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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章主要说明 ROSA 系列相机的一些主要技术参数。

§1.1 关于 ROSA

ROSA 系列千兆网相机符合 GigE Vision 1.2 协议标准，同时也符合 GeniCam 1.1 标

准。ROSA 系列千兆网相机外形小巧，接口简单，并且与多个厂商的 IO 接口兼容，方便用

户使用。

下图所示的是 ROSA-GE 系列相机的帧率和分辨率一览表。

图 1-1 ROSA 相机帧率-分辨率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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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分辨率 帧率

（Hz）

传感器型号 相元尺寸(um) 快门方式

RS-A361-GM/GC 752*480 60 Aptina MT9V024 6*6 全局

RS-A361-GM/GC 752*480 100 Aptina MT9V024 6*6 全局

RS-A363-GM/GC 752*480 150 e2v EV76C560 5.3*5.3 全局

RS-A1000-GM 1280*1024 30 Aptina MT9M001 5.2*5.2 滚动

RS-A1300-GM/GC 1280*1024 60 e2v EV76C560 5.3*5.3 全局

RS-A1500-GM NIR 1280*1024 60 e2v EV76C660 5.3*5.3 全局/滚动

RS-A2300-GM/GC 1600*1200 50 e2v EV76C570 4.5*4.5 全局

RS-A2300-GM/GC 1600*1200 60 e2v EV76C570 4.5*4.5 全局

RS-A5001-GM/GC 2592*1944 14 Aptina MT9P031 2.2*2.2 滚动

RS-A10K-GM/GC 3664*2748 7.5 Aptina MT9J003 1.67*1.67 滚动

RS-A14K-GC 4384*3288 6.3 Aptina MT9F002 1.4*1.4 滚动

图 1-2 ROSA-GE 系列相机主要参数简表

§1.2 主要技术参数

下表所示的是 ROSA-GE 系列相机的所有型号主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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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361-GM/GC60 RS-A361-GM/GC100

分辨率（H*V） 752*480 752*480

传感器型号 Aptina MT9V024

逐行，全局快门

Aptina MT9V024

逐行，全局快门

光学尺寸 1/3” 1/3”

像元尺寸 6um*6um 6um*6um

最大帧率（最大

分辨率下）

60Hz 100Hz

类型 黑白

Bayer 彩色

黑白

Bayer 彩色

输出接口 千兆网 千兆网

数据类型 黑白：Mono8/Mono10

彩色：Bayer8/Bayer10

/Mono8/Mono10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黑白：Mono8/Mono10

彩色：Bayer8/Bayer10

/Mono8/Mono10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同步方式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曝光方式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用户接口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功耗 3.5W 3.6W

供电 12V DC 12V DC

工作环境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镜头接口 C C

外形尺寸

（L*W*H）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软件驱动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图 1-3 RS-A361-GM/GC60，RS-A361-GM/GC100 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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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363-GM/GC150 RS-A1000-GM30

分辨率（H*V） 752*480 1280*1024

传感器型号 e2v EV76C560

逐行，全局快门

Aptina MT9M001

逐行，滚动快门

光学尺寸 1/3.5” 1/2”

像元尺寸 5.3um*5.3um 5.2um*5.2um

最大帧率（最大

分辨率下）

150Hz 30Hz

类型 黑白/Bayer 彩色 黑白

输出接口 千兆网 千兆网

数据类型 黑白：Mono8/Mono10

彩色：Bayer8/Bayer10

/Mono8/Mono10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Mono8/Mono10

同步方式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曝光方式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用户接口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功耗 3.7W 3.5W

供电 12V DC （±10%） 12V DC

工作环境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镜头接口 C C

外形尺寸

（L*W*H）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软件驱动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图 1-4 RS-A363-GM/GC150，RS-A1000-GM30 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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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1300-GM/GC60 RS-A1500-GM60 NIR

分辨率（H*V） 1280*1024 1280*1024

传感器型号 e2v EV76C560

逐行，全局快门

e2v EV76C660

逐行，滚动快门

光学尺寸 1/1.8” 1/1.8”

像元尺寸 5.3um*5.3um 5.3um*5.3um

最大帧率（最大

分辨率下）

60Hz 60Hz

类型 黑白/Bayer 彩色 黑白 NIR（峰值响应@730nm）

输出接口 千兆网 千兆网

数据类型 黑白：Mono8/Mono10

彩色：Bayer8/Bayer10

/Mono8/Mono10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Mono8/10

同步方式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曝光方式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用户接口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功耗 3.7W 3.7W

供电 12V DC （±10%） 12V DC （±10%）

工作环境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镜头接口 C C

外形尺寸

（L*W*H）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软件驱动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图 1-5 RS-A1300-GM/GC60,RS-A1500-GM60 NIR 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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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2300-GM/GC50 RS-A2300-GM/GC60

分辨率（H*V） 1600*1200 1600*1200

传感器型号 e2v EV76C570

逐行，全局快门

e2v EV76C570

逐行，全局快门

光学尺寸 1/1.8” 1/1.8”

像元尺寸 4.5um*4.5um 4.5um*4.5um

最大帧率（最大

分辨率下）

50Hz 60Hz

类型 黑白/Bayer 彩色 黑白/Bayer 彩色

输出接口 千兆网 千兆网

数据类型 黑白：Mono8/Mono10

彩色：Bayer8/Bayer10

/Mono8/Mono10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黑白：Mono8/Mono10

彩色：Bayer8/Bayer10

/Mono8/Mono10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同步方式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曝光方式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用户接口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功耗 3.8W 3.8W

供电 12V DC （±10%） 12V DC （±10%）

工作环境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镜头接口 C C

外形尺寸

（L*W*H）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软件驱动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图 1-6 RS-A2300-GM/GC50,RS-A2300-GM/GC60 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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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5001-GM/GC14 RS-A10K-GM/GC7

分辨率（H*V） 2592*1944 3664*2748

传感器型号 Aptina MT9P031

逐行，滚动快门

Aptina MT9J003

逐行，滚动快门

光学尺寸 1/2.5” 1/2.3”

像元尺寸 2.2um*2.2um 1.67um*1.67um

最大帧率（最大

分辨率下）

14Hz 7.5Hz

类型 黑白

Bayer 彩色

黑白

Bayer 彩色

输出接口 千兆网 千兆网

数据类型 黑白：Mono8/Mono12

彩色：Bayer8/Bayer12

/Mono8/Mono12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黑白：Mono8/Mono12

