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师

×
高速摄像机

不断发展的日本制造业对产品品质及生产

工序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也要求各制造工厂的工程师具备更精确、

迅速调整设备及装置的能力。这样，设

备、装置的“高速动作”就成了难题。但是，

以往的靠近方式很难正确了解高速化设备

及装置的异常发生过程。

如果有了高速摄像机，就可以把人眼看不

见的0.001秒间的现象快速而清晰地显现出

来，从而将以往工程师们只能靠推测来判

断的“高速动作”可视化。高速摄像机，是工

程师必备的利器！是帮助工程师实现准确

判断的“尖端制造技术”。



满足工程师“可视化”需求的

新型高速摄像机闪亮登场

可通过SpeederV2发现异常原因

超小型摄像头独有的强大功能

无论何地，谁都能轻松使用

两种拍摄模式确保不漏拍

拍摄数据可灵活运用



可通过SpeederV2发现异常原因
设备、装置的高速动作若能以超慢动作正确捕捉，则可以成为改善的依据。

SpeederV2能将以往看不到的瞬间可视化

普通摄像机的拍摄速度只有每秒30帧，SpeederV2的高速拍摄可达到每秒
1000帧以上。通过超慢动作将肉眼看不见的瞬间动作可视化，精确记录异常
发生过程。

检验设备、装置的最佳拍摄速度

SpeederV2可为制造业中不同工序的验证选择最佳拍摄

速度。可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行业的灌装及搬运、印刷·

包装行业的折纸、半导体行业的拾放、机械加工行业的

切削及冲压等各类工序。

拍摄速度(帧/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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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改善事例

