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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历史

2016《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   
                                单位：百万美元

1960，世界第1台晶体管
电视机TV8-301

在索尼，我们的使命就是成为一家激发和满足您好奇心的公司。

1968，世界第1台特丽珑
电视机KV-1301

1946年5月，成立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索尼前身）

1979，世界第一部立体声
磁带随身听Walkman，
TPS-L2

1985，世界第1代便携式8mm
摄录放一体化摄像机CCD-V8

1994，PlayStation游戏机
2010年，首款微单相机NEX-
5C和单电相机a55/a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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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集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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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安防/视频会议

广播电视
投影机

消费类摄影摄像

摄像机模组/机器视觉相机

医疗

Imaging Product & Solutions产品

索尼拥有丰富的影像
产品技术积累



Sony(China)/EDMC/SDMBG5

索尼工业摄像模组产品

<Machine Vision 
Camera>

机器视觉相机

<Zoom Block Camera>
搭载AF高性能高精度的摄像

模组

<Micro-series>
小型高像素
摄像模组

＜监视＞

＜TV会议＞ ＜ATM＞ ＜FA用途＞

＜半导体制造装置＞＜PTZ遥控相机OEM＞

<Lens-style Type>
搭载镜头相机

＜无人机＞

＜活体认证＞



索尼机器视觉相机产品

http://www.sony.com.cn/products/ICM/index.html



Sony(China)/EDMC/SDMBG7

Sony 机器视觉相机产品历史

35年的机器视觉
行业经验

1983年开始生产机器视觉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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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hutter CMOS

              

高帧率
• 缩短检测时间

高灵敏度和高色饱和度 
• 减少对照明光源的亮度要求，降低成本。

ROI 自定义区域

• 可以提高帧率，减少检测时间

充分利用索尼在图像传
感器领域的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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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机器视觉相机产品线（GigE主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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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机器视觉相机产品线（USB 3.0主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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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机器视觉相机产品线(Camera Link主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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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机器视觉相机产品线(Camera Link主推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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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机器视觉相机产品线(Camera Link主推型号）



索尼偏振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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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光的偏振现象

• 新的偏振成像技术

• 偏振成像数据处理

• 索尼偏振相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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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偏振?

光波的特性

1: 振幅 => 亮度
2: 波长 => 色彩
3: 方向 => 偏振

光是一种电磁波，电磁波是横波（波的振动方向垂直于波的传播方向）

普通相机

偏振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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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偏振光波在各
个方向上都有振

动

偏振光波沿着水平面/
垂直面方向振动

镜面反射产生偏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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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面反射产生偏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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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的反射
   

     光的反射是由漫反射和镜面反射组成

unpolarize
d

polarize
dS + Punpolarize

d

漫反射: 镜面反射:

 非偏振

Brewster 
angle

P

S

取决于反射角度,不同角度的偏振度不同
在 Brewster 角: 100% 偏振
在垂直方向 : 0% 偏振(非偏振)
其它: 不同程度的部分偏振

Brewster:100% polarization

unpolarize
d

polarized
S

Vertical:0% 
polarization

unpolarized unpo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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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传统偏振镜拍摄效果

偏振镜

��

传感器 
Sensor

入射光在Brewster角时
这部分光强为0

Brewster angle

光强随着偏振镜的转动
角度变化

��

通过偏振镜
I（光强）= 漫反射的光强 + 镜面反射的光强

镜面反射的偏振光

镜面反射的非偏振光

漫反射的非偏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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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光的偏振现象

• 新的偏振成像技术

• 偏振成像数据处理

• 索尼偏振相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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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偏振图像传感器
IMX250MZR，5.1 MP， 2/3”
- 每4个像素有4个不同角度的偏振镜
- 光的偏振情况可以通过从4个像素上通过不同方向的偏振镜过滤后的4个不同的偏振光强度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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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振成像技术框架

摄像条件 图像传感
器成像

偏振数据处理 探测

通过合理摆放光源和
目标的位置来的得到
最佳成像条件。

得到4个不同角度的
偏振光成像信号

  从原始图像信号
中得到相关偏振
信息。

总体图像数据处理和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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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光的偏振现象

• 新的偏振成像技术

• 偏振成像数据处理

• 索尼偏振相机规格



Sony(China)/EDMC/SDMBG25

偏振数据预处理
不同角度的插值算法

通过信号数据处理可以得到的任何偏振角度的光
强。
※通过将4个偏振角度的像素图像信号来得出偏振规律。

 反射光消除/增强

  通过研究分析
S-偏振光反射角或
P-偏振光反射角
(反射率Rp < Rs)

计算曲面法线 

通过利用

- 偏振角度

- 偏振度

正常图像

2个任意垂直角度的像素数据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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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光的偏振现象

• 新的偏振成像技术

• 偏振成像数据处理

• 索尼偏振相机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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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规格

索尼偏振相机

基于XCG-CG510
• On-chip polarizer
• 5MP @ 23 fps
• GigE 2.0, PoE
• 支持IEEE1588

数据处理库

提供基于PC的SDK

销售日期: 201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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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规格

•  图像传感器
– IMX250MZR, 5.1 MP， 

2/3”

•  接口
– GigE 2.0 （支持PoE）
– 帧率: 23 fps @ 8 bit, 15 fps @ 12bit.
– IEEE1588同步

• 外观尺寸
           – 29(H) x 29(W) x 42(L) mm.

• 工作温度
– [-5゜ to +45゜ C]

29

29

29mm（W）×29mm（H）×42mm（D）
42

6pins Connector
- ISO IN (x1)
- IN/OUT (x2,

selectable) )

LED Light

Gigabit Ethernet

2/3 GSC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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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规格

相机

图像传感器 2/3英寸型全局快门CMOS图像传感器(偏振光图像传感器)
有效像素 2,464 x 2,056
像元尺寸(H x V) 3.45 μm x 3.45 μm
默认输出像素(H x V) 2,448 x 2,048
帧率 23 fps
增益 自动, 手动 : 0 dB to +18 dB
快门（曝光时间） 自动, 手动 : 60 秒 to 1/100,000 秒

接口

图像输出 Mono8, 10, 12-bit
数字接口 Gigabit Ethernet (100BASE-TX/1000BASE-T)
规格 GigE Vision® Version 1.2/2.0
数字I/O ISO IN (x1), GP IN/OUT (x2,selectable)

规格

镜头卡口 C 卡口
电源 DC +12 V (+10.5 V 到 +15.0 V), IEEE802.3af（PoE)(+37V to +57V)

功耗
DC +12 V : 3.0W (最大.)
IEEE802.3af（PoE） :3.7 W (最大.)

工作温度 -5°C to +45°C

抗震动 10 G (20 Hz to 200 Hz)
抗冲击 70 G
外观 (W X H X D)  29 x 29 x 42 mm (excluding protrusions)
重量 65g



谢谢！

欢迎访问索尼官网：
http://www.sony.com.cn/products/ICM/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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