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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简介 

本测量软件是专门针对我公司的工业相机开发的一款软件，需要结合我们的相机

才能正常使用。 

本软件具有以下特点： 

1， 支持相机动态视频测量。传统的测量软件只能在静态图片上进行测量，在

一定程度上不方便使用。 

2， 测量控件支持颜色随机模式，自动区分每种测量控件。 

3， 智能化图层管理。多个测量控件叠加时，自动选中鼠标所指的测量控件，

同时高亮显示。 

4， 每个测量控件可单独指定其颜色和线宽。 

5， 测量结果可以保存成 Excel 文件，并支持从保存的 Excel 文件中加载测量

列表，还原您上次的使用环境，因此，您在使用本测量软件时，不用每次

重新绘制测量控件。 

6， 支持缩放，可以在放大模式下进行测量，从而提高测量精度。目前我们的

测量精度是 0.5 像素。 

 

 

 

 



 

 

2 程序的安装 

本软件需要先安装我公司提供的相机平台软件后，方可正常

使用。 

目前，本测量软件只有一个”工业相机测量软件.exe”的文

件，在安装好相机平台软件后，直接运行”工业相机测量软

件.exe”即可。 

 

 

 

 

 

 

 

 

 

 

 

 

 

 

 

 

 



 

 

3 界面介绍 

将相机连接到电脑上，然后运行本测量软件。该软件启动后会自动搜索相机，正

常情况下，会弹出如下的界面: 

 

图 3.1 主界面 

       双击”视频设备” 中的”Camera MV-U300#0”打开该相机，软件界面上方的菜单被

激活，如下图所示: 

 

图 3.2 打开相机后的界面 



 

 

3.1 菜单栏 

菜单栏位于主界面的上方,为了方便操作，本使用了按功能分块的图形化菜单模式。 

 

图 3.3 图像测量菜单 

l [图像测量]，该菜单下可以进行各种测量操作。 

 

图 3.4 相机设置菜单 

l [相机设置]，该菜单下设置相机的各种参数(当打开的是图片窗口时，该菜单不会

显示)。 

 

图 3.5 操作菜单 

l [操作]，该菜单用于界面窗口的管理、打开相机和图片、保存测量图像。 



 

 

3.2 视频设备列表 

 

图 3.6 视频设备列表 

l 点击后刷新改列表，重新扫描视频设备。 

l 点击后打开所选中的视频设备。(必须要先在列表中选中设备，您也可以直接

在图 3.5 中的图形菜单中打开相机) 



 

 

l 点击后，弹出选中设备的配置窗口。(必须要先在列表中选中设备) 

l 点击后，关闭所选择的视频设备。(必须要先在列表中选中设备) 

3.3 图像文件列表 

 

图 3.7 

   在图像列表中，单机文件，则可以在下方看到图像的预览图；双击文件，则在

新的窗口中打开。您也可以在图 3.5 中的图形菜单中打开图像文件。 



 

 

3.4 窗口管理 

 

图 3.8 

窗口管理，用于在多窗口之间快速切换。如图 3.8 所示，已经打开了一个相机和

一个图片文件，想切换到对应的窗口，只需要双击列表中的项目即可。 



 

 

3.5 附加窗口 

当打开一个视频设备或者图像文件时，会有一个与之对应的附加窗口，用来显示

其导航视图、直方图、测量列表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3.9 附加窗口 

l 拖动视图导航中的白色矩形方框，可以快速将视图定为到您指定的区域。 

l 点击最上面”直方图”的标签，可以切换到直方图统计窗口。 



 

 

l 测量列表中，显示了当前测量的控件。列表中选中某个测量控件时，图像上会对

应的高亮显示该控件；”清空”按钮，用于快速删除所有测量控件;”删除”按钮用于

删除列表中选定的控件;“保存成文件”用于将当前测量结果全部保存到指定的

excel 文件中;”从文件中加载”用于从指定的文件中加载测量，还原上次的测量情

景。 

3.6 状态栏 

状态栏位于窗口的最下方。如图 3.10 所示。 

 

图 3.10 状态栏 

状态栏从左到右，依次显示了图像的尺寸、当前鼠标坐标、鼠标所在位置的 RGB

色彩值、图像来源、图像显示帧率、(一般情况下，显示帧率等于采集帧率，当电脑的

性能较差时，显示帧率会低于采集帧率)、窗口缩放编辑列表(可直接输入想缩放的倍

数)、窗口缩放滚动条。 

 

 

 

 

 

 

 

 



 

 

4 使用操作 

4.1 打开设备或图像 

双击视频设备列表或者文件列表中的表项，即可打开对应的窗口，您也可以在[操

作]菜单下点击图标来打开相机或者文件，成功打开后，软件上方的其他菜单会被激

活。 

4.2 调整界面布局 

如果您所使用的电脑的分辨率较小或者您有不同的使用习惯，您可以先进行一些

界面上的调整。界面左边的[视频设备][图像文件][窗口管理]以及右侧的[附加窗口]都

可以动态拖动摆放位置或者重叠在一个 Tab 标签下。 

上方的菜单，可以双击最小化，通过设置，您可以最大化的突出显示区域。如图

4.1 所示。 

 