塑料瓶灌装线

纸质包装的热封工序

半导体芯片的拾放

TIG焊接

在塑料瓶灌装工序中，搬运过程中灌装液体会发生飞溅，并附着在瓶盖

的间隙中。

通过SpeederV2对搬运工序进行长时间拍摄，确定了液体飞溅部

位。从而修正、改善了传送带磨损造成的时差。

药片包装的传送线

传送药片包装时因产品卡住而导致设备停机，但这只在好几万次中偶尔

发生一次，很难确定原因。

通过SpeederV2对搬运工序进行长时间拍摄，发现真空吸附垫发生

了吸附错误。最后，通过对位置及时间进行调整，实现了稳定的传送。

对纸质包装袋的底部进行热封时容易发生漏液等不良现象，由于生产线

速度很快，很难追踪原因。

通过SpeederV2对折纸工序进行拍摄，确定了不良因折纸异常而引

发。最后采取了制作夹具来防止不良的对策。

印刷纸张的传送工序

传送DVD包装纸时，偶尔会发生纸张堵塞及弯折的现象，但因为速度

太快而难以追究原因。

利用SpeederV2进行监视拍摄，确定了异常原因是纸张错位而导致

的重叠传送，最后通过调整传送时间而解决了堵塞问题。

吸着芯片时发生了错误，但由于芯片只有几毫米小，很难确定原因。

将SpeederV2的摄像头安装在靠近喷嘴前端的位置进行近距离放大

拍摄，发现了喷嘴错位，找到了防止错位的对策。

在汽车零件生产线上经常发生焊接不良，但由于电弧放电亮度很高且一

瞬即逝，很难确定焊接装置的设置条件。

通过提高SpeederV2的快门速度，对焊接槽及电弧状态进行拍摄，

找到了最佳条件，实现了稳定的品质。

贴片机

金属切削

将芯片安装在基板上时，发生了零件错位及桥接等不良，提高了不良

率。

利用SpeederV2拍摄封装不良，对装置的时间进行调整，改善了不

良，降低了不良率。

金属切削时切粉排出对产品造成了损伤，但由于速度过快而无法确认排

出状况，造成调整困难。

利用SpeederV2对排出的切粉进行拍摄，调整刀具的角度、转速及

进给速度，改善了不良状况。

食品·药品

印刷·包装

半导体

机械加工

食品·药品

印刷·包装

半导体

机械加工

拍摄速度：500帧/秒

拍摄速度：1,000帧/秒

拍摄速度：2,000帧/秒

拍摄速度：4,000帧/秒

拍摄速度：1,000帧/秒

拍摄速度：1,000帧/秒

拍摄速度：2,000帧/秒

拍摄速度：8,000帧/秒



超小型摄像头独有的强大功能
实现了以往高速摄像机无法实现的拍摄，可在手都无法伸入的狭窄场所工作。

自由的定位

两个摄像头同时拍摄

彩色模式/黑白模式

摄像头的图像传感器可从彩色/黑白模式中任选其

一。彩色模式以24bit色阶记录，可拍摄出优质影

像作为讲解资料使用。黑白模式以黑白8bit色阶

记录。传感器灵敏度高，即使在黑暗的场所也能

拍摄出明亮的图像。

可在狭窄的生产线的间隙、装置内部以及高处等以往不可能进行拍摄的地方拍摄。支持C卡口镜头，

可以低廉的成本使用小型及多种类型的镜头进行拍摄。

使用扩展摄像头(※选配件)可同时拍摄两个场面，降低成本。通过从不同角度观察、放大观察、广域

观察、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等同时观察，可以更加详细地分析故障原因。

从间隙中拍摄

从不同角度同时观察

从高处俯拍

放大观察和广域观察 前道工序和后道工序同时观察



与实物等大



无论何地，谁都能轻松使用
便于携带，安装简便。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便携式收纳箱

可将摄影所需的器材集中收纳在一个专用的便携箱里。箱子可配送，在各种场所发挥其强大用途。还

有预留空间，可用来收纳选配的构件。

以往的高速摄影需要大而重的相机、照明设备、电脑及复杂的配线，但speederV2采用轻巧的小型零

件和触摸式液晶遥控键盘，无需电脑，大大节省了空间。

各零件均附带1/4英寸螺孔和适配器，可根据现场状况自由安装。

快速设置只需3分钟

以往的高速摄像机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来进行设置。SpeederV2的便携箱

可以直接收纳接上各种线缆的摄像头、LED照明、液晶遥控键盘等器材。安装时只需将各

零件的线缆一侧连接到主体前面即可。由于不需要电脑，无需等待长时间启动。还可自动

保存前次的拍摄设定，启动后可立即开始拍摄。

体积小、重量轻、省空间

灵活的安装



液晶遥控键盘

液晶屏采用大尺寸、清晰的7英寸感压式触摸面板。除了拍摄设定及相机实况影像显

示，还可通过触摸进行录像及播放操作。通过触摸屏可进行很多直观的操作，如在播

放过程中将想要细看的部分放大等。即使连接2台摄像头，也可以使用1个键盘同时进

行2台摄像头的实况确认、录像及播放操作。

一边在近前浏览实况影像一边调整镜头 随手轻松切换LED照明的开关

可直接安装摄像头进行手持拍摄 装上三脚架可供多人检验

LED照明标准装备 支持大容量电池 简单操作指南

标配10W高亮度功率LED。在约

30cm的距离处可发挥30,000lx以

上的亮度。前面的镜头为活动式，

可进行聚光、扩散的调节。

安装大容量电池(※选配件)，就可以

不用将AC电源线带到拍摄场所了。

还可通过电池进行照明及液晶遥控键

盘的操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

通过照片及插图对电缆连接、镜头操作、拍摄、

播放、编辑、整理等基本操作进行通俗易懂的解

说，任何人都能轻松掌握。还记载有注意事项及

Q&A，即使是初学者也能不经过特别培训轻松掌

握拍摄方法。



两种拍摄模式确保不漏拍
可选择“速度优先模式”或“时间优先模式”，根据情况实现最佳拍摄。

速度优先模式

将拍摄数据保存在主机内存(4GB)中的拍摄速度优先的模式。特别适用于拍摄高速动作。

拍摄速度达以往产品的2.5倍

最快以每秒10,000帧的速度拍摄。可准确捕捉高速设备及装置的动作。

拍摄速度：4,000帧/秒

拍摄速度：10,000帧/秒

实现了超过以往100倍的长时间拍摄。连不知何时会发生的异常情况也不会遗漏。

拍摄后无需等待拍摄数据从主机内存传送至SSD卡，因此可连续拍摄。

拍摄 拍摄 拍摄 拍摄

最长可拍摄2小时(256GB SSD卡时)

