虹桥枢纽的稳定、

安全运行，大华股份为其提供了超高精度

人体热成像测温系统，助力虹桥枢纽坚守

抗疫前线，有效缓解了高密度旅客流动带

给前线抗疫人员的工作压力，提升了虹桥

火车站的通行效率。

此次疫情突发之际，面对每天大量病

人，广大医疗工作者仍坚持在一线，用众

志成城、迎难而上的勇气为百姓筑起安全

健康的屏障，为保护医护工作者与入院诊

疗群众，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通过部署大

华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系统，对所有

入院人员进行体温预检筛查，及时筛检发

热患者，分诊隔离，降低医患交叉感染风险，

真正帮助白衣天使把好第一道关，保障医

患安全。

复工复产之际，疫情形式仍险峻。大

华股份助力 TCL，双汇集团在复工园区部

署了大华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系统，

有效保障 TCL 园区、双汇集团漯河总部园

区出入员工上下班高峰的体温筛查工作，

在做好疫情防控同时进一步降低高峰期测

温拥堵产生的聚集性交叉感染风险，齐心

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势头，帮助企业构筑牢固的疫情防控堤坝，

实现安全复工复产。

大华股份以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

协助各地学校齐心战“疫”、严把校园防控、

护好莘莘学子。复旦大学作为国内顶尖、

世界知名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A 类），面对即将返校的

广大师生，必须把好“校门”防线，最大

可能地杜绝输入性疫情，将病毒隔离在校

门之外，将是保障师生顺利返校，教学科

研正常运转的关键。大华股份助力复旦大

学完成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校门”

防线构筑，全力保障师生顺利返校，教学

科研正常运转。

使命所在，责任使然

目前，大华股份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

测温系统，在 30℃ ~45℃测量范围内，已

将测量误差控制在 ±0.3℃范围内；并且，

在相对稳定的室内环境下，如火车站、机场、

地铁站、医院、企业园区、学校等场景中，

可达到与医用测温仪测量 ±0.1℃的范围。

无需近距离接触，且大幅提升测温效率，

有效降低因测温造成拥堵带来的交叉感染

风险，并有效保护现场防疫工作人员。

 

通过与用户需求的反复验证和实际应

用检验，大华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系

统已成功在杭州东站地铁站、上海火车站、

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石家

庄地铁、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湖

北汉川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上海市

胸腔科医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农商银

行上海分行、广州移动大厦、上港集团总部、

复旦大学等落地应用，有效遏制了各类场

所的疫情传播，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

用实际行动高效助力疫情防控。

大华股份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系

统始终坚持以战疫胜利所需为原则，用技

术与服务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的战疫中践行

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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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两大神器：红外测温热像仪和额温枪的全面
对比分析

整理：李丹青

疫 情发生以来，在小区门口、商场入口、

车站入口，甚至马路口，总有全副

武装的工作人员拿着酷酷的额温枪对准你

的额头，相似的站位和眼神，像极了无间

道中的场景。

 

现在，每日体温检测成为企业复工的

必备条件。防疫两大工具——红外测温热

像仪和额温枪因此引发很多话题，小编走

访了专家，为您揭开红外体温筛查的神秘

面纱。

红外测温准确吗？

近日【卫健委回应红外热成像体温仪

能否测温准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录

召：红外热成像体温仪能够实现较远距离、

非接触的情况下多目标同时进行体温检测，

可以减少人员接触，相对安全便捷，但它

的精确性受到外环境的影响，建议各地根

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

额温枪和红外线测温热像仪都利用人

体体表发出的红外辐射进行测温。测温有

时会与正常体温偏离，这是怎么回事呢？

细探其原因有三。

其 一， 人 的 体 内 温 度 通 常 在
36.3℃ ~37.2℃范围内波动，正常值不是一
个固定值，而是一个范围。通常高于 37.3℃

就被认为发烧。人的体内温度受天气、情绪、

运动、时间等影响在这个范围内上下波动。

为了测温稳定，尽量保持情绪平静，避免

剧烈运动。

其二，红外测温热像仪测的是体表温度，
通过体内温度和体表温度的转换，显示为体
内温度。从典型人脸温度分布图中，我们可

以看到人体表的不同部位温度稍有不同。

测得的体表温度部位不同，体内和体表温

度转换模型也不同，显示的温度也会稍有

不同。

其三，不同的测温设备会有不同的测

量精度。即使用两支水银体温计，也时常

会 有 0.3 ℃ 左 右 的 误 差。 根 据 国 标， 在

33℃ ~42℃的测温范围内，红外测温热像

仪满足测温精度 0.3℃，就是较好的测温产

品。这里的 0.3℃，指的是在无风、室内温

度 20℃左右、湿度低于 90% 的实验室环

境测试的精度。

常见影响红外产品的测温精度有环境

温度、湿度、大气衰减、测温距离、体内

温度和体表温度的转换、空气对流等因素。

因此，红外线测温仪一般建议在室内环境

下使用。由于体表温度受环境温度影响较

大，从室外刚进入的人员额温通常较室内

的人员显著偏低，这时需要稳定一段时间，

再进行人体测温。为了减少这种情况的出

现，测温时应尽可能避免内外人流的交汇。

另外，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将筛查设

备布置在通道的尽头，让被测人员有足够

影响因素 影响表现

天 气 环 境温度低，有风时，体 温较低

情 绪 情 绪激动时，体 温较高

运 动 剧烈运 动时，体 温较高

时间 清晨 体 温较低，下午体 温较高

常见体温影响因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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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时间适应室内环温。

红外测温热像仪和额温枪有什么不

同？

额温枪是单目标测温，红外热像仪可

实现多目标、无感、实时测温。

将较高端的额温枪与红外测温热像仪

相比。高端额温枪尚需停留 2s 才能完成

测温。加上工作人员举起和放下额温枪的

时间，1 个人 1 分钟大约测 15 个人。1 台

384×288 面阵的热像测温仪，每一帧图片

中大约有 16 个人，1 分钟可以测约 400 人。

红外测温热像仪只需一名工作人员值

守在监视器前，观看显示器上实时显示的

每个过路人的体温，在发出警报时进行复

测。在同等工作条件下，红外测温热像仪

的检测效率相当于额温枪的 26 倍以上。

由于人工费成本比较高，人员近距离

接触的风险比较大，在机场、车站、学校、

医院、商超、公司等场所使用红外线测温仪，

不仅可以节省经费，还可以在不干扰人员

通行的情况下做到无感测温。

同时红外测温热像仪还有更多优势：

A. 安全：远距离，非接触式；

典型人脸温度分布

测温速度进阶过程 ( 从左到右效率越来越高）

B. 效率高：同时测多人，无需配合和等待；

C. 数据分析：记录存储，人流统计，云端共享，分析统计数据。

红外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的检测效率和自动化程度相比其他形式的测温方案有着无可

