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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手册是麦克玛视智能相机算法说明书，阅读本手册您可以快速掌握智能相机算法的使用方

法。为了能够更好的了解和使用相关产品的性能和功能，请您在使用产品前认真阅读本手册。 

符号约定 

手册中出现的符号说明。 

符号 说明 

说明 表示对正文进行补充和解释。 

注意 提醒用户一些重要的操作或者防范潜在的伤害和财产损失危险。 

警告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不加以避免，有可能造成伤害事故、设备损坏或者业务中断。 

危险 表示具有高度潜在风险，如果不加以避免，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重大危险。 

 

安全事项 

 

注意 

 在进行产品的安装、维修、保养时，切记先将切断电源。 

 请使用正规厂家提供的电源适配器，电源具体要求请参见产品参数表。 

 产品周边要保证通风和散热流畅。 

 请勿长时间将产品置于潮湿、暴晒等不良环境。 

 保存产品的清洁，请勿用水、酒精等直接擦拭，应用蘸有中性洗涤剂的抹布拧干后擦拭。 

 请妥善保管产品的原包装材料，以便出现问题时，方便打包寄回本公司处理。若非原包装导致

运输产生的意外损坏，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警告 

 产品安装使用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和使用地区的各项安全规定。 

 在安装和拆卸时，请一定要切断电源，请勿带电操作。 

 安装时请将产品固定牢固，避免产品从高处跌落、移动位置。 

 如果产品出现冒烟、产生异味、发出杂音，请立即关掉电源并与本公司联系。 

 如果产品出现故障，请联系本公司进行维修，不得以任何形式拆卸或修改产品。若未经许可擅

自拆卸、修改导致产品问题，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请勿将产品安装、放置在震动、冲击过大的场合。 

 请勿将产品连接线与电源线或其他高压线路平行走位或捆扎在一起。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7 / 148 

一、滤波 

1.1、算数运算 

算数运算是两幅输入图像之间进行的点对点的加、减、乘、除运算后得到输出图像的过程 

 

参数 说明 

输入 

图像 1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算数运行的图像来源 1 

图像 2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算数运行的图像来源 2 

方法 设定将要选用的算数运算的方法，包括：加、减、乘、除、最大、最小 

乘 图像进行乘运算时系数 

加 图像进行加运算时系数 

输出 
成功 本工具运行成功标志，处理图像成功结果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输出运算之后的图像 

 

1、范例： 

相机拍摄出来原图为： 

 

图：原图 

经软件设定不同灰度拉升值之后使用算数运算如下： 

1）、将鼠标移动到“图像 1”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灰度拉升 1 输出图像关联，灰度拉升输出图像如下； 

 
图：输出图像 1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8 / 148 

2）、将鼠标移动到“图像 2”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灰度拉升 2 输出图像关联，灰度拉升输出图像如下； 

 
图：输出图像 2 

3）、鼠标移动到“方法”设定运算方法会加； 

4）、单击“算数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处理图像，如下，可以发现图像

特征比原图像特征更加明显，利于后续其他检测工具使用； 

 
图：最终输出图像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加

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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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事项 

1）、检测区域越大软件运算数据量越大故运行时间越长； 

2）、请依实际图像质量选择合适方法； 

 

3、图像处理结果比对 

 
图：加法运算结果 

 
图：减法运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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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乘法运算结果 

 

3、知识拓展 

使用图像处理目的是为实现稳定的检测，关键在于如何去掉干扰源得到较理想图像。 

1）、图像相加一般用于对同一场景的多幅图像求平均效果，以便有效地降低具有叠加性质的随机

噪声。 

 
图：图像加法 

 

2）、图像减法也称为差分方法，是一种常用于检测图像变化及运动物体的图像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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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像减法 

3）、图像乘法运算可以实现掩模操作，即屏蔽掉图像的某些部分。一幅图像乘以一个常数通常被

称为缩放，这是一种常见的图象处理操作。缩放通常将产生比简单添加像素偏移量自然得多的明暗

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操作能够更好的维持图像的相关对比度。 

 

图：图像乘法 

4）、除法运算可用于校正成像设备的非线性影响，这在特殊形态的图象（如断层扫描等医学图像）

处理中常常用到。图像除法也可以用来检测两幅图像间的区别，但是除法操作给出的是相应像素值

的变化比率，而不是每个像素的绝对差异，因而图像除法也成为比率变换。 

 
图：图像除法 

 

1.2、色彩转换 

用于将 RGB 图像转换到其他色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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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用于检测的图像输入端口 

颜色空间 将要转换输出的色彩空间 

输出 

输出图像 1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RGB 时，当前输出的是 R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HSV 时，当前输出的是 H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YVU 时，当前输出的是 Y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LAB 时，当前输出的是 L 分量图像； 

输出图像 2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RGB 时，当前输出的是 G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HSV 时，当前输出的是 S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YVU 时，当前输出的是 V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LAB 时，当前输出的是 A 分量图像； 

输出图像 3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RGB 时，当前输出的是 B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HSV 时，当前输出的是 V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YVU 时，当前输出的是 U 分量图像； 

当颜色空间设定为 LAB 时，当前输出的是 B 分量图像； 

成功 本算法执行成功的标准； 

1、范例： 

如需要使用颜色转换工具将彩色图像转换到 RGB，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色彩转换设定 

1）、将色彩转换工具添加到算法逻辑树中，将输入图像与图像任务图像关联； 

2）、将颜色空间设定为 RGB； 

3）、单击色彩转换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工具一次，在重命名栏可以为本工具重命名利于理解

使用本工具目的。 

 

2、知识拓展 

1）、RGB 是依据人眼识别的颜色定义出的空间，光的 3 原色：红（Red）、绿（Green）、蓝（Blue）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13 / 148 

3 种颜色，分别取其头文字组合在一起，就称为 RGB。3 色全部混合就变成白色。 

 

图：颜色空间 

2）、颜色三要素：颜色的三种属性“色相”、“饱和度”、“明亮度”。我们利用这三种属性即

可识别各种颜色。如果将色彩分类，可分为含有颜色的有彩色与不含颜色的无彩色（黑、白、灰）

两种。在有彩色中，红、蓝、黄等颜色的种类即称为“色相（Hue）作为主要色相有红、黄、绿、

蓝、紫。以这些色相为中心，按照颜色的光谱将颜色排列成环状的图形我们称之为“色相环”。使

用此色相环我们即可求得中间色与补色。 

 

图：HSV 颜色空间 

3）、饱和度（Saturation）是指颜色的鲜艳度，表示色相的强弱。颜色较深鲜艳的色彩表示“饱和

度较高”，相反颜色较浅发暗的色彩表示“饱和度较低”。饱和度最高的颜色称为“纯色”，饱和

度最低的颜色（完全没有鲜艳度可言的颜色）即为无彩色。 

4）、明亮度（Value）表示颜色的明暗程度。无论有彩色还是无彩色都具有明亮度。明亮的颜色表

示“明亮度较高”，相反暗的颜色表示“明亮度较低”。无论有彩色还是无彩色，明亮度最高的颜

色即为白色，明亮度最低的颜色即为黑色。也就是说，有彩色的明亮度可用与该亮度对应的无彩色

的程度进行表示。 

5）、Y 代表亮度，其实 Y 就是图像的灰度值；UV 代表色差，U 和 V 是构成彩色的两个分量，采用

YUV 色彩空间的重要性是它的亮度信号 Y 和色度信号 U、V 是分离的。 

6）、Lab 颜色空间是由 CIE(国际照明委员会)制定的一种色彩模式。自然界中任何一点色都可以在

Lab 空间中表达出来，它的色彩空间比 RGB 空间还要大。 

 

图：Lab 颜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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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边缘增强 

根据图像处理需要使用边缘增强工具可以是提高图像边缘清晰度。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边缘增强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要增强的目标区域范围 

模板宽度 设定修改图片边缘的的宽度 

模板高度 设定修改图片边缘的高度 

系数 边缘增强的系数 

输出 
成功 本工具运行成功的标志，图像处理成功结果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输出经本工具处理之后的图像 

1、范例： 

边缘增强之前原始图像如下，可以发现图像边缘较为模糊： 

 

图：边缘增强原图 

边缘增强工具处理方法如下： 

 
图：边缘增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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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处理的目标区域范

围，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处理区域。本例选择矩

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红色矩形框； 

4）、依图像实际设定处理方法、模板类型、模板大小； 

5）、单击“边缘增加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处理图像，可以看出经本工

具处理之后 SD 卡边缘更加明显；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边

缘增强”。 

 

2、注意事项 

1）、检测区域越大软件运算数据量越大故运行时间越长； 

2）、请依实际图像质量选择合适方法。 

 

3、图像处理结果比对 

 

图：边缘增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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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边缘增强之后 

4、知识拓展 

在图像增强过程中，通常利用各类图像平滑算法消除噪声，图像的常见噪声主要有加性噪声、

乘性噪声和量化噪声等。一般来说，图像的能量主要集中在其低频部分，噪声所在的频段主要在高

频段，同时图像边缘信息也主要集中在其高频部分。这将导致原始图像在平滑处理之后，图像边缘

和图像轮廓模糊的情况出现。为了减少这类不利效果的影响，就需要利用图像锐化技术，使图像的

边缘变得清晰。图像锐化处理的目的是为了使图像的边缘、轮廓线以及图像的细节变得清晰，经过

平滑的图像变得模糊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图像受到了平均或积分运算，因此可以对其进行逆运算(如

微分运算)就可以使图像变得清晰。微分运算是求信号的变化率，由傅立叶变换的微分性质可知，

微分运算具有较强高频分量作用。从频率域来考虑，图像模糊的实质是因为其高频分量被衰减，因

此可以用高通滤波器来使图像清晰。但要注意能够进行锐化处理的图像必须有较高的性噪比，否则

锐化后图像性噪比反而更低，从而使得噪声增加的比信号还要多，因此一般是先去除或减轻噪声后

再进行锐化处理。图像锐化的方法分为高通滤波和空域微分法。图像的边缘或线条的细节（边缘）

部分 与图像频谱的高频分量相对应，因此采用高通滤波让高频分量顺利通过，并适当抑制中低频

分量，是图像的细节变得清楚，实现图像的锐化 

 

1.4、边缘滤波 

边缘滤波算子用于提取图像边缘特征信息。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边缘滤波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要滤波的目标区域范围 

滤波方法 
根据图像所需效果，选择合适的滤波方法（Sobel、Roberts、Kirsch、Laplace、

Eigenvalue） 

过滤半径 内核矩阵的大小，根据所需效果调整 

输出 
成功 本工具运行成功的标志，图像处理成功结果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输出经本工具处理之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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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例： 

如需使用边缘滤波工具处理图像，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图：边缘滤波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在检测区域工具栏（ROI 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特征选择合

适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滤波目标区域范围，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

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滤波区域。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绿色矩形框； 

4）、根据图像效果选择需要的滤波方法； 

5）、根据图像效果设定过滤半径值； 

6）、单击“边缘滤波：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滤波图像； 

7）、单击“输出图像”，即可看到处理后的图像，图像如下图：“边缘滤波处理后”所示； 

8）、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滤

波”。 

 

图：边缘滤波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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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拓展 

1）、Sobel 算子：是像素图像边缘检测中最重要的算子之一，它是一个离散的一阶差分算子，用来

计算图像亮度函数的一阶梯度之近似值。在图像的任何一点使用此算子，将会产生该点对应的梯度

矢量或是其法矢量。 

2）、Roberts 算子：又称罗伯茨算子，是一种最简单的算子，是一种利用局部差分算子寻找边缘的

算子。采用对角线方向相邻两象素之差近似梯度幅值检测边缘。检测垂直边缘的效果好于斜向边缘，

定位精度高，对噪声敏感,无法抑制噪声的影响。 

 
                       原图                          Roberts 算子处理后 

图： Roberts 处理图 

3）、Kirsch 算子：采用 8 个模板对图像上的每一个像素点进行卷积求导数，这 8 个模板代表 8 个

方向，对图像上的 8 个特定边缘方向作出最大响应，运算中取最大值作为图像的边缘输出。它在保

持细节和抗噪声方面都有较好的效果。 

   

4）、Laplace 算子：拉普拉斯算子，是 n 维欧几里德空间中的一个二阶微分算子。一般增强技术对

于陡峭的边缘和缓慢变化的边缘很难确定其边缘线的位置，但此算子却可用二次微分正峰和负峰之

间的过零点来确定，对孤立点或端点更为敏感，因此特别适用于以突出图像中的孤立点、孤立线或

线端点为目的的场合。同梯度算子一样，拉普拉斯算子也会增强图像中的噪声，有时用拉普拉斯算

子进行边缘检测时，可将图像先进行平滑处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E%E5%88%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5%87%A0%E9%87%8C%E5%BE%B7%E7%A9%BA%E9%97%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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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高斯滤波 

高斯滤波是一种线性平滑滤波，适用于消除高斯噪声，广泛应用于图像处理的减噪过程。 

1、范例： 

如需要使用高斯滤波工具处理图像，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图：高斯滤波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滤波目标区域范围，

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滤波区域。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红色矩形框； 

4）、依图像实际设定滤波核尺寸大小； 

5）、单击“高斯滤波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滤波图像；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滤

波”。 

 

2、知识拓展 

1）、高斯滤波是一种线性平滑滤波，适用于消除高斯噪声，广泛应用于图像处理的减噪过程。通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高斯滤波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要滤波的目标区域范围 

尺寸 高斯核大小 

输出 
成功 本工具运行成功的标志，运行成功输出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输出经滤波之后图像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6%AF%E5%99%AA%E5%A3%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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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讲，高斯滤波就是对整幅图像进行加权平均的过程，每一个像素点的值，都由其本身和邻域内

的其他像素值经过加权平均后得到。高斯滤波的具体操作是：用一个模板(或称卷积、掩模)扫描图

像中的每一个像素，用模板确定的邻域内像素的加权平均灰度值去替代模板中心像素点的值。 

 

2）、高斯滤波后图像被平滑的程度取决于标准差。它的输出是领域像素的加权平均，同时离中心

越近的像素权重越高。因此，相对于均值滤波（mean filter）它的平滑效果更柔和，而且边缘保留

的也更好。高斯滤波被用作为平滑滤波器的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低通滤波器（让某一频率以下

的信号分量通过，而对该频率以上的信号分量大大抑制）。 

3）高斯分布 

一阶高斯分布： 

        

二阶高斯分布： 

1.6、灰度形态学 

灰度形态学工具根据检测需求可改变图片的灰度及形态。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讲用于改变灰度和形态的图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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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例： 

如需要使用灰度形态学工具处理图像中商标图像，软件设定方法： 

 

图：灰度形态学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本例与轮廓匹配输出的“匹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处理的目标区域范

围，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处理区域。本例选择矩

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红色矩形框； 

4）、依图像实际设定处理方法、模板类型、模板大小； 

5）、单击“形态学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处理图像；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形

态学”。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要处理的目标区域范围 

方法 改变图像灰度及形态的方法：膨胀、腐蚀、闭、开、顶帽变换、底帽变换 

模板 改变图像灰度及形态的模板样式：矩形、八边形 

模板宽度 设定修改图片灰度及形态的宽度 

模板高度 设定修改图片灰度及形态的长度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处理图像成功结果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将处理过灰度及形态的图像进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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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事项 

1）、检测区域越大软件运算数据量越大故运行时间越长； 

2）、请依实际图像质量选择合适方法。 

3、图像处理结果比对 

 
图：膨胀运算结果 

 

图：腐蚀运算结果 

4、知识拓展 

关于图像处理，为实现稳定的检测，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干扰源较少的图像。现在为大家介绍一

种预处理滤波器，它可以改善在光学条件下无法消除的干扰源。用滤波器对原图像进行预处理时，

图像越大，处理时间就越长。因此，指定必要的范围再用滤波器进行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1）、预处理定义：为通过图像处理进行检测，事先取得合乎要求的优质图像是必不可少的。对于

单纯通过拍摄所得到的图像，由于受光源种类或工件的材质、拍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会无法

得到预期的图像、或导致检测结果不够稳定。因此，采用图像滤波器，可对图像进行符合使用目的

的图像加工（转换）。这称为图像的预处理。通过进行预处理，可使图像更加清晰、突出符合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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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要素（形状、颜色等），并消除不需要的要素（干扰源）。采用滤波器进行的预处理可以利

用图像处理装置或电脑的照片修饰软件等很多方面。滤波器有好多种，所以充分理解它们各自的特

性、使用适当的滤波器是非常重要的。 

 

 
图：预处理排除干扰 

2）、膨胀滤波器：是消除图像处理所不需要的干扰源成分（瑕疵）的滤波器。具体是把 3×3 这一

中心像素的浓淡度值置换为 9 个像素中浓淡度最高的浓淡度值。对黑白图像施以膨胀滤波器时，只

要 3×3 的中心像素周围有一个白色像素，就会把 9 个像素全部置换为白色。 

3）、收缩滤波器：收缩滤波器也是有助于消除干扰源成分的滤波器。它与膨胀滤波器相反，是把

3×3 这一中心像素的浓淡度值置换为 9 个像素中浓淡度最低的浓淡度值。对黑白图像施以收缩滤

波器时，只要 3×3 的中心像素周围有一个黑色像素，就会把 9 个像素全部置换为黑色。 

 

图：收缩滤波器 1 

 

