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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智科技拥有底层成像系统和算法开发能力，软硬件一体化，致力于通过高性能的成像技术解决机器人柔性化、微

纳级检测与测量等问题。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近两百项自主知识产权。

2018年成立，获得字节跳动、拓金资本、松禾资本、远望资本、华控资本等投资。

深圳、武汉、西安三地联合办公，现研发和工程团队百余人，核心技术人员均硕士及以上学历，博士6人。

发展历程

武汉
西安

深圳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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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2021

研发团队博士6人
无序分拣系统发布

获拓金资本投资

获字节跳动A轮投资
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2018 2019 2020

公司注册成立
获松禾、远望投资

获华控资本投资
标准智能切割工作站发布

线光谱、 超分辨成像系统发布
召开首届集成商大会



相机主要特点及应用场景

工业级3D相机
基于对场景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光学算法研发基础，熵智科技推出6个主流型号3D相机，包括激光3D相机、结构光
3D相机和数字散斑3D相机，攻克制造业场景中苛刻的成像痛点，赋能制造业智能化。

SX400 激光3D相机

六大主流机型 视野示意图 机型特点 推荐应用场景

SX600 结构光3D相机

SX1500 结构光3D相机

SX1000 结构光3D相机

SX800 结构光3D相机

SX1400 数字散斑3D相机

SX2000 结构光3D相机

适应反光、抗互反射、适
应强光，成像速度快，体
积小，防焊渣飞溅

钢结构机器人焊接

点间距小，点云精细

单个工件下料、
600mm×400mm×300mm
料框范围内的抓取、展台
demo等

视野大、抗环境光干扰、
适应黑色工件

大视野零部件抓取，包括
有序和无序场景，适应最
大料框规格
1300mm×1100mm×800mm

视野大、抗环境光干扰、
适应黑色工件

大视野零部件抓取，包括
有序和无序场景，适应最
大料框规格
1200mm×800mm×800mm

大视野 机器人拆垛

抗环境光、点云边缘更锐
利、适应黑色工件 切坡口

近距离下获得较大视野，
抗环境光干扰 小型钢板分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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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宽@距离 单位: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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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场景下3D成像效果

棒料 曲轴连杆

转向节 钢板

软包铝锭 纸箱

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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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表

