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totrak Certus
®

应用于动力学分析与运动分析的3D测量系统，以杰出的时间精度与空间分辨率而深受研究者信赖。

– the Optotrak Certus® 来自加拿大NDI.

高精度主动红外6DOF动态实时测量

A Partner of NDI



Optotrak Certus® 光学追踪系统主要应用于3D空间的点位移与6DOF(6自由

度)运动的实时测量。Optotrak® 使用主动红外光学技术实现对20m3的空间范围内数以百计

的标志点(Marker)的坐标与运动方向的同步实时追踪测量。每个标志点均可被自动识别及独

立跟踪测量，并保持空间精度优于0.1mm，空间分辨率优于0.01mm。该系统对比被动光学

测量设备，具有延时小，噪声低，且精度不受采样速率影响的优势。

       不同于其它的运动捕捉系统，Optotrak® 不使用平均或者细分采样数据的方式提升精

度，所有被记录的原始数据即为直接的3D坐标点。而其它系统使用的被动光学测量技术，

其记录的2D原始图像，必须通过一个用户不可知的算法来获取标志点的坐标，增加了引入

错误或不可评估的偏差的风险。Optotrak® 使您任何时候都可以获取精确而可靠的科研数

据，并随时访问所有的原始测量数据，完全控制对数据的操作、分析及呈现方式。这也是很

多科研领域使用该系统做为测量精度的黄金标准的原因之一。

软件

 • FirstPrincipe（系统控制采集软件）：具备强大的实时显示功能，实时采集目标点的 3D 和 6D 信息。

 • 6D Architect（刚体制作软件）：具备强大的刚体文件创建和编辑功能，方便客户 6D 数据采集和分析。

 • Data View（数据查看软件）：可以查看单点数据、刚体数据并具备相应数据进行曲线绘制的功能。

原理
Optotrak Certus® 系统利用三个高分辨率、主频达 2000Hz的高速红

外线阵相机来捕捉标志点发射的红外光，得到多个标志点的空间坐

标及转动信息并实时输出。

系统组成

定位追踪器 Position Sensor
由三个采集频率2000Hz 的高精度红外线阵相机封装标定组成，实
时接收标志点发射的红外光，可扩展多台采集头串联以满足超大测
量空间需求。

系统控制单元 System Control Unit (SCU)
用来控制采集头和连接器，处理采集头收集的原始数据，并将数据
传输给电脑。支持同步第三方设备，支持外部触发，控制标志点发
光时钟频率高达4600Hz。

选通信号中继器 Strober & Marker
通过Hub或直连标志点与数字探针，传输 SCU 发出的指令控制标志

点发光。（带有状态指示灯并可自动编码标志点）

数字探针套件 Digitizing Probe
出厂即已经得到严格校验，自带SROM存储预定义的刚体信息文件，

可用来实现坐标系转换、创建虚拟标志点（如测量不可见位置）等

功能。

无线套装 Wireless Accessories
Smart Marker 独特的内嵌布线和分支技术, 通过为研究对象提供完全
的移动自由度, 简化了实验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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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技术参数

性能参数 Performance

3D 测量精度 Accuracy 0.1 mm

标志点频率 Marker Frequency 4600 Hz

最大刷新速度 Maximum Frame Rate 4600/(n+1.3)

0.01 mm分辨率 Resolution

定位追踪器 Position Sensor

外观尺寸 Dimensions (LxWxH) 1126 mm x 200 mm x 161 mm

重量 Weight 18 kg

安装组件选项 Mounting Options •
•

8 个(完全同步)

6自由度可调便携式落地安装定位组件

2自由度可调壁挂式安装定位组件

脊柱探针 Orthopaedic Research Pins
出厂即已得到严格校验，探针预存储刚体信息文件，系统自动

识别即插即用，可准确测量脊柱、骨骼空间姿态信息。

运动捕捉分析软件 Motion Capture Software

        Optotrak® 系统配备 NDI First Principles™软件, 用于实时或通过后处理来收集、管理和呈现3D 和6DOF 测量数
据。该系统还包括 NDI 6D Architect™软件, 用于设定6DOF 刚体和刚体片段及物体。标志点数据、刚体数据和从第三
方硬件/软件集成的数据都可以显示在一个直观、易用的图形与文本界面中。

512个

 170个
(按每3个标志点构成1刚体计，单一刚体最高支持20个标志点构成)

定位追踪器最大阵列数量 Maximum number of Position Sensors

单台定位追踪器最大标志点测量数 Maximum number of Markers

单台定位追踪器最大刚体测量数 Maximum number of rigid bodies

量程空间 Measurement Volume

      Optotrak®在其量程空间内，其精度均经过

出厂标定及优化。系统支持最高8台定位追踪器

阵列的同步测量来构建更大或者特殊的测量空间

范围，以便于实验展开。



系统可扩展性高

 Optotrak® 通过数据采集单元 (ODAC) 记录和同步来
自第三方设备的模拟和数字信号数据，如来自肌电信号
系统, 力板, 机器人执行器等设备。

实时控制 实时数据

Optotrak® 通过 TCP/IP 或 Optotrak API 实时控制实验
的各个环节, 系统可接受并发出触发控制信号和时钟信
号, 支持与实时数据输出的工具集成。

