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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Met™ 模块化图像系统
OmniMet 提供强大的图像分析功能与灵活的数据库有机的结合。 通过定制 OmniMet， 可获得直观友好的点击测量功能、 预编程的分
析程序、 或者获得运行客户编写的分析程序的能力。 数据库可利用多层方法在逻辑上使不同用户和图片数据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

OmniMet 系统通过直观的 Microsoft Windows 界面将显微镜， 摄像头和图像分析系统无缝结合。 通常情况下， 任何标准格式的图片都
可以直接通过一个校准好的放大倍率进行观测， 或者导入 OmniMet 系统中分析。 OmniMet 软件具有不同的版本， 根据不同实验室对
图像数据的获得和定量分析的需求， 提供不同的灵活性、 功能和分析手段。

• 直观的菜单页面可以使复杂的测量简单化 

• 特定的程序模块和脚本减少操作步骤
• 一键即可实现标准的测量方法

测量方法模块化
• 创建或运行预编程脚本以简化操作步骤
• 通过相同的分析流程提高一致性
• 自动将数据导出到 Word 或 Excel

自动化图像分析

• 可连接多个摄像头、显微镜和电动平台
• 根据设备放大率校准捕获的图像
• 是一套完整的图像分析系统

无缝集成
• 根据具体应用灵活选择不同模块和脚本
• 可选择六种自动化版本
• 随时将功能从一个版本升级到另一个版本

灵活的模块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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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图像采集
OmniMet 与摄像头、 显微镜和电动平台无缝集成， 可捕获、 分析和存储图像。 根据
显微镜设置将图像进行校准， 便于查看比例尺和其他注释。 各种图像处理功能和摄
像头可用于细化和锐化图像进行分析。

通过图像采集，可以平铺打开两个以上图像以便
轻松观测

右图中展示了电路板的多焦点图像。 由于电路板表面非平坦， 图像需要在多个平面
上聚焦， 以创建适合后续分析和报告的多焦点图像。

本模块适用于以下应用：
• 电子
• 紧固件
• 凹凸不平的表面
• 泡沫金属
• 陶瓷基复合材料（CMC）
• 涂层

使用蒙太奇应用程序可以轻松地将多个图像拼合成较大图像。 如果对拼图中的某个
图像进行校准， 则拼合图像也将进行校准， 并适用于定量图像分析。

• 将图像拖到蒙太奇窗口
• 蒙太奇程序可对齐图像 ，实现无缝拼合

采集模块化
多焦点成像 (可选配模块 86-4130)

马赛克图像拼接 (可选配模块 86-4140)

可通过标乐产品手册查阅您需要的摄像头和显微镜产品清单。

OmniMet Capture N’Measure Edition 及更高版本基本功能包含：
• 加载并保存图像
• 亮度与自动白平衡
• 数码变焦、 旋转、 校准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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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不同测量模块分析图像， 直观的按钮可以帮助快速
测量， 直接将测量结果标注在图像上。

OmniMet Capture N’Measure Edition 及更高版本可测量：
• 长度
• 半径
• 角度
• 平行线

• 曲线（手绘）
• 计数
• 面积和周长

使用高阶测量模块完成更复杂的图像分析。

OmniMet Advanced Edition 及更高版本包含
如下模块：

• 修正平行线
• 多边形
• 圆-三点
• 可调角度

通过在划定区域来测量目标， 可选择： 整个图
像、 矩形或自定义不规则区域。

按面积占比、 位置、 目标数量、 周长、 紧凑度、 长
度、 费雷特直径、 重心、 杂质、 物相尺寸筛选、 锁
定需要测量目标并显示结果。

标准测量模块

高阶测量模块

目标分析 (可选配模块 86-4110)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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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测量模块 (cont’d)

根据ASTM E112， 使用线性或圆形截距法可轻松估
算晶粒尺寸:

• 对于等轴晶粒，建议采用线性截距法
• 对于非等轴晶粒尺寸的测量，建议采用圆形截
距法

• 可交互式快速简便测量维氏和努氏压痕
• 支持 gf、 kgf 和 N 为单位的加载力
• 通过压痕对角线尺寸准确测得 HV/HK 硬度值

焊接 (可选配模块 86-4115)