比拟的优势。因此，不但机场、车站、码头将智能全自动红外测温仪作为防疫标配，越来

越多的学校、商超、社区、企业等采用红外热像测温仪作为体温筛查防疫工具。



Industry业界

42

泰豪红外硬科技“战疫”|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作者：李丹青

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对红外测温热像

仪的需求激增。西安泰豪红外作为一家专业从事热成像设

备研制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面对疫情，第一时间下达应急供货指

令 , 关键岗位员工春节无休，制造、质检 24 小时轮班，技术支持

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连续多日辗转全国各地安装调试，确保红

外测温设备批量供货，充分展现了西安泰豪红外作为民族企业的使

命与担当。

截止发稿日，泰豪红外生产的 D-LU384 型红外体温筛查热像

仪，已在陕西、北京、上海、广东等 13 省及直辖市，40 多个城市

的车站、学校、医院等人流密集场所，安装布控了上千套，助力疫

情防控一线。

媒体报道

公司在本次疫情中的突出贡献，通过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

日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CCTV4、人民日报等媒体的争相报道，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多地集中爆发式采购……面对巨大的市场需

求，国务院、地方政府、西安铁路防疫批产的要求，泰豪红外主动

春节无休，不舍昼夜，力保应急供货

央视报道

担责，全员坚定信念，共克时艰，全力持续生产。

政府发文

2 月 1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组织做好红外体温检测仪及配套零

部件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紧急通知。明确将红外体温检测仪纳

入疫情防控重点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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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国家电网

科学技术委员会工程师随专车连夜出发，赴疫区安装调试

中国航天系统部

2 月 6 日，西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入驻，我司生产的红外测温

仪被列为疫情应急储备物资，统一管控。西安铁路疾病预防控制所，

帮我司出证明，协调货物承运等相关事宜；西安市工信局、西安高

新管委会等政府单位为我司协调企业开工、口罩、消毒水、酒精等

防疫物资，确保我司相关工作顺利开展。

设备捐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凶猛，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家是最

小国，国是千万家，企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泰豪红外作

为陕西省首批应急防疫物资保障单位，时刻谨记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部分单位捐赠了红外测温设备，为疫情防控尽绵薄之力。

部分实地应用案例展示

01 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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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各大学校 

西安市火车站

汕头高铁站

石家庄火车站

西安航天基地

02 各大医院

03 各地火车站及交通枢纽

西安北站



Industry 业界

45   2020 年 第 1 期

泰豪红外人体测温产品简介

人体测温仪主要用于对于人流密集场所人流的体温筛查。设

备外形类似摄像机，人流经过其视场范围，不用刻意停留，即可快

速接受检查，如有体温异常人员，设备立即告警提示，不仅检测快、

而且可有效避免交叉感染。

系统安装操作简单方便，性能稳定性可靠，温度告警设置可

实现多点报警及跟踪，确保不遗漏目标，还可避免其它高温物体的

干扰。报警图像和录像还可以通过远程监控网络上传至监控中心进

行分析处理。数据可与智慧校园、智慧城市、智慧医院等平台对接。

疫情来袭，人体测温热像仪常常被部署在交通枢纽、医院、

工厂、商场超市、酒店、学校等流动人口较多的公共场所，承担疫

情初检的重担。是人流密集场所安全防护的理想设备。

产品特点：

1、相对普通手持测温仪，检测效率高，每分钟可达 300 人次；

2、监控距离可达 3 米，可有效降低与被测人员接触，避免感染；

3、出现体温异常者后，可自动报警并取证；

4、连续地大面积检测，适用于对人员密集场所的流动人群进

行初步筛查；

5、测温精度高达 0.3℃（参考黑体）；

6、标准安装接口，安装简便易操作，10 分钟可完成。

智能双光体温筛查系统

产品特点：

1、基于深度学习 AI 算法，测温更准确，误报率低。

2、智能化人脸识别检测，不受口罩及衣帽干扰，准确率高达

99% 以上。

3、可智能化识别出年龄、性别等身份信息，并实施云端大数

据统计与分析。

4、监控距离可达 3 米，可有效降低与被测人员接触，避免感染；

5、出现体温异常者后，可自动报警并取证；

6、连续地大面积检测，适用于对人员密集场所的流动人群进

行初步筛查；

泰豪红外携手多家知名科研机构，旨在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

品，高端的服务，专业的系统解决方案。

泰豪红外团队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冲在疫情前线，与全国

人民一起，力争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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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的测试过程关键

ASM 太平洋
区宝霖先生	（助理副总裁	—	CIS）
朱永祥先生	（资深市场发展部经理	—	CIS）

简 易的人机界面，是今天各行各业趋之若鹜的控制方法，自

2018 年底开始，3D 深度感测技术更成为新趋势，而飞时

测距（ToF）技术更受大众欢迎。从智能型手机、工业机械人、到

汽车驾驶等，也可以找到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的足迹。在智能型

手机里，透过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可快速进行人脸识别，以方便

电子付款或个资安全等作用；工业上亦会透过 ToF 3D 深度感测技

术令生产更加自动化，达至工业 4.0（Industrial 4.0）或智慧生产

（Smart Factory）；至于汽车工业，应用更为广范，汽车辅助驾

驶的光达应用 （LiDAR）、驾驶者身份识别和手势识别和驾驶者

监控系统等，都会利用到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作为全球第一

CMOS 摄像头传感器设备生产商—ASM 太平洋的区宝霖先生 （助

理副总裁—CIS）和朱永祥先生 （资深市场发展部经理—CIS）有

他们独特的见解：

应用 · ToF

2019 年中，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更在智能型手机中大放异

彩，很多著名品牌的手机，包括华为、Oppo、Vivo、LG 和三星皆

具备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以提升拍摄质素，透过人脸识别进行

安检及非触式导览。相信往后更多手机都会配备 ToF 3D 深度感测

技术 — 有研究报告指出，在 2020 年将有超过一亿八千万部手机

附设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至于在无人驾驶技术及高级辅助驾驶

系统（ADAS），更令镜头模块生产商带来不同的商机与挑战。

挑战

市场上的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主要分别两大种类 :Direct-

ToF（d-ToF）及 Indirect-ToF（i-ToF）。生产商会按照不同

的需要而选择对应的感测方法。

● Direct-ToF（d-ToF）: 利用光线往返物件与传感器的

时间，计算出物体的距离和深度。

● Indirect-ToF（i-ToF）: 计算光线往返物件与传感器的

相位差，从而得到与物件的距离和深度信息。

在一般电子消费中，i-ToF 为最广泛应用的深度感测方法，

但该技术亦有其美中不足之处—系统性误差。

Indirect-ToF （i-ToF）由不同模块并合而成，每个模块皆

需进行同步方可正常运作，但在同步的过程必定出现无可避免的系

统性误差。

1. 周期性误差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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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正弦信号—信号失真或误判

● 相位差—周期性变调信号的波形改变及光功率的变异

2.Tx 与 Rx「收」和「放」的同步差异

● 发放器和接收器的始初化同步不一

● 系统设定与实作操作时的电压不一

3. 像素点协调误差

● 因雜訊或干扰导致的精算误差

4. 热致误差

● 雷射二极体驱动器的效能会随温度而有所改变因应不同

的应用，普遍市场对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所致的系统误差可接受

范围为 ±10 亳米（mm），有一些应用例如在安全性解说等、网

上电子付费等，则对误差范围有更高的要求，这些更严格的要求则

为生产带来不同形式的挑战。

校准测试 · 量产

基于系统误差，高端生产商会进行模组级别的校准，以迎合

高端产品的要求，确保最终成品令客户满意。

所需校准步骤如下 :