产品型号 SX400 SX600 SX1000 SX1500 SX1400

产品实物图

出厂标定距离（mm）

近端参数（mm）

远端参数（mm）

（长×宽@工作距离）

（长×宽@工作距离）

XY向分辨率
（近端-远端）（mm）

Z向精度（mm）

尺寸（mm）

重量（kg）

额定功率（W）

选
配
件

电源及高柔
电源线

标定板

高柔数据线

抗环境光

防护

振动

冲击

工作温度

备注

500 1200 2900 2200 3300

420×330
@400

680×440
@1000

2030×1150
@2500

1680×1580
@1500

2110×1380
@3200

630×505
@600

830×610
@1400

2680×1520
@3300

3190×3110
@3000

2270×1470
@3400

0.33-0.50 0.38-0.45 1.12-1.47 0.91-1.81 1.13-1.20

0.03 0.059 0.32 0.94 0.27

成像速度（s） 1.2 1.6 1.6 1.3 1.9

160×150×91 430×190×80 650×190×80 430×190×80 600×218×128

1.8 4 5 4 8.2

额定电压 DC24V DC24V DC24V DC24V AC220V

20 30 30 30 110

专用电源线RB型，DC24V电源模块（NDR-240-24） 专用电源线
HK型

GP290 GP290 GP400 GP290 GP400

专用数据线（M12-CD8、M12-CD15、M12-CD20）

适应4500lux以内环境光强

IP65，选配相机挡盖可防弧光飞溅或防灰免擦洗镜头

满足IEC 60068-2-6要求

满足IEC 60068-2-27要求

-10~50℃（选配隔热防护衣可在更高温度下工作）

结构光3D相机均支持多重曝光、反射抑制、CUDA加速（选配GPU）
Z向精度测量标准为VDI/VDE 2634
出厂默认出厂双目标定精度为0.08pixel

SX2000

GP520

相机挡盖 DG400 DG600

SX800

2300

1650×900
@1900

2250×1250
@2700

0.9-1.18

0.2

1.6

650×190×80

5

DC24V

30

GP400

DG800 DG1000 DG1500 DG1400 DG2000

2000

1450×1250
@1800

1750×1500
@2200

1.32-1.41

0.26

1.6

430×190×80

4

DC24V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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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无序状态的零部件大量存在，为便于进一步加工，常涉及需要抓取搬运零部件。随着工件品类的
增加、同类型工件的规格不断增多，传统的使用多套工装夹具手段，无法满足无人自动化生产需求。引入3D视觉机器
人进行识别抓取，可实现免工装抓取，柔性强，品类越多、相对使用成本越低。

解决无序分拣问题的标准3D视觉系统，主要包括工业级3D相机和零代码二次开发软件平台Seizet 3D Picking，额外
赠送“熵智云课堂”账号，供学习各种应用案例。此外，工控机、标定板、自动控制柜、手抓等选配件供选型使用。

无序分拣3D视觉系统

系统构成

产品规格表

描述
只适配熵智自研的全系列3D相机

85个

3D模板匹配、圆柱识别工具、圆环识别工具、球识别工具、Box识别工具等

通过拆垛识别模块、物流周转箱Circle识别模块和支持Seizet DL Picking各种深度学习模型

6种模块，面向物流、工业等场景特点的抓取规划，模块可多次组合使用

Modbus TCP，可额外赠送Seizet Relay软件以支持多品牌机器人通信

Socket通信包、避碰退回等，无避碰退回功能可选用力传感器代替

适配熵智自研的手眼标定V1.0，支持多区域分块标定

熵智云课堂，多个场景开发案例，软件手册，经验交流社区论坛，专家远程指导

名称
适配3D相机

功能模块数

3D算法模块

深度学习接口

抓取规划模块

通信接口

适配机器人基本功能包要求

手眼标定

学习资源

零部件无序抓取、零部件有序抓取、拆垛、钢筋贴牌等已开发成功的场景

推荐工控机配置

操作系统：Windows10

机箱 ：IPC-610L
CPU：I7-8700
内存 ：16G
硬盘 ：1T

显卡：GT 1030
电源：300W
网卡：千兆以太网，双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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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zet 3D Picking是熵智科技面向机器人分拣需求开发的零代码二次开发平台，开发多种应用无需编写代码、通过拖

拽图形化模块和模块间连线即可完成，部署效率高、稳定性强，已大量用于多个场景。

Seizet 3D Picking智能分拣软件

适配国内外主流机械臂

图形化免编程部署

可抓完整框无序散乱工件

操作简单易上手

Seizet 3D Picking 监控及抓取规划面板

Seizet 3D Picking编程面板

自动检测手抓与料框、工件避碰关系，多模板、
多抓取点、多抓取姿态，确保抓完

界面直观，模块化拖拽、连线、参数配置，快
速部署及添加、切换产品

降低人员要求，机械/电气/机器人等工程师即
可胜任

无缝对接主流机械臂，可与MES/FMS系统信
息互联，构建数字车间

自研避碰库，自动检测避碰关系
毫秒级从几百个候选位姿中筛选出无碰撞的抓取位
姿，以及抓取接近、抓取退出轨迹

多模板 多抓取点 独特的倾角设计 多抓取姿态
适应复杂工件，抓取范围扩大42%，清框率高

专用订制手抓设计及与抓取规划算法适配的抓取姿态定义

百万三角面片

倾角设计

意外碰撞场景举例

避碰库

订制手抓

工件叠压/被卡

抓取接近避碰计算及位姿优化
提前规避碰撞，节省抓取时间

力控感知工件叠压/被卡
自动重抓，无需干预
保护末端手爪不被撞坏，延长机器人寿命

意外碰撞智能恢复
减少38%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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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炉上料中频炉加热棒料抓取 热处理下料码垛