硬度测试 (可选配模块 86-4120)

维氏 努氏

晶粒尺寸 (可选配模块 86-4125)

使用 Weld (S) 通过测量半径测得有效
焊接深度

使用 Weld (a) 测量角度A参数 使用 Weld (All) 的焊缝全轮廓扫描测定
熔深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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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预编程的、 适用于特定应用程序的脚本自动化分析。 只需单击一个按钮， 即可对图像执行各种图像过滤器、 阈值和测量。 统计数
据和结果也可被显示并轻松导出到 Microsoft® Excel® 或 Microsoft Word®。 常见应用和相关测试方法如下图所示， 且易遵循行业标
准， 例如 ASTM E112 晶粒度或 ASTM E1245 夹杂物等级。

适用于 OmniMet™ 专业版和 OmniMet 企业版。 请参阅第 12 页以获得完整脚本清单。

铸铁 (可选配脚本 86-3400)

颗粒尺寸 (可选配脚本 86-3100)

涂层 (可选配脚本 86-3300)

适用于特定应用程序的脚本

经抛光的灰铸铁试样

两相材料的微观结构

热喷涂层显示有耐磨层和粘合层

每个薄片已根据石墨条长度进行颜色编码

使用阈值将颗粒分为两类

通过显微照片测量每一层的厚度

8 种 ASTM A247 石墨尺寸等级的相对
面积分数

该图显示了每个相的平均晶粒尺寸

耐磨层和粘合层厚度如上图显示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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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脚本编辑功能
由于每个脚本都基于一系列主要成像命令， 因此您只需在脚本编辑器单击鼠标即可使用这些命令。 您可以在脚本编辑器中创建自定义
脚本或修改现有脚本以满足特定的应用程序需求， 还可以通过编写可重复使用的脚本， 来处理常见的图像分析和复杂的程序以节省大
量时间。

适用于 OmniMet™ 企业版

START

通过捕获或冻结实时图像来开始分析， 也
可以从已有案例中加载图像。

使用彩色或灰度技术可以轻松地应用阈值
来检测样本中存在的不同相。

可以自动或根据用户提示进行各种测量

应用范围广泛的图像过滤器， 例如色彩校
正、白平衡或描绘（为后续步骤锐化边缘和
线条）。

通过边界填充和逻辑运算符等位平面操作
细化阈值

结果和数据能清晰显示并可导出到 Excel® 
或 Word® 模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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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导出报告

• 只需单击一下即可将数据和结果导出到标乐标准
报告模板中。

• 您可以自定义模板来调整图像数量、 公司 Logo 和
报告标题等内容。

• 报告可以自动填充原始捕获图像和结果图像。
• 相关图形可随图像自动显示。
• 可用样本信息完成报告
• 在测量时， 可使用 Excel 交互模式来实时记录结果
数据。

OmniMet™ 可生成统计信息、 注释图像， 并将数据直接发送到 Microsoft® Word® 或 Excel® 中。 任何版本的 OmniMet™ 都预
装了标准 Word 和 Excel 模板。

Word

Excel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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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规划后的案例

工作站数据库

• 将图像、结果和报告编排到用户定义的案例中
• 将图像拖放到案例窗口中
• 一键将数据导出到 Excel® 或 Word®

• 使用多个用户帐户控制访问

• 可通过任何字段搜索案例
• 完全可自定义的文本字段

案例

项目管理

• 使用 Microsoft®Access® 或 SQL 创建新数据
库

• 建立本地或基于服务器的数据
• 升级现有数据库， 使其与 OmniMet™ 版本更
新兼容

• 从简易下拉菜单中打开已建立的数据库
• 实现密码保护和多用户帐户

数据库管理

数据库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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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和更新的OmniMet™ 软件

• 强大的图像分析能力与灵活的数据库功能
• 可选的用于定制软件解决方案的捕获和测量模块
• 系统软件包包括预装在 Windows 10 64 位工作站上的软件
• 所有 OmniMet 软件均享有批量折扣

现在就免费试用 OmniMet 15 天 (FN01484)

