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用于所有行业的
综合性机器视觉
标准软件

CN

a product of MVTec

Building Vision for BusinessMVTec Software GmbH



什么是 HALCON ?

HALCON 是一款带有集成开发环境 (HDevelop) 的强
大的标准机器视觉软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应用。它能
节约开发的成本，缩短软件的开发周期。HALCON 灵
活的架构便于各种机器视觉应用的快速开发。

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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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HALCON ？

选择 HALCON 绝对是保值的软件投资。它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用户可使用多
种通用编程语言，如 C, C++, Python .NET (C# VB .
NET) 访问  HALCON。HALCON 为百余种工业相机和
图像采集卡提供接口，特别是 GenlCam、GigE Vision 
和 USB3 Vision 等标准接口，保证了硬件的独立性。 
HALCON 也可运行于基于 Arm® 架构的智能相机或
者其他嵌入式平台。它还可以移植到各种微处理器 /
DSP、操作系统以及编译器。因此，HALCON 非常适合
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

HALCON 包括哪些内容?

MVTec HALCON 提供了卓越的
性能，并全面地支持多核平台和特
殊指令集  (如AVX2和 NEON)，以
及 GPU 加速。HALCON 可应用
于所有行业，其提供的函数库已
被使用在数十万套各行各
业的装置中，包括 Blob 分析，形
态学，匹配，测量和识别等。 
HALCON 软件提供了最新最先进
的机器视觉技术，如全面的三维
视觉和深度学习算法。此外， 
MVTec 有丰富的视觉开发经验，
为客户提供 HALCON 的免费技
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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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软件  

适用于所有机器视觉应用

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

农业与食品 

农产品的识别，水果的自动采
摘和分拣，灌装检测： HALCON 
为生产商和包装商提供实现高
效，一致生产的机器视觉软件，
并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
求。

汽车与机器人 

确定物体的三维姿态，提取 3D
数据以进行抓取应用或机器人
路径规划：HALCON 独特的 
3D视觉技术为众多汽车和机器
人应用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电子与半导体 

贯穿整个制造过程，从精密组
装，表面检查到缺陷检测。使用 
HALCON，系统制造商能提高
技术能力，引入先进的流程，降
低成本。

物流与包装  
质量控制，完整性检查，识别或
条形码和二维码读取： 
HALCON 在物流和包装的所
有领域提供出色的解决方法。

航空航天
农业与食品
汽车零部件及制造业
陶瓷业
化学化工
电子元件与设备
玻璃制造与加工
医疗保健与生命科学

精工和光学
印刷
铁路与火车行业
零售业
橡胶、合成材料、金属箔
半导体
造船业
太阳能、可再生资源

保安监控
电信行业
交通、物流、贸易
木材业

钢、铁和金属
机械制造
医疗
采矿业与勘探  
包装行业
造纸
制药
摄影测量与遥感

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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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板、晶片及贴片检测 
PCB、BGA、AOI/AXI、球焊 / 楔焊以及丝
焊键合机：HALCON 可以检测的缺陷精度
优于 1μm。

完整性检测
焊接不充分的焊点、二极管缺失及安装方向
错误的元器件：HALCON 可在1毫秒内检测
出所有不完整或错位的部件。

定位 / 校准
区域校准、基准定位：即使部分被遮挡， 
HALCON 也能够在 2D 和 3D 场景中，可
靠地以优于 1/20 像素的精度定位出目标。

表面检测
 各种材料，甚至是带有部分镜面反射的表
面，以及不同的缺陷类型，像破洞、褶皱、边
缘裂痕、内含杂物、污染物、涂料缺少、划
痕、污点、凹痕等， HALCON 先进的滤波
技术可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印刷检测
HALCON 可以自动比对打印结果和已学习
的模板。该检测适用于任何打印机打印在
纸张、塑料或金属表面的标记及形态。

识别
识别，读取条形码和数据码以及 OCR（光
学字符识别）：HALCON 可以在字符方向
和字体类型是任意的情况下，不到 0.1 毫
秒的时间内可靠地读取单个字符。 自动对
字符进行分组的功能可以识别整个单词。