图：收缩滤波器 2 

4）、开运算：先腐蚀后膨胀的过程称为开运算。用来消除小物体、在纤细点处分离物体、平滑较

大物体的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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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开运算 

5）、闭运算：先膨胀后腐蚀的过程称为闭运算。用来填充物体内细小空洞、连接邻近物体、平滑

其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其面积。 

  

图：闭运算 

6）、顶帽操作和底帽操作是灰度图像所特有的，其原理是开操作将使峰顶消去，具体消去了多少

呢，可以用原图减去开操作结果，这样就能得到其消去的部分，而这个过程成为顶帽操作，顶帽就

是开操作消去的峰顶，这一部分对应于图像中较亮的部分，也叫白色顶帽。 

 

图：顶帽操作 

7）、底帽操作是用闭操作的结果减去原图就得到被闭操作填充的谷底部分，这一部分对应于图像

中较暗的部分，也叫黑色底帽。 

 

图：顶帽操作 

1.7、亮度均匀化 

用于对指定区域进行亮度均匀化处理：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亮度均匀化处理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要处理的目标区域图像范围 

模板宽度 设定处理的模板宽度 

模板高度 设定处理的模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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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均匀化系数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输出图像 输出经本工具处理之后的图像 

1、范例： 

如需要使用亮度均匀处理图像，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亮度均匀处理前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滤波目标区域范围，

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滤波区域。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绿色矩形框； 

4）、依图像实际设定模板高度、模板宽度及系数大小； 

5）、单击“亮度均匀化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均匀化处理之后图像把左

边亮度较低地方提升，右边亮度较低地方降低，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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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亮度均匀处理后 

 

1.8、均值滤波 

用于对指定区域进行均值滤波：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滤波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要滤波的目标区域图像范围 

滤波宽度 设定滤波的模板宽度 

滤波高度 设定滤波的模板高度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输出图像 输出经本工具滤波处理之后的图像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均值滤波器处理图像，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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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均值滤波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所

输出坐标信息；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滤波目标区域范围，

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滤波区域。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绿色矩形框； 

4）、依图像实际设定滤波高度及宽度尺寸大小； 

5）、单击“均值滤波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滤波图，可以发现经滤波之

后模糊了图像边界。 

 

2、知识拓展 

均值滤波也称为线性滤波，其采用的主要方法为邻域平均法。线性滤波的基本原理是用均值代

替原图像中的各个像素值，即对待处理的当前像素点（x，y），选择一个模板，该模板由其近邻的

若干像素组成，求模板中所有像素的均值，再把该均值赋予当前像素点（x，y），作为处理后图像

在该点上的灰度值 g（x，y），即 g（x，y）=1/m ∑f（x，y），m 为该模板中包含当前像素在内

的像素总个数。这样的方法可以平滑图像，速度快，算法简单。但是无法去掉噪声。平滑线性滤波

处理降低了图像的“尖锐”变化。由于典型的随机噪声由灰度级的急剧变化组成，因此常见的平滑

处理的应用就是降低噪声。均值滤波器的主要应用是去除图像中的不相关细节，其中“不相关”是

指与滤波器模板尺寸相比较小的像素区域。然而，由于图像的边缘也是由图像灰度的尖锐变化带来

的特性，所以均值滤波处理还是存在着边缘模糊的负面效应。 

如下图，1~8 为(x,y)的邻近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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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算法简单，计算速度快； 

缺点：降低噪声的同时使图像产生模糊，特别是景物的边缘和细节部分。 

 

1.9、中值滤波 

用于对指定区域进行中值滤波处理：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改变灰度和形态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要滤波的目标区域图像范围 

滤波宽度 设定滤波的模板宽度 

滤波高度 设定滤波的模板高度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输出图像 输出经本工具滤波处理之后的图像 

1、范例： 

如需要使用中值滤波器处理图像，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中值滤波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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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滤波目标区域范围，

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滤波区域。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红色矩形框； 

4）、依图像实际设定滤波方法及半径； 

5）、单击“中值波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滤波图，可以发现经滤波之后

模糊了图像边界； 

 

2、处理图像比对 

 
图：中值滤波处理对比 

 

3、知识拓展 

1）、中值滤波是一种非线性的图像平滑方法，与均值滤波器以及其他线性滤波器相比，它能够很

好地滤除脉冲噪声，同时又能够保护目标图像边缘。它是一种邻域运算，类似于卷积，但计算的不

是加权求和，而是把邻域中的像素按灰度级进行排序，然后选择该组的中间值作为输出像素值，中

值滤波可定义为: 

 

式中:g(x，y)和 f（x-i，y-i）分别为输出和输入像素灰度值，W 为模板窗口。窗 W 可以取线状、方

形、十字形、圆形、菱形等。 

2）、中值滤波一般使用二维模板，滤波窗口通常为 3*3，5*5，7*7 区域，实际使用中，我们常

常放大窗口长度，选取最合适的直到滤波效果满意为止，对于缓变长轮廓物体一般采用方形和圆形，

对于尖角形一般采用十字形窗口。后面的程序采用 3*3 矩形区域。实现方法是通过从图像中的某

个采样窗口取出奇数个数据进行排序。用排序后的中值取代要处理的数据即可。 

3)、中值滤波对椒盐噪声的抑制效果好，在抑制随机噪声的同时能有效保护边缘少受模糊。但它对

点、线等细节较多的图像却不太合适。对中值滤波法来说，正确选择窗口尺寸的大小是很重要的环

节。一般很难事先确定最佳的窗口尺寸，需通过从小窗口到大窗口的中值滤波试验，再从中选取最

佳的。 

 

1.10、灰度拉升 

灰度拉升工具根据目标的图片进行图片处理。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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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灰度拉升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目标搜索区域，指定软件所要搜索的模板区域的范围 

拉伸下限 在下限和上限之间的灰度值会被强制变为 255 

 拉伸上限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成功输出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将处理后的图像输出 

1、范例： 

如需要使用灰度拉升工具将图中红色框区域做处理，软件设定方法。 

 

图：灰度拉升设定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本例与轮廓匹配输出的“匹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灰度拉伸目标区域

范围，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拉伸区域。本例选择

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绘制红色矩形框； 

4）、依图像实际设定拉伸阈值的上下限； 

5）、单击“灰度拉伸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拉伸后图像，如图 B1-38；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二

值化”。 

 

2、图像处理结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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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灰度拉升对比 

 

3、知识拓展 

图像的二值化处理就是将图像上的点的灰度值为 0 或 255，也就是将整个图像呈现出明显的黑白效

果。即将 256 个亮度等级的灰度图像通过适当的阈值选取而获得仍然可以反映图像整体和局部特征

的二值化图像。 

 

1.11、SheetOfLight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88%E5%8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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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几何变换 

2.1、仿射变换 

2.2、坐标变换 

2.3、裁切 

裁切工具是从原图中裁切出用户指定的区域图像。 

1、范例： 

如需将图像中二维码区域裁切处理： 

 

图：裁切设定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读码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功能

所输出坐标信息，本例与轮廓匹配输出的“匹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在 ROI 工具栏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所需裁切的原图像中绘制所需

裁切图像所在区域，如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二维码区域外围绘制了矩形区域；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讲用于裁切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裁切出的区域图像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成功输出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裁切出用户指定的区域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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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一次“裁切：运行”执行一次算法模块即可输出裁切出所需区域图像；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重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

二维码裁切。 

 

2、图像处理比对结果 

 
图：裁切图片比对 

 

2.4、点胶 

2.5、位移平台 

2.6、几何变换 

几何变换工具参数设置： 

1、范例： 

如需使用几何变换工具，软件设定如下：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指定所需用于变换的图像关联 

镜像 几何变换方法，包含关于 X 轴、Y 轴、XY 轴 3 种变换方法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裁切出的区域图像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成功输出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经本算法依设定变换方法变换之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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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几何变换 

1）、将“输入图片”关联到需要做变换处理的图片，如本例与“图像任务.图片”相关联； 

2）、鼠标移动到“镜像”栏位，依实际所需选择需要的变换算法，如本例选择“X”轴变换后输

出图像如：图：X 轴镜像； 

3）、点击一次“几何变换：运行”即可执行本算法模块一次 ； 

4）、在“重命名”栏位可为本算法重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可输入 X 轴镜像； 

 

2、图像处理效果 

 

图：X 轴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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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Y 轴镜像 

 

图：XY 轴镜像 

 

2.7、机械手控制 

2.8、PoseEstimate 

2.9、透视变换 

透视变换可将指定区域放大拉伸成矩形。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指定所需用于变换的图像关联 

左上点 

指定 4 个像素点位，然后拉伸成矩形显示。 
右上点 

左下点 

右下点 

宽度 生成图片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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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例： 

如需使用透视变换，设置如下： 

 

图：透视变换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

如：本例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分别移动到左上点、右上点、左下点、右下点，设置所需坐标参数，本例以图像二维

码四个角为坐标； 

3）、鼠标移动到分别移动到宽度、高度，设置输出图像宽高参数； 

4）、设置精度参数，能不同程度锐化处理后的图像； 

5）、单击“透视变换.运行”按钮，处理图像； 

6）、成功后，单击输出图像，图像效果如图：透视变换结果所示； 

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区

域放大”； 

 

1、图像处理结果比对 

高度 生成图片的高度 

精度 图像的锐化程度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成功输出为是，反之则为否； 

输出图像 经本算法依设定变换方法变换之后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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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透视变换结果 

 

2.10、畸变校正 

畸变校正用于改善镜头畸变，当图像畸变过大，或者要求高精度时，可以用畸变校正。 

1. 范例： 

如需使用畸变校正，软件使用如下 

 

图：畸变校正 

1）、将鼠标移动至“数据类型”，点击鼠标左键，可以选择数据类型：图片、点、线；本例中数

据类型选择：图片；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选择进行校正的数据类型，可以为图片、点线 

输入图片 指定所需用于校正的图像关联 

输出 
输出图像 经本算法依设定畸变校正进行校正之后图像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成功输出为是，反之则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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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

如：本例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3）、点击“畸变校正 1.运行”按钮，即将本算法运行一次； 

4）、运行成功后，点击“输出图像”，即可以得到进行畸变校正后的图像，如图：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 

 

2、图像处理比对结果 

 
图：畸变校正结果 

2.11、缩放 

缩放工具用于实现缩小或者放大图像分辨率的功能。 

1、范例： 

如需将图像高及宽方向分辨率降低 0.5，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设置数据类型，有图片、区域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缩放的图像来源 

WidthFactor 设定图像宽度方向缩放比例 

HeightFactor 设定图像高度方向缩放比例 

精度 设定缩放精度 

输出 
输出图像 输出经缩放后的图像 

成功 本工具执行成功的标志，成功则输出为是，否则则输出否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39 / 148 

 

图：缩放 

1）、将鼠标移动到“数据类型”栏位设定缩放数据类型为：图片； 

2）、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缩放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3）、将鼠标分别移动到“WidthFactor”与“HeightFactor”栏位设定缩放比例为 0.5，设定精度为

“高”； 

4）、点击一次“缩放.运行”执行一次算法模块即可输出经缩放的图像，未缩放图像分辨率：

1280*1024）经缩放后为：640*512；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重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

缩小图像。 

 

2.12、旋转 

旋转工具用于实现输入图片依设定的角度旋转功能。 

1、范例： 

如需将图像旋转 45度，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旋转的图像来源 

角度 设定所需要旋转的角度 

精度 设定旋转精度 

输出 
输出图像 输出经旋转后的图像 

成功 本工具执行成功的标志，成功则输出为是，否则输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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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旋转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旋转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分别移动到“角度”栏位设定未 45 度，设定精度为“高”； 

3）、点击一次“旋转：运行”执行一次算法模块即可输出经旋转的图像； 

4）、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重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

转 45 度。 

 

2.13、极坐标变换 

极坐标变换工具用于实现将输入图像指定区域的弧形区域图像变换成水平方向图像，即圆形极坐标

转换成直角坐标系。 

1、范例： 

如需将图像瓶盖中的弧形字符变换成水平分布，以方便后续字符识别功能，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变换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变换的弧形区域 

精度 设定转换精度 

输出 
成功 本工具执行成功的标志，成功输出为是，否则输出否 

输出图像 输出变换后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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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极坐标变换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如：

本例所需旋转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选取环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弧形的数字所在区域绘制变换区域； 

3）、点击一次“极坐标变换. 运行”单独执行一次本工具即可在输出图像端得到经变换之后的图

像如图：极坐标变换结果所示； 

4）、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重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

变换； 

5）、经本工具转换之后因 ROI 起始角度关系有可能得到的图像是镜像之后图像，可以在本工具之

后添加“几何变换”工具设定关于 X 轴镜像（详见几何变换）实现图像镜像矫正如图：镜像矫正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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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极坐标转换结果 

 

 

图：镜像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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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位 

3.1、斑点定位 

斑点定位（Blob 定位）用于配合斑点分析（Blob 分析）工具得出的斑点区域坐标信息得到匹

配位置信息，实现产品定位功能。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区域 引用区域来源，用于解析位置信息坐标区域（斑点分析输出区域） 

定位方式 
中心 XY：匹配信息包含区域中心的坐标 X 及 Y； 

中心 XY 和角度：匹配信息包含区域中心的坐标 X、Y 及角度； 

匹配数量 设定斑点区域模板数量 

坐标方式 
绝对：输出目标的绝对位置 

相对：输出目标相对于模板的位置偏差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本工具执行结果标志成功为是；反之则为否 

匹配位置 目标位置，输出目标区域坐标位置坐标数据 

输出位置 十字线标记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斑点定位的方法定位出圆圈的位置信息，软件设定方法： 

A、 在使用本工具之前需先使用斑点分析工具，在整个图像范围内找出圆圈，如下图（使用方法请

参考斑点分析工具帮助） 

 
图：斑点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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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使用斑点分析工具检测出圆圈之后再在算法流程树中添加本工具： 

 
图：斑点定位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区域 ”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和“斑点分析”工具得出的输

出区域相关联，如图 B3-3 所示； 

2）、依实际选择合适的定位方式、匹配数量及坐标方式； 

3）、单击“斑点定位训练”按钮完成匹配坐标初次设定； 

4）、单击“斑点定位.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匹配信息；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圆

圈定位”。 

 

3.2、圆定位 

圆定位工具用于在目标图像的检测区域内拟合出圆，给出圆心的坐标信息。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圆定位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目标检测区域，在指定区域内拟合出圆边缘 

阈值 设定拟合圆边缘时边缘阈值 

边缘类型 

设定拟合圆时边缘方向 

全部：指定边缘类型包含黑到白或白到黑； 

黑到白：指定边缘类型为从黑到白； 

白到黑：指定边缘类型为从白到黑； 

边缘选择 
设定所要拟合圆边缘类型， 

起始：即第一个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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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末：最后一个边缘 

坐标方式 

设定坐标输出方式 

绝对：输出目标的绝对位置 

相对：输出目标相对于模板的位置偏差 

相对中心：输出目标相对于图像中心的位置偏差 

输出 

成功 本工具执行成功的标志，执行成功则为：是；反之为：否 

匹配位置 输出拟合圆的中心点坐标数据 

输出位置 十字线标记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圆定位定位出圆圈所在位置，软件设定方法： 

 
图：圆定位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本例

所需定位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在“ROI”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在图像中选择合适 ROI 工具，

在图像上绘制模板区域大致会移动范围内绘制蓝色的圆形区域； 

3）、依实际选择合适的阈值、边缘类型、边缘选择及坐标方式； 

4）、单击“圆定位训练”按钮完成圆定位设定； 

5）、单击“圆定位运行”按钮运行本算法，即可得出匹配信息；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外

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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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颜色匹配 

颜色匹配工具根据目标的颜色特点定位产品，学习模板后，给出目标的位移和角度信息。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颜色匹配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模板区域 设定目标模板区域，将在搜索区域内搜寻与模板区域相似的图像 

搜索区域 设定目标搜索区域，指定软件所要搜索的模板区域的范围 

起始角度 搜索模板相似区域的起始角度 

角度范围 
搜索模板相似区域总的角度范围； 

角度范围=起始角度-终止角度； 

匹配值 最小匹配值，范围 0~1，指定搜寻到目标图像与模板图像相似值 

匹配数量 搜寻出与模板相似区域的数量 

坐标方式 

绝对：输出目标的绝对位置 

相对：输出目标相对于模板的位置偏差 

相对中心：输出目标相对于图像中心的位置偏差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搜寻到与模板相似区域时，输出为“是”，反之为“否”； 

匹配位置 输出目标区域的位置点坐标数据 

输出数量 输出搜索到的目标区域数量 

输出位置 十字线标记 

1、范例： 

如需要使用颜色匹配工具搜寻出图像中“黄色”色块在图像中所在的区域，软件设定方法： 

 

图：颜色匹配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本例

所需定位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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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实际填写合适“起始角度“、“角度范围”、“比配值”、 “匹配数量”及“坐标方式”，

其中起始角度、角度范围及“匹配数量会影响本算法运行时间数值越大运行时间越长，建议依实际

填入合适数值，； 

3）、鼠标移动到“模板区域”，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定位的模板区域范围，

本例依要求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黄色”所在区域绘制模板区域； 

4）、鼠标移动到“搜寻区域”，在“ROI”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在图像中选择合适 ROI 工具，在图

像上绘制模板区域大致会移动范围内绘制合适的搜寻区域，本例依要求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