彩色：Bayer8/Bayer12

/Mono8/Mono12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同步方式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曝光方式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用户接口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功耗 3.5W 3.5W

供电 12V DC 12V DC

工作环境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镜头接口 C C

外形尺寸

（L*W*H）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软件驱动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图 1-7 RS-A5001-GM/GC14,RS-A10K-GM/GC7 主要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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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14K-GC6

分辨率（H*V） 4384*3288

传感器型号 Aptina MT9F002

逐行，滚动快门

光学尺寸 1/2.3”

像元尺寸 1.4um*1.4um

最大帧率（最大

分辨率下）

6.3Hz

类型 Bayer 彩色

输出接口 千兆网

数据类型 Bayer8/Bayer12/Mono8/Mono12

/BGR8/RGB8

YUV444/YUV422/YUV411

同步方式 外触发，软件触发，连续

曝光方式 软件设定曝光时间

用户接口 一个触发输入，一个输出

功耗 3.5W

供电 12V DC

工作环境 湿度<80%（不结露）

外壳表面温度<50℃

最低环境温度 0℃

镜头接口 C

外形尺寸

（L*W*H）

38mm*38mm*37.6mm

（不包括镜头安装部分和连接器）

软件驱动 GigEVision 兼容的软件 SDK

驱动支持 Windows（xp/Vista/7/8）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Windows CE

Mac OS, Linux

图 1-8 RS-A14K-GC6 主要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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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光谱曲线

图 1-9 RS-A361-GM60/100 光谱曲线

图 1-10 RS-A361-GC60/100 光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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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RS-A1000-GM30 光谱曲线

图 1-12 RS-A1300-GM/GC60，RS-A363-GM/GC150 光谱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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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RS-A1500-GM60 NIR 光谱响应曲线

图 1-14 RS-A2300-GM/GC50/60 光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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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RS-A5001-GM14 光谱曲线

图 1-16 RS-A5001-GC14 光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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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7 RS-A10K-GC7 光谱曲线

图 1-18 RS-A10K-GM7 光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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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9 RS-A14K-GC6 光谱曲线

图 1-20 黑白相机的滤色片光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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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彩色相机的滤色片光谱曲线

§1.4 外形尺寸

图1-22 ROSA相机外型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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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理接口

在 ROSA 相机的后端有两个连接器：

 RJ45 网口，三速以太网 10M/100M/1000Mbps 传输接口，传输速率取决于网线

和网卡的配置。ROSA 相机不支持 POE 功能，无法通过 RJ45 网口进行相机的供

电。

 6 针 IO 连接器，可以为相机供电，提供触发输入和触发输出。

图2-1 相机物理接口示意图

§2.1 RJ45 网口

§2.1.1 网口指示灯

RJ45 网口用来实现图像数据的网络传输，RJ45 有两个指示灯，含义如下：

 左灯：绿色，当此指示灯亮的时候表示 1000M 连接；此灯不亮，表示是 100M 或

者 10M 连接，此时需要查看网线和网卡是否正常。

 右灯：橙色，此指示灯亮表示连接正常，当有数据传输的时候，此指示灯会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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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网线选择

由于数据量的传输较大，为了保证传输质量及防止 EMI 干扰，推荐使用带屏蔽的

网线。我们推荐使用 SSTP 屏蔽方式的 6 类及以上种类的网线。SSTP 是一种双屏蔽方

式线缆的代码，表示每一对双绞线都有铝箔屏蔽，4 对双绞线外部还有铝编制网屏蔽，

可以最大可能的屏蔽外部干扰及信号线之间的串扰。网线越长，传输数据量越大，对于

线材的质量要求就越高。如果网线选择的质量不够好，在数据传输的时候会出现数据重

传过多，数据包丢失等现象。

§2.2 IO 接口

ROSA 相机的 IO 连接器提供了供电电源、触发输入和触发输出等信号的连接。用户需

要使用 Hirose 的 HR10A-7P-6S 或者同等产品的插头。下表所示的是 IO 接口的定义，其

中“HR10A-7P-6S-OPEN-1M-02”是我们提供的 ROSA 相机的 IO 配线：

PIN定义 信号定义 HR10A-7P-6S-OPEN-1M-02定义

1 12V 橙

2 TRIG IN+ 黄

3 NC 粉

4 TRIG OUT+ 蓝

5 TRIG IN- / TRIG

OUT-
白

6 GND 灰

图2-2 IO接口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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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电源的连接

ROSA 相机能接受 11V~13V 直流电源输入，连接方式如下：

图2-3 电源的连接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因为线缆有内阻，所以当直流电源的线缆很长的时候，

会在线缆上产生一定的压降，导致提供给相机的电压不满足相机的工作电压范

围要求，现象可能会是电源指示灯亮，但是网口灯不亮。所以开关电源要尽可能靠近相机端，

距离最好不要超过 5m。如果现场的电磁干扰比较严重，要考虑采用屏蔽线缆和加磁环等辅

助手段。

§2.2.2 触发输入

下图所示的是触发信号输入的内部电路示意图。



ROSA-GE用户手册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24

图2-4 触发输入示意图

触发输入采用的是光耦输入，输入端有宽压输入电路，可以接收 3V~24V 的信号输入：

输入电压 说明

0~24V 推荐输入电压范围

<1.5V Trigger 信号为低

1.5V~3V Trigger 信号为不定态，要避免这种电压值

>3V Trigger 信号为高

30V 最高输入电压为 30V，不能超过此电压

图2-5 触发输入电压范围

§2.2.2.1 触发信号的连接方式 1

对于 TTL 和 RS485/RS422 等形式的信号输入的时候，可以直接按照如下图的方式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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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触发信号的连接方式 1

§2.2.2.2 触发信号的连接方式 2

对于触发信号源是开关形式的信号，比如光耦，PLC 等，按照如下图的方式连接：

图 2-7 触发信号的连接方式 2

§2.2.2.3 触发信号的延迟

由于触发信号输入采用的是光耦输出，对于输入的信号有一定的延迟，如下图所示。输

入信号是相机外部输入的信号；输出信号是经过光耦之后的信号。光耦从关闭到打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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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us 的延迟时间；光耦从打开到关闭有 7~60us 的延迟时间

图 2-8 触发输入信号延迟

§2.2.3 触发输出

ROSA 相机提供了一个触发输出信号，但是用户可以从多个内部信号里面选择一个信

号，经过反向控制、屏蔽控制之后给到光耦。这里需要注意光耦的接法，当内部信号为高的

时候，光耦是关闭的，当内部信号为低的时候，光耦是导通的。

 闪光灯：来自图像传感器的闪光灯信号

 触发输入：经过去抖动处理的触发输入信号

 帧触发：经过延迟，脉宽控制之后的、给到图像传感器的触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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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触发输出示意图