系统编号* 软件编号** 软件编号** 配置
86-1-1001 86-1-1000 允许联网用户在同一网络上查看 Omnimet 数据库中的图像和测量信息。

86-1-1010
OmniMet Capture N’ Measure (CnM) 不需要数据库功能， 即可实现基本测量功能的图像捕捉。 测量函数
包括长度、 平行线、 曲线、 面积+周长、 半径、 角度和计数。 结果可以烧录到图像中， 但不能存储或导出到
Excel®。

86-1-1003 86-1-1002
OmniMet 标准版提供成像系统校准、 图像捕获、 手动测量、 数据库存档、 显示结果的 MS Office 报告模板。
测量包括长度、 宽度、 面积、 曲线长度、 半径、 角度、 文本注释和比例尺。 可以为特定的应用程序添加可选
的捕获模块。

86-1-1005 86-1-1004
OmniMet 进阶版提供成像系统校准、 图像捕获、 手动测量、 数据库存档， 显示结果的 MS Office 报告模
板， 并增强测量能力。 可以添加可选的捕获和高级测量模块。

86-1-1007 86-1-1006
OmniMet 专业版提供成像系统校准、 图像捕获、 手动测量、 数据库存档， 显示结果的 MS Office 报告模
板， 以及增强的测量能力。 可选的捕获， 高级测量模块和预编程应用程序的特定脚本可以添加。

86-1-1009 86-1-1008
OmniMet 企业版提供成像系统校准、 图像捕获、 手动测量、 数据库存档， 显示结果的 MS Office报告模
板， 以及增强的测量能力。 可选的捕获， 高级测量模块和预编程应用程序特定的脚本可以添加。 脚本编辑器
允许用户编写自定义脚本， 用于自主开发定制图像分析解决方案。 

* 系统软件包包括预装在 Windows 10 64 位工作站上的软件， 包括键盘、 鼠标和鼠标垫， 不包含显示器。
**  只有软件包才包括软件和鼠标垫， 计算机硬件和显示器不包括在内。

可用版本 (通过网络研讨会提供培训，详情请联系标乐)

OmniMet 模块化数字成像系统 & 软件解决方案

升级与更新

升级 原始版本 / 升级后版本 标准版 进阶版 专业版 企业版
Capture N’ Measure 86-5006 86-4006 86-3006 86-1006

Capture 标准版 x 86-4002 86-3002 86-1002

Capture 进阶版 x x 86-3004 86-1004

专业版 x x x 86-1003

更新 OmniMet 到最新的软件版本：
86-4202  更新标准版
86-4204  更新进阶版
86-4205  更新基本版
86-4206  更新 Capture N’ Measure
86-4201  更新专业版
86-4203  更新企业版

现有客户可以将其 OmniMet 软件更新为最新版本。 此外， 较低级别的 OmniMet 软件包可以升级为更高级别的软件包， 以增加功能。

升级 OmniMet 到更高的功能级别:
采购订单中必须包含用户许可证编号和站点 ID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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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Met™ 软件模块和功能

可选配模块

捕获模块

86-4130 OmniMet 多焦点图像， 用于在观察面位于不同焦平面时， 从同一样本的多个图像创建聚焦图像。 当分析需要锐利聚焦的图
像时， 有利于去除边缘圆角或查看粗糙表面。

86-4140 OmniMet Mosaic 多图像拼接用于将多个图像拼接在一起， 以创建一个大的、 校准的拼接图像。 可以在拼接的图像上进行测
量。 用于记录大于一个视场的特征， 不需要自动工作台。

高级测量模块

86-4110 OmniMet 对象分析 “单相” 图像分析， 用于测量图像特征和视场特征。 面积比、 定位、 目标对象数量、 周长、 紧密度、 长
度、 费雷特直径、 重心、 通过大小包含和排除对象。

