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图像 ez1288 产品系列简介
2020 年 9 月 20 日
EMVA1288 标准是由欧洲机器视觉协会（EMVA）发布的图像传感器与相机
性能测试标准，已被包括中国 CMVU、美国 AIA、日本 JIIA、德国 VDMA 等各大
相关的行业组织所接受与支持，是目前唯一的国际国内通用的图像传感器与相机
性能测试行业标准。其等同国标是《视觉模组光电性能的图像式检测方法》。
ez1288 系列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设备是西安远望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基于 EMVA1288 标准开发的标准化检测设备，该产品系列具有如下特点：
 结果准确可信：平台软硬件及光路严格按 EMVA1288 标准进行设计生
产，平台算法经过了 EMVA 官方图像集验证；与 EMVA1288 标准等同的
国家标准《视觉模组光电性能的图像式检测方法》中所采用的 23 张示例
图表及测试报告模板全部是由 ez1288 平台所提供的；
 输出参数全面：测试结果包括 EMVA1288 标准规定的全部光电性能指标
与图表，如：量子效率、灵敏度、噪声特性与信噪比、动态范围、线性
度、暗电流、成像非一致性（含 DSNU 与 PRNU）、图像传感器像元缺陷、
及图像频谱分析等；
 自动化程度高：“一键式”完成全部图像采集处理并输出标准化的 PDF 测
试报告，完全无需人工干预，同时也进一步保证了测试结果的客观可信；
 效率高速度快：以 500 万像素千兆网口（GigE Vision）相机为例，使用生
产型 ez1288 产品进行测试时，含自动生成 PDF 报告在内的一次完整的测
试所需时间一般不超过 2 分钟。
ez1288 不同型号的产品统一使用由远望图像自主开发，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软件平台。该软件平台基于最新的 EMVA1288 标准处理图像数据并输出中
英文测试报告，报告中包含标准要求的全部必测光电参数与图表。正式报告格式
符合 EMVA1288 标准规范，以 PDF 文件输出，详细测试数据另附 excel 表格以方
便研发人员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与统计。
ez1288 平台软件操作主界面如图 1。用户在软件主界面上完成测试参数的设
定与相机的连接后，可一键完成整个测试流程，软件界面上会实时显示所采集的
图像，ez1288 数据处理进程及所测得的各项 EMVA1288 参数与图表，并可在完
成全部参数的测试后自动生成一份标准格式的 PDF 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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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z1288测试平台软件主界面（研发面板）

软件主界面还可由管理人员在完成相关的测试参数设定后，切换为“生产面
板”模式，以方便产线测试人员快速进行相机的更换与测试，防止误操作更改了
测试参数。ez1288 软件平台生产面板如图 2。

图2

ez1288测试平台软件主界面（生产面板）

ez1288 软件平台功能包括：
 ez1288 在线与离线处理基础功能：包括图像采集、显示、处理及图表的
输出与分析等各项功能；能满足黑白、彩色、线阵、面阵等各类相机的
性能测试需求；
西安远望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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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M 时域参数功能：含动态范围、信噪比、灵敏度、响应度、线性度、
满阱及饱和值、时域暗噪声等 EMVA1288 标准规定的全部必测时域参数；
 DSNU 与 PRNU：图像传感器暗场及光响应非一致性检测；
 图像频谱分析；
 DC 暗电流测试功能；
除标准规定的各项性能指标的测试外，平台还有大量扩展功能，例如：
 图像传感器缺陷分析、统计、分类与定位；
 按所设定的阈值，自动划分相机/图像传感器等级；
 对被测相机自动进行评测，并可将评测结果自动添加到测试报告中；
 自动保存测试日志，自动统计测试数据并以 xls 格式保存；
 定制用户专属 PDF 报告模板，仅供授权用户输出测试报告使用。
远望图像可为每个用户定制一个专用的 PDF 测试报告模板，该模板仅供该用
户在使用 ez1288 测试设备输出测试报告时使用，其他非授权用户无法使用该模
板。PDF 报告模板示例如图 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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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测试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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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1288 系列设备硬件平台是严格遵循 EMVA1288 标准并结合远望图像相关
专利技术所开发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测试设备，其具有输出光斑均匀性
好、结构紧凑、操作简便等特点。该系列产品已于 2020 年 9 月升级到第 3 代，
第 3 代标准产品有三个型号，分别是：
 ez1288-P46 生产型相机性能测试仪
 ez1288-RD95/Plus 研发型相机性能测试仪
 ez1288-C132 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平台
不同型号的 ez1288 测试设备硬件平台实现方式与配置不同使其具备了不同
的检测能力，适用于不同的检测需求。

1. ez1288-P46 生产型相机性能测试仪

图4

ez1288-P46生产型相机性能测试仪

ez1288-P46 型测试仪结构紧凑可便携，适用于具有标准光学接口相机的检测
需求，可用于成品相机批量生产与出厂检验阶段的光电性能快速测试，或相机研
发阶段的基础光电性能评测。其基本的性能指标如下：
 主机尺寸：360mm × 220mm × 280mm(H)；
 光学接口：M72、M62、M58、M42、F、C/CS 等不大于 M72 的标准接口；
 四色圆形光斑：RGB(+IR)，46mm 直径以内光斑均匀性优于 99%。
西安远望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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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z1288-RD95/Plus 研发型相机性能测试仪