“黄色”可能出现移动范围区域绿色矩形框；搜寻区域越大算法处理时间越长，建议依实际绘制合

适的搜寻区域； 

5）、单击“颜色匹配训练”按钮完成轮廓匹配设定； 

6）、单击“颜色匹配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匹配信息； 

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黄

色定位”。 

 

2、注意事项 

1）、模板区域要有清晰的色彩值； 

2）、模板当中不要有很多的干扰色。 

 

3.4、定位 

用于通过给定指定坐标信息生成新的坐标信息用于实现定位功能。 

 
参数 说明 

输入 

方法 

设定定位方法; 

点-角度：依据输入的点坐标信息及角度信息生成定位信息； 

点-点：依据输入的两个点坐标信息生成定位信息； 

平移-旋转：依据输入的 X、Y 及角度信息生成定位信息； 

输入信息 设定用于定位的坐标信息量 

坐标方式 

设定坐标输出方式 

绝对：输出目标的绝对位置 

相对：输出目标相对于模板的位置偏差 

相对中心：输出目标相对于图像中心的位置偏差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搜寻到与模板相似目标图像结果为是，反之则为否； 

匹配位置 目标位置，输出在图像上搜寻到与模板相似目标图像的位置点坐标数据 

输出位置 十字线标记 

1、范例： 

如需使用定位工具配合边缘查找工具实现定位，软件设定方法： 

A、在使用定位工具之前，需先使用边缘查找工具找出产品两个边缘（设定方法请参考边缘查找帮

助）及边缘交点（设定方法请参考线线交点帮助）信息，如下图：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48 / 148 

 

图：线线交点 

B、使用角度测量工具以第一条边作为基准边如下图： 

 
图：角度测量 

C、使用定位工具综合以上得到的信息实现产品定位功能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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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定位 

1）、将鼠标焦点移动到“方法”栏位单击鼠标设定定位方法为：点-角度； 

2）、将鼠标焦点移动到“点“右键选择与两条边缘得到的”线线交点“得出交点信息关联； 

3）、将鼠标焦点移动到“角度 “右键选择与第一条边缘做基准边缘的夹角的”角度测量“得出角

度关联；； 

4）、单击“定位.训练”按钮完成坐标定位初始化设定； 

5）、单击“定位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匹配信息；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边

缘定位”； 

 

3.5、灰度匹配 

灰度匹配工具根据目标区域的灰度信息，学习模板后，给出目标位置和角度信息。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模板区域 设定目标模板区域，搜索区域内搜寻与之相似的图像 

搜索区域 设定目标搜索区域，指定搜索的区域的范围 

起始角度 搜索模板相似区域的起始角度 

角度范围 
搜索模板相似区域总的角度范围； 

角度范围=起始角度-终止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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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值 最小匹配值，范围 0~1，指定搜寻到目标图像与模板图像相似值 

匹配数量 搜寻出与模板相似区域的数量 

坐标方式 

绝对：输出目标的绝对位置 

相对：输出目标相对于模板的位置偏差 

相对中心：输出目标相对于图像中心的位置偏差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搜寻到与模板相似区域时，输出为“是”，反之为“否”； 

匹配位置 输出目标区域的位置点坐标数据 

输出数量 输出搜索到的目标区域数量 

输出位置 十字线标记 

1、范例： 

使用灰度匹配搜寻出图像中“字符”所在区域，软件设定法： 

 

图：灰度匹配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本例

所需定位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依实际填写合适“起始角度“、“角度范围”、“匹配值”、 “匹配数量”及“坐标方式”，

其中起始角度、角度范围及“匹配数量会影响本算法运行时间数值越大运行时间越长，建议依实际

填入合适数值，； 

3）、鼠标移动到“模板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定位的模板区域范

围，本例模板为绿色矩形区域“Intel”； 

4）、鼠标移动到“搜寻区域”单击，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绘制合适的搜寻区域，本例搜索范围

为蓝色矩形区域，“intel”可能出现的位置； 

5）、单击“轮廓匹配训练”按钮完成轮廓匹配设定； 

6）、单击“灰度匹配运行”按钮运行本算法，即可得出匹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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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Intel

定位”； 

 

2、注意事项 

1）、搜寻区域会影响算法处理时间越长，建议依实际绘制合适的搜寻区域； 

2）、灰度匹配方法的主要缺陷是计算量太大，对于有速度要求的尽量少用； 

 

3、知识拓展 

相关知识请查看轮廓匹配知识拓展。 

 

3.6、坐标标定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坐标定位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原点类型 

设定定位原点类型： 

单线：只适用于产品只会在单方向（单 X 轴方向或单 Y 轴方向）上存在

偏移的定位，软件将以第一区域搜索范围内边缘点坐标信息为基础产生

新的匹配位置坐标信息； 

双线：只适用于产品只会在 X 轴方向与 Y 轴方向上（θ方向位置固定）

存在偏移的定位，软件将以第一区域与第二区域搜索范围内边缘线交点

坐标原点，第一区域与第二区域内边缘线组成 XY 直角坐标系； 

双线和角度： （预留功能） 

三线和角度：适用于定位产品在 X、Y 及 θ方向均存在偏移的产品，软

件将以第一区域与第三区域搜索范围内边缘线交点坐标信息为坐标原

点，第二区域与第三区域内边缘线夹角差异值为新的匹配位置角度信息 

第一区域 设定目标搜索第一区域 

第二区域 设定目标搜索第二区域 

垂直区域 设定目标搜索垂直区域 

第一区域阈值 阈值范围 0~255 

第一区域边缘类型 设定将要搜索的边缘类型包含白到黑与：黑到白 

第二区域阈值 设定边缘阈值范围 0~255 

第二区域边缘类型 设定将要搜索的边缘类型包含白到黑与：黑到白 

垂直区域阈值 设定边缘阈值范围 0~255 

垂直区域边缘类型 设定将要搜索的边缘类型包含白到黑与：黑到白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本工具执行结果标志，成功为是，反之则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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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位置 目标位置，输出在图像上搜寻到边缘坐标与基准坐标偏差位置点信息 

第一区域边缘点 输出第一区域的搜寻到的边缘点，即第一区域检测到的直线的中点 

第二区域边缘点 输出第二区域的搜寻到的边缘点，即第二区域检测到的直线的中点 

垂直区域边缘点 输出搜寻到的垂直区域的边缘点，即垂直区域检测到的直线的中点 

输出位置 十字线标记 

1、范例： 

 

图：坐标定位 

1）、将鼠标移动至图片输入，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图片来源，本例所需图片与图像任务图片相关

联；选择匹配，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轮廓匹配位置相关联，或者不需匹配；  

2）、依实际选择合适的定位方式，原点类型，本例为三线和角度；  

3）、设定好区域，第一、第二区域在 Y 方向边缘上，如图红色和绿色区域，蓝色为垂直区域，在

X 方向的边缘上 

4）、依所需检测样品图像设定阈值边缘类型，本例阈值都设置为 20，类型为白到黑； 

5）、依次单击“ 坐标定位.训练”“坐标定位.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到训

练后的原点；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边

缘定位”； 

 

3.6、轮廓匹配 

轮廓匹配工具根据目标的形状特点定位产品，学习模板后，给出目标的位移和角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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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模板区域 设定目标模板区域，搜索区域内搜寻与之相似的图像 

搜索区域 设定目标搜索区域，指定搜索的区域的范围 

起始角度 搜索模板相似区域的起始角度 

角度范围 
搜索模板相似区域总的角度范围； 

角度范围=起始角度-终止角度； 

匹配值 最小匹配值，范围 0~1，指定搜寻到目标图像与模板图像相似值 

匹配数量 搜寻出与模板相似区域的数量 

坐标方式 

绝对：输出目标的绝对位置 

相对：输出目标相对于模板的位置偏差 

相对中心：输出目标相对于图像中心的位置偏差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搜寻到与模板相似区域时，输出为“是”，反之为“否”； 

匹配位置 输出目标区域的位置点坐标数据 

输出数量 输出搜索到的目标区域数量 

输出位置 十字线标记 

1、范例： 

使用轮廓匹配搜寻出图像中“公鸡”所在的区域，软件设定方法： 

 
图：轮廓匹配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本例

所需定位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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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实际填写合适“起始角度“、“角度范围”、“匹配值”、 “匹配数量”及“坐标方式”，

其中起始角度、角度范围及“匹配数量会影响本算法运行时间数值越大运行时间越长，建议依实际

填入合适数值，； 

3）、鼠标移动到“模板区域”，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模板区域，本例模板为红色

矩形框内的“公鸡”； 

4）、鼠标移动到“搜寻区域”，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合适的搜寻区域，本例搜索

范围为绿色矩形框，“公鸡”出现的区域范围；搜寻区域越大算法处理时间越长，建议依实际绘制

合适的搜寻区域； 

5）、单击“轮廓匹配训练”按钮完成轮廓匹配设定； 

6）、单击“轮廓匹配运行”按钮运行本算法，即可得出匹配信息； 

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公

鸡定位”； 

 

2、注意事项 

1）、模板区域要有清晰的轮廓边界； 

2）、模板当中不要有很多的干扰假边； 

 

3、知识拓展 

1）、灰度匹配：最经典的灰度匹配法是归一化的灰度匹配法，其基本原理是逐像素的把一个以一

定大小的实时图像窗口的灰度矩阵，与参考图像的所有可能的窗口灰度阵列，按某种相似性度量方

法进行搜索比较的匹配方法，从理论上说就是采用图像相关技术。 

2）、轮廓匹配：轮廓匹配首先对图像进行预处理来提取其高层次的特征，然后建立两幅图像之间

特征的匹配对应关系，通常使用的特征基元有点特征、边缘特征和区域特征。特征匹配需要用到许

多诸如矩阵的运算、梯度的求解、还有傅立叶变换和泰勒展开等数学运算。 

3）、灰度匹配和轮廓匹配区别：灰度匹配是基于像素的，轮廓匹配则是基于区域的，轮廓匹配在

考虑像素灰度的同时还应考虑诸如空间整体特征、空间关系等因素。图像的轮廓点比像素点要少很

多，大大减少了匹配过程的计算量；同时，轮廓点的匹配度量值对位置的变化比较敏感，可以大大

提高匹配的精确程度;而且，轮廓点的提取过程可以减少噪声的影响，对灰度变化，图像形变以及

遮挡等都有较好的适应能力。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1%B0%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D%92%E4%B8%80%E5%8C%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8%E4%BC%BC%E6%80%A7%E5%BA%A6%E9%87%8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5%83%8F%E7%9B%B8%E5%85%B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5%BE%81%E7%82%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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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征提取 

4.1、斑点分析 

二值化（黑白）图像内具有相同浓淡度（255 或者 0）的像素集合分析出斑点。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图像中检测范围 

方法 
绝对：输出目标的绝对位置； 

相对：输出目标相对于模板的位置偏差； 

低阈值 
设定阈值，对图像进行黑白二值化参数设置（0-255） 

高阈值 

填充 
若面积内有孔洞，会自动进行填补，根据实际需要开启 

最小面积 
指定所需被检测区域的最小和最大面积作为筛选区间，在此区间外的区域被填充 

最大面积 

面积过滤 
ON:使用面积过滤功能； 

OFF：不使用面积过滤功能 

面积过滤低阈值 
指定所需被检测区域的最小和最大面积作为筛选区间，在此区间外的区域被过滤 

面积过滤高阈值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搜寻到与斑点相似区域时，输出为“是”，反之为“否”； 

斑点数量 输出检测斑点的个数 

输出区域 输出检测出斑点的区域 

1、范例： 

使用斑点分析确定区域中“白色斑点”个数，软件设定方法： 

 

图：斑点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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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本例

所需斑点分析的输入图片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本例与轮廓匹

配输出的“匹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出所需检测的区域，本例搜

索区域为红色矩形框； 

4）、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写合适“方法“、“低阈值”、“高阈值”、“填充”、“最小面积”、

“最大面积”、“面积过滤”、“面积过滤低阈值”、“面积过滤高阈值”，建议依实际检测要求

填入合适数值，可以提升测试稳定性； 

5）、单击“斑点分析运行”按钮运行本算法，即可得出斑点分析信息；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白

色斑点数量”。 

 

2、注意事项 

1）、检测范围越大处理时间越长，因此需依项目实际需求设定相应的检测范围； 

2）、阈值上下限请以项目实际填写，合适的阈值可以稳定检测出斑点特征； 

3）、填写合适的过滤条件可以去除不必要的干扰。 

 

3、知识拓展 

1）、斑点（Blob）分析定义：斑点指图像中的具有相似颜色、纹理等特征所组成的一块连通区域。

Blob 分析其实就是将图像进行二值化，分割得到前景和背景，然后进行连通区域检测，从而得到

Blob 区域的过程。简单来说，Blob 分析就是在一块“光滑”区域内，将出现“灰度突变”的小区

域寻找出来，如图：Blob 定义所示。 

 

图： Blob 定义 

2）、在影像系统中，每个像素根据光强度传送 256 级数据（8 位）。在进行单色（黑白）处理

时，黑色被认 作 “0”，白色被认作 “255”，从而允许将每个像素接受的光强度转换为数值数

据。也就是说，相机的所有像素均为 0（黑色）到 255（白色）之间的值。例如，灰色包含一半

黑色一半白色，它将被转换为 “127”。 

3）、适用与有无和缺陷检测。常用于二维目标图像、高对比度图像、存在/缺席检测、范围数值和

旋转不变性需求。例如：纺织品瑕疵检测、玻璃的瑕疵检测、机械零件的表面缺陷检测等，如下图，

斑点分析检测玻璃瓶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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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点分析检测玻璃瓶瑕疵 

 

4.2、斑点特征 

对输入的斑点（Blob）各个参数进行分析，一般与斑点分析（Blob 分析）配合。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区域 引用输入区域来源，指定斑点范围检测区域 

输出 

中心点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指定斑点的中心点位置 X 和位置 Y 

面积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指定斑点的面积值大小 

宽度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指定斑点的宽度值大小 

高度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指定斑点的高度值大小 

外接矩形长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斑点的外接矩形长大小 

外接矩形宽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斑点的外接矩形宽大小 

角度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斑点的角度大小 

圆形度 以 0.00-1.00 的数值输出在检测出斑点和真圆在多大程度上相似 

凸集度 以 0.00-1.00 的数值输出在检测出斑点的凸集度 

外接半径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斑点的外接半径大小 

内接半径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斑点的内接半径大小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搜寻到斑点，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标记点 十字点标记 

1、范例： 

如需获取图中圆形区域参数，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A. 在使用本工具之前需先使用斑点分析工具，在整个图像范围内找出圆圈，如下图（使用方法请

参考斑点分析工具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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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点分析处理 

B．在使用斑点分析工具检测出圆圈之后再在算法流程树中添加斑点特征： 

 

图：斑点特征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区域”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输入区域，本

例所需斑点特征的输入区域来源与上一步斑点分析输出区域，如图 B3-6 所示； 

2）、单击“斑点特征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斑点特征信息； 

3）、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白

色斑点特征信息”。 

 

4.3、斑点过滤 

将斑点分析（Blob 分析）分析出来的斑点依据斑点特征对斑点进行筛选，输出满足用户筛选

的斑点。 

 
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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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输入区域 引用输入将用于斑点过滤的斑点分析所输出的区域 

面积过滤 
ON:打开依面积过滤功能； 

OFF：关闭依面积过滤功能； 

最小面积 
指定所需被检测区域的最小和最大面积作为筛选区间，在此区间外的区域被过滤 

最大面积 

宽度过滤 
ON:打开依宽度过滤功能； 

OFF：关闭依宽度过滤功能； 

最小宽度 
指定所需被检测区域的最小和最大宽度作为筛选区间，在此区间外的区域被过滤 

最大宽度 

高度过滤 
ON:打开依高度过滤功能； 

OFF：关闭依高度过滤功能； 

最小高度 
指定所需被检测区域的最小和最大高度作为筛选区间，在此区间外的区域被过滤 

最大高度 

凸集度过滤 
ON:打开依凸集度过滤功能； 

OFF：关闭依凸集度过滤功能； 

最小凸集度 
指定所需被检测区域的最小和最大凸集度作为筛选区间，在此区间外的区域被过滤 

最大凸集度 

孔数过滤 
ON:打开依孔数过滤功能； 

OFF：关闭依孔数过滤功能； 

最小孔数 
指定所需被检测区域的最小和最大孔数作为筛选区间，在此区间外的区域被过滤 

最大孔数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搜寻到斑点，结果为是，反之则为否； 

斑点数量 目标数量，输出满足筛选条件的斑点的数量 

输出区域 目标区域，输出检测斑点的区域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斑点过滤工具筛选出斑点面积大于 2000 的“白色斑点”，软件设定方法： 

 

图：斑点过滤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区域”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输入区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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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所需斑点过滤的输入区域来源与上一步斑点分析的输出区域相关联； 

2）、依实际检测选择过滤条件，填写合适“面积过滤”参数设置；“宽度过滤”参数设置；“高

度过滤”参数设置；“最大凸集度”参数设置；“孔数过滤”参数设置”；设定的内容和参数设置

值根据选择的检测项目确定，例如本例打开“面积过滤功能”，在“最小面积”输入 2000、“最

大面积”输入 999999； 

3）、单击“斑点过滤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斑点过滤信息，本例软件筛

选出斑点面积在 2000~999999 之间的斑点数量为 3； 

4）、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过

滤 2000 的面积”。 

 

