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eora 是世界著名的图像传输
技术的提供商。能够为工厂自
动化、医疗和交通安防领域高
速成像设备的制造商和集成商
提供实时接口传输技术。

在机器视觉领域，Pleora率先
推出外置图像采集卡和嵌入式
图像转换模块，产品遵循千兆
以太网协议，并且推广到万兆
以太网（10 GigE）、USB3.0  
和无线传输领域。

Pleora端到端的硬件和软件解
决方案已经应用于数以千计的
视觉系统和相机设计中，帮助
客户加速产品的市场推入、 减
少研发成本和降低项目风险。

应用于实时成像系统中的高性能视频接口

外置图像采集卡
Pleora 独特的外置图像采集卡系列产品允许客户集成任何相机系统
到任意系统中去。通过即插即用的接口技术给终端客户带来前所未
有的便利，同时Pleora的产品不需要计算机提供额外系统插槽。

Camera Link 接口转换为GigE Vision 和 USB3 Vision接口系列

iPORT CL-U3-非常便捷地将Camera Link接口转
化为USB3 Vision接口
· 图像传输速率接近 3 Gb/s
· 支持线扫描和面扫描模式
· 120 MB 图像缓存
· 支持扩展的工作温度范围

iPORT CL-GigE-非常便捷地将Camera Link接口
转化为GigE Vision接口
· 支持线扫描和面扫描模式
· 120 MB 图像缓存
· 支持IEEE 1588 和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 支持PoE 供电或者外部供电
· 支持扩展的工作温度范围
iPORT CL-Ten-非常便捷地将 Camera Link相机
接口转换为高性能的万兆以太网接口（遵循GigE 
Vision 2.0协议）
· CL-Ten Full版本，支持单个Full模式的Camera 

Link相机
· CL-Ten Dual版本，支持两个Medium或者Base

模式的Camera Link相机
· 支持PoCL, PLC，RS-232 和 GPIO

为实时图像应用提供专业的视
频图像传输接口
Pleora的专业视频接口技术将GigE Vision 和
USB3 Vision的优势带入到实时图像应用中

· 将多个图像源的实时非压缩图像传递到单
个或多个图像处理平台或显示系统

· 可采用更小和低成本的计算平台进行图像
分析和处理-包括手提电脑和单板计算机

· 视频传输、信号控制和系统供电全部集成
于一套低轻巧低成本的电缆

依托 Pleora的产品、传输标准和系统设计技
术,相机设计和生产厂商在设计关键任务图像
系统时,将极大地降低系统开发和集成的复杂
度。Pleora创新的视频接口引领着工业自动
化领域，今天在医疗和军事应用领域,我们正
在把智能化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更多资讯,请访问 honzhi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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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置图像采集卡
模拟相机接口转换为 GigE Vision接口

iPORT Analog-Pro‒转换系统现有的模拟相机接口为
GigE Vision网络接口，满足系统的数字化需求
·支持两路独立的模拟视频信号输入
· 自带去交错算法
· 支持方形像素
· 提供RS-232和GPIO 控制其它的外部设备

Sony Block Camera to GigE Vision

iPORT SB-GigE-EV7520A - 充分利用GigE的长距离
布线和多播功能
· 将Sony FCB-EV7520A block cameras转换为

GigE Vision摄像头，并以一体化摄像机支持的最大
速率传输全分辨率图像
· 通过同一根电缆供电、控制和传输视频
· 无需PCIe图像采集卡即可插入各种计算平台

LVDS to GigE Vision

iPORT PT1000-LV ‒ 为LVDS相机定制的高性能GigE 
Vision 连接方案
· 支持TIA/EIA 644标准。以稳定和超低的延迟转换

LVDS信号为GigE Vision信号
· 内置可编程控制器PLC，适用于先进的实时同步和

触发
· 提供RS-232和GPIO 控制其它的外部设备

Video Display
vDisplay HDI-Pro‒紧凑型低功耗产品替代传统PC端
的视频显示方案
· 固态设备接收和显示符合GigE Vision标准的图像。