分类
质量控制，图像分割，对象识别或异常值检
测：HALCON 提供了多种深度学习方法，可
根据所选特性将物体分配所属类别。

测量
HALCON 超强的边缘检测及轮廓分析技术
加上其强大 的摄像机三维标定技术，使其
在整个视场范围内的测量都很准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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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
与最佳性能

BLOB 分析
滞后域值、局部阈值、二值化、标准阈值以及 20 多种附加的图像分割算子；区
域、方向和 50 多种形状及灰度特征提取方法：HALCON 仅用几毫秒即可完
成 Blob 分析。

  形态学
基于任意结构元素的腐蚀、膨胀、开运算和闭运算：HALCON 的过人之处在
于其提供了最快速、最全面的形态学算法。

条形码及二维码读取
HALCON 可以读取所有常见的条形码和各种二维码（如：ECC 200，QR，Micro 
QR，Aztec，DotCode, GS1 码以及 PDF417 码）。哪怕这些条码的大小非常小，
甚至定位区域破损或者空白区被污染，又或者条形码出现曝光过度或喷墨过度
甚至被部分遮挡，HALCON 也可以将其读取出来。

OCR & OCV

HALCON 的 Deep OCR，是一种基于整体深度学习的 OCR 方法。在任意字
符方向、极性、字体类型的情况下也可以稳健地定位字符。自动对字符进行分
组的功能可以识别整个单词，避免了例如对具有相似外观的字符的错误判断，
因此极大地提高了识别性能。除此之外，可以训练分类器，使用传统的 
HALCON OCR 进行字体分类和验证。来自不同应用领域的许多经过预先训
练的字体可以“开箱即用”地获得最高识别率。结合 HALCON 的自动文本阅
读器，以 “传统方式” 执行 OCR 从未如此简单。

三维视觉
三维标定
通过内部和外部的摄像机参数标定可以获得高精度的测量结果，例如在一
个 10mm 的视场内，测量的准确度可达 1μm——对线阵摄像机和远心倾
斜摄像机也是如此。HALCON 的手眼标定可用于拾取和放置等视觉引导机
器人应用。

三维目标处理
通过 HALCON 的三维目标模型能够完成许多任务，如三维配准、三维对象处
理，以及三维对象识别和表面比较。

处理部分重叠的 Blob 以亚像素精度提取 Blob

读取污损的二维码 读取严重磨合的二维码 

读取复杂背景上的喷
码印刷

HALCON 可以在任字体方
向任意的情况下定位字符

测量存在透视变形的卡尺
刻度

机器人抓取应用中的手
眼标定

使用三维表面检测技术 一个三维目标模型被分割成
多个链接的组件

区分相连的目标 检测轮廓缺陷

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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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
HALCON 带有各种预训练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它们已针对工业应用进行
了高度优化。由于硬件方面的高度灵活性，因此 ，可以在 GPU 和 CPU 上进
行训练和推理。HALCON 可以对整个图像进行分类，以边界框精度检测图像
中的物体或执行像素精确的语义分割。此外，它可以仅基于少量良好样本检
测到未知异常值，或训练提取应用特定的边缘。它被无缝集成到 HALCON 
工具库中，使该技术成为视觉市场上最全面的工具集的宝贵补充。了解更多信
息，欢迎访问 www.halcon.com/deep-learning

匹配
即使目标已经旋转、倾斜、局部变形、纹理化、缩放、部分遮挡或光照有非线性
变化，HALCON 出众的亚像素精度匹配技术可实时、有效、准确地找到目标。 
它可以处理 8 位或 16 位图像以及彩色或多通道图像，可以训练来自图像或 
CAD 数据的对象。此外，HALCON 包括多种该技术的应用，如：可定位由多个
可相对移动的部件构成的目标，或者是针对散焦、纹理化、或者表面变形的快
速且鲁棒的方法。