用户在使用触发输出功能的时候，要注意光耦的打开和关闭时间的延迟（§2.2.2.3），

如果信号的脉冲宽度小于光耦打开或者小于光耦关闭的时间，或者信号的周期小于光耦打

开和光耦关闭时间之和，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输出信号。触发输出最大的输出电流时20mA，

外接电压最大是30V。用户需要按照下面公式来计算外接的电阻的大小，其中 v是闪光灯的

直流压降。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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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用户 IO的注意事项

触发输入和触发输出的负端是同一个引脚，所以用户在同时连接触发输入和触

发输出的时候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这样并没有做到触发输入、输出两个系统

的完全隔离，有必要时用户需要加上隔离电路把两个系统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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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机的软件运行环境

本节主要说明运行 ROSA 相机所必须的驱动和软件环境，有关软件环境的更多信息参

见微视千兆网相机 SDK (MVGESDK）的相关说明文档。

§3.1 SDK 及驱动

ROSA 相机具有完整的配套 SDK 及驱动，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软件开发。SDK 目

前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

 Windows XP SP2/SP3

 Windows Vista SP1 及以上

 Windows 7

 Windows Server 2003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8 / 8.1

 Windows CE 6.0

 Linux（Red Hat / Ubuntu / OpenSUSE）*

 Mac OS 10.9.4 及以上*

*Linux/Mac 操作系统下的 SDK 请单独咨询微视软件部门。

SDK 安装完成后用户可得到 ROSA 相机的 DEMO 示例程序及源码，各种软件说明文

档及 SDK API。

安装完毕后，用户可通过开始菜单：Microvew/MVGESDK32(64)/工具/驱动安装

EbDriverTool.exe 工具 来为网卡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驱动分为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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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facture Driver -- 网卡的原厂驱动

 eBUS Universal Pro Driver -- Intel 及非 Intel 网卡的通用相机驱动

我们推荐使用 eBUS Universal Pro 类型驱动，可减少 CPU 的占用率及增加数据传输

的稳定性，驱动工具的具体使用步骤及各驱动的详细介绍可参考 SDK 文档说明。有关 SDK

及驱动安装的更多详细说明，参见 SDK 安装路径下的 DOC 目录。

对于 20140509 之后的 SDK，安装完成之后，会自动为所有网卡安装 eBUS

驱动程序。如果用户需要手动修改，可以使用上面提到的“EbDriverTool.exe”

工具。

§3.2 SDK 的下载及升级

下面两个链接是基于 Windows 的 SDK 的下载地址：

http://www.microview.com.cn/download/drivers/MVGESDK_V1.1.1.1_BIT32.zip

http://www.microview.com.cn/download/drivers/MVGESDK_V1.1.1.1_BIT64.zip

安装完 SDK 之后，在安装路径下有“MVGESDKUpdate.exe”程序，可以运行此程序

对 SDK 进行升级。

§3.3 第三方 SDK 及驱动

由于 ROSA 相机符合 GigE Vision 标准，所以用户除了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 SDK 及驱

动外，还可以使用支持 GigE Vision 协议的第三方厂家的 SDK 及驱动。下面是我们已经验

证过的、可以使用的第三方 SDK 及驱动：

 Pleora eBUS SDK 2.0 及以上

 NI Labview 2011 及以上

http://www.microview.com.cn/download/drivers/MVGESDK_V1.1.1.1_BIT64.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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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gnex VisionPro 8.1 及以上

 JAI SDK 1.3 及以上

 Dalsa Sapera Camera SDK 7.30 及以上

§3.4 兼容性问题

若计算机上同时安装了多家符合 GigE Vision 的 SDK，或在同一网卡上启用了多家的

千兆网驱动，容易导致兼容性的问题，造成图像采集异常或相机连接异常。因此我们建议第

一次使用 ROSA 相机的用户，首先只在系统里面安装我们的 SDK 及驱动，熟悉了相机的各

种功能之后，如果有需要，再把我们的 SDK 及驱动卸载掉，安装第三方的。

在安装第三方的 SDK 及驱动的时候，我们也强烈建议只安装一种，不要多家软件同时

共存。

如果在使用相机的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我们建议把第三方的 SDK 及驱动禁用或卸载掉，

只安装我们的 SDK 及驱动来排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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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机功能

§4.1 工作模式

ROSA面阵相机共有两种工作模式：连续模式和触发模式。

§4.1.1 全局快门（Global Shutter）和电子滚动快门（Electronic Rolling Shutter）

具有全局快门的相机，在接收到触发信号之后，所有的像素会一起开始曝光、一起结束

曝光。在曝光结束之后，图像传感器会从图像的左上角开始逐行开始输出图像，在输出图像

的过程中不再受到外部光线的影响。全局快门的适合拍摄运动物体。下图所示的是全局快门

相机的曝光、读出示意图。

图 4-1 全局快门“曝光-读出”示意图

具有滚动快门的相机，在接收到触发信号之后，会从第一行逐行开始曝光，在每一行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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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结束之后会进行行读出。由于所有的行并不是在同一时间段内曝光，所以如果在曝光阶段

内如果物体有较大运动幅度，会造成图像的扭曲。

图 4-2 滚动快门“曝光-读出”示意图

§4.1.2 触发控制

相机工作在触发方式的时候，可以接收来自外部的触发信号或者内部的软触发信号，根

据设定的时序来触发图像传感器采集图像。下图所示的是触发信号的处理过程。

图 4-3 触发信号的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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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1 去抖动

外部触发信号可能来自 PLC，编码器等设备，这些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干扰，如果

这些干扰没有被滤除掉，会造成误触发、漏触发。下图所示的是带有毛刺的外部触发信号经

过去抖动的过程，小于有效窗口宽度的信号会被滤除掉。由于去抖动的操作，会有一个有效

窗口的时间延迟。

图 4-4 触发信号的去抖动

§4.1.2.2 极性选择

用户可以根据外部触发信号的情况，来选择是上升沿有效还是下降沿有效。

§4.1.2.3 时间精度控制

相机内部的触发信号和闪光灯信号的延迟、宽度等的控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时间

精度，有 4 种精度选择：1us，10us，100us，1000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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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用户设置的触发延迟是 N，时间精度是 10us，那么实际的触发延迟是 N*10us。