4.4、斑点生长 

4.5、集合运算 

用于对两个输入的区域依设定算法进行集合运算： 

 参数 说明 

输入 

区域 1 指定将用于集合运算的第一个区域 

区域 2 指定将用于集合运算的第二个区域 

运算方式 

交集：求两个输入区域相交部分； 

异同：求两个输入区域补集 

并集：合并两个输入区域； 

输出 输出区域 输出经指定算法运算之后的区域 

1、范例： 

求下图中两个黑色椭圆斑点区域的交集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集合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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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合运算添加算法流程中，将区域 1 与斑点分析 1（参考斑点分析帮助）得出的左边圆输出区

域相关联； 

2）将区域 2 与斑点分析 2（参考斑点分析帮助）右边圆输出区域相关联； 

3）设定运算方法为交集； 

4）单击“集合运算.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使用斑点特征工具可以得出两个斑点相交部

分；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将本模块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交集” 

 

4.6、斑点变换 

用于指定的斑点区域变换成指定的形状：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区域 指定将用于斑点变换的区域 

填充 设定是否对变换后区域进行填充 

最小面积 设定将用于变换的斑点区域最小面积值； 

最大面积 设定将用于变换的斑点区域最大面积值； 

形状变换 设定是否进行形状变换 

方法 

设定所需要变换方法 

凸集：将输入区域变换成凸集 

外接圆：将输入区域变换成外接圆形 

正外接矩形：将输入区域变换成外接矩形 

斜外接矩形：依输入区域角度变换成带方向外接的矩形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执行成功的标志，执行成功输出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斑点数量 输出变换之后的斑点数量 

输出区域 输出经变换之后区域 

1、范例： 

求下图中椭圆的外接圆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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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斑点变换 

1）斑点变换添加到算法流程树中，将输入区域与斑点分析 1（参考斑点分析帮助）得出的椭圆输

出区域相关联； 

2）依实际设定是否对变换后区域进行填充、及最小最大面积； 

3）设定变换方法为：外接圆； 

4）单击“斑点变换.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将本模块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外接圆” 

 

 

4.7、彩色斑点 

搜寻具有相同色彩分量区域的数量。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图像中检测范围 

模板区域 设定搜寻的标准颜色区域 

颜色差异 允许的色彩差异值 

面积过滤 
ON:使用面积过滤功能； 

OFF：不使用面积过滤功能 

面积过滤低阈值 
面积过滤 ON 打开时有效，数值不在低阈值和高阈值之间的面积被过滤 

面积过滤高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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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搜寻到斑点，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斑点数量 输出斑点的个数 

输出区域 输出检测出斑点的区域 

1、范例： 

使用彩色斑点搜寻“红色区域”的个数及区域，软件设定方法： 

 

图：彩色斑点分析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本例

的输入图片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关联的坐标系；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出所需检测的区域，本例搜

索区域为绿色矩形区域； 

4）、鼠标移动到“模板区域”，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被检测的区域，本例选

择圆型红色区域为模板区域； 

5）、依实际检测要求选择是否开启面积过滤功能如需开启，请依实际要求设定 “面积过滤低阈值”、

“面积过滤高阈值”，以提高测试稳定性； 

6）、单击“彩色斑点训练”按钮即可完成本次设定，单击“彩色斑点运行”运行本算法，得到检

测区域内与模板具有相同色彩分量的区域（蓝色线条包围的形状是被算法找到的目标）； 

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搜

索红色斑点”； 

 

2、注意事项 

1）、检测范围越大处理时间越长，因此需依项目实际需求设定相应的检测范围； 

2）、填写合适的过滤条件可以去除不必要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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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轮廓 

4.9、对比度 

用于指出区域像素中最大灰度值与最小灰度值的差值： 

1、范例： 

求下图中帽子部分对比度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对比度处理 

1） 对比度检测工具添加到算法流程树中，将输入图与图像任务关联，并依设计设定匹配关联；  

2） 鼠标单击检测区域栏，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所需检测比对度区域绘制检测框，如本例在帽子

区域绘制矩形 ROI 区域；；  

3） 依实际设定检测区域允许的对比度偏差值范围到容差设定栏  

4） 单击：“对比度.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  

5） 在重命名栏位可以将本模块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对比度值”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关联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检测的区域位置 

容差 设定检测区域内允许对比度偏差值 

输出 
合格 对比度数值在容差范围，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输出对比度 输出检测区域内图像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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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创建 ROI 

在图像指定区域创建指定形状、大小及颜色的 ROI，可用于在图像上做特征标记。 

 参数 说明 

输入 

ROI 类型 设定覆盖的 ROI 类型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填充 是否对指定 ROI 区域进行填充 

标记特征参数 依据不同 ROI 类型输入相应的参素 

边缘宽度 设置边缘的宽度 

颜色 设定边缘的颜色 

透明度 设定填充区域的透明度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运行成功，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输出区域 输出标记区域 

1、范例： 

使用创建 ROI 工具，当检测到的圆半径不合格时在圆心位置添加一个“红十字”标号，软件设定方

法： 

 
图：创建 ROI 处理 

1）、将创建 ROI 工具放入 False 分支（使用方法参考分支帮助），设定所需创建 ROI 类型为：“Cross”；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关联坐标信息，本例与轮廓匹配输出的“匹

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移动到“CrossPoint“右键与圆测量输出的圆心相关联； 

4）、依实际设定十字架外接矩形长度、线条宽度、颜色及透明度； 

5）、单击“创建 ROI. 运行”按钮运行算法，即可在图像上看到创建出来的十字标记；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十

字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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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亮度 

用于检测指定的区域图像内像素矩阵中平均灰度值：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指定将用于检测亮度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检测区域坐标变换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所需检测亮度的区域位置 

容差 设定检测区域内允许亮度偏差值； 

输出 
合格 检测得出亮度数值在设定的容差范围内则输出结果为：是，反之则输出为：否 

输出对比度 检测区域内图像亮度 

1、范例： 

求下图中帽子部分亮度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亮度 

1）将亮度检测工具添加到算法流程树中，将输入图与图像任务关联，并依设计设定匹配关联； 

2）鼠标单击检测区域栏，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所需检测亮度区域绘制检测框，如本例在帽子区

域绘制矩形 ROI 区域；； 

3）依实际设定检测区域允许的亮度偏差值范围到容差设定栏 

4）单击：“亮度.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将本模块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亮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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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区域形态学 

根据检测需求可改变区域的形态。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区域 指定将用于改变形态学区域来源 

方法 改变图像灰度及形态的方法：膨胀、腐蚀、闭、开、顶帽变换、底帽变换 

模板 改变图像灰度及形态的模板样式：矩形、圆形 

模板宽度 设定形态学模板的宽度 

模板高度 设定形态学模板的高度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运行成功，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输出图像 输出经形态学处理之后的区域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区域形态学工具将图像中圆形黑色斑点凸出区域去除，软件设定方法： 

 

图：区域形态学 

1）将鼠标焦点移动到“输入区域”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区域来源，

如：本例所需处理图像来源与斑点分析输出区域关联； 

2）鼠标焦点移动到“方法”单击，依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形态学方法，如本例依要求设定方法为：

开运算即先对输入区域先腐蚀后膨胀； 

3）依图像实际设定处理模板类型、模板高度及宽度； 

4）单击“区域形态学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输出经处理之后的区域去除了凸

出的小区域，整个区域圆形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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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开

运算”。 

 

2、知识拓展： 

关于图像处理，为实现稳定的检测，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干扰源较少的图像。 现在为大家介绍一种

预处理滤波器，它可以改善在光学条件下无法消除的干扰源。用滤波器对原图像进行预处理时，图

像越大，处理时间就越长。因此，指定必要的范围再用滤波器进行处理 是非常重要的。 

1）预处理定义：为通过图像处理进行检测，事先取得合乎要求的优质图像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单

纯通过拍摄所得到的图像， 由于受光源种类或工件的材质、拍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时会无法

得到预期的图像、或导致检测结果不够 稳定。 因此，采用图像滤波器，可对图像进行符合使用目

的的图像加工（转换）。 这称为图像的预处理。通过进行预处理，可使图像更加清晰、突出符合

用途的具体要素（形状、颜色等），并消除不需要的要素（干扰源）。 采用滤波器进行的预处理

可以利用图像处理装置或电脑的照片修饰软件等很多方面。滤波器有好多种，所以 充分理解它们

各自的特性、使用适当的滤波器是非常重要的。 

 

2）膨胀滤波器：是消除图像处理所不需要的干扰源成分（瑕疵）的滤波器。具体是把 3×3 这一中

心像素的浓淡度值置换为 9 个像素中浓淡度最高的浓淡度值。 对黑白图像施以膨胀滤波器时，只

要 3×3 的中心像素周围有一个白色像素，就会把 9 个像素全部置换为白色。 

3）收缩滤波器：收缩滤波器也是有助于消除干扰源成分的滤波 器。它与膨胀滤波器相反，是

把 3×3 这一中心 像素的浓淡度值置换为 9 个像素中浓淡度最低 的浓淡度值。 对黑白图像施以

收缩滤波器时，只要 3×3 的中 心像素周围有一个黑色像素，就会把 9 个像素 全部置换为黑色。 

  

4）开运算：先腐蚀后膨胀的过程称为开运算。用来消除小物体、在纤细点处分离物体、平滑较大

物体的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其面积。 

    

5）闭运算：先膨胀后腐蚀的过程称为闭运算。用来填充物体内细小空洞、连接邻近物体、平滑其

边界的同时并不明显改变其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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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顶帽操作和底帽操作是灰度图像所特有的，其原理是开操作将使峰顶消去，具体消去了多少呢，

可以用原图减去开操作结果，这样就能得到其消去的部分，而这个过程成为顶帽操作，顶帽就是开

操作消去的峰顶，这一部分对应于图像中较亮的部分，也叫白色顶帽。 

     

7）底帽操作是用闭操作的结果减去原图就得到被闭操作填充的谷底部分，这一部分对应于图像中

较暗的部分，也叫黑色底帽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70 / 148 

五、测量 

5.1、角度测量 

角度测量工具根据直线位置坐标求出给定的两条直线之间的角度。 

 
参数 说明 

输入 

线 1 引用第一条直线的坐标位置 

线 2 引用第二条直线的坐标位置 

方向 Line 1 To Line 2：线 1 到线 2 的角度；Line 2 To Line 1：线 2 到线 1 的角度； 

容差 设定显示角度的上下限范围 

输出 

合格 设定容差时显示有效，在容差设定值合格显示“是”、反之显示“否” 

角度 输出角度值大小 

角度定点 两条直线所形成的夹角处坐标位置 XY 

结果标注 两条直线所形成的夹角显示 

1、范例： 

 
图：角度测量 

如需要使用角度测量工具求取左边缘与左下边缘夹角，软件设定方法： 

1）将鼠标移动到线 1 位置，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线 1 位置来源，本例所需线 1 与边缘查找 1 相关

联；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线 2 位置来源，本例所需线 2 与边缘查找 2 相关联； 

2)合适“方向“、“容差””，建议依实际填入合适数值，； 

3)单击“角度测量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角度测量信息； 

4)在“重命名”栏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左边与

左下直线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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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圆拟合 

用于将图像上已知圆弧上坐标点拟合成圆：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点列表 指定将用于拟合的圆弧上的坐标点信息 

去除异常点 设定是否打开排除异常点功能 

异常点阈值 设定去除异常点阈值 

输出 

成功 本工具运行成功的标志，运行成功输出结果为：是，反之则输出为：否 

平均偏差 输出圆弧上坐标点数据平均偏差值 

最大偏差 输出圆弧上坐标点数据最大偏差值 

最大偏差点 输出圆弧上坐标点数据最大偏差值坐标点 

圆中心 输出依输入的圆弧上坐标点拟合出的圆的圆心坐标 

圆半径 输出依输入的圆弧上坐标点拟合出的圆的圆半径 

结果标志 显示拟合出圆的轮廓 

1、范例： 

使用斑点分析（参考斑点分析帮助）获得的图像中各个斑点中心坐标，拟合出斑点的圆心坐标位置，

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圆拟合 

1）、使用 List 循环、数据选择、斑点特征及数据集工具获得图像中所有斑点中心坐标信息，将圆

拟合工具添加到算法流程树中，将输入点列表与数据集关联； 

2）、依实际选择是否打开去除异常点功能及异常点阈值； 

3）、单击：“圆拟合.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即可在图像上观察到拟合出的圆信息； 

4）、在重命名栏位可以将本模块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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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圆测量 

在设定的检测范围内按任意方向进行扫描，检测圆。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需要关联与检测圆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搜索区域坐标变换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图像中检测范围 

低阈值 
设定阈值，对图像进行黑白二值化参数设置（0-255），参数不可高于高阈

值 

高阈值 
设定阈值，对图像进行黑白二值化参数设置（0-255），参数不可低于低阈

值 

检测半径 ON:打开时判断圆半径大小；OFF:关闭时不判断圆半径大小 

半径容差 设定半径容差上下限 

输出 

半径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到圆半径大小 

中心点 以像素点输出检测到圆的中心点 X、Y 坐标位置 

合格 容差设定时有效，在容差设定上下限范围内为是、反之为否 

结果标注 圆显示，结果圆显示在检测范围内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圆测量工具搜寻出图像中“白色圆”在图像中所在的圆信息，软件设定方法 

 

图：圆测量 

1） 将鼠标焦点移动到“输入图片”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

本例所需圆测量的输入图片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 鼠标焦点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在“ROI”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特征选择合适 ROI 工具，

在图像上绘制所需的检测区域范围，本例依要求选择圆 ROI 工具在图像中“圆查找”所在区域

的检测范围 

3）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写合适”低阈值“、”高阈值“、“检测半径”、”半径容差“建议依实际检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73 / 148 

测要求填入合适数值， 

4）单击“圆测量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圆测量信息；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圆

测量”； 

 

5.4、轮廓距离 

5.5、边到线 

5.6、椭圆测量 

5.7、直线拟合 

用于将图像上已知直线上坐标点拟合成直线：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点列表 指定将用于拟合的直线上的坐标点信息 

去除异常点 设定是否打开排除异常点功能 

异常点阈值 设定去除异常点阈值 

输出 

成功 本工具运行成功的标志，运行成功输出结果为：是，反之则输出为：否 

平均偏差 输出圆弧上坐标点数据平均偏差值 

最大偏差 输出圆弧上坐标点数据最大偏差值 

最大偏差点 输出圆弧上坐标点数据最大偏差值坐标点 

拟合线 输出依输入的线上坐标点拟合出的线起始及终点坐标 

结果标志 显示拟合出线的轮廓 

1、范例： 

使用斑点分析（参考斑点分析帮助）获得的图像中各个斑点中心坐标，拟合出斑点的直线坐标位置，

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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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直线拟合 

1）、使用 List 循环、数据选择、斑点特征及数据集工具获得图像中所有斑点中心坐标信息，将圆

拟合工具添加到算法流程树中，将输入点列表与数据集关联； 

2）、依实际选择是否打开去除异常点功能及异常点阈值； 

3）、单击：“直线拟合.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即可在图像上观察到拟合出的直线信息； 

4）、在重命名栏位可以将本模块重命名； 

 

5.8、线圆交点 

用于得到线和圆的交点。 

 
参数 说明 

输入 

线 指定线来源 

圆中心 指定圆来源 

圆半径 引用圆半径来源，指定将用于求线圆交点的圆的半径 

方法 

靠近起始点：求靠近起点位置的交点； 

远离起始点：求远离起点位置的交点； 

靠近中心点：求靠近中心点位置的交点； 

远离中心点：求远离中心点位置的交点； 

ALL：求线与圆所有交点；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运行成功，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交点 输出线与圆的交点坐标位置的坐标 

标记点 十字线标记交点 

1、范例： 

求取下图线和圆的交点，软件设置如下：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75 / 148 

A、利用“斑点分析”和“斑点特征”组合，获取左上角和右上角十字的中心点(使用方法请看斑点

分析和斑点特征)； 

 
图：找十字中心 

B、两个中心点利用“点到点的距离”，拟合直线（使用方法请看点到点的距离）； 

 

图：中心点拟合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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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找圆（使用方法请看圆测量）； 

 
图：找圆 

D、找交点； 

 
图：线圆交点 

1）、鼠标移动到“线”，选择相关联的线，本例与“点到点的距离”输出直线关联； 

2）、鼠标移动到“圆中心”和“圆半径”，分别与“圆测量”输出的中心点和半径关联； 

3）、鼠标移动到“方法”，根据实际要求选择对应方式，本例选择“All”； 

4）、点击“线圆交点. 运行”运行本算法，输出交点坐标；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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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边缘查找 

用于获取直线轮廓；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图像中所需要查找边缘的区域 

边缘类型 

全部：自动判断白到黑、黑到白两者的分界； 

黑到白：黑到白的分界； 

白到黑：白到黑的分界； 

低阈值 
设定阈值，对图像进行黑白二值化参数设置（0-255） 

高阈值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运行成功，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输出线 输出直线的 X、Y、角度值 

结果标注 显示找到的直线 

1、范例： 

使用“边缘查找”找出图像中“左边直线”，软件设定方法： 

 

图：边缘查找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输入图片”，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本例

