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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概述 

司眸®PEA020-800 是「人加智能机器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加”）打造

的大视场角视觉立体相机，采用自主研发的 RSV-A 3D 视觉技术，为机器人提供稳定实时的

大视场角、高精度、高分辨率的深度数据流、彩色图像流。 

此外，司眸® PEA020-800 将彩色图像和深度图像进行配准，使得彩色图像中有效区域的

每一个像素都融入深度数据，方便所有基于 RGB-D 数据的应用开发。 

 

 
图 1-1 司眸® PEA020-800 立体视觉相机 

2.产品特点 

司眸® PEA020-800 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提供了大视场角的图像信息，同时摆脱了传统双目

匹配算法对于复杂运算系统（如 CPU、GPU）的依赖，在单片低成本 FPGA 上实现了从图像

输入到视差图输出的所有过程，无需其他运算单元和存储设备，因此具备低成本、低功耗的

优势。此外，司眸® PEA020-800 将彩色图像和深度图像进行配准，使得彩色图像中有效区域

的每一个像素都融入深度数据，方便所有基于 RGB-D 数据的应用开发。为满足运动场景的

应用需求，司眸® PEA020-800 的所有图像成像模块采用了全局曝光的 CMOS 传感器，避免了

卷帘式曝光传感器的运动模糊问题。 

3. 规格参数 

3.1 性能参数 

司眸® PEA020-800 的产品性能参数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司眸® PEA020-800 产品性能参数表 

指标 司眸® PEA020-800 

输出帧率 1280*800@15fps/640*400@25fps 

输出数据 
彩色图像 

深度图(支持转成点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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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率 
彩色图像：1280*800 

深度图像：1280*800/640*400 

像素形式 
彩色图： 8 位三通道图 

深度图：16 位单通道图 

测量距离 0.3~3.5m 

Z 向精度 1m: ≤0.6%; 2m: ≤1.1%; 3.5m: ≤2.9%;  

功耗 7.0W~7.2W 

彩色图像视场角 Horizontal 100±3°，Vertical 73±3° 

深度测量视场角 Horizontal 100±3°，Vertical 73±3° 

曝光类型 全局曝光 

曝光控制 （RGB）自动曝光；（双目）API 接口控制 

数据传输接口 千兆以太网 

供电接口 POE（802.3af）/DC-12V 

相机供电要求 12 VDC 

结构尺寸（mm） 165x 43.5 x 61 

重量(g) 656.5 

多相机系统 NTP 同步 

开发环境 Windows/Linux/ ROS 

3.2 机械结构参数 

司眸® PEA020-800 的尺寸和安装信息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司眸® PEA020-800 结构图 

 

3.3 相机坐标系系统 

司眸® PEA020-800 深度相机的深度数据有两种不同的坐标系，分别为 RGB-D 非配准模式

坐标系和 RGB-D 配准模式坐标系。RGB-D 非配准模式指的是深度图与 RGB 图中的对应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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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匹配到同一个像素位置，RGB-D 配准模式指的是深度图像与 RGB 图中的对应点已调整到

相同的像素坐标位置。RGB-D 非配准模式是基于左红外相机建立的三维坐标系，RGB-D 配准

模式是基于彩色相机建立的三维坐标系。 

3.3.1 RGB-D 非配准模式坐标系 

如果用户直接使用原始深度数据，没有将深度数据与 RGB 图像进行对应点像素位置配

准，那么坐标系是基于左红外相机建立的。坐标原点在左红外相机的光心位置，由左红外相

机光心指向右红外相机光心的方向为X轴正方向，左红外相机光轴向前的方向为Z轴正方向，

垂直于 X轴与 Z轴平面竖直向下的方向为 Y轴方向，坐标轴如图 3-2 所示。 

 
图 3-2 RGB-D 非配准模式坐标系 

3.3.2 RGB-D 配准模式坐标系 

如果需要同时使用彩色图像和深度数据，并且需要知道彩色图像中每一个像素坐标的深

度值，则需要选择 RGB-D 配准的工作模式，在该模式下，坐标新是基于彩色相机建立的。

坐标原点在 RGB 相机的光心位置，由 RGB 相机光心指向左红外相机光心的方向为 X 轴正方

向，RGB 相机光轴向前的方向为 Z轴正方向，垂直于 X轴与 Z轴平面竖直向下的方向为 Y轴

正方向，坐标轴如图 3-3 所示。 

 
图 3-3 RGB-D 配准模式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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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工作要求 