受时间精度控制的参数有：触发延迟，触发脉宽，触发间隔，闪光灯延迟，闪光灯宽度。

§4.1.2.4 延迟、脉宽、间隔、多次触发控制

相机内部可以对有效的触发信号进行延迟、脉宽控制等，同时还可以发出多个触发信号，

进行多帧采集。下图所示的是一次有效触发，三次采集的情况。

图 4-5 多帧触发示意图

1 - 当设置的多次触发数位 0 的时候，实际触发数量是 1。

2 - 如果触发间隔设置的时间小于”曝光+读出“时间的话，会造成一些触发

信号无效，采集到的图像的数量会小于设置的多次触发的数量。

§4.1.2.5 软触发

用户除了可以使用来自 IO 接口的触发输入信号触发采集图像，还可以使用软触发。

ROSA 相机提供两种软触发方式，一种是寄存器触发，一种是 GPIO 触发。寄存器触发是软

件通过网络虚拟的串口设置相机内部的寄存器，实现的软触发，这种触发的延迟较大，并且

不固定，不推荐使用。GPIO 触发是软件通过网络虚拟的 GPIO 信号来实现的，这种触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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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延迟小，并且相对固定，推荐使用。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使是 GPIO 软触发，也是通过网

络数据包模拟出来的，所以会受到操作系统，网卡类型，驱动以及网线等因素的影响。一般

说来，PCI 接口的网卡的 GPIO 的实时性要好于 PCIe 的网卡。

§4.2 数据格式

§4.2.1 数据格式定义

 Bayer：彩色相机的原始数据格式。对于彩色相机来说，图像传感器都是 Bayer 形

式的。对于每一个像素来说只能输出红、绿、蓝三个分两种的一种，另外两种分量

需要通过计算得出。下图所示的 Bayer 形式的数据排列，数字代表的是像素的坐

标位置：

图 5-6 Bayer 数据格式

根据坐标为(0,0)，(0,1)两个像素的分量形式来定义不同的 Bayer 数据格式，会有

四种组合方式：GR，RG，BG，GB。

 Mono

对于黑白相机来说，Mono 图像是对 RAW 做了一定处理之后（去除图像的固定模

式噪声）的黑白图像数据。对于彩色相机来说，Mono 数据是由 RGB 图像数据转换过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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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B

只有彩色相机才有此种数据模式。对 Bayer 形式的原始数据进行色彩还原处理之

后，每个像素都会得到 RGB 三个分量。

 YUV

只有彩色相机才有此种数据模式。这种色彩空间可以从 RGB 空间变换得来，其中

Y 只是亮度信号，U,V 代表了颜色信息。根据各个分量的采样比例的不同，YUV 数据格

式又可以分为：YUV444，YUV422，YUV411 等。

下表所示的是各个型号所支持的数据格式：

图 4-7 各型号所支持的数据格式

§4.2.2 Bayer8

Bayer8 数据是彩色图像传感器输出原始的 10Bit 的或者 12Bit 的数据经过滑动窗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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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之后的 8Bit 数据。Bayer8 的数据排列格式如下，其中 Bytex 表示是第几个字节的数据，

Px 表示像素的序号：

图 4-8 Bayer8 数据排列格式

§4.2.3 Bayer10，Bayer10-P

Bayer10 和 Bayer10-P(Bayer10 Packed)是彩色图像传感器输出的 10Bit 数据，其中

Bayer10-P 是采取压缩形式进行数据传输。Bayer10 的数据排列格式如下：

图 4-9 Bayer10 数据排列格式

为了节约传输带宽，可以把空余的 Bit 位利用上，下图所示的是 Bayer10-P 的数据排

列格式，三个字节传送 2 个像素，相对于非 Packed 方式来说，节约了 25%的带宽。

图 4-10 Bayer10-P 数据排列格式

§4.2.4 Bayer12，Bayer12-P

Bayer12 和 Bayer12-P 是彩色图像传感器输出的 12Bit 数据，其中 Bayer12-P 是采取

压缩形式进行数据传输。Bayer12 的数据排列格式如下：

图 4-11 Bayer12 数据排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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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yer12-P 的数据排列方式如下，三个字节可以传输 2 个像素，相对非 Packed 方式，

节省了 25%带宽。

图 4-12 Bayer12-P 数据排列格式

§4.2.5 Mono 数据格式

无论是黑白还是彩色相机都有黑白的 Mono 数据输出，也具有 8、10、12bit 位宽，

排列方式与 Bayer 的相应格式相同。

§4.2.6 BGR8-P / RGB8-P

彩色相机可以输出 24Bit 的 RGB 数据，排列方式如下，数据传输顺序是 B-G-R 或者

R-G-B，每个像素占用 3 个字节。

图 4-13 BGR8-P 数据排列格式

图 4-14 RGB8-P 数据排列格式

§4.2.7 YUV444

彩色相机可以输出 24Bit 的 YUV 数据，数据的传输顺序是 U-Y-V，每个像素占用 3 个

字节。

图 4-15 YUV444-P 数据排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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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YUV422

如果对 YUV444 的 UV 分量进行 2:1 下采样，两个相邻的像素共同使用一组 U，V 数据，

可以使得 2 个像素占用 4 个字节，节省了 33%的传输带宽。下图所示的是数据排列形式，

对于像素 0 和像素 1 来说，Y 信号是各自的，像素 1 没有自己的 U,V 分量，使用像素 0 的

U,V 分量。数据的排列顺序是 U-Y-V-Y。

图 4-16 YUV422-P(UYVY)数据排列格式

§4.2.9 YUV411

如果对 YUV444 数据在水平方向上进行 4:1 下采样，即 4 个相邻的像素共用一个 U，V

值，就得到了 YUV411 的数据，这种情况下，相对 YUV444 节省了 50%的带宽。下图所示

的是数据的排列格式，像素 0~3，有各自的 Y 分量，但是 U、V 分量使用的是像素 0 的。

图 4-17 YUV411-P(UYYVYY)数据排列格式

§4.3 图像数据处理

下图所示的是相机的图像数据处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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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相机的数据处理流程