● 分析周期性误差的原因并抵销其差异

● 计算信号失真带来的误差并将其抵销

● 把发放器和接收器的同步差异减到最低

● 优化像素级别的一致性

除了有效校正和测试以减少 i-ToF 系统性误差外，部分高端

生产商还会为客户度身设计，提供一站式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解

决方案，以满足不同需求。

● 自动化生产：利用专业分析优化生产流程，既减少人为

污染、降低成本，还提升产品良率

● 具备扩展化设计，按照不同需要，灵活变更及组装

● 容易转换不同尺寸的模组和不同模组，适应不断变化的

感测技术市场

● 提供相对稳定及高产量

● 比普遍市场对精度的要求更高，为未来准备

揉合全球专才，跨越今天成就未来的设计，ASM 太平洋最新

研发的 RADIANCE，结合高量产性能、高良率和精准、测试及校

准于一身，准确校正误差优化生产，迎合客户不同的应用，真正巨

细无遗、与量产化无缝接轨的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解决方案：

● 在线设计、无缝传输，快速量产及校准

● 二维码追踪，随时随地，实时监控及管理生产线的运作

● 配备模块辨认功能，按不同需要，简而快的转换 ToF 3D

深度感测模块，加快生产运作

经过精心设计，RADIANCE 的模组化系统可让生产商随意插

换不同模组及测试和校准功能，以扩大生产规模、量产化生产。为

减免 ToF 3D 深度感测技术的系统性误差，RADIANCE 特意为客

户准备精度校正功能：调整电流和电压的一致性、控制 ToF 3D 深

度传感器模组的温度和协调频率等等，把系统性误差带来的影响减

至最低。RADIANCE 的校准和测试功能，完善了 ASM 太平洋为

摄像头模组及 ToF 3D 深度传感器模组的生产设备解决方案。

RADIANCE — ASM 太平洋最新研发的 ToF 3D 深度传感器模组设备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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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百度 Apollo 投放无人驾驶物流

车进入武汉医院，有网友评论这种

模式值得推广，也有网友问无人车身上圆

柱形的零部件都是啥，尤其不清楚自动驾

驶车顶的“大圆柱”到底是何方神圣？

鉴于此，那么这篇文章我们就为大家

做个科普，聊聊无人车上最重要的传感器，

整篇文章以科普为主，不会涉及过于深入

的原理，请各位网友放心“食用”。 

自动驾驶的中流砥柱，聊传感器激光雷达
来源：汽车之家

视觉就是我们常说的视觉摄像头，一般分为单目摄像
头或者多目摄像头，它主要用于 3D 建模，同时可以
利用图像匹配车辆，同时识别街道上的行人之类，特
点时成本相对低廉，同时可以对图形、颜色、文字进
行识别，在无人驾驶中十分重要。

感知类主要时雷达，这其中雷达有很多种，有毫米波
雷达、超声波雷达以及激光雷达，他们的作用都是进
行探测距离，但负责的探测距离不同。

感知类和定位类。

从近到远，分别是超声波雷达 - 激光

雷达 - 毫米波雷达，而这些不同种类的雷

达中，激光雷达显然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毫米波雷达虽然可以对更远的障碍物

进行判断，但很显然它的局限性较大，比

如路牌，红绿灯，或者横在道路上的货车

车厢等，毫米波雷达是无法对不同水平面

上的物体进行有效识别。

但激光雷达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

优势在于精确获得前方物体的三维位置信

息，同时不受光线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因

此激光雷达是高精度识别的必须产品。

这个地图会和云端的高精度地图进行

匹配来定位车辆，同时还要识别行人、车辆、

车道线，以及沿途的车辆和环境等，所以

一、无人车是如何“看到”周围的？

聊感知，你得知道无人驾驶车都会有

哪些传感器。无人车的造型看起来各有特

色，但本质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的传感器作

为自己眼睛、耳朵来对外面的世界进行观

察，而这些传感器也确实是无人驾驶研究

中的重要一环。

从感知类型上看大概可以分为视觉类、

定位类主要以卫星高精度定位系统为主，当然也包括
高精度惯导。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主要包含着定位传
感器，通过网络对车身位置、速度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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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雷达在整个无人车的传感器中都是举

足轻重。

这些不同的传感器各具有不同的优势

和缺陷，因此科技公司们在开发无人车或

者自动驾驶系统时，通常采用多种传感器

结合的方式，而最终的展现形式就是现在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

二、最贵的传感器——激光雷达

前面我们已经大概了无人车的基本传

感器组成，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些传感器里

面的必需品也是最昂贵的部分：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可以按照不同功能进行分类，

目前在汽车领域主要按照有无机械旋转部

件进行分类，一般分有旋转机械部件的机

械式激光雷达和固态激光雷达。

1）成本较高、产量受限的机械式激光雷达
机械激光雷达由光电二极管、MEMS

发射镜、激光发射接收器等部件组成，我

们所谓的“机械”就是指可以进行 360°旋

转的并能控制发射角度的 MEMS 发射镜。

不过机械式激光雷达的缺点也明显：

首先是机械旋转机构精度、可靠性要求高，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 MEMS 技术的产品其实很
多，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投影仪。除此之外，我们日常
看到的虚拟激光键盘，也采用了 MEMS 发射镜。所
以 MEMS 发射镜在工业领域比较常见。

从市场上来看，在无人驾驶领域起步比较早的公司大
多使用了机械式激光雷达，这主要和机械式激光雷
达的特点有关，这种类型雷达在分辨率、获取信息量
以及全天候工作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很多公司
在前期试验时都会配备这类激光雷达。

激光雷达听起来似乎高大上，但这并不是近几年才
诞生的产物，在很久以前，激光雷达就在飞机上有了
应用，大多是应用于测绘工作，而能进行测绘也与激
光雷达的原理有关，它工作时会发射激光束，然后对
反射的回波进行分析，最终创造出完整的 3D 模型。

机械式激光雷达
1）反射镜 2）MEMS 单元 3）伺服电机 4）激光源
5）障碍物 6）光学编码器 7）接收器

在创造 3D 模型时，它也能根据这个模型得到距离、
方位、高度和运动状态的信息，因此激光雷达可以实
现对车辆、行人等不同障碍物的识别，这也是为什么
激光雷达在无人驾驶中如此重要的原因。

那么什 么 是 MEMS 发 射 镜 呢？首先 你 要了解 啥 是
MEMS，这个缩写展开是“ 微机械机电系统“，本质
上就是把驱动器（一般是电机）、传感器机器芯片集
成到一起，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反射镜，我们就
将其称之为 MEMS 发射镜。

硬件内部的每一条线都有一对激光发射器

和接收器组成，为保证精确测距，需要保

证激光在完成这 100-200 米的路程后，刚

好能让发射出去的激光要被成对的接收器

收到，产品难度较高；目前订单量较小，

激光雷达都是采用手工制作，需要将发射

和接收模块进行精密光学对准装配，工作

繁复，工作量大，大批量生产难度大。

2）强势崛起的固态激光雷达
固态激光雷达和机械式最大的不同在

于取消了机械的相关机构，自然而然造型

就会变小，这对量产有着重要意义，另外

固态激光雷达的扫描结构都是微型化，稳

定性相对机械式也有提升。而在成本方面，

以美国著名的 Quanergy 公司为例，他家的

固态激光雷达 S3 目前售价大概在 2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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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订货量超过一万台就可以降到 100 美元