3D 匹配
基于形状的 3D 匹配
任意三维物体的识别与三维姿态决定：HALCON 中尖端的三维匹配法可以 
确定由 CAD 模型表示的物体的三维位置和方向。

基于表面的 3D 匹配
HALCON 基于表面的三维匹配更适用于在根据深度图像提取的三维点云数据
和边缘信息中寻找任意形状或扭曲表面的对象。

 测量
1D 测量
沿直线或弧线进行测量：HALCON 强大的算法可在 1ms 内完成亚像素精度
的测量。与灰度值标定结合在一起使用，即使是非线性灰度响应也可被补偿
从而达到最高的准确度。

2D 测量 
拟合一个椭圆到边缘滤波器输出的亚像素轮廓，使边缘提取达到最高精
度。HALCON 的测量模型能够自动从诸如彩色图像的多通道图像中提取轮廓
数据。

3D 测量 
HALCON 卓越的算法可以让我们使用不同的方式重构视差图、深度图或三维
表面，例如双目、多目立体视觉、光度立体视觉、sheet-of-light 以及 depth 
from focus 方法。还可只用一台摄像机轻松判断已知圆形或矩形的三维姿
态。3D 几何基元分割或拟合可对圆柱体、球体和平面等进行精确测量。 

异常值检测 基于深度学习的边界框
物体检测

HALCON 的先进匹配技
术甚至能找到部分被遮挡
的物体

HALCON 局部变形匹配能
找表面变形的目标

用 3D 匹配方法定位一
个已知对象

基于表面的 3D 匹配与多目
立体视觉

检测风扇叶片之间的距离

几何形状的测量，比如圆直径

测量电路板上的高度差更多信息详见：www.halcon.com/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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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软件

全球范围内的支持与培训

可在购买前进行免费的应用评估。
 代理商为世界范围内的 HALCON 用户提供支持
 世界范围的培训，也可以做针对客户用途量身打造的培训
免费从网站下载软件最新的发行版本

投资保护

兼容性是保护投资的重要因素。为了确保这一点，HALCON 支持大量的图像
采集设备以及各种各样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购买后，HALCON 会提供多
年的使用维护。

全面的帮助文档

HALCON 为不同基础的用户提供文档。 每个应用程序领域都有许多示例程
序，可以通过易于使用的浏览器找到它们，作为开发自己应用的起点。

示例程序浏览器

解决方案指南

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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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HALCON 已在全球数十万套装置中得到
验证。其尖端的算法由 MVTec 拥有30多
年机器视觉经验的工程师开发。

速度

HALCON 不断追求最高性能，例如，通过
它积极开发多核平台和特殊指令集诸如 
AVX2 和 NEON 以及 GPU 加速。

算子自动并行化 (AOP)

多核和多处理器的计算机显著提升了计算
机视觉系统的速度。自从 2000 年以来，
HALCON 提供了通过工业验证的算子并
行化，能很好地支持这种速度的提升。并
行 HALCON 在多核计算机上会自动将数
据，比如图像数据，分配给多个线程，每一
个线程对应一个内核。

  包含最新发布的 HALCON 新功能

  每 6 个月发布一个新版本

  年度订阅模式（自动每年续订，在订
阅期内可访问所有发布的功能）

  订阅期内提供技术支持

  通过定期新版本进行维护

包含深度学习功能

HALCON 版本

  可以使用在下一个主要版本中增加新
的功能

每 2 年发布一个新版本

  常规购买方式（一次付费）

终身免费支持

  定期发布维护版本

  可以额外购买深度学习功能

Progress (订阅版) Steady (永久版)

更多信息详见：www.halcon.com/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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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发人员，HALCON 支持

 强效并快速的原型开发
 支持多操作系统 

 灵活使用多种编程语言 

 保护用户的开发代码 

 在非标准平台上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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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evelop 集成开发环境（IDE)
HDevelop 是 HALCON 高度交互式的编程环境。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OS 运行环境，为用户搭建了快速有效的
图像处理程序开发平台。它甚至可以从图像采集设备中实时捕捉图像。HDevelop 拥有很多数据和图像检查的图形工具。
它的图形用户界面（HDevelop GUI）支持多种语言显示，简单易用。