图 4.1 精简布局 



 

 

      此时，双击[图像测量]或者[界面设置]等菜单，可以还原。[视频设备][图像文件]

被隐藏在左侧，[附加窗口]被隐藏在右侧，用鼠标单击即可显示出来。 

      点击右侧的”样式”按钮，可以切换不同的界面风格，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配色方

案。 

      软件退出时会自动保存界面布局，下次打开时还原上次退出时的布局。 

 

4.3 测量单位标定 

在进行测量时，您首先需要对图像进行单位设置，即设置像素和实际长度之间的

换算关系。 

打开设备后，点击[图像测量]菜单下的”手动划取”按钮，进行手动设置。如下图所

示：

 

图 4.2 

然后在图像上点击标定的起始点和结束点。完成后将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4.3 



 

 

像素个数:表示划取的起始点和结束点之间的像素距离。 

名称:给该单位命名。可任意输入。 

单位换算:输入这次划取的起始点和结束点之间代表的实际长度和单位名称。 

像素每单位:表示多少个像素代表一个实际长度单位。该值由您输入的单位换算和划

取的像素距离自动计算而来。 

设定好单位完毕后，您可以点击”保存”按钮，将单位保存到列表中，以便下次使

用。最后点击”确定”按钮，新设定的单位将会生效，界面上所有的测量元素也会更新

成您设置的单位。 

4.4 测量控件颜色和线宽设置 

点击图 4.2 中的颜色设置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4.4 颜色选择 

在 4.4 中选择好您想要的颜色，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在绘制下一个测量控件

时，新设定的颜色将被启用。 

点击 4.2 中的线宽设置按钮，弹出如下对话框: 

 

图 4.5 线宽设置 



 

 

拖动图 4.5 中的滚动条，来选择不同的线宽，下方预览区可以看到效果图。 

4.5 修改已绘制测量控件的颜色和线宽 

如果您需要修改已经绘制好的控件的线宽和颜色，可以在图像视图中，对已经

绘制好的测量控件点击鼠标右键，弹出如图所示的快捷菜

单:

 

图 4.6 修改已绘制测量控件的颜色和线宽 

l 点击 “删除”，将删除当前选择的测量控件(图 4.6 中的直线)。 

l 点击”隐藏”，将隐藏该测量控件。如果需要再显示已经隐藏的测量控件，在

图 4.7 中，点击列表中第二行的复选框，将其选中，那么被隐藏的测量控件

将会显示。 

l 点击”颜色设置”，将弹出如图 4.4 的颜色设置对话框。该设置只会改变当前

选中的测量控件的颜色。 

l 点击”颜色设置”，将弹出如图 4.5 的线宽设置对话框。该设置只会改变当前

选中的测量控件的线宽。 

 



 

 

 

图 4.7 已经隐藏的测量控件 

4.6 视图导航 

 

图 4.8 

 



 

 

由于图像的实际尺寸可能远远大于窗口尺寸，因此，窗口中可能只能显示图像的

一部分，如图 4.8 所示，视图导航中的白色方框，标示了当前的可视区域，您可以用

鼠标拖动该方框，来切换到不同的视图区。 

注意：对于相机等视频设备，导航视图的图像和直方图并不是实时刷新的，目前

设定是 1 秒刷新一次，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约 CPU 开销，以便我们的测量软件能够

在配置更低的电脑上运行。 

4.7 直方图 

 

图 4.9 

图 4.9 显示图像对应的直方图。该直方图是分为红、绿、蓝、灰度 4 个通道进行

显示，如果您需要关闭某个通道，只需点击图中对应的按钮即可。 

该复选框选中时，图像的数据会进行一次 Lg 运算，用于突显变化平淡

的区域。 

4.8 图像的缩放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您可以将图像放大后再进行测量。目前该软件设定的最大放

大倍数为%400，即图像放大 4 倍(宽高各放大 2 被)。此时，精度可以达到 0.5 像素。 

缩放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4.10 

您可以直接在编辑框内输入数字，例如 55，表示缩放为%55。也可以从下拉列表

或者通过滚动条来获取您想要的放大倍数。 



 

 

4.9 测量的保存与加载 

当您完成所有测量后，点击附件窗口中的”保存到文件”按钮(见图 4.7)，可以将当

前的测量结果保存到指定的 Excel 文件中。 

当您再次使用本测量软件时，可以通过附件窗口中的”从文件中加载”按钮，来加

载上次保存的结果，快速还原上次的测量场景，免去您的重复劳动。 

5 意见与反馈 

在使用的过程中，您有任何意见和建议，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提出，我们将积极采

纳和修改。如果您需要订制测量功能或者其他的视觉开发，也请及时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