以下。这是机械激光雷达无法企及的价格。

（Velodyne 机械激光雷达 64 线基本在 80

万人民币左右、32 线在 40 万左右）

三管齐下的固态激光雷达

机械激光雷达的技术路线相对比较单

一，但固态激光雷达就不同了，我梳理了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三种技术路线，供大家

了解。

● 相控阵固态激光雷达（OPA）
提起相控阵雷达，喜欢军事的朋友肯

定十分熟悉。比如前段时间下水的 055 大

型驱逐舰就采用了相控阵雷达，外号“肥电”

的 F35 也采用了相控阵雷达。

优点：相控阵固态激光雷达的优点十分

明显，主要有三点。第一是扫描速度快，

这也是继承军事应用的特点，开机马上使

用。第二是扫描的指向精度极高，目前可

以做到小数点后面三位的精度。第三是光

束容易被控制，简单点就是想对什么区域

扫描就能扫描，只要通过电信号对光源进

行控制即可。

缺点：这种技术路线的雷达最大问题就

是加工难度过高，同时相控阵激光雷达对

● MEMS 固态激光雷达
我在上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MEMS，

我们说这是机械激光雷达的一个组件，但

其实在固态激光雷达中也有这个技术路线，

这也是很多网友经常搞混的地方，这种雷

达可以看做是机械激光雷达的进化型。

目前无人车上使用的相控阵固态激光雷达技术就来自这些前辈。不过和军事雷达上千个发射天线单元不同，固
态激光雷达只是采用多个光源来模拟阵列，通过“系统“的控制，产生光束对不同方向进行扫描，最终通过反
射回来的信号进行障碍物的判断。

简单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手电筒，扫描就是点
亮手电筒，“照”亮前方物体后，会产生反射信号，然
后接收器会根据反射信号得到前面的障碍物信息。

它的设计是基于传统的机械激光雷达，将原本体积
较大的机械结构通过微电子工艺集成在硅基芯片上，
进行大规模生产。在硅基芯片上集成体积十分精巧
的微振镜，由可以旋转的微振镜来反射激光器的光线，
从而实现扫描。MEMS 相对于前两者，技术上更容易
实现，且价格相对较低。

材料要求也很高，耐激光的电光材料开发

难度较大，相应成本也会比较高，这些问

题目前很限制相控阵激光雷达的发展。

● 3Dflash 固态激光雷达
3Dflash 固态激光雷达是一种非扫描式

雷达，它可以短时间直接发射出一大片覆

盖探测区域的激光，再以高度灵敏的接收

器，来完成对环境周围图像的绘制，以 2

维或 3 维图像为重点输出内容。

优点：这种类型的激光雷达稳定性很好，

同时成本占有优势。

缺点：探测距离近是它的一个主要缺点，

而且技术成熟度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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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MEMS 固态激光雷达的优点在于

探测距离长，而且能保证高分辨率，同时

因为旋转机械结构的取消，降低了雷达的

成本，从量产角度，其零部件较为成熟，

容易量产。

缺点：目前缺点还是在技术难度上，吃

透 MEMS 微振镜还是很有难度的。

以上三种就是目前固态激光雷达的主

要分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目前看起来很神

秘或者说小众的技术比如 Cepton 的 MMT

微动技术。

产应用。比如大陆第一款激光雷达 SRL1 在

2015 年用于沃尔沃的 City Safety 主动安

全系统，并实现 AEB 功能，但级别较低。

法雷奥则是真正意义上实现量产激光

雷达的厂家，法雷奥的激光雷达于 Ibeo 合

作，2010 年开发了 4 线激光雷达，2017 年

正式实现了量产，2018 年上市的奥迪 A8

成为第一款搭载量产 4 线激光雷达的车型。

三、顶着大蘑菇太难看，未来会有哪

些传感器布置方案？

在解决了激光雷达的问题后，再布置

上一圈其他的传感器就完成了一台自动驾

驶车的基本传感器布置，但这种看起来科

幻味十足的车子，在工程人员的眼中并不

完美。

Cepton 的这种微动技术有点类似我们上面介绍的
3Dflash 固态激光雷达，不同的是当激光发射后会通
过所谓的 MMT 微动系统对激光方向进行控制，也就
是说阵列是可以移动的，其移动的方式类似于音响扬
声器里面纸盆的振动。

1、旋转反射镜 2、接受单元 3、激光二极管 4、扫描角度（145°）5、用于数据传输的 FlexRay 总线 6、带加热功能前保
护罩（激光测距仪）

这种类型的激光雷达最大的优点在于

“小”，有多小呢？这种形式的激光雷达

可以集成到车灯里面，另外 Cepton 也透露，

因为这种雷达内部的零部件全是目前市场

上的量产产品，因此成本较低。

以上内容就是现阶段激光雷达的所有

类型，根据专业调查机构的数据，目前固

态激光雷达发展迅速，大约在 2021 年达到

装车量产，不过技术路线的格局尚不清晰。

当然，虽然激光雷达的路线还处于百

家争鸣的情况，但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量

大量外露的硬件可能在试验阶段可以使用，但如何面
对未来的量产？发生碰撞时如何保证这些昂贵零件
的安全性以及小型化都困扰着工程人员。

伟巴斯特的自动驾驶智能车顶系统就将摄像头、定
位装置、雷达、天线等传感器进行了融合，无论从美
观方面还是功能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目前看来，各大厂商的思路是想尽各

种办法将这些外露的传感器藏起来，有两

种方式比较常见。

1）车顶布置
首先就是车顶布置，不过这里的车顶

不是指突出在外侧，而是集成在车顶之上。

这套方案由伟巴斯特提出的，伟巴斯

特认为认为车顶是自动驾驶车辆传感器进

行布置的最佳位置，对于没有天窗的车辆，

在制造过程中提前加入传感器必然是个可

行的方案，但对于未来的车子来说，没有

天窗几乎不太可能，因此将天窗和传感器

融合是条势在必行的道路。

传感器的定位和全天候稳定工作对感

知环境至关重要。因此，为了应对恶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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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对传感器的干扰，还加入了伟巴斯特最

新的高压水清洁系统以及热管理系统。

2）车头车尾布置
车头布置是目前常见的手段，比如奥

迪 A8 和奥迪 A6 的激光雷达就隐藏在前进

气格栅，在未来这也是一种布置方式，不

过随着激光雷达的小型化，现在已经出现

在车灯内部布置的方案。

这个方案来自上面提到的 Cepton。在

他们的设计中，一台车会布置四个激光雷

达，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

目前日本最大的车辆大灯制造商 Koito 

Automotive（小糸制作所）已经确定了将

Cepton 的激光雷达集成到 LED 大灯中的计

划，看样子在未来极有可能在雷克萨斯品

牌上出现。

四、总结篇

过去三年，全球在激光雷达方面的投

高压水清洁系统有点类似我们现在使用的大灯清洗，主要在传感器外侧
由污泥时 / 对其进行自动清洁，目前奥迪 A8 上的激光雷达就带有自清洁
系统，总体来说并不少见。

