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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装载热红外相机的无人机监测动物数量
墨西哥的研究人员部署了配备热红外相机的无人机，
用于监测蜘蛛猴的数量。
蜘蛛猴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它们生活在森林的树冠
中，能很快地在树冠之间移动，并且喜欢群居。这些习性
使得难以通过地面观测方法对它们计数，而频繁、准确地
计数有助于成功地保护它们。
研究人员将地面计数方法与配备热红外相机的无人
机计数方法进行了对比。地面计数方法为五名经验丰富的
观察员配备了双筒望远镜和 GPS 装置，进行地面计数。
在 无 人 机 计 数 方 法 中， 使 用 TeAx Technology 公 司
的 Fusion Zoom 双视觉相机，其中包含 FLIR 公司的一个

日落前后和日出前进行无人机测量，这样猴子和环境之间
形成热对比，便于观测。

Tau2 640 红外机芯和 19mm 镜头，以及一个 Tamron 公司

29 个网格模式搜索是在猴子最常用的三个睡觉地点

的 1080p RGB 相机。这两台相机通过一个双轴稳定架并

进行的。在四次飞行中，无人机在猴子睡觉的每棵树上盘

排安装在无人机上，以保证相机在飞行中的稳定性。

旋至少五分钟。分析捕获的热红外图像，确定数量。

无人机是一架 550mm 的四轴飞行器，电池供电的飞

比较发现，当聚居在一起的蜘蛛猴少于 10 只时，地

行时间为 10 分钟。采用 ArduCopter 公司的开源固件，运

面计数和无人机计数的结果基本一致。当聚居数量超过

行为手动或自动飞行配置的 Pixhawk2.1 自动驾驶仪。使

10 只以上时，92% 的案例中，无人机的计数高于地面计数。

用 ArduPilot 公司的 Mission Planner 应用程序对网格模式

在 75% 的案例中，地面观测错过大量聚居的猴子的情况

搜索进行编程。

发生在其中一个睡觉地点，该地点从地面观看更容易被植

Tau2 相机用于确定猴子在无人机画面中的出现方式， 被遮挡 ；相比之下，无人机观测并不受此影响。无人机观
并测量它们的体表温度（确定为 30℃）。研究人员决定在

测到的猴子数量比地面观测平均增加了 49%。

SmartSens 联手 MEMS Drive 打造 CMOS 芯片级防抖成像技术
CMOS 图像传感器供应商思特威科技（SmartSens） 机器视觉以及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等领域的应用中同样
与 MEMS 图像防抖领域的创新者 MEMS Drive 签署合作

重要。以 AI 机器视觉领域为例，作为重要视频采集芯片，

协议，双方将在 CMOS 图像传感器芯片级防抖技术领域， CMOS 图像传感器需要应对例如路面颠簸和飞行抖动等因
开展一系列研发合作。
除了传统的手机摄像头应用，物理防抖在安防、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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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造成的图像运动模糊。这就要求图像传感器本身拥有卓
越的物理防抖能力，以提高智能识别的效率和整个 AI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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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强大的差异化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