连续拍摄

将拍摄数据直接写入大容量SSD卡(256GB /512GB)中，可进行长时间拍摄的模式。可将不知何时

会发生异常的情况全部拍摄下来。

时间优先模式

拍摄中保存至主机内存 直接将拍摄数据存入SSD卡

主机内存

拍摄后将数据传送到SSD卡



触发功能

备有可切实拍摄到瞬间场景的触发功能。除了可通过液晶遥控键盘手动触发输入，还可通过连接在I/O电缆

(※选配件)上的各种设备进行外部触发输入。还能进行“Start”、“End”、“手动”三种触发设定，可根据情况进

行最佳拍摄。

触发输入时开始拍摄，直到拍满设定的记录时间。也可在任意时间结

束拍摄。适合拍摄预先知道发生时间的高速现象。

Start

触发⇒开始拍摄 拍摄结束

设定记录时间 设定记录时间 触发前设定记录时间 触发后设定记录时间

无休止拍摄 触发⇒结束拍摄 无休止拍摄 触发 拍摄结束

End 手动

拍摄中可对特别留意的时间段做上标记，播放

时可轻松调出该时间段的影像。标记位置可通

过录影中按“手动标记”按钮确定，也可通过I/O

电缆(※选配件)的信号输入确定，最多可保存

512个标记部位。

可通过I/O电缆(※选配件)与数据记录仪

同步，将拍摄的视频数据和数据记录仪

的波形数据 (CSV文件 )读取到 PSV

(PhotoCam Speeder Viewer→p.12)中，

同时确认测量波形与慢速动画。

将相机设置为无休止拍摄状态(拍摄时间达到记录时间时，依次覆盖

旧数据并继续拍摄的状态)，在触发输入时停止拍摄，保存触发输入

前的数据。适合拍摄事先无法预测发生时间的高速现象。

将相机设置为无休止拍摄状态，在触发输入时保存先前的拍摄数据，

并继续完成设定剩余时间的拍摄。触发前后的设定记录时间可以秒为

单位进行调整。

标记功能 与数据记录仪同步拍摄

*有些类型的数据记录仪可能有不支持的机型或者需要I/O电缆以外的其他电缆，详情请咨询本公司营业负责人。



拍摄数据可灵活运用
使用专用软件可自由加工拍摄数据。将多个拍摄数据制作成同步比较视频，即可完成一目了然的视频报告。

SSD阅读器

通过SSD阅读器(支持USB3.0)可以将记录拍摄数据的SSD连接至电脑。

电脑可将其识别为外部驱动器。

PSV(PhotoCam Speeder Viewer)是在电脑上播放及编辑拍摄数据的软件。利用这个软件，可变更拍摄

数据的播放速度、亮度、饱和度，并剪切必要的片段。还可对好时间同步播放多个拍摄数据，合成输出

比较视频。还能将数据格式转换为普通视频文件格式，轻松进行数据的管理和共享。

PFA(Photron Fastcam Analysis)是对经PSV编辑过的拍摄数据进行各种分析的软件。可自动跟踪被拍

摄物的特征，计算“XY坐标”、“速度”、“加速度”等，并制成图表。还搭载了逐步解说操作方法的“指南功

能”，即使是初学者，也不需要手册就能学会从跟踪到图表显示、输出的各种操作。

主要播放功能 主要分析功能

·播放、暂停、逐帧播放、回放、变更播放速度

·亮度、对比度、伽马值、颜色调整、多个数据同步播放

·跟踪、缩放比例、坐标功能、相关跟踪、任意两点间的距

离设定、静态坐标转换、每帧的动态坐标转换、位移/速度/

加速度(X、Y、绝对值)、图像和图表的同步播放、坐标网格

显示、图像/图表的缩放、适屏显示、CSV数据输出、图像图

表输出功能、指南功能·剪切、剪辑、保存设定信息、画面截屏

·多个数据的合成输出、文件格式转换(AVI、MOV、BMP，TIFF等)