这些激光雷达会集成到汽车的前大灯和后尾灯里面，一点也不影响汽车的整体外观，同时
车灯对激光雷达也没有任何影响。

资超过 10 亿美元，其投资公司大多数是供

应商，比如法雷奥、博世、大陆等老牌企业，

他们通常以收购初创企业或者固定投资，

或者合作开发为主，牢牢把握的激光雷达

的核心技术。

全球领导者谷歌 Waymo 同样重视自

研激光雷达，目前虽然使用 Velodyne 作为

测试车的传感器，但依然在研发自己的雷

达，在 2019 年已经开发了 3 种激光雷达。

国内厂商在激光雷达领域追赶迅速，

并没有落下太多。包括禾赛科技、镭神智能、

华达科捷等厂商在各种类型的激光雷达上

都有拿得出手的产品，主要的制约在芯片

领域，目前激光雷达系统的核心芯片还比

较薄弱，目前飞芯科技等厂商对这方面投

入较多。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应用前景。激光雷

达目前还是成本较高，尤其是机械激光雷

达高居不下；目前市场总体规模并不大，

同时成本高使其市场渗透率较低。好在各

大汽车企业和供应商加大了对激光雷达的

投资，同时外部资本依然对这个领域很感

兴趣。

根据 Velodyne 的预测，激光雷达市场

未来每年都会翻番，而 IHS（商业研究机构）

预测 2025 年全球车载激光雷达市场规模规

模 25 亿美元。另一方面，国内厂商正在加

快研发步伐，当中国市场越发活跃后，依

托巨大市场，有望拉低激光雷达的总体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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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0 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笼 罩着全国，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保障工作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多项

新技术手段在抗疫关键时期做出了重要贡

献，同时商用不久的 5G 也在医疗、教育、

媒体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地开展多项 5G 应用共抗“新冠肺

炎”

面对疫情的全面爆发，5G 运营商、设

备商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等共同联

手抗击疫情，抵御疫情蔓延，截至目前已

开展十余项 5G 应用，共抗“新冠肺炎”。

在 5G+ 远程医疗方面，四川省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在中国电信的支持下建成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5G+ 远程会诊系统，

建成当日即为两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急重症患者提供了远程会诊服务；

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

合云南移动，推出了基于 5G 网络的“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线免费诊疗平台”，

日前已为一名来自湖北武汉的重症患者诊

治，患者目前病情稳定，症状缓解；

北京缙铖医疗基于 5G 云端协同为武汉

提供了 CT 及 X 光片协作方案，解决新型

冠状病毒疑似病例排查中对 CT 等影像准确

认定的放射科专家缺口，并提供武汉确诊

患者隔离病房的内外治疗可视化协同，专

助力抗疫，5G 融合应用有你想不到的作用！
来源：中国信通院 CAICT

家根据 5G 传送的病人心电监护信息、超声

影像等信息进行远程诊疗，提高危急重症

患者的医疗救治能力；

湖北省武汉协和医院、同济天佑医院

启用中国移动和达闼科技联合捐赠 5G 云端

智能机器人，承担远程看护、测量体温、

消毒、清洁和送药等工作，有效减少人员

交叉感染、提升病区隔离管控水平。

5G+ 红外信息化测温被应用于多个城

市交通枢纽的旅客体温监测。

在 5G+ 新媒体方面，三大运营商紧急制

定 5G+ 云直播方案，利用 5G+ 光纤双千兆

网络，湖北省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开

通央视全天候 24 小时高清直播，被网友称

为史上最强的“云监工”项目；

湖北广播电视台通过中国广电 5G 网络

向全网直播了湖北省抗疫新闻发布会，并

采用视频远程提问方式，120 个云上系列客

户端以及 30 多个主流新媒体同步直播；

郑州联通助力开通郑州“小汤山医院”

建设工地 5G+4K 直播；

中国移动利用 5G 全面屏视频彩铃业务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进行防控宣传。

在 5G+ 远程教育方面，河南省驻马店

移动充分发挥 5G 网络和信息技术优势，提

供免费“云视讯远程教学”和“直播远程

教学”、“同步课堂”等软件平台和培训

服务，登录远程课堂教学平台，市县中小

学可实现原班级、学生不变，教师和学生“在

家上课”，避免了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大量

聚集，降低人群交叉感染风险。

5G 应用可从三方面助力疫情防控

与 4G 相比，5G 具有更大带宽、更高

速率、更低时延、更大连接等特性，能够

支持增强型移动宽带、超高可靠性低时延、

海量大连接三大场景，5G 与经济社会各领

域深度融合，将孕育新兴信息产品和服务，

从 3 个方面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5G 多种应用赋能医疗、新闻媒体和

远程教育行业

在医疗领域，除 5G 4K/8K 的远程高清

会诊下沉优质专家资源，提高基层和社区

医疗卫生机构应对处置疫情能力，减少人

员跨区域传播风险外，5G 智慧医院中云端

医护助理机器人、消毒清洁机器人、送药

服务机器人和测温巡查机器人的应用，将

提升病区隔离管控水平；

在线开展对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复诊

及药品配送服务，降低其他患者线下就诊

交叉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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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ICU 病房 VR 探视、远程机器

