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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LITE

为机器视觉提供精准的光源 

光源是机器视觉应用的关键，因为它能够确保视觉相机“看到”

目标或标识。照明解决方案越是高效，机器视觉系统性能就

越是出色。精准、可靠及稳定的产品性能意味着低成本高产出。

Microscan 创新的 NERLITE® 照明产品能够确保机器视觉与

自动识别系统在全球的千万种应用中可靠、高效。NERLITE 
是机器视觉光源久负盛名的品牌，它在几十个行业的千百种

应用中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从一般性应用的简单解决方案

到应对透明、高度反光、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物体与表面的高

科技配置，NERLITE 总是竭尽全力为您的照明应用保驾护航。

NERLITE 技术

NERLITE 机器视觉光源有多种形状、波长与设计：

 � 面光源、点光源、条形光源、环形光源及穹顶光源

 � 高强度 HI-BRITE 光源

 � 背光灯

 � 暗场光源

 � DOAL®– 漫射同轴灯

 � CDI®– Cloudy Day® 高精度持续漫射灯

 � NERLITE 还为 OEM 客户定制光源

工业设计

迈思肯通过标准化 24 伏电源和工业连接，优化了 NERLITE 产

品线以更好地适应工厂自动化应用。智能系列光源可在 50º C
环境下工作，且全部光源都可在 40º C 下工作。另外，所有

NERLITE 机器视觉光源都有标准光源备货，可以快速交货。

简化

我们的光源专家团队对 NERLITE 产品进行了精致的工程设

计与改良，确保您总是能够达到机器视觉应用的关键照明要

求，例如波长（颜色）、照明区域（范围）及可以优化所需图

像信噪比的最佳几何形状。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客户无需为

成功的安装而苦于选择合适的控制器、确定正确的电压或挑

选合适接头。

应用

重要特色

 � 产品种类广泛 
面向千万种应用、随时可获得的解决方案

 � 成本效益 
完善的套装式照明解决方案节省了研究与设计费用

 � 工业设计 
针对工厂自动化应用进行了优化

 � 可靠 
配备质保与全球维护服务的耐久 LED 技术

 � 整合简便 
标准化的连接方式、电力与控制器提供灵活、 
简便的整合

 � 经过事实证明的理想之选 
自 1988 年起便应用于全球的数千种 NERLITE  
照明解决方案带来的卓越的工业照明服务

  基准定位

  透明塑料包装

  半导体晶片与晶圆

  球栅阵列

  分发

  锡制印刷电路板

  焊接封装

  直接零件标记

  管道扫描

  机器手导航

  银箔印刷

  OCR 及 OCV

  饮料容器

  标签验证

  包装检测

  激光蚀刻

  测量半透明性

  查看或定位开孔结构

  “闪光”探测

  弯曲及密封检查

  改善表面特性

  检测表面瑕疵



NER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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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 1) 

背光灯 DOAL 漫射同轴灯 HI-BRITE  
环光灯和
面阵

圆顶灯、CDI 
2)  暗场 

照明灯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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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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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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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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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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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穹顶光源和 CDI 光源的均匀照明性都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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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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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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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I 