86-4115 OmniMet 焊接测量工具， 用于确定焊缝特征。 使用圆形半径确定有效焊缝深度、 角 A 测量或全焊接轮廓表征确定有效深度、
熔合面积。 

86-4120 OmniMet 快速轻松的测量维氏和努氏压痕。 允许以 gf 或 kgf 为单位的加载力并提供精确的维氏和努氏硬度值测量。

86-4125 OmniMet 晶粒度测量： 依据 ASTM-E112 标准中线性或圆形截距法进行测量。

软件描述 基础版 CnM 标准版 进阶版 专业版 企业版
捕获
加载和保存 • • • • • •

亮度、自动白平衡、色彩校正 • • • • • •

数字变焦、旋转、校准和注释 • • • • • •

摄像头接口 (USB、EEE I394、采集卡、流媒体、TWAIN协议接口等) • • • • •

自动台控制器r • • • •

捕获模块(可选配) ◊ ◊ ◊ ◊ ◊ ◊

测量
标准模块:长度、面积、半径、计数、平行线 • • • • • •

高级模块:三点圆、直角、多边形 • • •

高级测量模块(可选配) ◊ ◊ ◊

颜色阈值(大小，强度)，16位平面 • •

自动化能力:读取和运行脚本 • •

脚本编辑器:读取、运行、写入和编辑脚本 •

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脚本(可选配) ◊ ◊*

报告
报告数据, 报告生成器(需要Microsoft® Office) • • • • •

带有测量日志的结果窗口 • • •

组织
数据库接口 • • • • •

数据库创建与管理 • • • •
• 包含
◊ 可选配模块（单独购买）
* OmniMet 企业版附带脚本选择

11



数码摄像头
86-0337  uEye 3370CP 数码摄像头、 4MP, 80 帧、 2048x2048、 1.0in 芯片、 USB3.1
86-0388  uEye 3880LE 数码摄像头、 6.4MP, 58 帧、 3088x2076、 0.55in 芯片、 USB3.1
86-0359  uEye 3590CP 数码摄像头、 18.1MP, 20 帧、 4912x3684、 0.44in 芯片、 USB3.1

85-0135  戴尔 24in 显示器, 1080p 高清 LED
86-10007  戴尔 CTO XE3 系统
(包含： CPU I7-8700、 512GB 固态硬盘、 16GB 内存、 Windows 10、 24-in LED 显示器、 键盘、 鼠标和鼠标垫)

电脑硬件

86-3050* 手动交互式测量统计长度和厚度

86-3100* 晶粒度测量， 根据  ASTM E112 标准自动测量粒
度。 通过截距法获得平均粒度， 并通过面积获得晶
粒度分布。 根据 ASTM E930 和 ASTM E1181（如适
用）附加处理识别确定 ALA 晶粒度和双相百分数。 符
合 ISO 643 标准。      

86-3300* 涂层厚度测量， 根据 ASTM B487 测量横截面样品的
涂层、 镀层或层厚度。

86-3500* 粒子测量， 在特定视野中通过检测和测量粒子， 统计
粒子数量及大小分布信息。

86-3550* 孔隙率评估， 对材料中的细孔或孔隙进行自动测量。

86-3750* 枝晶间距， 用于测量铸造铝合金中枝晶臂之间的长
度。

86-3200* 相面积百分比， 根据 ASTM 562 确定相面积和多相中
面积百分比。

* 包含于 OmniMet™ 企业版

86-3150 截距晶粒度根据 ASTM E112， 采用直线截距法和圆
形截距法自动测定每个视场的平均粒度。 

86-3310 表面粗糙度， 根据 ASME B46.1-02 进行表面粗糙度
测量

86-3350 脱碳深度评估， 根据 ASTM E1077 标准， 根据存在的
游离铁素体的相对数量确定全部或部分脱碳深度。

86-3400 铸铁中的石墨， 根据 ASTM A247 对铸铁中的石墨进
行自动分析。测量石墨结核的大小和类别计数以及铁
素体石墨和珠光体的面积百分比。对于灰铸铁，还提
供石墨长度。

86-3525 清洁度评估， 提供符合 ISO 4406 要求的滤纸上颗粒
的清洁度评估。

86-3600 压痕硬度， 能够根据 ASTM E384 测量和分析努氏和
维氏压痕。 报告可以以 HK、 HV、 HRC 和 HRB 标尺导
出， 并以图形方式显示硬度分布。

86-3700 带状评估， 确定符合 ASTM E1268 的微观结构带状
程度。 提供有关方向度、 各向异性指数和平均特征间
距的定量信息。

86-3850 根据 ASTM E1245， 夹杂物评级确定黑色金属中氧化
物和硫化物条带的面积百分比、 平均自由程距离和平
均截距数。

特定应用脚本 (可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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