人超声和手术、健康管理等应用在疫情期

间也将发挥作用。

在新闻媒体领域，5G 可灵活支持疫情

防护重点区域 7×24 小时的 4K/8K 高清直

播，满足大量高清摄像头或终端录屏的视

频传输需求，且无线传输不受空间的限制，

提供更灵活的超高清视频回传，通过云端

视频制作软件对视频素材进行云端的制作，

然后再通过 5G 网络进行内容分发，让密切

关注疫情进展的全国人民第一时间获得资

讯。

在教育领域，5G 与超高清视频、VR/

AR、全息影像等技术的结合，将创新教育

手段打造沉浸式课堂，学生通过高清大屏、

全息眼镜、VR/AR 终端等产品，可体验名

师亲临现场、教材教具实景呈现的现场感，

还可以将直播视频传输到更多学校尤其是

边远地区，使优质的教学资源远距离传输

到 5G 网络可达的任何地方。

5G 智能化工厂和自动驾驶提升物资

生产运输效率

在疫情防控期间，工厂难以按时开工，

医疗物资紧缺，智能化、自动化工厂的重

要性凸显。5G 超低时延可满足工厂内设备

的通信要求，为工厂智能化生产提供远程

控制等手段，避免操作人员进入危险地带；

5G 无人 AGV 小车，可广泛应用于产

品搬运、设备探测、自动识别等各类场景；

依托机器视觉技术，5G 将支持产品质量无

人化精细管控，提高检测效率，并对被测

物体和检测人员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对于应急物质运输，5G 可以实时获取

几百公里之外的车辆行驶状态和周边交通

环境信息，通过指令控制启动、加减速、

转向等真实驾驶操作，应用于危险品以及

感染区物品运输，也可以满足自动驾驶失

效情况下人工远程介入的需求。

在长途运输中，通过 5G 车辆编队行驶，

车辆通过相互间的直接通信而实现同步加

速、刹车等操作，只需要头车司机专心驾

驶，跟随车辆几乎不需要人工驾驶员接管，

车队司机人数也可适当减少。

5G 多样化终端创新公共场所疫情监

测和巡逻手段

对于宾馆饭店、文化娱乐、商场超市、

公共交通场站等人员密集场所，5G 红外热

成像测温可实现对多人同时扫描，红外精

密温感探测仪在距离 10 米处就可以探测记

录人们的头像图片及对应体温，及时发现

异常个体，实现非接触性体温初筛、高精

度体温筛查、异常体温预警，有效避免交

叉感染，助力守住防控疫情的关口。

在疫情的监测、巡逻和宣传中，5G 网

联无人机实时超高清图传、远程低时延控

制的重要能力，使得无人机的应用形式将

变得更加丰富。

如果在 5G 无人机上安装热成像系统，

可以对开放式密集场所进行空中实时监测；

5G 无人机语音播报系统可进行空中巡视和

喊话宣传，发现疑似病例可以通过无人机

提醒周边人员做好防范措施；植保无人机

可以给社区道路、文化广场、娱乐设施、

农村等区域喷洒消毒液，提升消毒效率。

5G 应用于抗疫的未来发展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5G 在医疗、新媒

体、远程教育等领域初显身手，支持医学

影像数据的高速传输与共享、新闻高清视

频直播、远程视频教学等业务，发挥了其

大带宽能力，随着对 5G 认识的不断深入和

5G 网络能力的提升，依托其低时延、高可

靠等能力，远程机械控制、远程驾驶、远

程机器人超声和手术等操控类应用将得到

支持，5G 在疫情防控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将进一步加大。

疫情防控将带来远程办公、远程教学

等应用的爆发式发展，目前这些应用更多

基于 4G 和有线宽带网络，存在带宽和时延

受限、网络部署灵活性不足的问题。

5G 不仅有助于解决带宽、时延、灵活

性等问题，5G 与云端结合还可以支持 VR/

AR、全息投影等大数据量图像的存储和传

输，创新远程办公和教学手段，带来更加

极致的业务体验，并将智能终端的部分存

储和计算能力放在云端，降低终端成本。

这些应用正规模进入生活生产，将为 5G 应

用奠定发展基础，预期未来 5G 将快速在这

些领域得到发展。

与此同时，疫情防控也为 5G 应用的发

展起到了短期催化作用。在商用初期，5G

应用多数还处于示范试验阶段；而在抗击

疫情过程中，5G 远程会诊、5G 智能医护

机器人等应用从试验阶段走向临床阶段，

在多个医院得到了实际应用。隔离防控使

得企业、学校、工厂等行业大规模延迟复工，

为 5G 远程在线类应用提供了难得的试验机

会，这将有助于加快部分 5G 应用发展成熟。

随着 5G 网络逐步完善、5G 应用创新

实践日渐深入，未来 5G 将在人们的生活、

生产和社会治理方面带来更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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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全国抗疫进入关键时期。人员

陆续返程复工，在地铁、火车站、机场、

集中办公区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如何能

够快速、高效、精准地识别出高温人群，

是疫情防控工作的难点之一。

为了避免多次感染从而扩大抗疫难度，

在返程路上，这些技术将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人脸识别 + 红外设备精准识别

在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

戴口罩和避免接触是最重要的防护方法，

但火车站和机场目前使用的传统人脸识别

只有摘了口罩才能进行识别。而摘口罩和

按指纹都大大增加了病毒感染风险。目前

多地新推出人脸识别系统将有效解决这种

困境。

如商汤的“AI 智慧防疫解决方案”，

主要包含区域通行模块和出入口通行模块。

其中，区域通行模块由星云系列智能边缘

节点 SenseNebula-M、热成像摄像机、黑

体和智能管理系统组成，可在多种场景下

实现非接触式筛查应用。

 

值得一提的是，应用出入口通行模

抗疫进入关键期，安防技术如何助力返程复工？
来源：千家网

块，无需摘下口罩即可准确识别员工身份，

记录出勤，在人员戴口罩的情况下，露出

50% 鼻梁时通过率可达 85%。同时，还可

设置对口罩进行识别，规范员工必须佩戴

口罩进入办公区。

智能机器人服务升级

新型肺炎疫情的防控加速了服务机器

人应用，疫情防治期间医护人员工作量大、

隔离需求强，自动消毒机器人、配送机器人、

问诊机器人等服务机器人的应用有效减少

病毒传染，提升治疗效率。在人员返程复

工的车站、机场，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样起

着重要的作用。

搭载摄像头和体温检测系统的智能机

器人，可以实时全天候检测人流情况，及

时发现异常体温人群，并发出警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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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识别率，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工

作效率，也降低了工作人员之间的交叉感

染风险。

作为上海重要的交通中转站之一，虹

桥枢纽的防疫成效影响着整个上海的抗疫

态势，为了更有效地保障虹桥枢纽的稳定、

安全运行，大华股份为其提供超高精度人

体热成像测温系统，助力虹桥枢纽坚守抗

疫前线。

 

此外，杭州地铁一号线、京沪高速章

丘服务区、内蒙古乌兰浩特机场、拉萨火

车站、沈海高速检查站、青岛多个地铁站、

福州火车站等场所均已装备大华超高精度

人体热成像测温系统。据统计，截至 2 月 9

日，大华股份已在全国 18 个省 54 个交通

枢纽部署了超高精度人体热成像测温系统。

线上 APP 助力防控疫情

近日，掌上高铁上线“铁路车次新型

肺炎疫情查询功能”，旅客可以查询自己

乘坐的火车车次是否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确

诊患者。旅客授权行程实时监控后，系统

会对近 30 日的火车行程进行检测，如有与

新型冠状病毒确诊者同乘车次，将第一时

间通过短信和消息通知提醒旅客。

自驾返程的人员可以根据百度地图实

时路况平台，一方面实时查看全国高速拥

堵趋势变化和拥堵路段排行，另一方面还

提供热门交通枢纽的人流指数分析和周边

拥堵情况。

此外，打开百度地图的热力图图层，

用户也可以查看到实时的人口流量密度，

以此来决定出行路线，避开商圈、交通枢

纽等人流密集场所。

结语：

面对疫情，安防科技创新发展，用科

技支援抗疫战斗的第一线，以更多样的方

案赋予我们更多的信心，相信很快我们将

赢下这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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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广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广瑞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光无源器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为一起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宁波慈溪，

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条件，毗邻宁波深水港，宁波机场和杭州机场近在咫尺。公司拥有深厚的设计开发能力，丰富的产品

线，主要涵盖各类电缆通信接入设备，光通信接入设备。拥有 16000 平方米的厂房，高度自动化生产设备。目前公司已经通过

ISO9001：2015 质量体系， ISO14001:2015 环境体系认证。公司一直秉承绿色智造的理念，给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光纤通讯，工业激光，医