持续漫射灯



 定位或测量外形尺寸

 检查通孔（如钻孔）

 减少透明玻璃或塑料外壳

 测量材料厚度

 查找安装孔

 测量半透明性

 漫射入射（正面）照明

HI-BRITE
 

面阵灯
 条形光源 环光灯 大面积背光灯 Edge To Edge 背光灯 圆顶照明灯 暗场照明灯 DOAL CDI

HI-BRITE 光源能够提供大范围

的高强度照明。它配备了 IP67 

工业封装及同级最为明亮的

LED 光源。这种紧凑型光源包括

一个内嵌控制器，是一套适用于

复杂自动环境的完全集成化的解

决方案。

该产品的通用 10° 聚光镜及

50° 泛光镜使得它们能够应用

于各种距离，适于多种应用。

面阵灯的通用型单向设计（可

通过安装位置调整）可用于

暗场照明（产生阴影和镜面

反射），也可用于漫射面的

明场照明。

与其他入射照明方案一样，

微调工作距离和光线照射角

度能够以最低的投入实现良

好的影像对比度。

条形光源在紧凑的线性单元

中使用 LED 阵列照明，为各

种应用提供经济型照明。

与其他入射照明方案一样，微

调工作距离和光线照射角度能

够以最低的投入实现良好

的影像对比度。

背景光源提供鲜明的对比，勾

勒出零件的形状、最大程度地

降低透明外壳的可见性以及查

看诸如钻孔这样的开孔结构。

高密度、统一性的工业套件便

于热能管理。

连续和频闪模式支持静态和高

速应用。

暗场照灯可为目标区域提供有

效的低角度照明，并可增强表

面图案（如激光浮凸或雕刻标

记或表面缺陷）的对比度。

暗场照灯尤其适用于以下应

用，如读取激光蚀刻标签和检

查带有几何结构的表面。

通过漫射和均匀同轴照明， 

DOAL 照灯可为反射型平面上的

标记或浮雕图案影像提供最佳

对比度。

采用同轴照明方式，垂直于相

机的反射面呈亮色显示，而标

记或浮雕图案的表面因吸光而

呈暗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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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设计能够为关键应用提

供卓越的漫射光源特性。它们

非常适用于检测不规则的多面

反光体，例如检测透明塑料罩

包装的产品。

 大幅平面检查

 包装分类检查

 交通监测

 食品处理与包装

 汽车/航空装配 
 
智能系列:
  同类产品中具有最高亮度的LED
  内嵌带有持续与高输出频闪模式的控制器  
  内置脉宽调制（PWM）

 定位或测量外围尺寸

 照亮平坦的漫射表面

 产品缺陷检查

 标签位置确认

 非漫射入射（前）照明

 暗场或亮场照明

 定位或测量外围尺寸

 照亮平坦的漫射表面

 产品缺陷检查

 标签位置确认

 非漫射入射（前）照明

 暗场或亮场照明

 为扁平型漫射面提供照明

 检测环形物体（衬垫、垫圈）

 标识检测

 要求可更换光学器件（如闪光片或菲涅耳（聚焦）透镜） 

  的实验室应用

 要求直接连至透镜的应用场合 
 
智能系列:
  同类产品中具有最高亮度的LED
  内嵌带有持续与高输出频闪模式的控制器  
  内置脉宽调制（PWM）

 定位或测量外形尺寸

 检查通孔（如钻孔）

 减少透明玻璃或塑料外壳

 测量材料厚度

 查找安装孔

 测量半透明性

 漫射入射（正面）照明

 为漫射型或反射型平面和曲面提供照明

 CD/DVD 标识检测

 检测表面上的杂质（颗粒、残渣）

 使粗糙表面以亮色显示

 凸显仰角变化

 读取激光蚀刻标签

 检查带有几何结构的表面

 标识检测应用

 BGA 植球

 为扁平型闪光表面提供均匀照明

 增强雕绘、锯齿或浮雕图案的对比度

 实现反射面、漫射面或吸收面之间的对比度

 降低透明外套或外壳的可视性

 电子组件检测

 基准点定位 
 
智能系列:
  同类产品中具有最高亮度的LED
  内嵌带有持续与高输出频闪模式的控制器  
  内置脉宽调制（PWM） 

 区分凹凸面/褶皱面上的反射、漫射或吸收特征

 减少阴影

 降低透明外罩或外壳的可视性

 CD/DVD 插图验证

 检测带包装的产品（药品、计算机芯片）

目标：外壳组装。紧固件存在 /缺失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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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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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可清晰识别出塑料瓶顶部的破损处。 目标：金属铰链。背光使得钻出的孔的高对比度图像。 目标：气溶胶罐底部.凹面的均匀照明形成与印刷字符的明显对
比。

目标：金属表面上的浮凸徽标.低角度照明可提供高对比度的影
像。

目标：金属板上的冲压字符.高对比度的影像可提供检测或读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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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应用