§4.3.1 坏点去除

由于生产工艺的问题，每一个图像传感器在生产出来之后都会有坏点，这些坏点的可以

分为两种，一种是白点，一种是黑点。这些点的表现形式有多种：一类是比较明显的，无论

增益和曝光时间的大小，始终表现为白点或者黑点，这种类型的坏点基本上是属于加工出来

就是缺陷点，不能正常工作。一类是随着增益的增大，曝光时间加长，工作时间长导致温度

升高，这些坏点才会显现出来，这种类型的坏点，是由于各个像素之间的响应一致性不同，

性能不好的那些个点，在一定的工作条件下是可以当做正常像素点来使用的。

在相机出厂的时候，我们会按照图像传感器厂家的坏点评判标准（一定增益和一定的曝

光时间下，灰度值小于或者超出一定范围）来把认定为坏点的像素坐标位置存储在相机内部，

在相机工作的时候，会把这些坏点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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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点的像素会用它左右相邻的像素的平均值来替换，如下图所示。

图 4-19 坏点去除示意图

§4.3.2 TestPattern

在整个 ISP 的处理流程中，有三个位置可以插入测试图像。

在坏点去除之后有一个 TestPattern 选项，根据图像传感器的数据位数的不同，有不同

的测试图选项，对于 10bit 的型号来说，TestPattern-1 具有如下几种测试图：

 8Bit 对角灰阶

 8Bit 移动的对角灰阶

 10Bit 对角灰阶

 10Bit 移动的对角灰阶

对于 12Bit 的型号来说，TestPattern-1 具有如下几种测试图：

 8Bit 对角灰阶

 8Bit 移动的对角灰阶

 12Bit 对角灰阶

 12Bit 移动的对角灰阶

测试图会参与后续的所有的图像处理。

对 于 彩 色 型 号 来 说 ， 还 具 有 TestPattern-2 和 TestPattern-3 两 个 选 项 ， 其 中



ROSA-GE用户手册

北京微视新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42

TestPattern-2 是移动的对角 RGB 灰阶，TestPattern-3 是垂直的彩色条。下图所示的分别

是 TestPattern-1 的 8Bit 对角灰阶，TestPattern-2 和 TestPattern-3。

图 4-20 TestPattern-1 8bit 对角灰阶

图 4-21 TestPattern-2 RGB 对角灰阶

图 4-22 TestPattern-3 YUV 彩条

§4.3.3 Gamma 校正

Gamma 校正功能是用来校正由于显示器等的非线性响应而对图像数据进行的一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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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的纠正。用户可以自行设定 Gamma 值，计算公式如下：


1

max
max )(*

X
XXY in

out 

其中 inX 是未经过校正的图像数据， maxX 是最大的灰度值（对于 10bit 的型号来说，

最大灰度值是 1023；对于 12bit 的型号来说，最大的灰度值是 4095），  是用户设定的

Gamma 值，范围是 0.5~2.5。

图 4-23 Gamma 校正曲线

§4.3.4 LUT（Lookup Table）校正

在所有型号的 ROSA 相机内部有一个 12bit-12bit 的 LUT，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

填写 LUT 表格的内容来进行数据的转换。对于 12bit 的型号来说，LUT 的输入范围是

0~4095，输出范围也是 0~4095；对于 10bit 的型号来说，LUT 的输入范围是 0~1023，

输出范围也是 0~1023。由于 LUT 的输入地址范围是 12bit 的，在 10bit 输入的时候，输

入的低 2bit 被强制为 0，即实际上 LUT 的有效地址只有 0,4,8，.....4092；输出数据的低 2bit

也是无效的。

在关闭 LUT 功能的时候，输出数据和输入相等，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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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关闭 LUT 功能时的数据处理

用户可以自定义 LUT 的曲线，可以实现对图像的不同方式的处理。如下图所示的曲线，

可以使得图像较暗的部分的亮度有提升。

图 4-25 黑暗部分增强的 LUT 曲线

用户可以使用 LUT 表来进行 12bit-8bit 的数据转换。

用户可以把自定义的 LUT 存储到相机内部的 FLASH 里面，最多可以存储 2 个 LUT 表。

§4.3.5 数据位滑窗处理

数据位滑窗可以视为一种简单的 LUT 处理，它是把 10Bit 或者 12Bit 的数据进行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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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得到 8Bit 的数据，在移位的同时也考虑被移除的高位的情况。下图所示的是 12Bit 数

据的几种滑窗的情况，对于 10Bit 的数据来说，只有 W3~W5 三种滑窗情况。

图 4-26 数据滑窗处理

下图所示的是使用数据位滑窗方式（W3）和 LUT 方式实现 12bit-8bit 的转换的示意

图：

图 4-27 LUT 和数据滑窗处理方式对比

LUT 进行 12bit-8bit 的转换的时候，是在 0~4095 范围内把数据映射到 0~255，映射

关系用户可以自定义。而数据位的滑窗处理，只是在某一段范围内进行均匀的抽样来映射到

0~255。例如，对于 W2 滑窗，在 0~2047 的范围内，进行 1/8 采样得到 0~255 的数据输

出。

下面一段伪代码表示的是对 12Bit 数据 W2 的处理情况，其余滑窗处理方法类似

//RawIn 是输入数据，12Bit，RawOut 是输出数据，8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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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wIn & 0x800)

RawOut = 255;

else

RawOut = (RawIn >> 3)&0xff;

§4.3.6 白平衡

所有的彩色型号的相机都具有白平衡的功能，白平衡功能是在 Bayer 数据空间进行的。

具有两种白平衡模式，一种是用户设定 R，G，B 三个分量的系数来调节他们之间的比例，

一种是相机自动计算比例系数。白平衡的参数可以存储在用户参数区。

白平衡操作需要两步，第一步先设定白平衡的区域，第二步是执行白平衡的操作。在选

定的白平衡区域内，会统计 R，G，B 三个分量的值，然后计算他们之间的比例系数，得到

G/R，G/B 两个系数，然后把这个系数乘以 Bayer 数据的相应分量上，以实现 R:G:B=1：1：

1。

下图所示的是白平衡效果的示意，白平衡操作之后把 R,G,B 三个分量的响应拉伸到相同

水平。

图 4-28 白平衡操作

在进行白平衡操作的时候，图像不要有过暗或者过曝的区域，否则会影响白平衡的效果。

由于白平衡 是在 Bayer 数据空间做 的，所以白平衡操 作对所有的彩色数 据输出

（BayerRGB，RGB，YUV）都有效。

§4.3.7 Bayer 数据处理

所有的彩色型号输出的数据都是 Bayer 形式的，有关 Bayer 数据格式的定义参见§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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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 ROSA 相机内部进行硬件的 Bayer 数据处理，得到 RGB，YUV 等彩色数据以及黑白

