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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ntom®  
VEO 1310
高速摄像机

主要指标:

吞吐量：在满分辨率时达到13G像素每秒

内存：18GB，36GB或72GB RAM可选 
多片段记录：最多可将RAM分为63个分区

千兆以太网（标配）和万兆以太网（选配）
用于摄像机控制和下载数据，两种协议共用同一
个接口。

 
 

最小曝光时间1μs；
安装FAST选件后为706ns（出口限制）

 
 

可选L和S两种机身设计
• L型号配备的接口满足用软件控制的标准需求 
 
• S型号配备坚固型接口，兼容CFast存储卡，

可用机身按钮控制，并额外增加了各种信号
接口和电池输入。

 
  
 

坚固的机身设计：抗冲击等级30G（标准），
100G（移除机械快门）。精磨铝外壳，电子器件
与外部气流隔离

 
  
 

产地：美国

10,860 fps @1280 x 960
14,300 fps 1280 x 720

VEO系列相机中速度和
感光灵敏度的领跑者，
紧凑坚固的机身设计中
配备了各项高级功能

Phantom VEO产品系列的新成员，包含了最新的成像技术，通过紧
凑，可靠又便于使用的摄像机系统向客户提供优质的表现。
VEO系列中最高帧率
 在满分辨率时可以13G像素每秒的速度采集图像。像素融合模式可
在640x480或更低的像素下再次将速度提升25%。
优秀的感光灵敏度
 原生ISO可达25,000（黑白），是其他VEO系列摄像机的两倍以上，
在拍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实验对象时，给予了照明和光学方面更
大的自由度。
成像指标 
定制的12位深度CMOS感光元器件，18μm像素大小，采用全局快门，
并配有双相关采样（CDS）。

VEO 1310 S & L

标准模式 像素融合模式
（仅输出黑白图像）

 

最大像素分辨率 1280 x 960 640 x 480

满分辨率时的拍摄速度 10,860 fps 40,300 fps

传感器尺寸 23 x 17.2 mm 23 x 17.2 mm

ISO 
(12232 STD)

黑白: 25,000
彩色: 6,400

黑白: 50,000
彩色: 8,000

曝光指数（E.I.） 黑白 25,000 - 125,000
彩色: 6,400 - 32,000

黑白: 50,000 - 250,000 
彩色: 8,000 ‒ 40,000

推荐使用的曝光指数（E.I.）范围已给出。



when it’s too fast to see, and too important not to.®

产品彩页

某些Phantom摄像机属于出口管理许可证的管辖范围，请访问
www.phantomcameras.cn/export了解更多信息。 Vision Research, Inc.  |  100 Dey Rd. Wayne, NJ 07470, USA

Tel: 400.108.0048  |  phantomcameras.cn
2

摄像机控制和文件格式
Phantom摄像机控制软件用于设置，控制，下载，调整图像
和简单的运动分析。
原始文件格式为Phantom Cine Raw（.cine），Cine文件可以
用PCC转换为包括h.264 mp4, 苹果ProRes, mov, AVI, Tiff,
JPEG,DPX, DNG在内的多种文件格式。Cine Raw文件同时也
与大多数视频编辑软件和运动分析软件直接兼容。
可提供SDK，支持Labview和Matlab。

部分功能
像素融合模式：用于640x480或更低分辨率下增加拍摄速度
和灵敏度。该模式在黑白和彩色摄像机中均可用，但启用该
模式后摄像机仅输出黑白图像。
可选配万兆以太网：仅2分钟即可下载全部72GB内存中的
数据。
CFast工作流程(仅S型号)：使用格式化为NTFS的CFast2.0存
储卡，可以每秒90MB的速度将RAM中的Cine RAW文件传输
到卡中。Windows或Mac操作系统均可使用标配的读卡器将
文件从卡中拖拽出来。
基于图像的自动硬件触发(IBAT)：通过预先在PCC(Phantom
摄像机控制软件)中设置的参数，可自动检测到实时图像
中的变化并触发摄像机(或多台连接在一起的摄像机)。

 

分辨率-拍摄速度对照表（含记录时间）

1310 1310 像素融合模式
（仅输出黑白图像）

 

分辨率* 最大拍摄速度; (72GB内存时的拍摄时长)**
1280 x 960   10,860   (3.7) -

1280 x 804   12,906   (3.7) -

1280 x 720   14,350   (4) -

960 x 960   13,330   (5) -

640 x 480   30,030   (7)   40,300   (4)

480 x 480   30,030   (10)   40,300   (4)

320 x 240   57,360   (10) 105,260   (5.8)

320 x 168   78,900   (10) 140,430   (6.2)

320 x 120 105,260   (11) 180,680   (6.7)

320 x 72 158,038   (12) 253,270   (7)

320 x 24 316,930   (15) 423,350   (12)

FAST选件并不影响最大拍摄速度，仅缩短最小曝光时间
 * 仅列出部分分辨率。  
** 记录时长仅标示了使用72GB内存时的时间，将该时间除以2即可获得36GB
内存的记录时间，或除以4得到18GB内存的记录时间。

Vision Research全球支持网络
Phantom VEO产品系列由Vision Research全球支持和服务网络从全球多个
站点提供AMECare性能服务。通过全面的专业支持服务，可最大化您的
Phantom摄像机的价值。请访问我们的网页了解更多关于服务与支持。
www.phantomhighspeed.com/Service-Support

‘L’ 型号 连接性 ‘S’ 型号

RJ45  
(千兆以太网标配
万兆以太网选配)

 网络接连
8针Fischer

(千兆以太网标配
万兆以太网选配)

 

6针Fischer接口，
16-32V DC 电源输入

6针Fischer接口,16-32V DC
在Capture接口中包含了用
于电池的12V副电源输入

2 BNC Ports 可编程I/O 4*BNC接口
有 外触发输入 有

有（IRIG-B） 专用时间码输入 有（IRIG-B）
无 后部SDI接口 Yes (3G HD-SDI)

通过6针电源口控制 RS232串行控制 通过6针电源口控制
无 范围数据 专用6针Fischer
无 机身控制按键 有（按钮，编码器）
无 USB 有，用于WIFI电子狗
无 可插拔存储 CFast 2.0 存储卡（NTFS）

机械和环境参数
尺寸：L型号：5英寸x5英寸x5英寸（127立方毫米）
S型号：5英寸x5英寸x5.5英寸（127毫米x127mmx140mm）
重量：L型号6磅（2.7kg），S型号6.6磅（3kg）
镜头卡口：Nikon F卡口（支持G系列镜头），C卡口，带有
电子控制的佳能EF卡口。
安装孔：三面各有2个标准1/4x20螺丝孔，此外还有用于定制
安装板的螺丝孔，并与VEO系列的提手，奶酪板和其他
CAMEO公司的VEO配件兼容。
冷却：主动冷却系统，密封系统将电子元件和气流隔离。静
音模式可暂时停止风扇运行。
操作温度：-10°C - +50°C 
贮存温度：  -20°C - +70°C
工作状态抗冲击性：符合MIL-STD-202G方法的213-B。30G额
定值（装有机械快门），100G（移除机械快门）。
锯齿波11ms，+/- 10个波形（所有轴向）
抗振动：符合MIL-STD-202G方法的214-A。额定值12Grms，
波形2A-1，测试条件D，每个轴向1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