功能 

应用实例

圆顶灯照灯是一种经济型

漫射均匀光源。其大尺

寸立体角照明可支持曲

面、闪光面或凹凸面的成

像。

这种照灯是 NERLITE CDI 

照灯的经济高效型替代产

品，适用于无需同轴照明

组件的应用。

环状光源是一种经济高效、易

于集成的表面照明解决方案。 

环状光源的包装和安装改进强

化了耐用性和多功能性，适用

于任何漫射面照明应用。

与其他入射照明方案一样，微

调工作距离和光线照射角度能

够以最低的投入实现良好

的影像对比度。

智能

系列
智能

系列
智能

系列

目标：迷你灯泡。使用背光灯捕捉图像。检验灯丝的完整性。

Edge To Edge 背光可以很容易

地结合起来，在一个较大的照

明区域里提供鲜明的对比度。

对于大面积背光光源而言，它

把高强度和高均匀性结合到

一个能达到工业等级应用的包

装中，并提供最佳的发热管理

效果。

连续和频闪模式支持静态和高

速应用。



 定位或测量外形尺寸

 检查通孔（如钻孔）

 减少透明玻璃或塑料外壳

 测量材料厚度

 查找安装孔

 测量半透明性

 漫射入射（正面）照明

HI-BRITE
 

面阵灯
 条形光源 环光灯 大面积背光灯 Edge To Edge 背光灯 圆顶照明灯 暗场照明灯 DOAL CDI

HI-BRITE 光源能够提供大范围

的高强度照明。它配备了 IP67 

工业封装及同级最为明亮的

LED 光源。这种紧凑型光源包括

一个内嵌控制器，是一套适用于

复杂自动环境的完全集成化的解

决方案。

该产品的通用 10° 聚光镜及

50° 泛光镜使得它们能够应用

于各种距离，适于多种应用。

面阵灯的通用型单向设计（可

通过安装位置调整）可用于

暗场照明（产生阴影和镜面

反射），也可用于漫射面的

明场照明。

与其他入射照明方案一样，

微调工作距离和光线照射角

度能够以最低的投入实现良

好的影像对比度。

条形光源在紧凑的线性单元

中使用 LED 阵列照明，为各

种应用提供经济型照明。

与其他入射照明方案一样，微

调工作距离和光线照射角度能

够以最低的投入实现良好

的影像对比度。

背景光源提供鲜明的对比，勾

勒出零件的形状、最大程度地

降低透明外壳的可见性以及查

看诸如钻孔这样的开孔结构。

高密度、统一性的工业套件便

于热能管理。

连续和频闪模式支持静态和高

速应用。

暗场照灯可为目标区域提供有

效的低角度照明，并可增强表

面图案（如激光浮凸或雕刻标

记或表面缺陷）的对比度。

暗场照灯尤其适用于以下应

用，如读取激光蚀刻标签和检

查带有几何结构的表面。

通过漫射和均匀同轴照明， 

DOAL 照灯可为反射型平面上的

标记或浮雕图案影像提供最佳

对比度。

采用同轴照明方式，垂直于相

机的反射面呈亮色显示，而标

记或浮雕图案的表面因吸光而

呈暗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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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设计能够为关键应用提