为了确保司眸® PEA020-800 立体视觉相机的正常工作，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4.1 硬件要求 

 六类网线 

 12V/2A 开关电源适配器/POE 供电 

 电脑基本要求如下： 

 处理器：Intel i5 2.4GHz 以上 

 RAM：4G 

4.2 软件要求 

 电脑系统（支持）： 

 32-bit Windows7 及其以上； 

 64-bit Windows7 及其以上； 

 Linux（x86，x64）； 

 ROS Kinetic（基于 ubuntu16.04）； 

 开发环境： 

 opencv（Samples 依赖，Windows，Linux）； 

 Visual Studio 开发环境（Windows）； 

 C++开发环境（Linux）； 

 libudev-dev（Linux）； 

 cmake（Linux）； 

 司眸®配套软件： 

 司眸®用户软件； 

 司眸® SDK； 

 示例程序； 

4.3 供电要求 

相机可选择使用 12V/2A开关电源适配器或者 POE供电，关于电压的参数如表 4-1所示。 

表 4-1 司眸® PEA020-800 产品供电电压参数表 

电压要求 功率 

12 VDC（±10%） 
平均值：7.0W 

最大值：7.2W 

 

注意 

使用不正确的电源供电可能会损坏相机 

不能使用电压大于 12VDC（±10%）的电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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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储存与工作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25°C–50 °C； 

工作湿度：20–80 %； 

储存温度：-30°C–80 °C； 

储存湿度：20–80 %； 

必须提供有效的散热方式以维持一个稳定的室内温度，必须遵守以下准则： 

 在任何情况下，监控室内温度并确保温度不超过 50 °C。 

 可以使用风扇进行气流散热。 

5.物理接口 

5.1 相机连接器 

司眸® PEA020-800 大视场角视觉立体相机在后侧引出两个连接器，分别为 DC JACK 和千

兆以太网。其中千兆以太网接口为数据传输与 POE 供电接口；DC JACK 为 12V 供电接口；相

机连接器如图 5-1 所示： 

 
图 5-1 司眸® PEA020-800 相机连接器 

注意 

1. 使用高于 12V（±10%）的电源供电会损坏相机； 

2. 推荐使用标准 POE 供电设备，非标准 POE 供电设备会对相机造成损害； 

5.2 相机线缆要求 

5.2.1 供电线缆 

相机的供电线缆由定制的 12V 电源适配器和航空插头组成，如图 5-2 和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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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供电线缆示意图 

 

图 5-3 电源适配器示意图 

供电线缆的物理特性和电学特性分别见表 5-2 和表 5-3。 

表 5-1 供电线缆的物理特性表 

直流输出接口 DC 5.5 x 2.1mm  

交流输入接口 IEC 60320 C8 

电源适配器尺寸 102 mm x 52mm x30 mm ± 1.0 mm 

电源适配器材料 94V-0 Polycarbonate 

最小弯曲半径（线材） 40mm 

 

表 5-2 供电线缆的电学特性表 

交流输入 

电压范围 100–240 VAC 

电流 0.6 A max 

频率范围 50–60 Hz 

直流输出 

电压 12 VDC ± 10% 

电流 最大 2A 

输出纹波与噪声 100mVp-p 

输出端过压保护 保护 

输出端过流保护 保护 

 

5.2.2 数据线缆 

推荐使用六类以上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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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动式双目立体视觉 