数据。

图 4-29 Bayer 色彩处理

在进行幅面裁剪，水平镜像，垂直镜像等操作的时候会改变图像传感器的 Bayer 数据

输出格式，比如 GR 形式的输出，垂直镜像之后，Bayer 格式会变为 BG。

§4.3.8 彩色-黑白数据转换

来自彩色图像传感器的 Bayer 数据在经过 Bayer 处理之后，得到 RGB 格式的数据，从

黑白数据这里进行下面这种转换得到彩色相机的黑白数据输出:

424
BGRYmono 

§4.3.9 2D 滤波

ROSA 相机内部内置了 2D 滤波功能模块，用户可以选择 3*3 范围内的高斯滤波或者中

值滤波。对于黑白型号来说，2D 滤波是对经过滑窗处理之后的数据进行的处理；对于彩色

型号来说，除了 RS-A361-GC60 是在 R/G/B 三个空间分别进行的处理之外，都是对转换之

后的黑白数据进行的滤波处理。

对于图像热噪声一类的随机噪声，可以使用高斯滤波进行有效的去除，但是使用了高斯

滤波之后，图像的边缘会变得模糊，可以配合锐化一起使用。

对于椒盐型的噪声，如增益过大时的产生出来的一些噪点，可以使用中值滤波进行滤除。

§4.3.10 图像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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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 相机内部内置了一个图像锐化模块，可以进行两级的锐化处理，可以使得图像的

边缘得到增强。但是边缘增强的同时，噪声也会加大。

对于黑白的相机来说，锐化处理时放在 2D 滤波之后。对于彩色型号来说，除了

RS-A361-GC60 是在 R/G/B 三个空间进行的锐化处理之外，都是对转换之后的黑白数据进

行的处理。

§4.3.11 色彩增强

彩色型号可以具有色彩增强的功能，用户可以调节色彩的饱和度（Saturation）或者色

度（Hue）。饱和度的调节对于 RGB/YUV 数据输出有效，Hue 仅对 YUV 数据输出有效，

色彩增强功能对 Bayer RGB 数据输出无效。

饱和度的设置范围是 0~511，对应的实际增强系数是 0~4。色度的调节范围是 0~64，

对应的实际调节范围是-32°~32°。

用户可以整体打开或者关闭掉饱和度和色度的增强功能。

§4.3.12 色彩矩阵

彩色型号的相机可以对 RGB 的数据进行用户自定义的色彩矩阵操作，按照如下公式进

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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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BGR ,, 是 输 入 数 据 ， ',',' BGR 是 输 出 数 据 ， 22~00 gg 是 增 强 系 数 ，

2~0 ofstofst 是偏移值。

增强系数和偏移值是用户可以自定义的。其中增益系数的范围是 0~511，对应实际的

矩阵系数是-4~4，即 4/)256( x ，其中 x是用户设置的增益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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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移值的取值范围是 0~511，对应实际的矩阵系数是-256~255，即 256x ，其中 x

是用户设置的偏移值。

用户可以整体打开或者关闭掉色彩矩阵的色彩调节。

§4.3.13 RGB->YUV

彩色型号的 RGB 数据按照标准的色彩空间变换之后输出 YUV 的数据，根据采样方式的

不同，YUV 数据分为 YUV444，YUV422 和 YUV411 几种形式。

有关 YUV 数据的排列方式，参见§4.2 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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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曝光时间调节

ROSA 相机具有两种曝光时间设置，一种是 Raw 方式，一种是 Abs 方式。所谓的 Raw

方式就是设置一个数值，并不表示具体的时间值，一般说来是和图像传感器的曝光时间设置

有关系，比如一般的图像传感器的曝光时间单位都是行时间。

Abs 的方式下，用户设置的数值单位是 us。

设置 Raw 的曝光时间值之后，相机内部会换算出来响应的 Abs 值，反之亦然。

§4.5 帧率调节

ROSA 相机提供帧率调节的功能，在连续采集模式下，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设置想

要的采集帧率，单位是 Hz。另外，在数据量超出千兆网带宽的时候，用户可以通过帧率调

节的功能来降低采集的带宽。

调节帧率的前后，曝光时间的 Abs 值是不变的，即调节帧率不会带来图像亮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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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温度

ROSA 相机对于工作的环境温度有要求，相机外壳的温度不能超过 50℃。超

过这个温度相机有可能工作不稳定，温度更高时有可能损坏内部电路。相机内

部有温度传感器，可以把内部的温度读出来，一般情况下内部温度和外壳的温度有 25℃的

差异，也就是说从温度传感器读出的温度不要超过 75℃。

§4.7 参数存储

相机内部可以具有 4 组参数，一组出厂参数，三组用户参数，这些参数包括了相机运

行的所有参数。用户可以选择一组默认的参数，即上电之后就加载的参数；在运行过程中，

用户也可以选择加载任意一组参数作为当前的工作参数。下面的伪代码示例了如何加载、保

存参数组。

//加载出厂参数
Camera.UserSet.LoadFactory.Execute();

//修改某些参数
Camera.ExposureTime.SetValue(100);

//保存当前的工作参数到用户参数组 1

Camera.UserSet.Save(USER_SET1);

//选择用户参数组 1 作为上电加载的参数
Camera.UserSet.SetDefault(USER_SET1);

前面提到的两组用户 LUT 并没有存储在用户参数组里面，用户参数组存储的仅仅是 LUT

的编号，在加载用户参数的时候，相机会根据 LUT 的编号来加载相应的用户 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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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0 用户参数区和 LUT 区关系

§4.8 用户自定义存储区

ROSA 相机内部为用户保留了 256 个字节的用户自定义存储区域，可以存储用户自定

义的字符，ID 和参数等，掉电不丢失，实际的存储介质是 Flash。

Flash 存储有一个特点，在一个地址写入新的数据之前，必须要对其进行擦除，否则新

写入的数据无效。所以用户如果想要更新用户区域里面的某个字节的数据，需要先把整个区

域读出，然后更改该数据，再重新写入。

在用户写入第 0 个字节的时候，相机会对内部存储区进行擦除，擦除之后的用户存储

区的所有数据都变为 0xFF。

下面的伪代码示例的是对用户存储区的第五个字节进行更改的操作过程：

//读回来用户存储区的 20 个自己的用户数据,起始地址为 0x0

Camera.UserFlash.ReadBack(Usr_array，0x0，20);

//修改第 5 个字节为 0x56

Usr_array[5]=0x56

//重新写入用户存储区的 20 个字节的数据。在写入 0x0 地址的数据之前，相机会自动擦除所有的

256 个字节的数据

Camera.UserFlash.Save(Usr_array，0x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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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传输带宽