疗与生物医疗，机器视觉，光电测试仪器设备和光传感器的光

学元器件和光电模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本

公司聚集一批本行业技术和管理资深人才，技术力量雄厚，管

理理念先进。公司在高端镀膜技术，模压非球面加工技术，高

精密光学加工技术和高功率光纤耦合技术具有独特竞争优势。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横河镇马堰工业区 
电话：0574 63250653  13566549950 网址： www.gmftel.com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高新园区茶山路 1 号
电话：+86-591-38178233       网址：www.optow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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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欧博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富尔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博凯科技有限公司是集光通讯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供应商，自2005 年成立至今，始终坚持“品质优先”

的原则，公司产品主要包括光模块，光分路器，光纤跳线等等，此届光博会上，我司将主推高速率光模块和 MPO/MTP 产品，更好

地服务于 5G 网络以及数据中心的建设。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观海卫镇工业园西区  传真：0574-63631927
电话：15088433338                      网址：www.nbfuerchuang.com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丽荣路 1 号国乐科技园 1 栋 1002
传真：86-0755-21002709       电话：86-0755-83425935       网址：www.optick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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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光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五颗星马达有限公司

桂林光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属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业从事高端半导体激光器芯片

研发、生产和封装以及无源光器件、监控及系统保护设备、传输子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技术指标、性能均达到

优异水平，并为国内外行业知名企业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在业界享有良好的品牌知名度。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及产品 RoHS 认证。

深圳市五颗星马达有限公司座落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芙蓉路 17 号鸿凯工业园，距离深圳机场 25 分钟车程。是国内

领先的空心杯电机、步进电机、减速器、编码器、驱动器的生产厂家。

整套动力系统做到瑞士、德国、日本电机的同等水平，7 天的打样时间、20 天交货周期，多种产品尺寸选择

尺寸： Ø10mm、Ø12mm、Ø13mm、Ø15mm、Ø16mm、Ø18mm、Ø22mm 和 Ø36mm；可满足所有光学领域的动

力定制需求，是多家光学领域国产化替代配件认定供应商。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潭头社区芙蓉路鸿凯工业园三楼                      网址：www.wkxmotor.com
电话：0755-3311828 33131820  13480629026                                       邮箱：sales@wkxmotor.com

地址：广西桂林市高新区朝阳路国家信息产业园 D-08 光隆科技园           传真：+86-0773-3116066
电话：+86-0773-3116006             邮箱：info@glsun.com                   网址：www.glsun.com

DFB 激光器芯片、TO-CAN、光学元件、光学器件、集成模板、板卡设备

13mm 空心杯减速电机 红外摄像机调焦马达 16mm 带编码器空心杯减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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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睿胜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77 号 邮箱：contact@bellinlaser.com
电话：86-512-65070160                      网址：www.bellinlaser.com

苏州贝林激光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各类工业级固体激光器及超短脉冲激光器，产品主要

由纳秒激光皮秒激光器和飞秒激光器三大系列，波长有 355nm、532nm 及 1064nm 等，产品远销美国、欧洲、日本、韩国…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武江大道 316 号武义科技城科技创新大楼 5 楼 5010
邮箱：info@raysonoptic.com       电话：86-010-88504888       传真：86-010-88850488

可调脉宽激光器（APL series） 飞秒激光器（Axinite 系列） 皮秒一体机（Amber NX 系列）

HSI 高光谱机芯 制冷型红外机芯 R200M&L 远距离红外成像系统 M200z

公司拥有在红外、光电测试系统领域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专项负责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自主开发了非

制冷红外、制冷红外、光电测试系统等产品，能够满足不同客户定制产品或批量产品的需求。我们凭借在市场的丰富经验与

专业能力，针对客户的实际需求，推荐最先进的红外产品，并提供给客户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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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

武汉安扬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卓立汉光仪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国内精密光学仪器和精密机械运动与控制技术产品的知名供应商之一，

致力于为广大光电行业从业者提供针对性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主要生产经营：荧光 / 拉曼光谱系统、各类光谱测量系统、太

阳能电池检测仪器、光栅光谱仪、电控位移台、手动位移台、光学调整架、光学平台、光学元件、成像产品、各种激光器、

激光测试、太赫兹、光度色度测试、光电元器件、精密光学机械运动控制等系列产品。 成立 20 年来，卓立汉光始终坚持研

发创新、快速反应和优质服务的经营理念，取得了稳步发展。目前其在国内拥有 300 多名员工，在上海、深圳、成都、西安

设立分公司。

武汉安扬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功率

超快光纤激光器（皮秒、飞秒量级）的研发、生产和技术

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超短脉冲光纤激光器、

超连续谱光纤激光器和光纤器件。安扬激光的核心技术团

队来自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光电研究中心。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金桥产业基地 环科中路 16 号 , 联东 U 谷中试区 68 号 B
传真：86-010-56370118            电话：86-010-56370168        网址：www.zolix.com.cn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 80 号              电话：86-027-87204039 
邮箱：sales@yslphotonics.com       传真：86-027-87179217         网址：www.yslphotonics.com  

FemtoYL 系列飞秒光纤激光器

BOSA 超高分辨率光频谱仪 FBP 系列焦斑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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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光实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睿熙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光实科技（Optolabs）有限公司由多年工作经验的博士、硕士组成的团队，主要销售自主研发产品。致力于光纤传感、光

纤通信、激光雷达、大气遥感、OCT 系统光电模块的研发、销售以及技术支持服务，为客户提供相关领域高品质、高性能的光电模

块以及解决方案。

地址：余姚市新建北路 116-118 号                       传真：86-574-62828189
电话：86-574-62828223                      网址：www.rayseasc.com

宁波睿熙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技术领先的 VCSEL 供应商，产品覆盖消费电子、数据通信、车载等应用领域。核心团

队成员拥有 20 余年 VCSEL 工业界经验，涵盖研发、量产、工艺、封装、测试全流程。3D 成像用结构光、TOF 芯片已完

成四代产品开发，主要性能指标一直保持业界领先，已通过严苛的可靠性验证并批量出货。

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园路 13 号 -1 华中科技大学 科技园现代服务业基地 1 号研发楼三层 305-18 号
邮箱：wangteng@optolabs.com.cn                               电话：86-0519-17505192539      

规则 / 非规则阵列 VCSEL 芯片 泛光灯 /VCSEL 投射灯模组 25G VCSEL 芯片与 PD

APD 雪崩光电平衡探测器偏振分集相干接收模块光电平衡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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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南智先进光电集成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南京微纳科技研究院是政府 2019 年重点引进、扶持的国

际一流的高新科技产业孵化器，致力于微纳技术领域创新资源

的整合，打造世界顶尖的微纳技术产业转化、产业制造的科创

平台。研究院主创团队包括资深科学家和国内外重点院校教授，

借助在二维材料、微纳光电、智能数码等重要方面的一系列技

术进展，集中开发信息技术、消费智能、大健康等领域的深科

技产品。研究院下设一个研发平台，专注原创性产品技术开发

和引入国际一流的研发领军人物及团队；以及一个产业平台为

孵化的初创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产业化服务和支持。打造全球顶

尖研发机构。研究院现阶段本着一事一议的原则，欢迎前来洽

谈以上项目的产业推进合作以及更多基于微纳科技的新产品开

发事宜。

南智先进光电集成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南智光电”），系南京大学与国家级新区——南京江北新区合作共建的新型