示例程序

在" 浏览 HDevelop 例程" 对话框中，用户可以根据主题和分类来选择合适的例程。不
论您身处哪个行业，都可以方便快捷地从超过 1000 个例程中选择合适的例子。

   编程变得更简单

HDevelop 使编程变得十分简单：提供语法检查、算子参数的建议取值、后续操作和替代
算子建议来降低编程出错的几率。开发者也可以很容易的将各种复杂的数据类型（如：一
幅图像，与之相关的 ROIs 以及参数）集合到一本“字典”中。这样有助于程序的构建，
如：传输多个参数到程序中时。语法突出显示，自动亮显匹配的代码元素，以及集成在线
帮助（提供了在全文本编辑器中进行全文搜索的功能，能够帮助调试和维护复杂的应用程
序）。此外，HDevelop 可以显示重要句柄变量的详细信息，以便于用户可以轻松的检测
复杂数据结构体的当前属性。

并行化编程

HDevelop 能够充分利用多核架构的优势：通过并行编程，HDevelop 支持并发，即使
是在导出到 C、C++ 和.NET ( 如 C# 或 VB.NET) 程序中也能实现。

代码共享

HDevelop 支持开发者之间的代码共享：代码可以封装在函数中，而这些函数也可以再
保存到加密的外部函数或加入到函数库中。

检测图像特征

HDevelop 具有可实时查看图像属性的交互对话框，能够查看程序中的参数设置。灰度
直方图、特征直方图以及特征检测和 ROI 管理器允许用户只需点击鼠标，即可在图像中
快速选择或创建 blob 并生成代码。为了快速直观地实现信息可视化，HDevelop 提供
了轮廓线和放大显示功能。断点、详细错误信息、书签和函数管理等功能使程序的开发
更为顺利。

特征直方图

特征查看窗口

函数检查窗口

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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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度直方图

轮廓线

HDevelop

3D 模型可视化 在线助手

实时反馈功能

HDevelop 能执行算子，并实时反馈及显示其输出，如 3D 图形或轮廓线等 iconic 
变量。HDevelop 的性能评测工具可以帮助分析每个算子的执行时间。

全文编辑器

使用全文编辑器开发应用程序。编辑助手，复制、粘贴程序行功能，以及高级的自动补全功
能使得全文本编辑器编程变得更加简单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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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HDevelop
HDevelop 包含多个用于常见子任务的助手工具。这些 HDevelop 助手的图形用户界面可用于交互设置和配置您的解决
方案，并根据需要将相应的代码片段插入到 HDevelop 程序中。

图像采集助手

图像采集助手简化了上百种工业摄像机和图像采集卡的选择、初始化和配置。它可以预
览图像并交互控制所有指定设备的参数。配置所需要的参数后，图像采集助手根据需要
将相应的代码插入程序。

相机标定助手

相机标定助手能让用户简单精确地实现相机标定，从图像校正镜头畸变并能够在三维
世界坐标系中测量目标。设置好标定参数后，标定助手可以根据需要在 HDevelop 程序
中插入摄像机标定的程序代码。

测量助手

HDevelop 的测量助手是 HALCON 一维测量的前端。它能找到图像中的边缘并测量边
缘间沿某一指定线或圆弧方向的距离。为满足用户需求，该助手能将相应的代码插入到
程序中。

匹配助手

匹配助手是一种专门为 HALCON 中基于形状匹配、基于相关性匹配、基于描述符匹配
及变形匹配的交互应用设计的功能强大的工具，它可帮助确定目标识别和匹配应用的参
数设置，并能根据需要将相配的代码插入到程序中。

OCR 助手

HDevelop 的 OCR 助手实现交互使用 HALCON 中的传统 OCR 分类器。它可以帮助确
定参数设置、训练自定义 OCR 字体、校验 OCR 分类器并根据需要将相应的代码插入到
程序中。