推杆热处理炉下料 探伤上下料 机加粗加工上下料

典型场景

应用展示



无序分拣3D视觉系统常见问题

3D相机如何应对视野的挑战？
为保证连续生产，要求机器人不停机抓取，尽量缩短补充新料时间，常见方法有配置两个料框，抓一备一，对应要求

相机视野能够覆盖2个料框，可通过滑动模组（移动相机位置）配合切换拍照位置，也可通过移动料框实现。

什么是无序分拣抓取规划技术？
无序分拣抓取规划技术指基于3D视觉引导机器人完成整框工件抓取的技术，没有固定的抓取顺序，主要依靠避碰进

行抓取可行性规划。抓取规划技术则是无序分拣技术的一个重要组成，是指对已完成3D视觉识别的工件姿态进行进

一步的抓取规划，以更多的候选位姿和抓取策略使得工件从可识别到可抓取，包括抓取接近轨迹、抓取位姿和抓取退

出轨迹以及异常碰撞的应对机制。清框率是抓取规划技术的核心指标。

有序与无序有哪些本质的区别？

有序分拣，一般无需用避碰库做抓取可行性判断，手抓一般是直杆，识别位姿等于抓取位姿。

无序分拣，无序的最直接的理解是抓取顺序不确定，没有固定的顺序，其影响因素有工件的姿态、是否有料框等。无

序分拣，抓取顺序大多数由避碰算法计算结果确定，无碰撞则可抓，有碰撞则不可抓，此外，还需考虑抓取接近轨迹

和退出轨迹，为减少在抓取接近和退出中的碰撞，一般手抓是带倾角的，1个识别位姿需要对应N个抓取位姿进行抓

取可行性判断。

如何快速上手无序分拣系统？

熵智科技针对合作伙伴上手无序分拣系统设计了一个培训平台和支持体系，熵智云课堂里包含各种产品使用手册、案

例集锦、实操、考试和内部社区论坛。熵智云课堂使用步骤大致如下：

1、培训平台系统注册；

2、登录培训平台入口http://seizet.coolcollege.cn，利用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登录；

3、选择“熵智云课堂”点击进入；

4、进入“熵智云课堂”首页及知识库。

如何零代码二次开发无序分拣系统？

1、入场办理各种手续，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布局进行安装部署；

2、进行3D相机成像质量确认，必要时进行双目标定，手眼标定；

3、基于熵智自研的Seizet 3D Picking软件平台，零代码二次开发部署视觉算法，对于新应用，也只需要在模板上稍

做调整流程修正；

4、结合项目实际需要，对机器人动作逻辑进行编程；

5、联动调试。

08熵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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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构成

铝锭是典型的重工件，人工搬运费力；软包多用于食品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减少人工接触对食品安全意义重大。铝

锭、软包等姿态有序又紧密排列的垛形，对机器人抓取规划要求较低，主要依赖深度学习进行识别分割。采用熵智自

研的多通道数据融合和小样本深度学习模型，联合Seizet 3D Picking使用，可有效解决拆垛场景识别抓取难题，快速

实现拆垛抓取效果。

大视野拆垛3D视觉系统

同等视野条件下支持2种安装方式

眼到手(固定式)安装示意图 眼在手(移动式)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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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应用场景