6.1 三维数据测量 

本产品采用了主动式双目立体视觉技术，实现对空间三维距离的测量。主动式立体视觉

测量原理示意图如图 6-1 所示。 

 
图 6-1 主动式立体视觉测试原理示意图 

设备中的光学衍射器件向场景发射特定的图案来增强场景纹理信息，双目相机采集左右

图像，通过图像匹配算法配对左右图像中相同的特征点，基于三角法则原理计算出该特征点

的空间位置。 

配对特征点在左图像中的像素位置为𝑃𝑙(𝑢𝑙 , 𝑣𝑙)，在右图像中的像素位置为𝑃𝑟(𝑢𝑟, 𝑣𝑟)。假

定左右相机已经经过极线校正，并且成像平面前向平行，那么𝑣𝑙 = 𝑣𝑟。 

配对特征点的视差为： 

𝑑 = |𝑢𝑙 − 𝑢𝑟| 

根据三角法则原理，空间位置计算方式如下： 

{
  
 

  
 𝑍 =

𝑏 ∙ 𝑓

𝑑

𝑋 =
𝑍(𝑢𝑙 − 𝑢0)

𝑓

𝑌 =
𝑍(𝑣𝑙 − 𝑣0)

𝑓

 

上式中的(𝑢0, 𝑣0)为左相机光心的像素位置，b为双目系统的基线距离。 

6.2 影响因素 

 司眸® PEA020-800 测量原理基于主动式双目立体视觉，因此测量的准度与精度主要受限

于双目匹配过程。为了提升匹配的精度，司眸® PEA020-800 设备中的衍射光学元器件能够主

动发射图案来增强场景的纹理信息，该纹理处于红外波段。场景中干扰到纹理信息都会影响

到测量的准度与精度。常规使用中，主要有如下干扰因素。 

1）处于红外波段其他较强光源的干扰：当同时处于红外波段的其他较强的光源照射到场景

中，会干扰到设备自身照射的图案信息，影响双目匹配过程，导致深度计算不准确。室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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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常见的场景，室外环境中太阳光较为强烈，并且各个波段的光都较强，会污染设备自身

发射的图案信息，影响测量结果。 

2）待测物体表面吸光严重对测量的干扰：待测物体如果对于红外波段有较强的吸光特性，

例如深黑色表面，增强纹理图案投射到该类物体表面不能够稳定反射光线，导致 CMOS 传感

器感光不充足，成像不清晰，影响测量结果。 

7.安装 

7.1 软件安装 

司眸® PEA020-800 图像传输接口为千兆以太网，不需要另外安装驱动。正常使用司眸® 

PEA020-800，必须安装配套软件并进行相关网络设置：Windows 系统提供开发库和示例程序；

Linux 系统系统开发库源码和示例程序。 

7.1.1 网络设置 

连接相机后，需使用用户软件设置相机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信息，多相机需

设置相同网段的不同 IP，电脑需与相机设置相同网段。详细设置请参考《HUMAN+[司眸

®PEA020-800]用户使用指南》。 

7.1.2 Windows 下安装配套软件 

 Windows 系统下，配套软件以动态链接库方式提供发开包，并配套有示例程序。 

 使用方法：开发包解压到开发文件夹，Samples 文件夹下直接打开 Samples.sln；Samples

提供了查看相机保存点云等基本功能，可以直接使用 Sample 程序，也可以在 Sample 的基础

上进行二次开发。 

7.1.3 Linux 下安装配套软件 

Linux 系统下，配套软件以源码方式提供开发包，并配套有示例程序。 

使用方法：使用 cmake 生成 makefile 文件，编译执行；Samples 提供了查看相机保存点

云等基本功能，可以直接使用 Samples 程序，也可以在 Samples 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7.1.4 ROS 下安装配套软件 

ROS 系统下，配套软件以源码方式提供开发包，并配套有示例程序。 

使用方法：请参考《HUMAN+[司眸®PEA020-800]ROS 网络版本 SDK 使用说明.pdf》； 

7.2 硬件安装 

7.2.1 相机使用步骤 

相机遵循以下步骤操作可以减小相机损坏概率： 

 固定相机； 

 连接网络线缆； 

 相机上电（POE 或 DC）； 

 运行软件操作相机； 



人加智能机器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9 

 

7.2.2 相机使用注意事项 

相机使用按照以下注意事项可以得到更好的深度效果： 

 在室内无日光环境下使用会得到更高精度； 

 避免有镜面反射的光线进入相机； 

 保持使用环境的温湿度稳定； 

 相机固定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