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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LITE

为机器视觉提供精准的光源为机器视觉提供精准的光源 

照明系统越好，机器视觉系统的效果越好。对您而言，准确可靠，
始终如一的性能表现意味着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成本。

不论应用环境是简单还是复杂，创新型 NERLITE®照明产品都能
确保机器视觉和自动识别系统可靠运行。根据我们在几十个行业
数百种应用场合获得的经验，我们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了 NERLITE
产品线，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机器视觉照明品牌。从适合普
通应用场合的经济型解决方案，到涉及透明、高反射、圆形或不
规则物体和表面的先进科技应用领域，不论哪种照明问题，NER-
LITE 都能解决。

NERLITE 科技NERLITE 科技

Microscan机器视觉照明产品的品牌名称为 NERLITE。NERLITE 已
被全球视为机器视觉照明及机器视觉成像的“标准”。NERLITE 品
牌包括一系列选择范围非常广泛的产品，例如：

区阵灯、射灯、线阵灯（线性灯）、环光灯或圆顶照明灯 

背光灯和暗场照明灯 

DOAL ®及 COAL – 漫射同轴灯®及校准同轴灯
SCDI ®– 直角持续漫射灯
CDI ®– Cloudy Day®高精度持续漫射灯
MAXlite  – 多轴照明灯
NERLITE 还能为贴牌生产设计定制照明灯 

照明技术照明技术

NERLITE 机器视觉照明产品旨在控制传递到 CCD 阵列（照相机）上
的光线。可供选择的照明技术有很多。要从头开始选择最适合您
的机器视觉成像应用场合的照明技术，请参阅上文的光源选择表。

我们的照明专家团队能随时为您提供应用评估和 NERLITE 解决方
案配置服务：确保在进行特征和瑕疵检测时，不论情况有多复杂，
视觉系统都能提供您需要的高对比度图像。

Microscan的销售和支持网络备有大批内部专家和行业合作伙伴，
能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为您提供 NERLITE 解决方案，为您的业务活
动提供支持。

应用应用

要点要点

符合经济效益符合经济效益 
提供全套照明解决方案，能节省研究和设计费用

随时可用随时可用 
拥有适合成千上万种应用场合的即用型解决方案

成熟的技术成熟的技术 
自 1988 年以来，NERLITE 已为世界各地提供了数千种照明
解决方案

模块化、结构紧凑模块化、结构紧凑 
能节约集成时间和空间

安全可靠安全可靠 
基于 LED 的设计结构，具有使用寿命长、
维护需求小等特点和全球支持网络

种类繁多的照明解决方案种类繁多的照明解决方案 

镀锡 PCB 
焊料包装 
直接部件标记扫描 
小瓶扫描 
机器人引导系统 

电子产品 
制药业 
通用 
制造业 
仓储业 

铝箔印刷 
光学字符识别和光 
学字符检测
饮料容器 
标签检验 
元件存在检测 

半导体 
包装业 
食品和饮料业 
CD/DVD 制品 

⋯以及其它行业！⋯以及其它行业！

基准定位 
吸塑包装 
半导体晶片和铸模 
球栅阵列 
分拣 

行业行业

汽车 
二维符号系统 / 光 
学字符识别
邮件 /包裹分拣 
印刷业 



NERLITE

适合任何应用场合的照明方案适合任何应用场合的照明方案 

使用方法确定不同照明技术对部件特征产生的效果。选择一种相
应的部件特征，然后比较不同照明技术对该部件特征产生的不同
效果。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比较选择一种能使目标特征与周围环境形成
可能的最强烈对比效果的照明方案。

部件部件
特征特征 1) 

背光灯背光灯 DOAL 漫射同轴灯DOAL 漫射同轴灯 LALLLALL 
环光灯和环光灯和
面阵面阵

圆顶灯、SCDI、CDI 圆顶灯、SCDI、CDI 2)  暗场暗场
照明灯照明灯 

举例举例 

吸收吸收 4)

查看光线吸收、传输或
反射方面的变化情况 

无 采用均匀度技术保证吸收，能观察到
平面上的变化情况 

视应用场合
而定 

采用均匀度技术保证吸收，能观察到
不平整表面上的变化情况 

影响最小 保险丝座内的保险丝 
油墨印刷品 
塑料盖 
紫外线辐射 
透过塑料的红外线  

纹理纹理 3)