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选择合适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检测的区域范围，本例检

测区域为红色矩形框； 

3）、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写合适的“边缘类型”、“低阈值”、“高阈值”； 

4）、单击“边缘查找. 运行”按钮运行本算法，即可得出输出线坐标；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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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直线”。 

 

2、注意事项 

当选择的 ROI 工具为“ ”时可以点击工具栏的属性窗口在属性更改方向、高度及宽度等信息，

如图所示： 

 
图：边缘查找 ROI 设置 

 

3、知识拓展 

边缘是指：在图像中分隔明、暗区域的边界。要检测边缘，就必须处理这种不同阴影之间的边界。 

 

图：边缘讲解 

 

5.10、测量 

在设定的检测范围内按任意方向进行扫描，检测多个边缘。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图像中所需要测量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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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 
采用均值平滑来过滤毛刺等干扰项，设置值为 0.1~10，该值越大剔除干扰

项越强。适当应用平滑可以优化顶点查找能力。 

阈值 设定阈值，对图像检测范围内进行黑白二值化参数设置（0-255） 

精度 

低：识别精度低； 

中：识别精度中； 

高：识别精度高； 

比例尺 校正实际值；默认值：1.00000； 

边缘类型 

全部：检测白到黑、黑到白两者的分界； 

黑到白：检测由黑变白到分界； 

白到黑：检测由白变黑到分界； 

边缘对 
ON：； 

OFF：默认状态； 

边缘选择 

全部：默认状态，检测两个边缘之间的距离；起始：检测范围初始边缘；

最末：检测范围末端边缘；first-last：检测范围内第一个边缘到最后一个边

缘；center：检测范围内两个边缘像素相同之间的距离。 

数量 检测边缘的个数 

距离容差 设定边缘直径距离上下限公差； 

间距容差 边缘对打开时有效，设定边缘对间距上下限公差； 

输出 

合格 容差打开时有效，在容差范围内，合格显示“是”、反之显示“否” 

距离 以像素点输出，输出边缘之间的距离 

间距 以像素点输出，输出边缘对测量边缘之间间距 

结果标注 双箭头标注，显示在检测范围内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测量工具测量图像中“PIN 针”尺寸，软件设定方法 

 
图：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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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鼠标焦点移动到“输入图片”栏，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

本例所需测量的输入图片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鼠标焦点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在“ROI”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特征选择合适 ROI 工具，

在图像上绘制所需的检测区域范围，本例依要求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PIN 针”所在区域的

检测范围； 

3）、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写合适”平滑“、”阈值“、”精度“、“比例尺”、“边缘类型”、”边缘

对“、”边缘选择“、”数量”、”距离容差“、”间距容差”，建议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入合适数值； 

4）、单击“测量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尺寸信息； 

5）、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测

量 PIN 针距离”； 

 

5.11、线线交点 

线线交点工具根据直线位置坐标，学习模板后，给出两条直线之间的交点信息。 

 
参数 说明 

输入 
线 1 引用第一条直线的坐标 

线 2 引用第二条直线的坐标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运行成功，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交点 线 1 与线 2 的交点坐标位置 

结果标注 直线显示，显示在线 1 与线 2 交点位置处 

1、范例： 

如需要使用线线交点工具求取左边缘与左下斜边交点坐标，软件设定方法： 

 

图：线线交点处理 

1）、将鼠标移动到“线 1”，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位置来源，本例与“边缘查找 1”相关联；鼠标

移动到“线 2”，选择位置来源，本例与“边缘查找 2”相关联； 

2）、单击“线线交点. 运行”按钮运行本算法，即可得到交点坐标； 

3）、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左

边直线与右下直线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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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线到线 

线到线工具根据直线位置坐标求出两条直线之间的距离。 

     
参数 说明 

输入 

线 1 引用第一条直线的坐标位置 

线 2 引用第二条直线的坐标位置 

比例尺 设定比例，最小为 0 最大为 100 

容差 设定显示距离（像素值）的上下限范围 

输出 

合格 设定容差时显示有效，在容差设定值合格显示“是”、反之显示“否” 

距离 以像素点显示距离大小值 

垂点 垂直于线 2 的垂点坐标位置 

结果标注 直线显示，显示在线 1 与线 2 距离范围 

1、范例： 

如需要使用线到线工具求取左右两个边缘距离，软件设定方法： 

 

图：线到线 

1） 将鼠标移动到线 1 位置，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线 1 位置来源，本例所需线 1 与边缘查找 1 相

关联；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线 2 位置来源，本例所需线 2 与边缘查找 2 相关联； 

2）填写合适“比例尺“、“容差””，建议依实际填入合适数值，； 

3）单击“线到线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线到线距离信息； 

4）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左

边到右边直线距离”； 

 

5.13、顶点查找 

用来查找顶点，反馈顶点的坐标信息。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82 / 148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检测顶点目标区域 

平滑 
采用均值平滑来过滤毛刺等干扰项，设置值为 0.1~10，该值越大剔除干扰项

越强。适当应用平滑可以优化顶点查找能力 

阈值 查找顶点的灰度值，该值范围为 0~255  

精度 查找顶点的准确位置能力，精度越高，位置越准确，时间越长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运行成功，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顶点 输出顶点坐标位置 

标记点 十字线标记顶点 

1、范例： 

使用顶点查找功能找出下图中管角的顶部坐标信息，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图：顶点查找处理 

1）、将鼠标移动“输入图片”，选择图片来源，本例所需图片与图像任务图片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匹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关联坐标，本例没有关联坐标； 

3）、鼠标移动到“检测区域”，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检测区域的范围；  

5）、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写“平滑”、“阈值”、“精度”，建议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入合适数值，

可以提升测试稳定性； 

6）、 单击 “顶点查找.运行”按钮运行本算法，输出顶点位置坐标； 

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ping

脚顶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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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点到线距离 

点到线距离工具根据点和直线位置坐标计算出点到直线之间的距离。 

 参数 说明 

输入 

点 引用对象物体的点坐标位置 

线 引用对象物体的直线的坐标位置 

比例尺 设定比例，最小为 0 最大为 100 

容差 设定显示距离（像素值）的上下限范围 

输出 

合格 设定容差时显示有效，在容差设定值合格显示“是”、反之显示“否” 

距离 以像素点显示距离大小值 

垂点 垂直于线的垂点坐标位置 

结果标注 直线显示，显示在点与线距离 

1、范例： 

如需要使用点到线距离工具求取圆心到边缘距离，软件设定方法： 

1）、将鼠标移动到点位置，单击鼠标右键，选择点位置来源，本例所需点与圆测量 2 相关联；单

击鼠标右键，选择线位置来源，本例所需线与边缘查找 1 相关联； 

2）、填写合适“比例尺“、“容差””，建议依实际填入合适数值，； 

3）、单击“点到线距离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点到线距离信息； 

4）、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圆

心与直线距离”； 

 

5.15、点到点距离 

用于求取两点间距离和中点位置。 

 
图：点到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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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 点 1 引用第一个点的坐标 

点 2 引用第二个点的坐标 

距离类型 

欧几里得：俩点之间的距离； 

X 距离：俩点的 X 坐标距离； 

Y 距离;俩点之间的 Y 坐标距离； 

比例尺 设定比例，最小为 0 最大为 100 

容差 设定距离上下限范围 

输出 

合格 距离在容差范围内，结果为是，反之为否 

中点 两点之间的中点坐标 

线 点组拟合成一条直线，坐标分别是起点和终点 

距离 根据距离类型输出距离 

结果标注 在图像画面显示点到点距离 

1、范例： 

如需要使用点到点距离工具测量两个圆心距离，软件设定方法： 

1）、将鼠标移动到点 1 的来源，本例所需点 1 与圆测量 1 相关联； 

2）、将鼠标移动到点 2 的来源，本例所需点 2 与圆测量 2 相关联； 

3）、将距离类型选取需要的距离，可选择俩点距离、俩点 X 距离、俩点 Y 距离 

4）、设定距离的上下限，如上图在 178~198 范围属于合格； 

5）、单击“点到点距离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点到点信息(包含俩点中点、

俩点组成的线、距离)； 

 
图：点到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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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缺陷 

6.1、轮廓缺陷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轮廓缺陷检测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主要关联的是位置信息，实现坐标跟随 

检测区域 设定目标检测区域 

方向 搜索轮廓方向，由上往下、由下往上、由左往右，由右往左四种类型 

方法 
检测轮廓方法一种是固定轮廓，一种是动态轮廓。所谓固定轮廓表示的是 

注册轮廓坐标是固定。反之就是动态轮廓 

阈值 形成轮廓的灰度区间 

边缘连接 断续的边缘，通过该设置后可以连接起来。设置值范围 0-255 

平滑 轮廓平滑度。某一位置平滑度超过该设置值及表示该位置轮廓有缺陷。 

容差 

设定容差值 

  上限：设置容许缺陷个数偏离中间值的上限差值 

  中值：设置容许缺陷个数中间值 

  下限：设置容许缺陷个数偏离中间值的下限差值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 

轮廓标注 显示轮廓标记 

1、范例： 

 
图：轮廓缺陷 

1）、将鼠标移动图片输入，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图片来源，本例所需图片与图像任务图片相关联；

选择匹配，单击鼠标右键，选择轮廓匹配位置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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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需要检测区域； 

3）、设定好轮廓方向，本例选择由左到右； 

4）、依实际设定参数，方法、阈值、边缘连接、平滑； 

5）、依次单击“轮廓缺陷.训练”“ 轮廓缺陷.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到训练

后的轮廓基准；  

6）、 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边缘

完整性检测”； 

 

6.2、圆瑕疵 

6.3、颜色检测 

用于检测当前检测区域内的图像色彩值与之前训练的标准图像色彩差异值是否在设定容差范围内：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用于检测的图像输入端口 

匹配 匹配关联，搜索区域坐标变换坐标系 

检测区域 所需检测色彩差异的区域位置 

容差 色彩差异的标准值及允许的差异值 

输出 

色差 当前检测区域位置识别到的颜色与训练的标准颜色色彩差异值 

合格 
是：当前检测到的色差值在设定的容错范围内； 

否：当前检测到的色差值超出设定的容错范围； 

1、范例： 

如需要使用颜色检测工具检测当前检测区域内的色差，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1） 要使用本算法工具检测色差之前需要先完成标准颜色的训练，方法如下： 

 

图：颜色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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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颜色检测工具增加到算法流程树中，将输入图片输入端与图像任务图像关联； 

b.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当前标准图像上绘制检测区域； 

c.依实际产品可能存在的色差范围设定容差值； 

d.鼠标单击颜色检测训练按钮，即可将当前检测区域内的图像色彩值保存成标准色彩值； 

2）待完成以上颜色训练之后，要检测当前区域内色差值方法如下： 

 

图：颜色检测 

a. 在所要检测的产品位置上绘制检测区域； 

b. 单击颜色检测运行按钮，即可以执行本工具一次，可以看到当前色彩值超出设定的容差值故本

工具算法显示为否，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工具重命名便于理解使用本工具目的； 

 

6.4、比对 

比对工具根据目标的形状特点记录产品特征，学习模板后，与其它匹配到的产品进行对比。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轮廓比配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搜索区域坐标变换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目标检测区域，软件将在搜索区域内搜寻与模板区域相似的图像 

亮度校正 设定是否进行亮度校正 

边缘宽度 设定比对区域的边缘宽度数值 

对比度 设定检测目标区域内图像的比对度值 

Area 比对区域面积，设定需被检测出的缺陷最小面积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比对结果成功为是，反之则为否； 

标记区域 可设置显示或不显示标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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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例： 

如需要使用比对工具比对印刷商标“MICROMARCH”是否存在缺陷，软件设定方法： 

 

图：比对 

1）、将鼠标焦点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

如：本例所需读码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焦点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

功能所输出坐标信息，本例与轮廓匹配输出的“匹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焦点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在“ROI”工具栏根据所需检测图像特征选择合适 ROI

工具，在图像上绘制所需比对的目标区域范围，所需比对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

需依实际设定合适的比对区域。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商标“MICROMARCH”所在区域绘

制红色矩形框； 

4）、依实际填写“亮度校正”、“对比度”及“Area”值； 

5）、单击“比对训练”按钮将当前目标区域内的图像作为标准图像保存到软件内，完成本次比对

设定； 

6）、单击“比对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 

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商

标缺陷检测”； 

8）、鼠标单击“添加学习”按钮可以为当前检测算法将当前检测区域图像增加为标准图像模板； 

 

2、注意事项： 

1）、支持添加训练新的标准图像； 

2）、比对区域越大，软件所需运算量越大，算法实行时间越长； 

 

3、图像处理结果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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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有缺陷图 

 

6.5、散点比对 

6.6、直线瑕疵 

6.7、区域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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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读取器 

7.1、分类器  

7.2、颜色分类 

用于识别当前图像中检测区域内图像颜色种类： 

 参数 说明 

输入 

颜色种类 用于预先训练所要识别的颜色种类数量 

匹配 匹配关联，搜索区域坐标变换坐标系 

检测区域 所需识别颜色区域位置 

训练方式 

ALL：当单击训练按钮时一次完成训练所有颜色种类数量个子颜

色； 

1：当单击训练按钮时软件只训练颜色区域位 1 的子颜色 

2：当单击训练按钮时软件只训练颜色区域位 2 的子颜色 

… … 

8: 当单击训练按钮时软件只训练颜色区域位 8 的子颜色 

色差 应许的颜色变差值 

颜色区域 n 所要训练的颜色种类 n 的区域位置 

颜色名称 n 颜色区域 n 对应的颜色颜色名称 

输出 

颜色名称 当前检测区域位置识别到的颜色名称 

颜色索引 当前检测区域位置识别到的颜色对应的索引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颜色分类工具识别当前检测区域内的颜色种类，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1）.要使用本算法工具识别颜色之前需预先完成颜色种类的训练，方法如下： 

 

图：颜色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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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颜色分类工具增加到算法流程树中，将输入图片输入端与图像任务图像关联； 

b,观察图像发现颜色种类有 5 类，故将颜色分类中的颜色种类设定为 5，软件会自动生成 5 个颜色

区域训练端及对应的颜色名称输入端； 

c,当前图像中具备一次可以检测到 5 个颜色种类，故可以将训练方式设定为 All 即一次完成 5 个种

类颜色训练（当视野范围内无法同时容纳所有颜色种类时需将当前序号与当前所要训练的颜色区域

对应即可）； 

d,鼠标选择颜色区域 1，选择合适的 ROI 工具在对应的颜色上绘制颜色区域，在颜色区域名称中可

以自定义相应的颜色名称； 

e,重复步骤 4，完成其他颜色种类的训练； 

2).待完成以上颜色训练之后，要识别当前检测区域内颜色种类方法如下： 

 
图：颜色识别 

a,在所要检测的产品位置上绘制检测区域，如本例在红色颜色块上绘制黑色区域； 

b,单击颜色分类运行按钮，即可以执行本工具一次，可以看到正在颜色名称输出端输出与之前训练

时所保存的颜色名称一致，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工具重命名便于理解使用本工具目的，如本例可 

以重命名：颜色识别。 

 

7.3、读码 

读码工具可以读取条码，二维码。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读码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搜索区域坐标变换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用于解析编码信息目标图像区域 

读码类型 选择要读取的是条形码还是二维码 

读码类型 用于设定当前所需解析的编码类型，目前本软件支持 QR、DataMatrix 与条形码 

极性 用于设定编码背景图像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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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 
设定用于解析编码图像是否存在镜像，如果图像存在镜像通过本功能可以将图

像做变换后再用于解析编码 

间隙 依图像编码特征点信息间间隙设定本参数，分三个等级：小、中、大 

灵敏度 指定软件解析编码的灵敏度，分三个等级：低、中、高 

超时设置 
用于设定软件解析编码最长时间，如果超过设定时间本软件将进入超时事件，

放弃继续解析编码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在图像上成功结果解析出编码信息为是，反之则为否； 

识别数据 软件解析出的图像中编码所包含的编码信息，未解析出编码该内容则为空  

识别区域 可以根据需求设定解析成功之后编码信息所在区域的颜色及是否显示等信息 

1、范例： 

如需要使用读码工具读取出图像中二维码信息，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图：读码 

1）、将鼠标焦点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

如：本例所需读码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2）、将鼠标焦点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

功能所输出坐标信息，本例与轮廓匹配输出的“匹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焦点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在“ROI”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特征选择合适 ROI 工具，

在图像上绘制所需解码的目标区域范围，所需检测区域范围越大本算法运行时间将越长，故需依实

际设定合适的解码区域。本例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二维码”所在区域绘制红色矩形框； 

4）、依实际填写合适“读码类型“、“极性”、“镜像”、 “间隙”、“灵敏度”及“超时设置”，

错误的参数有可能会影响最终无法解析出编码信息，故请依实际选择合适参数，如本例所需解析的

编码信息类似为二维码、QR 码，背景极性为白，图像不存在镜像故为否，间隙默认小，灵敏度默

认低，超时时间默认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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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击“读码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解析出相应编码信息；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二

维码读取”； 

 

2、知识拓展： 

1）、二维条码/二维码（2-dimensional bar code）定义：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

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

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

信息。 

2）、按原理分类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比特流的概念，使

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象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

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在许多种类的二维条码中，常用的码制有：Data Matrix,MaxiCode, 