下表所示的是各个型号在不同数据格式输出的时候的数据量以及实际能够传输的数据

量。黄色部分表示由于数据量已经超出了千兆网的传输能力，。举例说明，RS-10K-GM7 如

果传输 Mono12 数据模式的时候，实际的数据量是：

Mbps959
10

12*5.7*2764*3856
6 

如果采取非 Packed 方式传输的时候，每个像素实际上传输的是 16Bit，此时的数据量

将是：

Mbps1279
10

16*5.7*2764*3856
6 

这个已经超出了千兆网的传输带宽，所以实际上只能跑 960Mbps，现象就是帧率降低。

而对于 RS-10K-GC7 输出 BGR8 或者 YUV444 的时候，数据量已经远远大于千兆网的传输

带宽，并且超出了千兆网的缓存能力，此时采集的图像会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降低

采集帧率以降低采集带宽。下图所示的是各个型号的数据带宽，对于 10Bit 和 12Bit 的数据

都是采取 Packed 的方式传输的。黄色背景的表示数据带宽已经超过了千兆网的传输能力，

需要降低采集帧率到来降低数据带宽。

图 4-31 各型号的数据带宽及传输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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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相机的使用

§5.1 使用环境

 工作时外壳温度：0℃~50℃

 工作时环境湿度：20%~80%不结露

 存储温度：0℃ ~75℃

 存储湿度：20%~80%不结露

§5.2 散热考虑

在环境条件（温湿度，气流，安装位置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在 1~1.5 小时左右，

ROSA 相机会达到一个温度平衡的状态，即外壳的温度不会再升高。此时需要保证这个热稳

定状态时候的外壳温度不要超过 50℃。相机内部主要热源和外壳之间有 25℃的温度差，在

外壳温度在 50℃以下时，内部的电子芯片不会受到损伤。

有几个推荐使用的办法可以比较好的控制温度：

 环境温度不要超过 30℃，最好是能工作在有空调的环境下

 安装在导热性能良好的物体上面，比如金属，并且金属的面积要足够大，可以把热

量散出去

 保证一定的空气流动，可以更好地散热

§5.3 滤色片的清洗及更换

我们为黑白相机安装了一个全透光的防护玻璃片，主要目的是防止灰尘掉落在图像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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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表面。彩色相机安装了一个可以截止到近红外波段的低通滤色片，用户如果有特殊要求，

比如不使用滤色片或者使用别的透光曲线的滤色片，可以把图像传感器外面的滤色片固定螺

丝拧开（不需要拆外壳），进行更换。

如果滤色片表面有灰尘需要清洗，我们推荐使用光学器件专用的清洗剂，可以把表面清

洗干净的同时不留有渍印。

§5.4 静电、电磁干扰、雷击和浪涌的防护

很多时候 ROSA 相机会用在工业环境里面，这种环境下，很多设备会产生电磁干扰

（EMI）和静电（ESD），过大的 EMI 和 ESD 会影响相机的正常工作，比如网络传输数据包

丢失，误触发和图像有干扰噪声等等。

自然环境下的闪电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耦合到相机的网线或者电源线上，如果接地不

好，或者防护设备不能吸收这部分能量，会对相机噪声永久的损伤。

由于雷击或者电网上的大功率设备的开关启停等会造成浪涌，如果相机的供电电源不能

很好地进行防护，导致相机的供电电压超出工作范围，也会对相机造成永久地损伤。

虽然 ROSA 相机内部具有防雷、防浪涌以及 EMI 和 ESD 的防护设计，但是从安全角度

考虑，还是要从安装环境和安装方式上来避免或者减少这几种影响。

§5.4.1 基本的防护原则

本节介绍几种基本的防护方法，在系统设计之初就要尽可能多地采用。

 使用 SSTP 方式的屏蔽网线。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不要过高地要求网线的柔

韧度，因为很多网线为了达到良好的柔软度，对铜丝的粗细，屏蔽铝箔厚度，屏蔽

网密度，PVC 外披的防护性能等方面都有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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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线要尽可能短。如果网线过长并且有很多剩余的话，要采取蛇形的布线，不要把

网线绕圈，这样可以减少电磁干扰的耦合。

 电源控制线可以使用带屏蔽的线，同时也要避免绕圈。电源线和网线可以并行走，

不要缠绕在一起。

 电源线和网线要远离大电流、高电压、经常通断启停的设备，比如步进电机等，尤

其不能和这种设备的线缆并行走线。这类设备有强电磁辐射，很容易耦合到相机的

传输线上来。

 所有的设备的防护地都要连接在一起，然后单点连接到保护地上，避免多点接地。

多点接地容易造成各个设备之间的电压差，形成回路，这样的回路容易耦合电磁干

扰进来。

 给相机供电的开关电源的交流供电端、PC 的供电要来自同一个交流排插，这样他

们的防护地可以连接在一起，避免了多点接地。大功率的机电设备不要直接使用这

个交流电源。

 可以在相机的电源控制线上面加磁环，吸收电磁干扰信号。

 保证一定的环境湿度，操作时带有静电手环，穿防静电服和鞋等，可以减少 ESD

的产生。

§5.4.2 设备安装实例

下图所示的是一种安装实例，图中考虑了相机的散热，各种设备的接地事情。

 相机安装在金属上是为了更好地散热，这块金属安装在一块绝缘体上面。相机的接

地是通过屏蔽网线连接到网卡，再通过 PC 一起接地。相机不要安装在能接地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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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上，否则容易造成多点接地，降低 EMI 性能。

 开关电源要求使用带有铁壳的开关电源，可以有更好的屏蔽、散热性能。在实际应

用时，不推荐使用无屏蔽外壳的电源适配器。开关电源的屏蔽地是通过交流电里面

的地线，经由插座接入到大地上。

 触发源和闪光灯等设备安装在金属上，可以通过专门的地线或者交流电源里面的接

地线进行接地

 网卡的屏蔽地和 PC 机箱之间容易接触不好，推荐采用网口带 EMI 弹片的网卡，

这种网卡可以保证网口和机箱之间有良好的接触。如果没有这种网卡，可以使用导

电泡棉等辅助手段，缠绕或者粘在网口上，保证网口和机箱之间接触良好。

图 5-1 相机的安装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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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查

本节列出了一些常见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如果您遇到的问题仍不能解决，请填写附录