图5

ez1288-RD95Plus研发型相机性能测试仪

ez1288-RD95 型测试仪输出的四色圆形光斑尺寸比 P46 型产品大了 1 倍，其
在 95mm 直径范围内均匀性优于 99%，可满足图像传感器对角线尺寸在 95mm
以下的各类具有标准光学接口相机的性能测试需求。该型设备标配高精度可调单
色光源，使其具备了相机光谱灵敏度（量子效率曲线）的测试能力。光谱灵敏
度组件同样采用 ez1288 软件平台进行控制与测试，所测得的量子效率曲线数据
可以无缝融合到 ez1288 平台输出的标准化测试报告中。整个测试流程自动高效，
操作简易方便，可大大提高测试人员的工作效率。
ez1288-RD95Plus 是在标准的 ez1288-RD95 型产品基础上加配一个尺寸为
500mm × 450mm x 650mm(H)的双门结构全金属光学暗室后形成的新产品。暗室
内配有三维平移升降台，可对不具有标准光学接口的相机、图像传感器评估板或
视觉模组进行光电性能测试，使其可全面满足相机研发阶段的各种复杂的测试需
求，帮助研发人员提高产品性能。该型产品基本性能指标如下：
 主机尺寸：760(+500)mm × 450mm × 650mm(H)；
 光学接口：M95、M72、M58、M42、F、C/CS 等及无标准光学接口相机；
 四色圆形光斑：RGB(+IR)，95mm 直径以内光斑均匀性优于 99%；
 波长可调单色光源：350~1100nm，测试精度：5nm，重复精度：0.2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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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z1288-C132 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平台

图6

ez1288-C132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平台

ez1288-C132 型测试平台由全金属结构光学暗室、EMVA1288、量子效率及
MTF 等 3 组测试光学组件以及配套软件等部分组成，如图 6。图中光学平台尺寸
为 1.2m×2.0m。平台左侧为暗室，采用双面开 4 门结构方便安装与调试；平台右
侧暗室外包含均匀光源、波长可调单色光源、以及 MTF 测试组件等。暗室内安
装有四维平移台与安装支架等附件，可以安装大型的、结构复杂的图像传感器
评估板，从而使该平台可完成各类图像传感器的光电性能测试。平台拥有多个备
用的光学及电缆输入输出接口，方便进一步扩充平台的测试功能。
 本测试平台标配四色 LED 平板光源，输出的圆形光斑在 132mm 直径范
围内均匀性优于 99%，可根据用户需求更改光源类型或增大光源尺寸。
 本测试平台标配光谱灵敏度测试组件，光谱范围：350 ~ 1100nm，测试
精度：5nm，重复精度：0.2nm。可根据用户的需求更改设备实施方案，
调整单色光源的型号与配置，调整设备的光谱测试范围与测试精度。
 本测试平台标配 MTF 测试组件，MTF 测试采用目前业内通行的倾斜刃边
法，全自动计算，可快速准确地完成图像传感器 MTF 测试。
远望图像为用户交付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设备时，将提供 EMVA1288
标准与 ez1288 测试设备的使用培训以及测试报告的分析解读等相关服务。
西安远望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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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图像其它产品与服务
远望图像可根据用户的需求在 ez1288 测试平台上扩展定制更多的测试功
能，例如：CIS 的 Image Lag 等参数的测试；可为 TOF、EMCCD、多斜率高动态图
像传感器开发专用算法；可基于其它的标准开发专用评测设备，示例如图 7。

图7

ez1951-基于USAF1951的相机分辨率自动评测系统

远望图像还可为用户进行图像传感器评估板开发，示例如图 8。该航天级 CIS
图像传感器主要性能指标为：15k ×15k，2.25 亿像素分辨率；PGA1284 封装；126
路 LVDS 输出。远望图像为其所开发的评估板套件采用 Camlink Full 与 10Gbps × 4
光口输出，成功地为用户完成了该航天级超高分辨率 CIS 电路的光电性能评测。

图8
西安远望图像技术有限公司

LCIS-225M 图像传感器评估板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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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远望图像
西安远望图像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远望图像”（LOOKLONG Imaging），于
2018 年在西安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注册成立。远望图像是即将发布的 EMVA1288
4.0 标准的有贡献单位（Contributors）；是 EMVA1288 标准中文版的终审单位；
是国标《视觉模组光电性能的图像式检测方法》的起草单位与 CMVU 的会员单位。
公司致力于为图像传感器与相机生产商、视觉成像相关的研究机构以及对视
觉成像品质有较高要求的系统集成商提供自主研发的技术全面领先的图像传感
器与相机性能测试产品与服务。目前，远望图像已经为海康威视/海康机器人、
华为南研所、悦芯科技、注视者/安视智能、世纪微电子、征图新视、聚星微电
子等相关企业，以及中国计量院、西安交通大学、航空航天及军工相关的多家研
究院所等提供了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设备及测试服务。
公司将继续持续关注并深入参与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相关的国际国
内行业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工作，不断地改进提升产品质量、丰富产品功能、提高
产品性能，为公司的新老客户持续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与服务，用我们的专业知
识与技术为把我国的图像传感器与视觉成像行业做大做强做出我们的贡献。

创始人
冯兵：清华大学博士毕业，西安远望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拥有 25 年的军用相机、特种相机开发、相机的应用与测试经验；
 是国内唯一持续参与最新的 EMVA1288 4.0（待发布）标准修订工作并为
其做出贡献的专家，是 EMVA1288 标准中文版的终审专家；
 是多项图像传感器与相机性能测试平台相关专利与软著的发明人；
 主持完成了某型长航时高空无人机超高清侦察相机成像模块，及其它多
种型号高性能高可靠性航拍相机及其存贮与处理模块的开发工作；
 曾获得国家部委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

联系方式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尚贤路奥达文景观园东区 18 号楼 2-2902
电话：029-8621 4622

传真：029-8610 4891

邮箱：hi@ez1288.com

网址：www.Look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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