相机标定助手 - 显示结果

相机标定助手 - 可视化结果 

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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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ALCON 提供多种开发语言的接口来访问超过 2100 个功能强大的 HALCON 算子，如 C、C++ 、Python 和 .NET ( 如C# 
或VB.NET)。HALCON 开放式的结构使用户可以访问已定义的数据结构，从而将其与诸如用户界面和过程控制等软件组
件进一步集成在一起。HALCON 还支持多线程等并行编程开发。综上所述，配合 HALCON 内置的高性能内存管理力，使
得用户可以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应用开发上并迅速将其转化为解决方案。

HDevEngine 编程引擎

HDevEngine——"HDevelop Engine"，是一个类似于“程序解释器”的库，可以从 C++、 
C# 或 Visual Basic 应用中直接下载和执行 HDevelop 的程序。HDevEngine 库导出功
能使得从 C++ 调用 HDevelop 程序与调用任何其他 C++ 函数一样简单直观。它允许
用户改变程序的视觉部分而无需重新编译用户程序。

HALCON/.NET

在 HALCON/.NET 中所有的 HALCON 算子和数据结构都以高级类出现，大大简化了用
户应用程序的开发。HALCON / .NET 可以在 .NET Standard 或 .NET Core 框架内的 
.NET语言（如C＃，Visual Basic .NET和C ++）中使用。 它既可以在 Windows 上使用，
也可以在 Linux 上与 Mono一起使用。

HALCON/C++

使用 HALCON/C++ 用户可以访问 HALCON 所有基于复杂 C++ 类的功能。这使得用
户开发的程序变得非常紧凑、易于维护。HALCON/C++ 可以在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中使用。

强大的调试功能

HALCON 为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调试支持。HALCON 为 Visual Studio 
提供了功能扩展，C++ 和 C#/.NET 的开发人员通过这些功能扩展可以直接在 Visual 
Studio 中检查HALCON 变量 (tuples 类型和 iconic 类型)。当通过 HDevEngine 在 
C＃或 C++ 应用程序中执行 HDevelop 程序时，应用程序的机器视觉部分可以通过 
HDevEngine 直接在 HDevelop 中 ( 甚至远程) 调试。

加密技术

HALCON 可以为软件开发者的技术知识加密：保存为外部或局部函数的代码可以加入
密码保护，完整的函数库或程序也可以使用密码加密。因此可以在不泄漏程序源码的情
况下共享部分功能。

强大的调试功能

用 HALCON 编程



HALCON 架构

HALCON 灵活的架构保证了与未来开发的兼容性，例如，可移植到其他操作系统或被集成到新的
开发环境中，避免了应用程序的重复开发。 

 

操作系统 

HALCON 可用于运行 Windows (64 位)、Linux (64 位)，和 macOS 操作系统的标准 PC。

扩展包

使用这一独特的功能，用户可将其自有的，或新开发的图像处理算子集成到 HALCON 中。如此，可
将所有图像处理部分都放在一起，使得维护或进一步开发变得更容易。扩展包是一个开放的，可扩
展的接口，用户可以利用 HALCON 强大的内部数据结构。

平台与接口

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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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采集设备接口

HALCON 包含功能强大的软件接口，提供一个通用的浏览界面，访问不同的图像采集设备，包括线
阵摄像机、3D 摄像机、非标准分辨率摄像机或像素位深度大于8位的摄像机。HALCON 为百余种工
业摄像机和图像采集卡提供接口，可轻松实现软件 与硬件的连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HALCON 支
持所有通用标准，如 GigEVision、GenICamTL 和 USB3 Vision。

最新资讯请查看： www.halcon.com/image-acquisition

AI 加速器接口 (AI²)

这种通用接口允许客户使用支持的 AI 加速器硬件，用于他们的深度学习应用程序的推理部分——
快速且方便。除了 MVTec 提供的插件外，集成特定于客户的 AI 加速器硬件也是可能的。此外，
通过 AI² 加速的不仅仅是典型的深度学习应用。所有具有集成深度学习功能的“经典”机器视觉方
法，如 HALCON 的 Deep OCR，都得益于此。

数字 I/O 接口

HALCON 包含数字 I/O 软件接口。因此，用户可以在 HALCON 中直接使用各种 I/O 设备。此
外，HALCON 还为所有采用 OPC UA 和 OPC Classic 标准的 PLC 控制系统提供现成的接口。