产品规格表

描述
数字散斑工业3D相机

1）提供数据采集功能
2）提供机器人通信接口、3D相机接口、Seizet DL Picking接口，拆垛排序、避碰检测模块等

1）提供样本标注、模型训练、预测识别功能
2）只能和Seizet 3D Picking联合使用，不可单独运行

1）可指导客户在本地构建学习训练环境
2）在项目交付阶段，可赠送免费学习训练服务

Modbus TCP，可额外赠送Seizet Relay软件以支持多品牌机器人通信

Socket 通信包

1）6轴机械臂，适配熵智自研的手眼标定V1.0，支持多区域分块或分层标定
2）4轴机械臂，通过用户坐标系进行联合标定

熵智云课堂，多个场景开发案例，软件手册，经验交流社区论坛，专家远程指导

名称
适配3D相机

Seizet 3D Picking

Seizet DL Picking

模型训练服务器

通信接口

适配机器人基本功能包要求

手眼标定

学习资源

软包拆垛、铝锭拆垛、纸箱拆垛等已开发成功的场景

推荐工控机配置

操作系统：Windows10

机箱 ：IPC-610L
CPU ：I5 6500
内存 ：8G
硬盘 ：1T

显卡：GeForce 1650
电源：300W
网卡：千兆以太网 ，双网口



移动模组（水平移动）
L17-L2525-1600-BC

DG400 DG600、DG1500 DG800、DG1000 DG1400 DG2000

移动模组（垂直移动）
V15-L2020-600-BC

微纳光学开拓感知智能新境界11

选配件

专用线缆

移动模组

相机挡板

适配于各型号3D相机的挡盖，可用来防止高温飞渣损坏镜片，也可减少高空作业镜头擦灰等定期维护保养次数。

专用电源线
HK-CD8（8m）
HK-CD15（15m）
HK-CD20（20m）

电源模块线
GB-CD2（2m）

专用数据线
M12-CD8（8m）
M12-CD15（15m）
M12-CD20（20m）

专用电源线
RB-CD8（8m）
RB-CD15（15m）
RB-CD20（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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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板

工控机

其他

标定板GP400

标定板GP800标定板GP520

补光光源
XZ-6064

交换机（导轨型）
LG600-AFGM-42S

DC24V电源模块（导轨型）
DNR-240-24

自动控制柜
HW-ZK

显示器+鼠标键盘
S22F350FH

隔热防护衣
HS600、HS800
HS1000、HS1500

标定板GP290

型号：GK1000
CPU：I7-8700
内存：16G
硬盘：1T
显卡：GT 1030
用途：大视野零部件有序或无序分拣

型号：GK1400
CPU：I5 6500
内存：8G
硬盘：1T
显卡：GeForce 1650
用途：大视野拆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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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曲轴、连杆探伤自动化上下料

需要兼容多个型号的曲轴和连杆
属于深料框来料且料框有不同形状的变形
下料工件有探伤液，严重反光

SX1300、SX600相机各一台
Seizet 3D Picking无序分拣软件两套
智能码垛软件一套

实现一键启动和换产，识别、抓取率达98%
适应现场粉尘和强环境光、工件高反光干扰

项目难点：

解决方案：

方案优势：

垛形大，袋子型号多且变形随机
需要识别袋子开合方向

SX1400工业3D相机一台
Seizet 3D Picking无序分拣软件一套

适应高粉尘、高温环境
新品类增加傻瓜式操作

项目难点：

解决方案：

方案优势：

软包拆垛

棒料上料

棒料种类多、有高反光
深料框来料，料框存在变形

标准棒料无序上料工作站

上料节拍12s，清框率高
上手简易，功能强大，傻瓜式操作
最快半小时完成品种切换

项目难点：

解决方案：

方案优势：

深料框棒料上料

棒料上料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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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客户及合作伙伴

纸箱拆垛

铝锭/锌锭自动上料

工件种类多
工件一致性差
工件表面反光

SX1400工业3D相机
Seizet 3D Picking无序分拣软件

兼容10多种不同品类工件上料
智能匹配算法，更换品类视觉自动识别
视觉识别率达98%

项目难点：

解决方案：

方案优势：

垛形大且高
纸箱品类多

大视野拆垛3D视觉系统一套

适应1.4m*1.2m*2m大垛形
视野大，适应1000+SKU

项目难点：

解决方案：

方案优势：



熵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总公司：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中电迪富大厦7层703室
武汉分公司：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拓创科技产业园E栋1层
电          话：0755-33089035

邮箱：contact@seizet.com网          址：www.seiz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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