河。通过此处合作，将 SmartSens 在

图像物理防抖是整个摄像头领域最热

CMOS 图像传感器方面 的 领 先 技 术

门的技术发展方向之一，而且在非手机类

与 MEMS Drive 首 创 的 MEMS OIS

的 AI 视 频 领 域 应 用 更 是 史 无 前 例。 此 次

防抖技术密切结合，不但有助于提升

SmartSens 与 MEMS Drive 在非手机领域图

MEMS OIS 技术的性能，同时也将推

像防抖技术的合作，为这个领域打开了先

动成像技术的革新。

统的性能。
通过此次合作，SmartSens
创新性地在 CMOS 图像传感器
芯片中引入芯片级物理防抖技
术，从而在安防、机器视觉等
应用中实现了此前仅高端相机
拥有的光学图像稳定功能。与
传统的镜头防抖相比，芯片级
防抖的优势在于降低了镜头和
VCM 设 计 加 工 难 度， 并 且 在
以芯片平面为轴的旋转角度方
向，增加了额外一个维度的防
抖控制，实现了防抖性能更佳
的五轴防抖。
未 来， 双 方 将 进 一 步 深
挖芯片级防抖的潜力，并依托
SmartSens 在 CMOS 图 像 传 感
芯片领域丰富的开发经验、创
新性以及贴近客户需求的优
势，为安防、智能家居、机器
视觉等 AI 应用领域提供防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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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Gocator 线激光轮廓传感器实现 3C 零部件尺寸测量
随着 3C 产品对精细程度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得相应
零部件的检测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
在外观尺寸测量方面，
要求高度方向的重复性精度达到 10μm，这对 3D 传感器的
精度要求非常苛刻 ；同时还要求测量软件能够适用于所有
的零部件的检测，这对软件适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此外，
还要求检测视野能够兼顾 5mm×5mm ~ 500mm×500mm 的
范围，这需要开发新工具对图像进行拼接。
LMI Technologies 公司生产的 Gocator 智能 3D 传感器，
通过先进的 3D 在线检测技术，利用高速、高灵敏度的扫
描功能，结合精密的内置算法，更轻松地实现 3C 零部件

像进行拼接，生成一个三维可视化表面，最后通过内置算

尺寸的精准检测。

法工具输出特征测量值。它具有专门开发的图像拼接工具，

在检测过程中，将 Gocator 2420 智能 3D 传感器安装

即使在传感器视野很小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拼接工具将

到设备上，移动平台带着被检测的产品在传感器下方移动。 小视野拼成大视野。
传感器将检测到的产品特征尺寸输出，能同时实现 XYZ

Gocator 2420 检测方案的主要优势包括 ：基于 WEB

三维方向的尺寸检测。在平面 XY 方向的重复测量精度为

浏览器的界面，使传感器的安装和使用更加直观、容易 ；

20µ m，在高度 Z 方向的重复测量精度为 10μm，能够实现

专门开发的图像拼接工具，可以将多个 Gocator 传感器扫

被测产品的三维立体图显示和尺寸自动测量。

描的数据组合成整个轮廓或者表面对象的单个高密度 3D

Gocator 2420 传感器内置拼接工具，能将捕获到的图

数据 ；开源 SDK，便于客户集成。

新加坡国立大学试用自主驾驶的校园摆渡车
最近，法国自动驾驶公司 EasyMile 的完全自主驾驶

的一系列软件和硬件技术，能够在没有外部基础设施帮助

的摆渡车 NUSmart，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肯特岭校区开始试

的情况下，在公路上沿预定路线行驶，每周一至周五会

用服务。这项试验对所有乘客免费，试验目的旨在确定提

在设定的服务时间内，以 20 分钟的间隔运行。试验期间，

供安全的自主驾驶摆渡车服务的商业可行性。

预计运行时间将逐步增加。

这辆 EasyMile EZ10 摆渡车配备了全方位的传感器，
它们将帮助探测和避免潜在的障碍物。摆渡车依靠其内部

在试验的初始阶段，摆渡车在下雨天暂不运行，但在
后期阶段，会考虑在潮湿天气下运行。试验期间，摆渡车
上有安全操作员，解答乘客的询问，并确保车辆安全运行。
该摆渡车完全依靠电力运行，最多可搭载 12 人，可
以容纳轮椅，并且还为行动不便的乘客准备了上下车坡道。
EasyMile 表示，这项试验是第一辆在真实混合交通
条件下运行的自主驾驶摆渡车，它与常规巴士、汽车和摩
托车一起运行。通过这项试验，EasyMile 能够了解乘客对
自主驾驶车的反应情况，以便在未来的自主驾驶车部署中
有更多的经验可供借鉴。
EasyMile 是自主驾驶车辆技术的先驱，已经在全球
各种环境中部署了 230 多辆自主驾驶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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