供卓越的漫射光源特性。它们

非常适用于检测不规则的多面

反光体，例如检测透明塑料罩

包装的产品。

 大幅平面检查

 包装分类检查

 交通监测

 食品处理与包装

 汽车/航空装配 
 
智能系列:
  同类产品中具有最高亮度的LED
  内嵌带有持续与高输出频闪模式的控制器  
  内置脉宽调制（PWM）

 定位或测量外围尺寸

 照亮平坦的漫射表面

 产品缺陷检查

 标签位置确认

 非漫射入射（前）照明

 暗场或亮场照明

 定位或测量外围尺寸

 照亮平坦的漫射表面

 产品缺陷检查

 标签位置确认

 非漫射入射（前）照明

 暗场或亮场照明

 为扁平型漫射面提供照明

 检测环形物体（衬垫、垫圈）

 标识检测

 要求可更换光学器件（如闪光片或菲涅耳（聚焦）透镜） 

  的实验室应用

 要求直接连至透镜的应用场合 
 
智能系列:
  同类产品中具有最高亮度的LED
  内嵌带有持续与高输出频闪模式的控制器  
  内置脉宽调制（PWM）

 定位或测量外形尺寸

 检查通孔（如钻孔）

 减少透明玻璃或塑料外壳

 测量材料厚度

 查找安装孔

 测量半透明性

 漫射入射（正面）照明

 为漫射型或反射型平面和曲面提供照明

 CD/DVD 标识检测

 检测表面上的杂质（颗粒、残渣）

 使粗糙表面以亮色显示

 凸显仰角变化

 读取激光蚀刻标签

 检查带有几何结构的表面

 标识检测应用

 BGA 植球

 为扁平型闪光表面提供均匀照明

 增强雕绘、锯齿或浮雕图案的对比度

 实现反射面、漫射面或吸收面之间的对比度

 降低透明外套或外壳的可视性

 电子组件检测

 基准点定位 
 
智能系列:
  同类产品中具有最高亮度的LED
  内嵌带有持续与高输出频闪模式的控制器  
  内置脉宽调制（PWM） 

 区分凹凸面/褶皱面上的反射、漫射或吸收特征

 减少阴影

 降低透明外罩或外壳的可视性

 CD/DVD 插图验证

 检测带包装的产品（药品、计算机芯片）

目标：外壳组装。紧固件存在 /缺失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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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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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瓶.可清晰识别出塑料瓶顶部的破损处。 目标：金属铰链。背光使得钻出的孔的高对比度图像。 目标：气溶胶罐底部.凹面的均匀照明形成与印刷字符的明显对
比。

目标：金属表面上的浮凸徽标.低角度照明可提供高对比度的影
像。

目标：金属板上的冲压字符.高对比度的影像可提供检测或读取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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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应用

功能 

应用实例

圆顶灯照灯是一种经济型

漫射均匀光源。其大尺

寸立体角照明可支持曲

面、闪光面或凹凸面的成

像。

这种照灯是 NERLITE CDI 

照灯的经济高效型替代产

品，适用于无需同轴照明

组件的应用。

环状光源是一种经济高效、易

于集成的表面照明解决方案。 

环状光源的包装和安装改进强

化了耐用性和多功能性，适用

于任何漫射面照明应用。

与其他入射照明方案一样，微

调工作距离和光线照射角度能

够以最低的投入实现良好

的影像对比度。

智能

系列
智能

系列
智能

系列

目标：迷你灯泡。使用背光灯捕捉图像。检验灯丝的完整性。

Edge To Edge 背光可以很容易

地结合起来，在一个较大的照

明区域里提供鲜明的对比度。

对于大面积背光光源而言，它

把高强度和高均匀性结合到

一个能达到工业等级应用的包

装中，并提供最佳的发热管理

效果。

连续和频闪模式支持静态和高

速应用。



United States
Corporate Headquarters
700 SW 39th St.
Renton, WA  98057
(T) 425-226-5700/800-251-7711
(F) 425-226-8250

Email: info@microscan.com

Europe
European Headquarters
Lemeler Berg 17
NL - 2402 ZN Alphen aan den Rijn
The Netherlands
(T) 31-172-4233-60
(F) 31-172-4233-66

Email: emea@microscan.com

Singapore
Asia Pacific Headquarters
31 Kaki Bukit Road 3 #06-04/05
TechLink, Singapore 417818
(T) 65-6846-1214
(F) 65-6846-4641

Email: asia@microscan.com

www.nerlite.com ©2014 Microsca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ML003G-C 01/14

NERLITE 配件

其他配件

电源:
固定在 DIN 之上的电源与所有的 NERLITE 产品

读码器可以直接安装在支架上（GigE,HAWK和MINI)

电缆及线缆组兼容 (地区性兼容)

环形光源配件:
均匀散射灯（标准配件） 
Fresnel 聚焦镜
相机镜头配件连接器

NL-200 照明控制器

NNL-200 系列控制所有非智能系列NERLITE光源产
品，包括连续、频闪或切换模式。NL-200 系列简
化了连接，并包含成熟机器视觉系统应用所
需的功率调节、强度控制、定时和触发
功能。  

NL-200系列有可选的以太网连接和固定的网络服务
器，是NERLITE光源的强大配件。

web 服务器上的 NL-220、NL-220F 图像处理软件 系列 NL–200

NERLITE 的整合式

智能系列 PHARMALITE

该光源解决方案包含一个内置安装支架，可
直接安装迈思肯读码器，智能相机和GigE相
机。采用暗场光源来给平坦，光滑表面提供
均匀照明，而无眩光和亮斑。是照亮标签，
容器和其他医药包装物品的理想选择。

兼容性:
QX Hawk和Vision HAWK
C-Mount QX Hawk和Vision HAWK
Visionscape GigE

智能

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