嵌入式视觉中的 HALCON
MVTec HALCON 可完美地在嵌入式设备上运行，能够以捆绑产品或
标准软件产品的形式提供给客户用于创新和高性能的嵌入式视觉产
品开发。默认情况下，标准版 HALCON 可直接在32位或64位基于 
Arm® 架构的平台上使用，无需进一步移植。
HALCON 使用了特殊的加速技术，如自动操作并行化，GPU 加速，或
者“NEON”指令集扩展，这些加速技术可以极大地提升嵌入式平台
的性能。
为了方便视觉项目实施，HALCON 也支持所有相关接口，如用于图像
采集的 GigE Vision 和 Video4Linux，或者用于与 PLC 通信的 OPC 
UA 接口 。

更多详细信息欢迎查看：www.embedded-vision-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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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Tec 专注于机器视觉软件

MVTec 是全球唯一只专注于机器视觉软件开发的公司，聘请了在该技术领
域拥有30多年经验的高素质专家。 MVTec 产品是由慕尼黑总部技术中心开
发， 为“德国制造”。 MVTec 的服务和产品通过其广泛的销售合作伙伴网
络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在中国上海附近的昆山，在法
国里昂，以及在台湾台中市的销售办事处。

MVTec 公司积极参与行业协会和标准化委员会

MVTec 公司长期与机器视觉协会分享经验。因此，MVTec 是机械工程工业
协会（VDMA）和 推进自动化协会 (Association For Advancing Automa-
tion (A3).) 的活跃成员。

此外，为了增加客户使用的灵活性并降低开发成本，MVTec 公司一直致力于
流程标准化。因此，MVTec 公司是 GenICam 标准化组织的长期贡献成员，  
GenICam™ 团体, GigE Vision 技术委员会, USB3 视觉技术委员会, Official 
CoaXPress 官方联络组， 以及 VDMA OPC 机器视觉倡议的活跃成员。

HALCON

背后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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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Tec 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MVTec 的产品仅由我们经检验且训练有素的合作伙伴提供全球销售和支
持。 我们大型网络中的每个合作伙伴都会为您提供资源，经验和培训，可以
满足您对前沿技术和商业软件的需求。

MVTEC 图像采集合作伙伴项目 

为了给客户提供最佳的硬件和软件集成，MVTec 与众多图像采集设备供应
商建立了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MVTEC 认证集成商 

为了向最终客户提供一流的视觉解决方案，MVTec 所有的集成商都是经过
精挑细选，只为向最终客户提供一流的视觉解决方案。

MVTEC 认证培训合作伙伴 

MVTec 一直非常重视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支持和培训以及丰富 客户的知识和
技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启动了 MVTec 认证培训合作伙伴计划。 该计
划的成员公司都可以熟练又专业地为客户提供我们产品的特定培训课程。

MVTec 提供广泛的服务
 

我们为有不同需求的公司提供广泛的机器
视觉服务。 我们的目标是使客户无阻使用 
MVTec 软件，部署成功的机器视觉项目。 
我们的服务团队受益于数十年的应用程序
开发经验，因此可以基于 MVTec 的产品 
HALCON 和 MERLIC 开发出完整且具有
成本效益的软件解决方案。

  免费应用评估
 可行性评估 

 定制化项目 

 培训与研讨会 

 移植 HAL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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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试用
HALCON
在 MVTec 官网注册下载所需版本的
软件，安装之后联系您当地 MVTec 的
销售伙伴获取一个的试用许可， 或者
使用我们的免费评估服务。

www.halcon.com/now

HALCON 销售伙伴

MVTec 拥有密集的全球分销网络。因此，无论您在
何处，我们都能为您提供当地的合格合作伙伴。

购买 HALCON 欢迎联系 MVTec 中国

麦威德视觉技术(昆山) 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德浦路692号
电话: +86 512 36625140
销售邮箱: sales@mvtec.cn

了解最新消息
欢迎关注 MVTec 官网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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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machine 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