查看表面纹理或涂层的
变化情况 

无 有纹理的表面比抛光表面暗 视应用场合
而定 

减少纹理 有纹理的表
面比抛光表
面亮 

抛光表面 
激光退火 
砂纸粒 
刮伤表面 
材料变化 

高度高度 

查看从表面到照相机的
高度变化 

无 转角面变暗 视应用场合
而定 

减少阴影 边缘比较亮 有切口的部件 
点刻标记 
浮雕 
蚀刻 
转角 /斜角 
碎片异物 

形状形状 

查看X/Y轴（轮廓）
上的形状变化 

显示外部轮廓 背景不同时，会发生明显变化 无 无 突出显示
轮廓，平面
比凸起部分
暗

传送带上的部件 
硬币 
边缘尺寸 
射胶不足 
注塑 

透明透明 

查看与密度相关的
光线传输变化情况 

显示对照不透明
物体的透明度变
化情况 

背景不同时，能降低透明平面外壳
（如玻璃、清漆）的影响，并显示
不同背景下，对照不透明物体的
透明度变化情况 

视应用场合
而定 

降低透明的不平整表面外壳（如塑料
外包装、曲面玻璃）的影响，并显示
不同背景下，对照不透明物体的透明
度变化情况 

无 钻孔 
塑料件比较薄的部位 
塑料透镜的识别 
码 
多层材料 
液体中的碎屑 
LCD 检验  

1) 表面吸收受照明光颜色（光谱）的影响。表面纹理、高度、形状和透明度受照明方向
的影响。

2) 照明均匀度从圆顶灯到 SCDI 到 CDI 依次增加。

3) 纹理包括有纹理（磨砂、散射、凹凸不平、粗糙）或无纹理（光亮、镜面、反射、抛光、
光滑、有光泽）两种情况。

4) 使用反向光谱会使部件特征变暗，而使用相同光谱则会
使部件特征更亮。

例如：例如：

需要将部件特征变暗时，如果该部件特征为红色，则使 
用绿光。

使用绿光会使绿色特征更加明亮。 

使用不同照明技术对滚珠轴承产生的影响使用不同照明技术对滚珠轴承产生的影响 

滚珠轴承 光纤环光灯 荧光环光灯 漫射圆顶灯 NERLITE DOAL
同轴照明灯

NERLITE SCDI
直角持续漫射灯

NERLITE CDI
持续漫射灯



大面积大面积LEDLED灯 灯 - LALLLALL
 

面阵灯面阵灯 环光灯环光灯 背光灯背光灯 暗场照明灯暗场照明灯 DOALDOAL同轴照明灯同轴照明灯 SCDISCDI直角持续漫射灯直角持续漫射灯  MAXliteMAXlite多轴照明灯多轴照明灯 圆顶照明灯圆顶照明灯 CDICDI持续漫射灯持续漫射灯

典型应用典型应用 

需要适用于小面积至大面积区
域、近处或远处或高亮度的照
明解决方案时：NERLITE LALLs
就是您理想的选择。

LALLs 的设计完全符合 NEMA 4X
和 IP-64 的要求，适合室内或
室外使用，不怕跌落和水溅（例
如冲洗），能隔离非危险性粉尘、
绒毛和纤维，而且耐腐蚀。

LALL 亮度高、功耗低、结构紧凑、易于集成，且具备闪光功能和使
用寿命长等特点，因此，安装新设备或更换稳定性较差的光源（如日
光灯）时，LALL 是您理想的选择。