开箱架设 即插即用

Optotrak® 让您专注于实验而无需冗长的系统设置过
程， 该系统已经过出厂预标定，即插即用实现数据
收集，当光学追踪器被移动时，仍可保持校准精度。

技术特点

高质量的测量数据

Optotrak® 系统3D空间具有小于0.1mm的精度和小于
0.01mm 的空间分辨率, 并保持异常小的延迟和噪音。
实验数据可靠且可重复性高, 可精确地重构测量信号。

6DOF动态实时追踪

Optotrak® 通过构建标志点刚体在6自由度(6DOF)上
追踪运动的动态信息。超轻量化的标志点(Marker)不会
干扰被测对象的自然运动或实验的进行。

标志点无需分类排序

Optotrak® 的主动红外技术，为每个标志点自动设定
唯一编码，系统自动识别并追踪每一个标志点，不存在
错误识别或不被识别的标志点，消除了由于标记排序造
成的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错误成本。

功能
测量

• 振动

• 速度

• 位移

• 方向

• 角度

• 行进路径

• 加速度

• 定位

• 形变

• 载荷

应用范围
常见应用

• 工件定位和对齐

• 振动分析

• 工件形变

• 结构测试

• 装配指导

• 关门试验

• 机器人测量、校准

• 风洞试验

• 地震试验

• 生命科学



应用案例
结构测量

      Optotrak Certus® 系统通过追踪固定在高层结构模型
的标志点，记录不同加载或振动台试验中标志点的空间位
置信息，从而得到结构关键位置的实时动态信息；通过采
集固定在目标区域的刚体（Rigid）信息得到结构的6DOF
信息，即X，Y，Z，α，β，γ 的数值，从而得到被测结构
的位移、速度、加速度、角速度、角加速度等信息。

航空航天

      Optotrak Certus®系统试用于各类航空航天领域的结
构静动态测试，如风洞试验的姿态测量、机翼颤振分析、
航空器翼面、舵面机构动作分析等试验，获取机构动作的
的位移、速度、加速度、角速度、角加速度等信息。

船舶与海洋   

     Optotrak Certus® 系统对水上浮体或船舶上的标志点
进行捕捉，获取精准的动态数据，在保持长时间的高精度
测量；Certus在观测标志点的相对位置变化时，以一个点
或线做参考，不受船体运动影响，通过两个或多个标志点
的相对位移和转角，获取船体的实时姿态信息。

生命科学

 Optotrak Certus® 系统利用标志点与刚体，通过分析
关节运动，为肢体运动、康复研究提供数据支持；脊柱探
针用来测量脊椎六自由度试验中脊柱关节的空间运动和
转动数据；该系统还可用来研究步态体态与肌肉运动，
也可用来观察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身体的反应，进行人类
心理研究、学习与认知过程研究等生命科学实验。



您可信赖的测量 Measurement You Can Trust

     NDI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先进3D 测量技术系统的创新者和制造者, 截至2014年全球有超过4.5万台

设备被安装和使用。30多年来, 我们的光学测量和电磁跟踪解决方案被世界上最重要的从事医学、工

业及仿真等研究的组织和机构所信赖。从神经科学研究到影像手术导航；从航空设计到制造质量管

理, 只要需要一流的测量精度、精确度和可靠性, 就可以使用 NDI 解决方案。

• 清华大学
• 北京理工大学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浙江大学
• 同济大学

致电垂询: +86 (21) 3412 6269       产品咨询

研索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ACQTEC Instruments Technologies Co., Itd 
http://www.acqtec.com   
Email: info@acqtec.com

• 波音
• 空客
• 庞巴迪
•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 加拿大空间局
• 德-荷风洞机构

• 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
• 阿拉斯加大学
• 荷兰海事研究所

……

• 美铝
• 美国应用材料公司
• 法国电力公司
• 国际海底工程
•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
•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 宾利
• BMW
• Audi
• Mercedes-Benz
• Ford
• GM

国外用户

国内用户

• 上海交通大学
• 西南交通大学
• 大连理工大学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中国农业大学

• 北京交通大学
•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 广汽研究院
• 陕西鼓风机厂
• 上海汇众汽车
•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发展中心

相关认证 Approvals 

电气安全认证 Electrical Safety Approvals

• IEC 61010-1″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laboratory use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 CAN/CSA C22.2 NO. 1010.1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Laboratory Use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 UL 61010A-1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Laboratory Use;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电磁兼容性认证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pprovals

• IEC 61326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laboratory use – EMC requirements”
• FCC Part 15, Subpart B, Class A Unintentional Radiators
• CISPR 22/EN 55022 Class A, Group 1 ITE equipment “Harmonized standard covers RF emissions standards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ITE)”

+86 (731) 8982 5898 技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