Aztec,QR Code, Vericode,PDF417,Ultracode,Code 49,Code 16K 等，QR Code 码是 1994 年由日本 DW 公

司发明。QR 来自英文「Quick Response」的缩写，即快速反应的意思，源自发明者希望 QR 码可让

其内容快速被解码。QR 码最常见于日本、韩国；并为目前日本最流行的二维空间条码。 

A．QR CODE  

2D 条码中的一种，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利于消费者使用的一种二维码。它能够在有限的区域里

容纳相当的信息量，最高可达 2953 个字节、4296 个字母数字或者是 7089 位数字。除了巨大的储

存潜力之外，QR CODE 还是功能最稳定的条码之一，可以在图像质量很差的情况仍然扫描出相关信

息。它被广泛应用到手机和手持的扫描仪等设备上。 

B．DATA MATRIX  

DATA MATRIX 可以将信息进行压缩储存。这种压缩比例是以文本的数量或二进制要求（最对

2218 个 ASCII 字符）为基础的。最小的一个 DATA MATRIX 条码可以在仅仅几毫米内处理 50 个字符。

这种条码少用于消费人群中，在公司和企业的内部使用中较为常见 

C．PDF417  

PDF417 是最常见的 2D 条形码，被大量应用到 ID 卡、运输以及库存管理系统。它的大数据能

力使其可以处理 1,850 个 ASCII 字符和弹性误差修正。这些属性让它在严酷的环境下能保证精确的

同时去处理个人信息等数据。 

 

 

http://baike.baidu.com/item/%E6%AF%94%E7%89%B9%E6%B5%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A%8C%E8%BF%9B%E5%88%B6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7%A0%E4%BD%9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B%BE%E8%B1%A1
http://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
http://baike.baidu.com/item/QR%20Code
http://baike.baidu.com/item/PDF417
http://baike.baidu.com/item/Code%2049
http://baike.baidu.com/item/Code%2016K
http://baike.baidu.com/item/QR%20Code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91%E6%98%8E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B%B1%E6%96%87
http://baike.baidu.com/item/QR%E7%A0%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F%A9%E5%9B%B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
http://baike.baidu.com/item/%E6%9D%A1%E7%A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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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形码(barcode)定义：是将宽度不等的多个黑条和空白，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排列，用以表

达一组信息的图形标识符。常见的条形码是由反射率相差很大的黑条（简称条）和白条（简称空）

排成的平行线图案。条形码可以标出物品的生产国、制造厂家、商品名称、生产日期、图书分类号、

邮件起止地点、类别、日期等许多信息，因而在商品流通、图书管理、邮政管理、银行系统等许多

领域都得到广泛的应用。 

4）、条码分类： 

A．CODE 128  

这是一种 1D 条形码，之所以叫 CODE 128 是因为它能编码整个 ASCII 128 字符集。更加新奇的

是，它还能像其他的 1D 条码一样具备编码密度很低的字符的能力。这种密度与多样性结合的优点

促成了其使用性非常的广泛：例如海运，包装以及交通运输等。 

B．CODE 39（CODE 3 OF 9）  

其名字的来源于 CODE 128 有点类似，是根据它能编码的字符的数量而命名。但是到现在为止，

其能编码的字符数量已经从 39 个扩展到 43 个（0 到 9，A 到 Z，另加少数特殊符号）。它的密度

比CODE 128要稍低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CODE 39被美国国防部作为标准条码在使用，同时CODE 

39 也被应用到健康产业的条码委员会和自动化产业领域。 

C．UPC/EAN  

可以说是一直以来被大量使用的条码。UPC：全球通用产品代码；EAN：欧洲商品编号。其被

广泛应用于销售点零售系统，可以识别日常消费品。UPC 与 EAN 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使用 1

位数（0 到 9）而后者使用 2 位数（00 到 99）。为了确保零售商品的唯一标识，UPC 和 EAN 条码

的值是由国际委员会统一设定的。这对于开发者来说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由于庞大的市场需求

和应用的广泛性，也是非常值得一试的。 

 

7.4、深度学习 

7.5、字符识别 

字符识别工具是识别目标区域的数字英文字母等字符。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片 引用图像来源，指定将用于字符识别的图像来源 

匹配 匹配关联，搜索区域坐标变换坐标系 

检测区域 设定目标检测区域，指定软件所要识别字符所在区域 

单个字符 设定单个字符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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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体 

设定所需识别的目标字符所对应的字体，本软件内置以下字体 

印刷体（0-9）:数字 0-9 的印刷字体 

印刷体（0-9A-Z）:数字 0-9 和 A-Z 的印刷字体 

点阵体（0-9+）:数字 0-9 的点阵字体 

点阵体（0-9A-Z）:数字 0-9 和 A-Z 的点阵字体 

工业（0-9）:数字 0-9 的工业字体 

工业（0-9A-Z）:数字 0-9A-Z 的工业字体 

字符 
设定当前从目前区域识别出的字符与预先设定的标准字符做比对，当识别到

字符与预先设定的字符一致时本算法成功标志为：是，反之则标志为：否  

读取行数 设定检测区域所检测的字符行数 

极性 

设定字符极性 

 黑：目标区域背景属性，如背景为黑 

 白：目标区域背景属性，如背景为白 

点阵字符 是：开启点阵字符功能 否：关闭点阵字符功能 

方向校正 是：开启方向校正功能 否：关闭方向校正功能 

倾斜校正 是：开启倾斜校正功能 否：关闭倾斜校正功能 

笔画粗细 设定字符字体的笔画粗细，可分别设置为细、中、粗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当字符的识别结果与预先设定字符一致时，显示是，反之则为否； 

识别结果 显示检测区域的字符识别结果 

置信度 当前识别到每个字符的可信程 

输出位置 所识别出字符信息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字符识别工具识别出图像中“0123ABC”字符在图像中所在的区域内字符，软件设定方

法： 

 

图：字符识别 

1）、将鼠标焦点移动到“输入图像”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图像来源，

本例所需定位图像来源与图像任务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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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鼠标焦点移动到“匹配”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坐标变换定位

功能所输出坐标信息，本例与轮廓匹配输出的“匹配位置”相关联； 

3）、鼠标焦点移动到“检测区域”单击，在“ROI”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特征选择合适 ROI 工具，

在图像上绘制所需的检测区域范围，本例依要求选择矩形 ROI 工具在图像中“0123ABC”所在区域

绘制红色矩形框； 

4）、鼠标焦点移动到”单个字符”单击，在“ROI”工具栏根据模板图像特征选择合适 ROI 工具，在”

检测区域”上绘制单个字符大小的区域范围，本例依要求选择矩形工具 ROI 工具在图像中“0123ABC”

中的“0”所在的绿色区域为本例检测方位； 

5）、鼠标焦点移动到“字体”单击，依实际的检测要求选择合适的字体。本例选择字体“印刷体

（0-9A-Z）”； 

6）、鼠标焦点移动到“字符”单击，依实际的检测要求填写正确的识别结果模板。本例选择填写

“0123ABC”； 

7）、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写合适“读取行数”、“极性”、“点阵字符”、“方向校正”、“倾斜

校正”、“笔画粗细”，建议依实际检测要求填入选择合适数值，可以提高识别稳定性； 

8）、单击“字符识别 1.训练”按钮完成识别结果设定； 

9）、单击“字符识别 1.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识别到字符信息； 

10）、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的目的，如本例可以填写“字

符识别”； 

 

2、注意事项： 

1）、在绘制单个字符区域时候需注意区域大小只能稍大与单个字的长宽； 

2）、在绘制检测区域时候区域大小只能大于所有字符区域 1 个字符大小区域即可； 

3）、在无法确定所需识别的字符的字体时建议可以尝试切换字体测试，当切换字体之后还是未能

识别出字符信息时请与我司取得联系，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所需帮助； 

 

7.6、字符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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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逻辑 

8.1、脚本 

本模块用于编写自定义的逻辑运算、数学运算过程： 

 
参数 说明 

输入 
程序 编写脚本程序输入框 

输出或输入端口 脚本解析出来的相关输入输出模块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使用实现依据参数 1 的数量来决定参数 2 的输出信息设定方法如下： 

 

图：脚本 

1）、将脚本模块拖入算法流程中，在程序栏中输入：if Bol==3 then Num=4 elseif Bol==4 then Num=6 

else Num=8 end； 

2）、单击解析按钮，软件依脚本解析出变量 Bol 及 Num，将 Bol 与所需参数关联即可实现脚本代

码中语法内容； 

3）、单击运行按钮可以单独执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可以在重命名栏为本算法重命名，如本例可以

重命名为数量统计； 

 

2、知识拓展： 

1）、语法介绍：保留字。这些保留的字不可以被用作常量或变量，或任何其它标识符。 nil, not, or, 

repeat, return, then, true, until, 和 while 

2）、运算符运算符是一个符号可以告诉解释，以执行特定的数学或逻辑操作。 内置运算符 以及

运算符提供了以下类型：  

 算术运算符 、关系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 、其它运算符  

 A、算术运算符下表列出了所有的算术运算符。假设变量 A 持有 10 和变量 B 持有 20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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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系运算符下表列出了所有的关系运算符。假设变量 A 持有 10 和变量 B 持有 20 则： 

 

C、逻辑运算符 下表列出了所有支持的逻辑运算符。假设变量 A 持有 true，变量 B 持有 false： 

 

D、其它运算符其他运算符包括串联和长度 

 

 

3、运算符优先级运算符优先级来确定条件的表达式中的分组。这会影响一个表达式如何计算。 某

些运算符的优先级高于其他;例如，乘法运算符的优先级比加法运算更高： 例如 x = 7 + 3 * 2;这里 x 

被分配 13，不是 20，因为运算符*的优先级比+高， 所以先得到乘以 3*2，然后添加 7。 这里

具有最高优先级运算符出现在表的顶部，那些具有最低出现在底部。在一 个表达式，更高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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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运算符将首先计算赋值。 

 

 

4、数学函数 

 

 

8.2、分支 

分支工具是将需要的图像区域裁剪出来 

   
参数 说明 

输入 表达式 用于填写表达式的语法逻辑运算式； 

输出 成功 成功标志，关联逻辑运算结果输出为是，反之则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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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例： 

如需使用分支对图像中检测区域内斑点数量进行判断，判断斑点数量是否大于于等于 4，如果是则

为成功，反之为失败 

 

图：分支 

1）、鼠标焦点移动到“表达式”单击，输入表达式 A>=4； 

2）、单击分析 1.解析，得到变量 A 并且完成表达式的解析； 

3）、点击变量“A”，依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设定“A”的改变类型，本例设定变量“A”的改变类

型为 Number 

4）、将鼠标焦点移动到“A”栏位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窗口中选择所需要关联的数据来源，本例

所需变量“A”与“斑点分析”算法中的斑点数量相关联； 

5）、单击分析 1.运行按钮，完成分支结果设定 

7）、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功能重命名利用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可以重命名为：斑

点数量判断； 

 

2、注意事项： 

1）、表达式栏为定义变量时需注意变量名称不能与软件自带关键字相冲突且第一个字符需为大写

字母，在定义变量时建议采用与所需用于逻辑运算的参数相关联的字母组合，可以用英文缩写或拼

音组合； 

2）、表达式支持一次性定义多个变量逻辑运算，多变量之间还可以进行逻辑运算，如：

 

2）在分之的“True“&”False“分之里面支持放置所需算法模块执行不同算法功能，如计算、IO

输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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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知识拓展: 

1）运算符： 

 

 

 

 

 

2）逻辑运算规则： 

And:与运算，只有同为真时才为真，Or:或运算，只有同为假时才为假，not 即取反运算；    

与运算真值表：                             或运算真值表：                     

 

 

 

 

 

 

 

 

 

 

 

 

8.3、终止循环 

用于终止循环跳出循环循环体： 

 

参数 说明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使用 List 循环筛选出第一个斑点面积大于 3000 的斑点的中心点软件跳出循环，在软件中设定

方法如下： 

作用 运算符 

与 and 

或 or 

非 not 

A B A and B 

1 1 1 

0 1 0 

1 0 0 

0 0 0 

A B A or B 

1 1 1 

0 1 1 

1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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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终止循环 

1）、在循环体中增加分支判断，当面积大于 3000 时在 True 分支中使用数据集暂存斑点中心点信

息； 

2）、在 True 分支中增加 Break 算法，即可跳出本循环体，终止循环； 

3）、单击终止循环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跳出循环； 

 

8.4、调用功能 

用于在算法树中调用算法模块中指定功能： 

 

参数 说明 

输入 功能 指定要调用的算法中的功能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使用调用功能在 List 循环开始之前将数据集中数据内容清空，在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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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调用功能 

1）、在配置完循环及数据集收集数据之后，在 List 循环前段增加调用功能； 

2）、在“调用功能”-“功能“选项上右键选择数据集重设选项即可完成配置； 

3）、单击调用功能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数据清空； 

用于计数功能，每执行本算法模块一次会在当前数值基础上增加指定大小数值： 

 

8.5、For 循环 

用于在有多个但数量是确定的数据要重复处理时使用循环功能： 

 参数 说明 

输入 

起始 设定 For 循环开始执行的索引，默认为 0 

结束 For 循环执行次数 

步长 循环索引增量 

输出 

索引 循环体执行次数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循环 循环体，软件会依输入数据数量循环执行 N 次循环体里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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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For 循环 

 

1、范例： 

如需要使用 For 循环将使用轮廓匹配得出 11 个针脚位置，然后使用卡尺工具根据匹配出针脚

位置测量每个针脚宽度，再使用数据集收集每次卡尺工具测量得出的宽度值，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1）、将 For 循环模块增加到算法树中，并设定起始位置 0，结束位置 10，步长 1； 

2）、在循环体中增加数据选择模块依据循环索引选择出每次所要测量的针脚位置信息，在使用卡

尺工具测量单个针脚宽度，使用数据集收集测量得出的宽度值； 

3）、单击 For 循环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测量全部针脚宽度； 

 

8.6、计数 

 
参数 说明 

输入 
初始值 计数的开始时的数值默认为 0 

步长 每次增加的数字，默认为 1 

输出 
数量 执行之后最终数值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统计匹配成功数值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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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计数 

1）、计数模块拖入 True 分支，设定初始值为 0，步长 1，即可以完成设置； 

2）、单击运行按钮可以单独执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可以在重命名栏为本算法重命名，如本例可以

重命名为 OK 数量； 

3）、单击重设按钮将使本算法模块重置，重新开始计数； 

 

8.7、延时 

用于设置延时时间功能，当软件执行到本算法时将等待设定时间之后再执行本算法模块之后的算法

模块： 

 
参数 说明 

输入 毫秒 延时时间长度，单位 ms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在 IO1 输出之后延时 500ms 之后再进行网口输出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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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延时 

1）、延时模块拖入算法树中，在毫秒端输入所需延时时间 500； 

2）、单击运行按钮可以单独执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可以在重命名栏为本算法重命名，如本例可以

重命名为延时 500ms。 

 

8.8、结果判断 

8.9、List 循环 

用于在有多个不确定数量数据要重复处理时使用循环功能：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用于设置将用于排序的数据类型， 

匹配：匹配数据信息包含 X、Y、角度； 

点：点数据信息包含 X、Y 坐标； 

线：线数据信息包含起点 X、Y，终点 X、Y 

区域：区域信息 

输入数据 将用于循环数据 

输出 

索引 循环体执行次数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循环 循环体，软件会依输入数据数量循环执行 N 次循环体里面程序 

1、范例： 

如需要使用 List 循环将斑点分析得到的每个斑点中心坐标收集到数据集里面，软件中设定方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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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ist 循环 

1）、将 List 循环模块增加到算法树中，并将数据类型设定位区域； 

2）、输入区域与斑点分析输出区域关联，在循环体内增加数据选择用于将斑点分析得到区域依循

环索引分次筛选出来，使用斑点特征解析出每次筛选出来斑点特征中，使用数据集收集从斑点特征

输出中心点坐标； 

3）、单击 List 循环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获取全部中心点坐标； 

 

8.10、模块组 

用于在多逻辑多工具依据实现功能将一部分工具归类成一个工具组合，使算法流程树更加简单明

了： 

 
参数 说明 

输入 Module 算法工具放置组 

1、范例： 

如需要使用与测量相关的工具归类用到测量算法，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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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模块组 

1）、将模块组添加到算法流程树中； 

2）、将有关测量的工具拖入模块组的 Module 中即可完成归类功能，如图所示，软件会依工具先

后顺序从到下执行； 

 

8.11、多分支判断 

8.12、构建字符串 

用于依指定的格式组合出字符串： 

 参数 说明 

输入 

前缀 依所需字符串格式设定首字符 

后缀 依所需字符串格式设定结束字符； 

分隔符 指定组合字符串间各元素间的分隔符号 

数据长度 

是：启用软件会自动计数有效数值长度，在输出字符串有效数

字前面添加长度标识值； 

否：不启用该功能； 

校验码 

无：不启用该功能 

CRC：软件会依用户输入数值做 CRC 校验，并将校验结果添加

到字符串结尾； 

Sum：软件会依用户输入数值做 Sum 校验，并将校验结果添加

到字符串结尾； 

字符类型 
字符型：输出字符数据格式为字符； 

16 进制：输出字符数据格式为 16 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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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所添加出的字符串输入端口即数据类型设定 