研发机构，2019 年荣膺南京“十佳”新型研发机构。南智光电拥有研发人员 40 余人，其中院士 1 人、杰青、优青 3 人，拥

有 8000 平米孵化载体和 3000 平米光电公共技术平台，可承接光电集成相关领域重大课题、关键技术和核心工艺的研制任务，

为科研院所、科技企业提供产品开发与技术服务，为光电集成领域的高校团队、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载体支持与运营赋能。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腾飞大厦 C 座 3 层 传真：86-25-58262982
电话：86-25-58262982 网址：www.njnano.com         邮箱： wena@njnano.com

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光电科技园 C 栋             电话：025-58182730、025-58189135、025-58189823
邮箱：kefu@ioptee.com            传真： 025-58187092                   网址：https://www.ioptee.com/

快速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器微纳器件制备服务图案极化的铌酸锂或钽酸锂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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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永迅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前进二路 8 号                              邮箱：sales@yxoptech.com  
电话：0760-23679983/18688569007                                    网址：www.yxoptech.com

深圳市迈达斯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7 号安徽大厦 1002 室  
电话：0755-21003764 邮箱：sales@themidasvision.com

深圳市迈达斯视觉科技有限公司是韩国 OZRAY （株） CO., LTD （原 NIP ）公司在中国的法人公司。

OZRAY 一致致力于工业机器视觉，以顾客的信任和技术革新为基础 设计 , 生产和销售 LWIR/ SWIR /CMOS 相机。

DENEB 系列是可以准确测定温度的 LWIR 相

机，以非冷却微测热辐射计检测器基础的长波长热成像

摄像机，可提供最佳的热成像图像及高准确度的温度测

定功能。

我们新推出了一款实像和热成像双相机，可随时

监控的 LWIR 相机。原理在热成像相机测温的基础上，

添加了一项新功能 - 实时拍照，实时温度监测，可设定

特定温度异常警报，并且拍照有大范围的华角。

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消除民众的恐慌，

在人流量多的出入口使用我们的新款相机 -HK380，可

以实时监控测量人的体温和拍照。

PAMINA 系列可看到人眼看不到的领域的高

感度 SWIR 相机，InGaAs 传感器相机可捕捉

Near-IR 领域内的 900~1700nm 波长段的影像。

相机的分辨率有：320 x 256, 640 x 512。

POLLUX 系列是减少噪音的高感度 CMOS 工

业 相 机， 拥 有 CoaXPress，GigE 和 Camera 

link 接 口， 可 提 供 12MP 到 50MP 的 多 种

分 辨 率。POLLUX 系 列， 非 常 小 巧 易 携 带 

Ethernet，可传送数据最远达 100m。

锗 (Ge) 单晶窗口片

在 2 12 μ m 范围内，锗是制作高效红外成像系统中光学镜头和光学窗口最常用

的材料。锗具有高折射率（ 2 14 μ m 波段时约为 4.0 ）、表面最小曲率和色差小的

特性，在低功率成像系统中，通常不需要修正。

锗 窗口光学加工 指标

项目  常 规 指标 极限 指标

直径 φ5-250mm+0/-0.2 φ3-350mm+0/-0.2

厚度 1-50mm+/-0.1 1-50mm

平行 3 分 1 分

光洁度 60/40 20/10

面 形
N<λ/2@633nm
（50mm 内）

N<λ/10@633nm
（50mm 内）

有 效 通光孔 径 >90% >95%

倒角 保 护性 <0.5mmX45 度 保 护性 <0.5mmX45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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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五铃光学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5 年，于 2015 年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 < 股票代码：300441>。公司总部位于

蒋氏故里弥勒圣地——奉化，目前公司主要生产压缩机、刀具、精密机件、真空泵、液压泵等高端精密零部件及成套设备。鲍

斯股份于 2011 年设立真空事业部，并在 2018 年正式发展成为真空事业群，专业从事真空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及配套销售。

鲍斯股份真空事业部以企业文化为核心思想，用务实的心铸造每一个零件，致力将鲍斯真空打造成世界一流品牌。

五铃精工制作的 IIR-SF2 是以硫化物为主体的硫属材质，特点是对红外光的穿透率高。特别适合对 8 ～ 11μm 的红外

光穿透有特别高要求的红外线照相机和传感器，而且价格上比现在广泛使用的锗等的结晶廉价。

符合 RoHS 指令，REACH 限制物质，不含硒·砒霜等对人体和环境带来不良影响的物质，符合日本及欧洲环境标准。

本公司亦可应用多年积累的压制成形技术，利用此产品批量生产研磨不能形成的复杂形状的透镜。

专利第 5339720 号「压制成形用红外线穿透玻璃」

使用用途

红外线传感器，监控摄像头，夜视器

电话：+81-90 － 6247-3843
邮箱：wang.haiyan@isuzuglass.com             网址：http://www.isuzuglass.com/ch/development/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聚潮路 55 号            电话：0574-59515990
邮箱：bsvacsds@cnbaosi.com                                            网址：www.cnbaosi.com

单级直联式旋片泵 干式螺杆真空泵 干式涡旋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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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赫兹人工智能安检仪 ToF 雷达

MD8-65 非球面模压机

设备特点：

★独创的高精度非球面成型工艺，具有生产速度快， 

    品质稳定性高，能耗低等特点。

★软件预留定制、升级的空间；加热系统、冷却系

统、氮气保护系统均设有异常报警并自动保护。

广东金鼎光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ltem 规 格 Standard Specif icat ions
选 项说明 Opt ion 
Specif icat ions

动力源

压缩空气：0.55MPa±3%，50 升 /min；

电源：三相 380V/24KVA；启动功率：24KW；
运行功率：9 ~12KW

冷 却水：0.3MPa，10 ~12 升 /min，20±1°C

氮气：0.3MPa±5%（纯 度 99.999 %），40 ~100
升 /min

模 具规 格 直径：φ20mm~φ65mm，高度：15mm~45mm 标配 10mm 厚垫圈

最高工作 温度 700°C

生产时间 根 据实际情况

工作站 数 8 站 

外形尺寸 1860(L) × 1370 (W ) × 2000(H )

机 床 重 量 约 1000kg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环路 29 号留学生创业大厦一期十一楼 06 号  
电话：86-0755-86720345                 邮箱：hello@siheria.com                    网址：www.siheria.com

深圳市矽赫科技有限公司是 2019 年中国留学人员最具成长性企业，是一家行业领先的智能光电创新公司，在美国加州硅谷

团队创立，总部位于南山设立研发与运营中心，核心科研团队由多年从事前沿光电和人工智能科研工作的海归人员构成。矽赫科

研团队长期从事太赫兹技术、激光传感、AI 引擎智能边缘计算、全息提取、深度神经网络、超高频半导体材料以及断层成像等前

沿领域的研发，已掌握多项关键技术，并成功自主研发多款智能光电产品。

基于太赫兹和激光传感等技术，并融合人工智能，矽赫科技推出智能光电系列产品与行业解决方案。通过对太赫兹智能光电

的新型传感、成像系列产品的研发，矽赫科技致力于提供全球领先的智能光电感知产品和服务。

目前，矽赫聚焦安防、车载、工业检测、医学等应用场景，为智能电子设备等先进领域提供前沿光电技术支持，打造有温度

的智能光电产品。

智能人体安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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