的返修故障说明。

Q1：网口灯一个亮，一个不亮。

回答：如果是绿灯不亮（参见§2.1.1），则说明目前不是千兆网模式，请检查网卡是否

是千兆网卡，网线是否是千兆网线。如果网线质量不好，或者线序有问题，也会造成绿灯

不亮。

Q2：电源指示灯亮，但是两个网口灯都不亮

回答：请首先按照Q1的方法排查。如果相机的供电电源线过长，导致在电源线上的压

降过大，低于相机的工作电压范围，此时虽然电源指示灯亮，但是网络部分没有工作，网

口灯不会亮（参见§2.2.1）。

Q3：采集帧率不正常，小于正常值，或者不采集图像

回答：有下面几个原因会造成采集帧率不正常：

1) 请检查驱动是否正常安装，需要安装eBUS Universal Pro Driver，不建议使

用Manufacture Driver（详见SDK说明文档）。如果使用的是第三方的驱动，

请先卸载掉，然后安装我们的驱动，使用我们提供的DEMO来测试。

2) 请检查网卡的巨帧选项是否打开。对于Windows 7来说，采用下面的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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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选择相应网卡的属性-->配置-->

高级-->巨帧数据包/Jumbo Packet， 把数值设置为9000或选择9K选项。

注意：个别较为低端的网卡没有这个选项，要避免选择这种网卡。

3) 请检查Windows防火墙是否已经关闭

4) 如果使用的是双端口或者是多端口网卡，请检查网卡是否是PCIE的网卡，普

通的PCI接口的多端口网卡无法保证带宽。

5) 请检查曝光时间设置，如果曝光时间很长，会降低帧率。

Q4：我该选用什么样的网卡

回答：推荐使用Intel的网卡。在有些情况下，如果相机的数据量很大，超过

400Mpbs，Broadcom，TP-Link的很多网卡不能保证这么大数据量的传输。

Q5：连接好了触发信号和闪光灯信号之后，为什么闪光灯处于常亮的状态

回答：请检查闪光灯输出的极性是否正常。另外，因为ROSA相机的闪光灯输出和

触发输入的负端是共用的，请检查这个是否会造成影响。

Q6：为什么重发的数据包会特别多，数据包丢失的很多

回答：一般情况下，如果网线的质量不好，比如没有屏蔽，或者没有达到6类线的

标准；或者现场环境干扰很严重，影响了网络信号的质量，会造成数据包的丢失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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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

Q7：在使用RS-A5001-GC14，RS-A10K-GC7，RS-A14K-GC6等型号之后，输出数

据是BGR8或者YUV444的时候，采集的图像底部是乱的，并且坏帧很多

回答：参见§4.9，这种情况下数据带宽已经远远超过了千兆网的传输带宽，也超过

了板载的存储容量。如果要采集全幅面，请选择Raw或者采用YUV411输出，或者调大

曝光时间，调大帧间隔等来降低带宽。

Q8：在固件升级的过程中，如果突然断电或者网络通信有错误的时候，导致相机无法

再被识别，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回答：这种情况下，把相机的6P连接器的第三脚连接到第6脚，电源地上，然后上

电。这种情况下，可以重新找到相机，可以重新开始固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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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ROSA相机返修故障说明

下表是故障返修单，在相机发生故障需要返修的时候需要填写此表单。

这个故障返修单是一个可编辑的 PDF 表单，用户可以直接使用 PDF 阅读器就可以填写。

填写完成后把该页面提取出来，发送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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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ROSA相机返修故障说明

返修单号： 返修日期：

设备型号（标签全名称）

设备SN号

选择所使用的方式 相机-PC点对点 相机-交换机-PC机 其它

请提供主要环境参数

网卡型号：

操作系统：

CPU主频和内存：

交换机型号：

SDK 版本及驱动类型：

现场是否有强的电磁干扰： 环境温度：

请描述主要的故障现象

您分析的故障原因

什么时候发生的故障

采集开始时 正常采集时 某种特定情形：

故障发生的频率

偶尔一次 每次都这样 很有规律： 当

偶尔发生：当

故障发生的后果
断电重启可以正常工作 断电也无法工作 软件重启后可以工作

PC重启相机不用重启就可以工作 断电之后相机再也不工作了

请提供发生故障时候的

相机的一些主要参数，如

果使用 DEMO 软件可以

屏幕截图

采集分辨率： 数据格式：

曝光时间： 工作模式：

采集帧率：

其它：

如果有发生故障时候的 Log 文件，出错的屏幕截图，以及出错图像的 RAW格式文件请一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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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ROSA相机配件

本附录介绍 ROSA 相机会用到的各种配件的情况。

§附 2.1 网线

我们提供一种 SSTP 屏蔽方式的带固定网线，信息如下：

名称 说明

RJ45B-RJ45C-CAB003-002M 2米带固定网线

RJ45B-RJ45C-CAB003-003M 3米带固定网线

RJ45B-RJ45C-CAB003-005M 5米带固定网线

RJ45B-RJ45C-CAB003-010M 10米带固定网线

RJ45B-RJ45C-CAB003-030M 30米带固定网线

RJ45B-RJ45C-CAB003-050M 50米带固定网线

样式如下：

§附 2.2 电源/IO 线

我们提供下面两种的电源线，一种是带有一个适配器的电源线，这个电源线只提供了电

源，没有把 IO 信号引出来；另外一种是把 6 针连接器上面所有的信号都引出来了，用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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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性连接。

名称 说明

HR10A-7P-6S-OPEN-1M-02

 1米带屏蔽线

 线序定义参见§2.2

HR10A-7P-6S-OPEN-3M-02

 3米带屏蔽线

 线序定义参见§2.2

HR10A-7P-6S-OPEN-5M-02

 5米带屏蔽线

 线序定义参见§2.2

电源N-A73

 100~240V交流输入，12V/1A输出

 无IO信号引出

在使用电源线的时候，第三脚悬空脚不能连接任何信号，包括地或者 12V 电源。

下图所示的是两种电源线的样式：

“电源 N-A73”我们只建议用户在测试时使用，在最终的使用中，我们建议客户使用

可靠性更高的工业开关电源。下面是我们推荐的一种开关电源：

名称 说明

RS-15-12

 生产厂家Meanwell

 85~264V交流输入，12V/1.3A直流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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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的是 RS-15-12 的样式：

下表所示的是 RS-15-12 的部分参数，更详细的参数请参见厂家的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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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ROSA相机及配件的命名规则

下图所示的是 ROSA 系列相机的命名规则：

下图所示的是 ROSA 相机的网线配件的命名规则：

下图所示的是 ROSA 相机的电源线配件的命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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