输入-？格式 
设定添加出来数据输入端口当类型为数据时小数点后面有效数

字位数 

输出 结果 经本模块组合之后的字符串信息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将匹配出来的位置依据 Star：X 数值，Y 数值，End 格式输出到网口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构建字符串 

1）、依要求在前缀中输入首字符：Star； 

2）、在后缀中输入结束字符：End； 

3）、在分隔符栏中输入英文状态的“，”； 

4）、鼠标单击“字符串.添加”按钮增加出两个数据输入端口，并依实际选择输入数据类型； 

5）、单击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在结果输出栏可以看到组合结果是否满足需求； 

 

8.13、字符串拆分 

用于在算法中定义变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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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 

前缀 用于定义的字符串首字符 

后缀 用于定义字符结束字符 

输入数据 将用于拆分的字符串输入端 

输出 拆分所得到数据 输出拆分得到数据信息，可以单击添加增加输出端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字符串拆分将相机经网口收到字符串数据拆分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字符串拆分 

1）、将网口输入数据输出端与本算法中输出数据关联； 

2）、依输入字符串中字符数量单击“字符串拆分添加 “按钮添加拆分之后得到数据输出端口用于

输出数据； 

3）、单击字符串拆分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网口数据拆分；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相机操作手册-算法篇 

 111 / 148 

九、数据处理 

9.1、全局变量 

9.2、数据集 

用于收集存放数据信息：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用于设置将要收集的数据类型， 

字符：字符串信息 

点：点数据信息； 

线：线数据信息 

区域：区域信息； 

图片：图片信息  

输入数据 将要收集的数据输入端 

方法 
追加：即在现有信息后面增加新的信息； 

赋值：即只保存当前数据 

输出 
输出数据 收集完成之后数据信息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集功能将斑点分析得出的斑点中心信息收集组合成新数据信息软件中设定方法如

下： 

 
图：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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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算法流程树中增加 List 循环在循环中添加数据选择及斑点特征功能； 

2）、在算法树中增加数据集将数据类型设置为点，将斑点特征输出中心点与输入点关联； 

3）、依要求设定数据集方法为追加； 

4）、单击数据集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利

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斑点中心坐标； 

 

9.3、数据合并 

用于将所本软件定义的数据（数字、点、线、匹配）格式转换成字符串：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选择所需要转换成的目标数据类型,本软件常用数据格式信息： 

数字：常用于数学运算时使用的数据格式； 

点：常用于求取与点有关算法，如点到点距离，点到线距离等； 

线：常用于求取与点有关算法，如点到线，角度测量，线到线距

离等； 

匹配：位置信息包含 X、Y、角度信息数据 

输入信息 将用于转换的信息； 

输出 输出字符串 经转换后与输入数据类型对应的数据信息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合并功能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数据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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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类型选择为“点”； 

2）、将数据输入 X 与数据拆分得到 X 关联，Y 与数据拆分得到 Y 关联； 

3）、单击数据合并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得到匹配的得到中心点信息，在重命名栏

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中心点坐标。 

 

9.4、数据排列 

9.5、数据选择 

用于将输入数据依数据序号筛选出来：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用于设置将用于排序的数据类型， 

匹配：匹配数据信息包含 X、Y、角度； 

点：点数据信息包含 X、Y 坐标； 

线：线数据信息包含起点 X、Y，终点 X、Y 

区域：区域信息 

输入数据 将用于选择的数据 

序号 数据序号 

输出 
输出数据 筛选出来数据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排序功能将斑点分析得出的斑点依据 Y 轴方向从小到大排序后第一个数据筛选出

来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数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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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数据排序模块增加到算法树中，依要求将斑点输出区域排序； 

2）、将数据选择模块增加到算法树中，将数据类型设置为区域，将输入区域与数据排序完成之后

输出区域关联，设定序号为 0； 

3）、单击数据选择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第一个斑点； 

 

9.6、数据设定 

用于在算法中定义变量数据：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名称 用于定义变量名称，多个变量以英文“,”分隔 

定义的变量名称 

数据名称中定义的变量名称经解析之后变量名，可以为变量设

置数据类型：数字（Number）、字符（String）、布尔类型

（Boolean）；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设定模块定义两个变量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数据设定 

1）、在数据名称中输入变量名称，如本例“Fdata,Sdata“； 

2）、单击“数据设定解析“可以解析出变量名称； 

3）、在解析出的变量名中可以为变量设定数据类型； 

4）、单击数据设定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定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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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数据排序 

用于将输入数据依设定的规格排序：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用于设置将用于排序的数据类型， 

匹配：匹配数据信息包含 X、Y、角度； 

点：点数据信息包含 X、Y 坐标； 

区域：区域信息 

输入数据 将用于排序的数据输入端 

排序方式 
Y：Y 轴方向 

X：X 轴方向 

顺序 
从小到大：依指定方向从小到大 

从大到小：依指定方向从大到小 

网格容差 

用于设定当依排序方式排序时如果相邻的两个区域值差异在上

下正负个网格容差像素范围内时会将其当作相等软件依据另一

轴数据排序 

输出 输出数据 排序之后输出数据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排序功能将斑点分析得出的斑点依据 Y 轴方向从小到大排序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图：数据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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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数据排序模块拖入算法树中，并设定将用于数据排序的数据类型为区域； 

2）、输入区域与斑点分析输出区域关联 

3）、依要求设定排序方式及顺序； 

4）、单击数据排序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斑点排序； 

 

2、知识拓展： 

1）网格容差理解： 

 

如上图两个红色区域，Y 差方向上接近，右侧圆 Y 稍小于左侧圆，当依 Y 排序时右侧圆排在左侧圆

的前面，当网格容差设定一定数值，软件会将上图区域认为是同一个高度两个区域，软件依据 X

轴排序上图区域 

 

9.8、数据拆分 

用于将算法模块得出的数据串拆分：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用于设置将用于拆分的数据类型， 

匹配：匹配数据信息包含 X、Y、角度； 

点：点数据信息包含 X、Y 坐标； 

线：线数据信息包含起点 X、起点 Y、终点 X、终点 Y 

输入数据 将用于拆分的数据信息输入端 

乘 将解析出来数据剩指定的系数 

输出 拆分所得到数据 输出拆分得到数据信息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拆分将匹配模块得到的位置信息拆分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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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拆分 

1）、将数据拆分模块拖入算法树中，并设定将用于数据拆分的数据类型为匹配； 

2）、轮廓匹配得出的匹配值与数据拆分中的输入匹配关联； 

3）、单击数据拆分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匹配中心点坐标； 

 

9.9、数据转字符 

用于将所本软件定义的数据（数字、点、线、匹配）格式转换成字符串：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选择所需要转换成的目标数据类型,本软件常用数据格式信息： 

数字：常用于数学运算时使用的数据格式； 

点：常用于求取与点有关算法，如点到点距离，点到线距离等； 

线：常用于求取与点有关算法，如点到线，角度测量，线到线

距离等； 

匹配：位置信息包含 X、Y、角度信息数据 

输入信息 将用于转换的信息； 

输出 输出字符串 经转换后与输入数据类型对应的字符串信息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数据转字符功能将圆心点转换成字符串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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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数据转字符 

1）、数据类型选择为“点”； 

2）、将圆测量中点输出端与输入点关联； 

3）、输出字符串字符即经本算法模块转换后的圆测量中心点字符数据； 

4）、单击数据转换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中心点字符 

 

9.10、字符转数据 

用于将所指定字符转换成本软件定义的数据（数字、点、线、匹配）格式：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类型 

选择所需要转换成的目标数据类型,本软件常用数据格式信息： 

数字：常用于数学运算时使用的数据格式； 

点：常用于求取与点有关算法，如点到点距离，点到线距离等； 

线：常用于求取与点有关算法，如点到线，角度测量，线到线

距离等； 

匹配：位置信息包含 X、Y、角度信息数据 

输入字符串 将用于转换的字符串信息； 

输出 输出数据 经转换成所需数据格式输出端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字符串转数据功能将定位得到的重新坐标抽取出来构成新的点信息软件中设定方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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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字符转数据 

1）、使用数据拆分功能将匹配信息拆分出 X、Y 及角度，使用构建字符串将 X、Y 坐标及英文状态

“,”构建成新的字符串； 

2）、字符串转数据“数据类型“中选择“点”，并将构建字符串输出字符与输入字符串关联； 

3）、输出点栏位即可输出转换后的点信息，即将字符格式数据转换成本软件中的点数据格式； 

4）、单击数据转换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算法一次，在重命名栏位可以为本算法模块重命名，

利于理解使用本算法目的：如本例重命名为：中心点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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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通讯 

10.1、CAN 输出 

10.2、IO 输入 

用于检测相机控制板 IO 输入端口状态： 

 
参数 说明 

输出 

当前状态 把 IO 口输入状态与十进制做转换 

输入-1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输入-2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输入-3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输入-4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输入-5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输入-6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输入-7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输入-8 是：即端口检测到输入信号；否：即端口未检测到信号 

成功 本算法模块运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当外部给相机板 X1 输入高电平信号，软件检测到效果如下： 

 
图：IO 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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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 IO 输出模块拖到算法流程中运行相机即可检测 IO 输入状态； 

 

2、注意事项： 

1）、IO 输入中的当前状态会将 IO 口状态转换成十进制表示形式，转换关系如下表： 

输 入 -1

（X1） 

输 入 -2

（X2） 

输 入 -3

（X3） 

输 入 -4

（X4） 

输 入 -5

（X5） 

输 入 -6

（X6） 

输 入 -7

（X7） 

输 入 -8

（X8） 
状态 

1 0 0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0 2 

1 1 0 0 0 0 0 0 3 

0 0 1 0 0 0 0 0 4 

~ 

1 1 1 1 1 1 1 1 255 

 

10.3、IO 输出 

用于使相机自带的 IO 板输出一个信号： 

 
参数 说明 

输入 

通道 设定所要输出的 IO 口 

极性 
0：输出低电平； 

1：输出高电平； 

延时 即高电平或低电平保持时间；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运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在分支结果为 True 时使相机板的 IO 端口 1 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1）、将 IO 输出模块拖到 True 分支中； 

2）、在通道中设置通道 1； 

3）、在极性中设置 1； 

4）、在延时中设定延时时间； 

5）、点击运行按钮可以单独运行本模块一次； 

6）、在重命名栏位可以将本模块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 OK 输出。 

 

2、注意事项： 

1）、本相机 IO 输出端口支持高低电平模式，切换方法为：在相机设置—>参数设置IO 输出模式

中选择 ，高电平输出控制板输出指示灯为蓝色，低电平时显示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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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O 输出 

 

10.4、DST 坐标输出 

10.5、网口输入 

网口输入是用于相机通过网口基于 TCPIP 协议接收外部设备发送过来数据 

 

参数 说明 

输出 
数据 网口接收到外部设备发送数据 

成功 显示为”是”为发送成功，否则没有发送成功 

A． 在使用本功能前需依要求完成将相机及所通信设备共同连接到千兆网交换机上，软件依如下步

骤完整通信环境设定： 

a. 当相机做为服务器，需与相机通信主机的做为客户端时相机端设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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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要做为客户端的主机上设置所需监听做为服务器的相机的 ip 及端口号并开启监听功能，完

成通信环境搭建后在相机连接客户端信息窗口可以看到当前所有开启监听设备信息； 

2）、完成通信环境搭建后可以在本窗口测试是否通信成功； 

 

b.当相机做为客户端，需与相机通信主机做为服务器时相机端设置方法： 

 

图：通讯服务端设置 

 

图：通讯客户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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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重设”按钮在弹出窗口“ ”中设定做为服务器的主机 IP 及

端口号，后单击确认 

2）、单击“启用客户端 ”选项开启相机客服端功能； 

3）、完成通信环境搭建后可以在本窗口测试是否通信成功； 

 

1、 范例： 

如需使用网口输入功能用于接收外部设备发送给相机数据时，软件配置方法如下： 

1）、在算法树中添加网口输入模块，运行软件可以看到相机接收到的数据字符串信息； 

2）、使用字符串拆分功能可以将网口接收到字符串信息拆分，提取所需信息； 

以下使用网口调试助手模拟所需通信的外部设备做为客户端时候，在发送区可以看道收到数据与相

机端接收数据一致： 

 

图：网口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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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TCP Server 

 

 

图：TCP Client 

2、 知识拓展： 

1）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的简写，中译名为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议，

又名网络通讯协议，是 Internet 最基本的协议、Internet 国际互联网络的基础，由网络层的 IP 协议

和传输层的 TCP 协议组成。TCP/IP 定义了电子设备如何连入因特网，以及数据如何在它们之间传

输的标准。协议采用了 4 层的层级结构，每一层都呼叫它的下一层所提供的协议来完成自己的需求。

通俗而言：TCP 负责发现传输的问题，一有问题就发出信号，要求重新传输，直到所有数据安全正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8%AE%AF%E5%8D%8F%E8%AE%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2%E8%81%94%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5%B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8%BE%93%E5%B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4%BF%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8%BE%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AE%89%E5%85%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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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传输到目的地。而 IP 是给因特网的每一台联网设备规定一个地址。 

 

 2）基本的原理，2 台设备间实现 TCP 通讯，首先要建立起连接，在这里要提到服务器端与客户端，

两个的区别通俗讲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TCPIP 下建立连接首先要有一个服务器，它是被动的，

它只能等待别人跟它建立连接，自己不会去主动连接，那客户端如何去连接它呢，这里提到 2 个东

西，IP 地址和端口号，通俗来讲就是你去拜访某人，知道了他的地址是一号大街 2 号楼，这个是

IP 地址，那么 1 号楼这么多门牌号怎么区分，嗯！门牌号就是端口（这里提到一点，我们访问网

页的时候也是 IP 地址和端口号，IE 默认的端口号是 80），一个服务器可以接受多个客户端的连接，

但是一个客户端只能连接一台服务器，在连接后，服务器自动划分内存区域以分配各个客户端的通

讯，那么，那么多的客户端服务器如何区分，你可能会说，根据 IP 么，不是很完整，很简单的例

子，你一台计算机开 3 个 QQ，服务器怎么区分？所以准确的说是 IP 和端口号，但是客户端的端口

号不是由你自己定的，是由计算机自动分配的，要不然就出现端口冲突。 

 

10.6、网口输出 

网口输出是将数据通过网口发送出去 

 

参数 说明 

输入 

方法 
指定：将数据发送给指定的 ip 地址监听相机的主机接收； 

广播：将数据发送给所有监听相机的主机接收； 

地址 设定为指定时会增加该输入端口用于设定指定的监听相机的主机的 ip 地址； 

数据 所需要发送出去的数据 

输出 成功 显示为”是”为发送成功，否则没有发送成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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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讯服务端设置 

A.在使用本功能前需依要求完成将相机及所通信设备共同连接到千兆网交换机上，软件依如下步骤

完整通信环境设定： 

a.当相机做为服务器，需与相机通信主机的做为客户端时相机端设置方法： 

1）、在要做为客户端的主机上设置所需监听做为服务器的相机的 ip 及端口号并开启监听功能，完

成通信环境搭建后在相机连接客户端信息窗口可以看到当前所有开启监听设备信息； 

2）、完成通信环境搭建后可以在本窗口测试是否通信成功； 

b. 当相机做为客户端，需与相机通信主机做为服务器时相机端设置方法： 

 

图：通讯客户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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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击“重设”按钮在弹出窗口“ ”中设定做为服务器的主机 IP 及

端口号，后单击确认 

2）、单击“启用客户端 ”选项开启相机客服端功能； 

3）、完成通信环境搭建后可以在本窗口测试是否通信成功； 

 

1、范例： 

如需使用网口输出工具一般需先使用构建字符串组合出外设所需的通信数据格式， 

如外部设备需要接收本相机使用 OCR 工具读取字符串信息，要求发送数据格式为：result：+识别

结果，软件配置方法如下： 

1）、构建字符串功能构建出所需的字符信息； 

 

2）、将构建字符输出结果与“网口输出”的数据做关联即可完成网口输出配置； 

以下使用网口调试助手模拟所需通信的外部设备做为客户端时候，在接收区可以看道收到数据与相

机端发出数据一致： 

 

 
图：字符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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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使用网口调试助手模拟所需通信的外部设备做为服务器时候，在接收区可以看道收到数据与相

机端发出数据一致： 

2、知识拓展： 

1）、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Protocol 的简写，中译名为传输控制协议/因特网互联协

议，又名网络通讯协议，是 Internet 最基本的协议、Internet 国际互联网络的基础，由网络层的 IP

协议和传输层的 TCP 协议组成。TCP/IP 定义了电子设备如何连入因特网，以及数据如何在它们之

间传输的标准。协议采用了 4 层的层级结构，每一层都呼叫它的下一层所提供的协议来完成自己的

 

图：TCP Client 

 
图：TCP Server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8%AE%AF%E5%8D%8F%E8%AE%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2%E8%81%94%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D%91%E7%BB%9C%E5%B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8%BE%93%E5%B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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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通俗而言：TCP 负责发现传输的问题，一有问题就发出信号，要求重新传输，直到所有数据

安全正确地传输到目的地。而 IP 是给因特网的每一台联网设备规定一个地址。 

 