以较低的延时实现视频在 HDMI 或 DVI终端上显示
· 自适应显示器所支持的分辨率和帧率
· 可独自控制兼容GigE Vision标准的相机.无需额外的

控制软件和设备

嵌入式图像转换模块
应用Pleora的嵌入式图像转换模块产品,相机和其他成像
系统设计者可以快速低风险地集成其核心图像传感电路和
Pleora视频接口。

GigE Vision
iPORT NTx-GigE‒快速地为相机和图像系统
提供高性能的GigE Vision 2.0接口
· 图像传输速率接近1Gb/s
· 支持多达32-bit, 120 MHz的平行LVTTL/

LVCMOS 视频输入和4个交织的Taps
· 120MB 缓存可存储百万像素的图像
iPORT NTx-Mini/NTx-Mini-S‒快速地为相机
和图像系统提供高性能的GigE Vision接口
· 图像传输速率接近1Gb/s
· 支持多达24-bit,90 MHz的平行LVTTL/

LVCMOS 视频输入和2个交织Taps
· 32 MB缓存可存储和转发应用数据
iPORT NTX-NBT25 ‒ 传输图像速度可达
2.5Gb/s
· 在超5类网线上以2.5Gb/s的带宽传输图

像，最大点对点传输距离为100米
· 支持IEEE 1555 精准时钟协议，支持逻辑

编程和图像管理
iPORT NTx-NBT50 嵌入式视频接口卡 ‒ 传输
图像速度可达5Gb/s
· 支持在超5类网线上传输1/2.5/5 Gb/s的

传输带宽，最大的点对点传输距离为100
米
· 模块接口接收串行低压差分信号，通过较

小的接口来实现48bit的数据传输
· 支持IEEE 1555 精准时钟协议，支持逻辑

编程和图像管理

USB3 Vision
iPORT NTx-U3‒快速地为相机和图像系统提
供高性能的USB3 Vision接口
· 图像传输速率接近3Gb/s
· 支持多达32-bit,120MHz的平行LVTTL/

LVCMOS 视频输入和4个交织Taps
· 支持线阵和面阵扫描模式
· 120MB 缓存可存储百万像素的图像

对于有特殊性能要求的应用,虹科提供专业服务，为合作伙伴提供
虹科先进的接口技术，系统的专家知识以及相关的设计技巧 

eBUS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SDK) 
Pleora’s eBUS SDK是一个功能丰富的工具包，
使开发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视频应用程
序，同时降低风险并减少设计和支持成本。在
数千个关键任务自动化、医疗、安全和防御应
用程序中，eBUS是用于图像捕获、显示和传输
的领先SDK。
· 通过简单的API管理和连接来自任何供应商的符

合视觉标准的摄像头
· 加速应用程序开发 — 以20行代码实现图像的接

收和显示
· 开发可随时投入生产的软件，使用相同的API即

可将该软件轻松移植到不同的操作系统
· 一流的开发支持可帮助您将eBUS集成到您的应

用程序中

适用于主机应用程序的eBUS Rx
eBUS是基于用于主机应用程序的简洁模块化架
构，并使用一组功能来控制设备并通过GigE、  
10 GigE和USB接收视频。这有助于保证应用软件
不会过时，因为它可以快速、轻松地针对不同媒
体进行修改。它还有助于开发人员有效地工作，
同时减少对多种界面产品组合的支持。庞大的示
例代码库为开发项目提供了快速入门平台。用户
在eBUS之上构建图像处理应用程序，不再依赖
于制造商特定的SDK，并且可以使用任何GigE 
Vision或USB3 Vision兼容的摄像头或传感器开发
系统。 

适用于传感器设备的eBUS Tx
完整设备级GigE Vision软件发送器的软件实现可
在连接到GigE Vision网络的摄像头和传感设备上
运行。将eBUS Tx添加到您的软件堆栈会使您的系
统成为完全兼容的GigE Vision设备，使终端用户
能够轻松连接到第三方图像处理软件。

eBUS Player ToolKit
eBUS SDK附带了许多实用的应用程序，可帮助进
行设置、配置和故障排除。购买SDK 时即包含该
工具包，但也可以单独下载该工具包。

该工具包包括eBUS Player、Universal Pro 
Driver、Raw Image Viewer和Camera Link 
Setup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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