主要编辑功能

拍摄数据播放、编辑软件PSV 二维影像运动分析软件PFA(※选配件)



工程师×高速摄像机

＝“强大的工厂”
了解并调整肉眼看不见的瞬间动作的技术有助

于尽早改善不良，实现稳定生产。超慢动作图

像可将以往很难解说的瞬间动作进行谁都能明

白的简单说明，有利于构建与合作伙伴的信赖

关系，加强设计者和生产技术人员间的沟通，

并有助于新技术的开发和各种新价值的创造，

为实现“强大的工厂”作出贡献。



外形尺寸 产品规格

机型构成

摄像机机体

液晶遥控键盘

LED照明 摄像头

适配器

单位

拍摄元件

元件分辨率

传感器尺寸

像素尺寸

色阶

最短曝光时间

录制方式

录制格式

镜头卡口

触发模式

增益控制

各种输入输出信号

※使用选配的I/O电缆时

外部控制

尺寸/重量(突起物、附件除外)

保管温度/湿度

动作温度/湿度范围

AC电源

DC电源

电池驱动时间

C-MOS图像传感器

512×512
5.12mm×5.12mm
10μm×10μm
TypeC(彩色)：AD转换24bitRGB各8bit/ TypeM(黑白)：AD转换8bit
1/160,000秒(6.25μsec)
速度优先模式：4GB内存、时间优先模式：直接记录到SSD卡

AVI非压缩格式

C卡口

Start、End、手动

搭载硬件增益

输入：触发(TTL、触点)、同步信号(5Vp-p负极性)、REC信号、标记

输出：触发(TTL)、同步信号(5Vp-p负极性)、REC信号

液晶遥控键盘

主体：110×186×160(HWD)mm/2.5kg
摄像头：35×35×33.3(HWD)mm/90g
液晶遥控键盘：120×186×14.5(HWD)mm/660g
LED照明：56.4×56.4×85.5(HWD)mm/300g
-20℃～60℃/85%以下(无结露)
0℃～40℃/85%以下(无结露)
100V～240V、50～60Hz、100VA
9V～18V、85VA
约90分钟(安装1台摄像头、1台LED照明时)
约60分钟(安装2台摄像头、2台LED照明时)

拍摄性能

拍摄速度(帧/秒)

型号

摄 像 头 扩 展 组 件

摄 像 头 扩 展 组 件

传感器类型

彩色

黑白

彩色

黑白

内容

主体、摄像头、摄像头线缆3m、LED照明、LED照明用线缆3m、液晶遥控键盘、

液晶遥控键盘用线缆3m、AC适配器、SSD(256GB)、SSD阅读器、PSV、标准单

焦点镜头25mm、简易操作指南、照明用云台、键盘用云台、小型三脚架、便携

箱、保修卡、说明书

摄像头、摄像头用线缆3m、LED照明、LED照明用线缆3m、标准单焦点镜头

25mm、照明用云台

分辨率

速度优先模式

安装1台摄像头时 安装2台摄像头时

时间优先模式 速度优先模式 时间优先模式

录制时间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分

小时

小时 小时

分

分

分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秒

分

分

分

分

分辨率 录制时间※1 分辨率※2 录制时间 分辨率※2 录制时间※1

食
品  

药
品

印
刷  
包
装

半
导
体

机
械
加
工

·

·

※1　安装SSD256GB时的记录时间。安装512GB卡时记录时间为上述的两倍。      ※2　连接2台时可将2个拍摄数据合成1个文件输出。



系统图

摄像机
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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