2）、基本的原理，2 台设备间实现 TCP 通讯，首先要建立起连接，在这里要提到服务器端与客户

端，两个的区别通俗讲就是主动与被动的关系， TCPIP 下建立连接首先要有一个服务器，它是被

动的，它只能等待别人跟它建立连接，自己不会去主动连接，那客户端如何去连接它呢，这里提到

2 个东西，IP 地址和端口号，通俗来讲就是你去拜访某人，知道了他的地址是一号大街 2 号楼，这

个是 IP 地址，那么 1 号楼这么多门牌号怎么区分，嗯！门牌号就是端口（这里提到一点，我们访

问网页的时候也是 IP 地址和端口号，IE 默认的端口号是 80），一个服务器可以接受多个客户端的

连接，但是一个客户端只能连接一台服务器，在连接后，服务器自动划分内存区域以分配各个客户

端的通讯，那么，那么多的客户端服务器如何区分，你可能会说，根据 IP 么，不是很完整，很简

单的例子，你一台计算机开 3 个 QQ，服务器怎么区分？所以准确的说是 IP 和端口号，但是客户端

的端口号不是由你自己定的，是由计算机自动分配的，要不然就出现端口冲突。 

 

10.7、Modbus 

10.8、发送消息 

用于将工作在客服端的相机生成的数据消息发送到工作在服务端状态的相机中： 

 
参数 说明 

输入 

地址 需要接收消息的相机 IP 即服务端相机地址即端口号 

Authentication 帧头通信首字符 

数据 所需要发送的数据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4%BF%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8%BE%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AE%89%E5%85%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AE%89%E5%85%A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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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例： 

如需使用发送消息功能实现双相机通信功能，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1）、在执行等待消息操作之前，需要执行以下通信环境配置 

A.将相机 2 设置成客户端如下图，在“相机设置”“通信设置”“通信客户端设置”单击重

设，输入作为服务器相机 1 的 IP 地址及端口好，如本例设置为 192.168.0.122，端口号 10000： 

B． 在作为服务器的相机 1 中的：“相机设置”“通信设置”“通信服务端测试”中的连接客

户端信息可以查看相机 2 是否已经连接成功 

 

图：通讯客户端设置 

 

 

图：通讯服务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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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作为客户端的相机 2 中加入发送消息模块中输入服务端的 IP、端口号及关联所需要发送字

符信息，即可完成发送消息操作 

 

图：发送消息 

3）、在作为服务器的相机 1 中添加等待消息模块并设置所要接收的相机 2 的 IP 即超时设置，如下

图，即可完成接收作为客户端的相机 1 发送过来的消息设置 

 
图：发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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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串口设置 

 

10.9、串口输入 

 串口输入工具是将从其他设备接受数据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 将接受到的数据导入 

输出 成功 显示为”是”为成功导入，否则没有导入 

A. 在使用本功能前需依要求完成相关接口连线，软件依如下步骤完整通信环境设定： 

a.将端口号设为为 ttymxc2； 

b.将外部设备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参数设置成与相机端一致； 

c.单击“打开”按钮完成通信初始配置； 

 

1.范例： 

如：相机需要接收外部设备发送过来数据，数据格式为：  ABC：X：110，Y：120；end： 

1）、将串口输入模块拖入算法流程树中； 

2）、单击“串口输入运行”按钮单独运行本算法模块一次，即可得出输入信息； 

以下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模拟所需通信的外部设备，在发送区可以看道发送数据与相机端收到数据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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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串口调试助手 

 

2. 知识拓展： 

为了实现通过 PC 或 PLC 控制图像处理结果的输出与控制视觉系统，所采取的通讯手段之一 是 

RS-232C 通讯。 

a）RS-232C 定义：串行方式的通讯标准 RS-232C 是串行方式中的一种，广泛用于电脑（PLC）与传

感器等周边设备间的通讯。作为同样的串行方式，  电脑一般都搭载有  USB。  RS-232C 是 

“Recommended Standard 232 version C” 的简称。是传输数字信号的通讯标准。由美国电子工 业会

（EIA）进行了标准化整理。最高通讯速度可达 115.2kbps。 传输数字信号的方式有并行方式与串

行方式 2 种。 前者是采用多条线一次传输 8 位或 16 位的数据。后者则是采用发送与接收 2 根

线每次以 1 位的速度进行传输。 因此，从通讯速度来讲并行方式要快得多。 但是，并行方式存

在配线较为复杂这一问题。而另外的串行方式虽然通讯速度比起并行方式要慢，但具有配 线简单

的优点。 目前，通常将并行方式用于电脑内部等装置内的信号传输，而将串行方式用于装置间的

信号传输。 

 

图：串口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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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RS-232C 通讯 

b）通信规格 

c）RS-232C 的通讯连接线 RS-232C 通讯连接线有直通型与交叉型 2 种。通常电脑（PLC）与周边

设备（包括传感器类）连接时采用直通型。 另外，交叉型通常用于电脑与电脑间的连接。 连接线

的一般识别方法如下，两端的连接器呈“公至母”状态的为直通型，呈“母至母”状态的则为交叉型。 

另外，RS-232C 通讯连接线最长为 15 m。 

d）波特率与 bps 波特率与 bps（每秒位数）都是表示数字信号传输时的单位。但是波特率并不等

于 bps。波特率表示的是调 制解调器等在 1 秒钟内可调制解调多少次数字信号。与此相对，bps 则

表示 1 秒钟内可传输的信号量。 说到通讯速度，采用 bps 表示才是正确的。 例如，某一调制解

调器每秒钟可调制解调 2400 次数字信号，每 1 次调制解调可传输 2 位的信号，那么此时 波特

率为 2400，通讯速度为 4800bps。 

e）对于 RS-232C 通讯，按以下顺序输出信号，即开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此步骤

可发送 1 个字 节的信号。 

 

图：RS-232C 输出信号 

 

10.10、串口输出 

串口输出工具是将数据发送出去 

 
参数 说明 

输入 
数据 将需要发送的数据关联 

方法 分为模块数据和自定义数据 

输出 成功 显示为”是”为成功导出，否则没有导出 

 

图：RS-232C 端子针脚 

A.在使用本功能前需依要求完成相关接口连线，软件依如下步骤完整通信环境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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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将端口号设为为 ttymxc2； 

b）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与所有通信的设备保持一致； 

c）单击“打开”按钮完成通信初始配置； 

1、范例： 

如需使用串口输出工具一般需先使用构建字符串组合出外设所需的通信数据格式； 

如外部设备需要接收本相机定位输出结果 X 与 Y 数值，要求指令格式为 Start：X：data1，Y：data2；

end，软件配置方法如下： 

 

图：串口输出 

1）、使用“数据拆分”模块将定位模块获得的匹配值拆分，获得所需的 X 及 Y 数值； 

 

 
图：串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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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构建字符串”模块依要求构建出要求的数据格式； 

3）、将构建字符输出结果与“串口输出”的数据做关联即可完成串口输出； 

以下使用串口调试助手模拟所需通信的外部设备，在接收区可以看道收到数据与相机端发出数据一

致： 

2、知识拓展： 

为了实现通过 PC 或 PLC 控制图像处理结果的输出与控制视觉系统，所采取的通讯手段之一 

是 RS-232C 通讯。 

1）RS-232C 定义：串行方式的通讯标准 RS-232C 是串行方式中的一种，广泛用于电脑（PLC）与传

感器等周边设备间的通讯。作为同样的串行方式，  电脑一般都搭载有  USB。  RS-232C 是 

“Recommended Standard 232 version C” 的简称。是传输数字信号的通讯标准。由美国电子工 业会

（EIA）进行了标准化整理。最高通讯速度可达 115.2kbps。 传输数字信号的方式有并行方式与串

行方式 2 种。 前者是采用多条线一次传输 8 位或 16 位的数据。后者则是采用发送与接收 2 根

线每次以 1 位的速度进行传输。 因此，从通讯速度来讲并行方式要快得多。 但是，并行方式存

在配线较为复杂这一问题。而另外的串行方式虽然通讯速度比起并行方式要慢，但具有配 线简单

的优点。 目前，通常将并行方式用于电脑内部等装置内的信号传输，而将串行方式用于装置间的

信号传输。 

 
图：串口调试助手 

2）通信规格 

3）RS-232C 的通讯连接线 RS-232C 通讯连接线有直通型与交叉型 2 种。通常电脑（PLC）与周边

设备（包括传感器类）连接时采用直通型。 另外，交叉型通常用于电脑与电脑间的连接。 连接线

的一般识别方法如下，两端的连接器呈“公至母”状态的为直通型，呈“母至母”状态的则为交叉型。 

另外，RS-232C 通讯连接线最长为 15 m。 

4）波特率与 bps 波特率与 bps（每秒位数）都是表示数字信号传输时的单位。但是波特率并不等

 
图：RS-232C 端子针脚 

 
图：RS-232C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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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bps。波特率表示的是调 制解调器等在 1 秒钟内可调制解调多少次数字信号。与此相对，bps 则

表示 1 秒钟内可传输的信号量。 说到通讯速度，采用 bps 表示才是正确的。 例如，某一调制解

调器每秒钟可调制解调 2400 次数字信号，每 1 次调制解调可传输 2 位的信号，那么此时 波特

率为 2400，通讯速度为 4800bps。 

5）对于 RS-232C 通讯，按以下顺序输出信号，即开始位、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此步骤

可发送 1 个字 节的信号。 

 

10.11、等待消息 

用于相机工作在服务器状态的相机接收从另一台作为客户端的相机发送过来的消息： 

 
参数 说明 

输入 

地址 等待需要发送消息过来的相机的 IP 

Authentication 帧头通信首字符 

超时 超时设置即软件等待最长时间 

输出 
数据 接收到的字符数据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使用等待消息功能实现双相机通信功能，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1） 、在执行等待消息操作之前，需要执行以下通信环境配置 

A、 将相机 2 设置成客户端如下图，在“相机设置”“通信设置”“通信客户端设置”单击

重设，输入作为服务器相机 1 的 IP 地址及端口好，如本例设置为 192.168.0.122，端口号 10000： 

 

图：RS-232C 输出信号 

 
图：通讯服务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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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通讯客户端设置 

 

B、 在作为服务器的相机 1 中的：“相机设置”“通信设置”“通信服务端测试”中的连接客户

端信息可以查看相机 2 是否已经连接成功 

 

图：发送消息 

 

C、在作为客户端的相机 2 中加入发送消息模块及关联所需要发送字符信息 

2）、在作为服务器的相机 1 中添加等待消息模块并设置所要接收的相机 2 的 IP 即超时设置，如下

图，即可完成接收作为客户端的相机 1 发送过来的消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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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等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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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设备控制 

11.1、相机设置 

本模块功能用于在算法运行过程中重设相机参数 

     
参数 说明 

输入 
Expose Time 调整曝光时间，单位 us 

增益 调整增益大小 

输出 成功 显示为”是”为成功设置，否则设置失败 

1、范例： 

如需使用相机设置软件设定如下 

 

图：相机设置 

1）、修改曝光时间，不过曝的前提下，增加曝光时间可以增加信噪比，使图像清晰，对于很弱的

信号，曝光也不能无限增加，因为随着曝光时间增加，噪音也会积累； 

2）、修改增益大小， 工业相机不同增益时图像的成像质量不一样，增益越小，噪点越小，图像越

清晰；增益越大，噪点越多，特别是暗处，增益一般只是在信号弱，但不想增加曝光时间的情况下

使用； 

3）、点击一次‘相机设置:运行‘执行本算法模块一次 

 

11.2、相机触发 

本算法功能用于将相机工作状态切换为通信触发时触发相机使用 

    
参数 说明 

输入 图片 相机触发采集到图片 

输出 成功 显示为”是”为成功导入，否则没有导入 

http://www.cnim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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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例： 

如需要使用相机切换成 IO 上升沿通信触发工作时软件设定如下 

A、需先将软件配置成通信触发模式： 

a.在“相机设置”—>”参数设置”—>“基础参数”—>”相机工作模式“—>切换为”通信触发工作” 

 

b.在“相机设置”—>”综合设置”—>可以设定所需采用的触发方式，本相机支持“IO 输入触发”、

“串口触发”、“网络触发”及 Modbus 触发“； 

B、以上通信触发环境设定完整之后在算法模块进行如下配置： 

a.在“算法编辑“—>”图像任务“中触发事件切还成所需要触发方式，如本例采用 IO 上升沿方式

配置方法：  

C、待以上通信触发配置完成后在算法中加入“相机触发“模块，相机工作在通信触发时，即当发

生触发事件时相机工作，本例即当 IO 端口 2 有上升沿信号时相机工作一次； 

 

图：相机触发 

1）、相机通信触发时图像输出端； 

2）、点击一次‘相机触发:运行’执行本算法模块一次； 

2、注意事项： 

1）、本相机支持“IO 输入触发”、“串口触发”、“网络触发”及 Modbus 触发“，可依需要在

图像任务中”触发事件“中切换即可； 

2）、当需采用通信触发时需根据需求设定相应触发条件,如 IO 端口及端口极性或串口网络指令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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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标定设置 

11.4、设备信息 

用于读取当前相机的日期、时间、IP、芯片型号信息 

 
参数 说明 

输出 

日期 相机内部当前时间日期 

时间 相机内部当前时间 

IP 相机 IP 地址 

型号 相机芯片型号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在在软件中读取相机信心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图：设备信息 

1）、设备信心拖如算法树中，单击运行按钮即可给出相机日期、时间、IP、芯片型号信息； 

2）、可以在重命名栏为本算法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读取相机信心 

 

11.5、文件采集 

用于采集指定文件夹内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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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输入 文件路径 所需采集图片所在文件路径 

输出 
图片 采集到图片输出端 

成功 以像素点输出，输出边缘之间的距离 

1、范例： 

如需要使用文件采集工具将保存在 C:\Users\admin\Desktop\1 中的文件导入到软件中设定方法如

下： 

 

图：文件采集 

1）、将鼠标焦点移动到“文件路径”栏，将所需采集图片路径填入路径栏位，本例填入：

“C:\Users\admin\Desktop\1”，即可把本文件夹内的图片采集到软件，软件运行一次读取一张图片； 

 

11.6、参考图 

用于将当前图像保存为参考图，便于在后续其他位置调用：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像 所需保存为参考图的图片输入端口 

输出 
输出图像 输出保存在软件内的参考图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参考图功能将当前图像设置为参考图，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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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参考图 

1）、将参考图添加到算法流程树中，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右键与所需保存为参考图像关联，如本例

与图像任务输出图像关联； 

2）、鼠标单击“参考图保存”按钮即可将当前图像设置为参考图； 

3）、单击“参考图运行”按钮输出当前参考图； 

4）、可以在重命名栏为本算法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参考图 

 

11.7、保存数据 

用于将指定数据信息保存到相机自带的数据库中： 

 
参数 说明 

输入 
关键字 用于设定所要保存数据的主键即列首字符 

数据 所需保存的数据；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将定位所得到的 X、Y 与角度信息保存进数据软件设定方法如下： 

1）、将构建字符存模块拖到算法树中，将所需保存数据关联到相应的输入端，并以英文状态“,”

作为分隔符； 

2）、将保存数据拖入算法树中，在关键字中输入数据库主键即列首字符，以英文状态“,”作为分

隔符，关键字个数需与所要保存数据个数一致，否则将无法成功保存数据； 

3）、单击保存数据按钮执行本模块一次，在重命名栏为可以为本模块重新命名利于理解使用本模

块目的，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保存定位坐标； 

2、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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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库保存天数默认设置为 7 天内即当前为删除 7 天以前的数据文件最大支持保存 31 天数

据，最小保存 0 天，设置方法为：在“相机设置””全局设置””存储日志天数“中修改   

； 

2）、需查看或导出本相机中使用保存数据功能所保存的数据方法如下： 

A、 当需查看或导入所保存数据时请使用客户端连接上相机之后，在“工具”“通用””日志”

表类型切换到“生产日志”选中所需日期文件； 

 

图：历史图片 

B、本数据表支持以关键字或日期为查询条件查询数据； 

C、鼠标单击“导出成 Excel”按钮可以将当前数据导出到本地 Excel 中； 

D、鼠标单击“删除表”即可将当前数据表删除； 

 

11.8、保存图像 

用于将当前图像保存到指定路径： 

 
参数 说明 

输入 

输入图像 所需采集图片所在文件路径 

保存位置 
客户端：即将图像保存到运行客户端的 PC 磁盘内 

相机：即将图像保存到相机内部存储器内； 

保存类型 

OK：保存到 OK 文件夹路

径:\\MicroMatch\data\HisPicture\Camera\OK 

NG：保存到 NG 文件夹路

径:\\MicroMatch\data\HisPicture\Camera\NG 

输出 成功 本算法模块执行成功标志 

1、范例： 

如需要使用保存图像功能将定位匹配失败图像保存到本地软件中设定方法如下： 

1）、保存图像模块拖到 False 分支中，鼠标移动到输入图像右键与所需保存图像关联，如本例与

图像任务输出图像关联； 

2）、在保存位置中选择“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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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类型选择“NG”选项； 

4）、可以在重命名栏为本算法重命名，如本例可以重命名为 NG 图像保存 

 

2、注意事项： 

1）、因相机自带存储空间有限，故本相机有默认保存图像数量上限为 20 张，修改保存数量方法为

在：相机设置参数设置全局设置图片最大保存数量中修改数量 ， 

不建议将图像保存到相机内部存储器，建议当也有保存图像需求时将图像保存到客户端即需要增加

一台工控机用与运行客户端； 

 

图：保存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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