面阵灯的一般性用途、单向设计
（可通过安装位置调节）可用作
漫射性表面的暗场（形成阴影和
镜面反射）或明场光源。 

和其它入射（即“正向”）光源
选择方案一样，对工作距离和角
度进行细微调整即可以较小的
投资获得良好的图像对比度。

环光灯既经济节约，又易于集
成（直接附在镜头上），是漫射
性表面照明的好选择。 

和其它入射（即“正向”）光源
选择方案一样，对工作距离和
角度进行细微调整即可以较小
的投资获得良好的图像对比度。

背光灯能从物体后面提供漫射
照明。可用来勾勒部件的整体
轮廓，降低透明外壳的可视性，
以及查看钻孔等孔洞。

NERLITE DF 系列暗场照明灯能
为目标区域提供有效的低角度
光源。 

暗场照明灯能提高表面特征的
对比度，例如激光浮雕或蚀刻
标记或表面缺陷。

采用 DOAL 的同轴照明设备时，
光线经分光器反射后，能以近
90°的角度直接照射在物体上。 

采用这种同轴光源照明方法，
可照亮垂直于照相机的镜面，
而与照相机呈一定角度的表面
则依然保持黑暗状态。非镜面
表面能吸收光线，因此会显得
比较黑。

SCDI 的设计应用领域是高光亮
镜面和中等程度曲面。

SCDI 的工作原理与 DOAL 相同，
但用在非平面表面时，其照明
均匀度更强。采用 SCDI，光线
经分光器和下部舱室反射，能
加大照明立体角。

MAXlite（即多轴照明灯）可用
于需要多种光源几何组合的应
用场合。

MAXlite 提供可单独调节的同轴
和暗场光源。

圆顶照明灯是一种经济型漫射
光源，照明均匀度高，照明立
体角大，能支持曲面成像。 

此外，不要求使用同轴照明组
件的应用场合还可以使用圆顶
照明灯取代 CDI，以获得更大的
经济效益。

CDI 结合了获得专利的高精度积
分球光学技术，能产生自给式持
续漫射光源，是照明领域独一无
二的领先照明技术。

CDI 适用于涉及高反射面和菱面
的重要应用场合。在这些应用场
合中，相机光圈或闪光灯外壳上
的“缝”的任何反射都会使视觉
系统产生有瑕疵的错觉。

机器人引导 /控制 
包裹分拣检验 
交通监控 
食品加工与包装 
汽车 /航空业的装配线 
大型表面检验（公路、铁路、跑道） 

为平面、漫射表面照明 
控制成本 
非漫射性入射（正向）光源 
暗场或明场光源 
标签位置检验 

为平面、漫射表面照明 
控制成本 
圆形物体（垫圈、垫片）检验 
需要直接附在镜头上的应用场合 
需要能互换光学装置，如漫射体或菲涅耳（聚光）透镜的 

 实验室应用场合
标签检验 

定位或测量外部尺寸 
检查孔洞（如钻孔） 
降低透明玻璃或塑料外壳的影响 
测量材料的厚度 
确定安装孔的位置 
测量半透明度 
漫射性入射（正向）光源 

球栅阵列中球的安放位置 
读取激光蚀刻符号 
几何轮廓表面检测 
标签检验应用 
照亮带有纹理的表面 
强调高度变化 

均匀地照亮有光泽的平面 
突出划线、刻槽或浮雕特征 
形成反射、漫射和 /或吸收性表面的对比状态 
降低透明外壳或覆盖物的可视性 
电子元件检验 
基准定位 

光碟检验 
电路板焊接方式检验 
包装产品检验（吸塑包装的药物；管装电脑芯片） 
降低透明外壳或覆盖物的影响 
减少阴影 
区分中等程度曲面上的反射、散射或吸收特性 

均匀地照亮有光泽的平面 
突出划线、刻槽或浮雕特征 
电路板焊接方式检验 
区分中等程度曲面上的反射、散射或吸收特性 
集成一种适用于各种应用场合的照明单位，控制成本 

漫射或反射、平面或曲面的照明 
符合经济效益、适合闪亮曲面的照明解决方案 
DVD 标签检验 
检查表面的污染物（微粒、残留物） 

CD/DVD 产品检验 
电路板焊接方式检验 
包装产品检验（吸塑包装的药物；管装电脑芯片） 
降低透明外壳或覆盖物的影响 
减少阴影 
区分不平整 /褶皱表面上的反射、漫射或吸收特性 

功能功能 

目标：外壳组装。目标：外壳组装。紧固件存在 /缺失检验 目标：贴了标签的瓶子。目标：贴了标签的瓶子。使用面阵灯捕捉图像。检验标签是否存在、
标签及其方向是否正确。

目标：O形圈密封垫片。目标：O形圈密封垫片。在 11 点钟方向检测到有多余物质（“毛刺”）。 目标：迷你灯泡。目标：迷你灯泡。使用背光灯捕捉图像。检验灯丝的完整性。 目标：带数据矩阵的电路板。目标：带数据矩阵的电路板。图片显示的是高对比度数据矩阵。 目标：吸塑包装袋中的医用晶圆。目标：吸塑包装袋中的医用晶圆。透明吸塑包装袋内晶圆的高对比
度图像。

目标：齿轮轴。目标：齿轮轴。齿轮轴上的数据矩阵。 目标：印刷电路板装配。目标：印刷电路板装配。元件的存在情况和方位检验（同轴）；元件
识别标记（离轴）。

目标：螺丝头。目标：螺丝头。检验表面缺陷。 目标：起皱铝箔包装袋。目标：起皱铝箔包装袋。捕捉到的图像能清楚显示日期和批号。

应用实例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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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LITE 配件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照明解决方案。配件包括必要的电
源和驱动器，为客户提供包括持续操作模式和闪光操作模式在内
的各种操作模式。

使用这些配件，客户还能调整照明参数，解决复杂的照明和视觉
应用问题。

例如： 

LED 照明控制器：
包括机器视觉系统所需的功率
调节、强度控制、定时和触发
功能

注：注：控制器不供电。必须另配电源。

过滤器线程支架：
适用于“V2”环光灯的镜头适
配器

LED 光源驱动器：
稳定的恒流输出 ,用于驱动 LED
光源

注：注：驱动器不供电。必须另配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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