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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杆进洞! 

高尔夫挥杆分析– uEye USB 工业相机 提升高尔夫的学习曲线 

作为一名成功的高尔夫运动员，除了要具备智慧，还需要有长远的目光，以及精準的动作。找到正确的挥

杆姿势是达到高水平的表现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技巧不仅仅在使用铁或是木制的杆头时会发挥作用(当然

还需要专注的注意力)。成熟且精确的动作对于推杆，短切，劈起(Pitching)或是打沙坑球(bunker shots )

都是必须具备的条件。毕竟，高尔夫是技术为导向，并且是现存运动项目中最为复杂的项目之一。举个例

子来说–在高尔夫挥杆动作中会需要用到超过178个部分的肌肉。  

现在用于分析高尔夫挥杆跟推杆动作的影像技统被认为是与高尔夫训练是不可脱离的环节，即便是业余的

训练也无法脱离。对于专业的高尔夫选手来说，这些已经变成基础训练的一个必备的环节。训练过程中，

拍摄以及提供高品质影像档案最为动态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近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相机科技的进化。

然而，在需要达到高帧率的条件下还要保持高画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挑战。再加上需要使用可以同时处里

所有相机所传输的数据的电脑，并且要尽可能地维持低成本。  



位于Clayton West的英国公司MIA Sports Solutions , 

Huddersfield 是一间专门替高尔夫球俱乐部，度假村等

规划，设计以及安装训练室的专业公司。这间公司的

"Tech Ex studios" 全 部 都 使 用 IDS Imaging 

Development Systems 的最新 USB 相机来做系统集成。  

高尔夫的各种击球方式都需要经过不同的训练养成，所

以也需要使用不同的分析方式。因此，  Mia Sports 

Solutions 开发出了不同的运动工作分析室。Tech:Ex 

Full Flight studio 以及 Tech:Ex Putting studio 都安装了

IDS所提供的高效能USB相机。 

 

 

 

在每套Tech:Ex Full Flight studio，

安装了四台 IDS USB 3 uEye CP 相

机用来帮助改进全挥杆的姿势。 

全挥杆 – USB 3 uEye CP Rev.2帮助你达到最佳的飞
行距离 

为了能将小白球打击到一定的距离，高尔夫球员必须具

备优异全挥杆的技巧。透过Tech:Ex Full Flight studio 

可以分析击球的力道以及打击的质量进而针对问题做修

正动作得到进步。每一套Tech:Ex Full Flight studio 都

装配了四台IDS UI-3060CP Rev. 2 工业相机，从不同

角度来拍摄挥杆动作。相机系统可以两台相机同步拍摄

live影像。 

内建的128MB记忆体让多相机的应用得以实现。USB 

3.0 工业相机提供出色以及低噪音的画质表现 –166 fps 

(最高解像设定)。归功於高速摄影的功能，这台高感光

的相机提供了动作分析视觉化的低成本的替代方案。

2.3 MP Sony 影像传感器IMX174 (1936 x 1216 px) 适

用于此用途，特別是高感光的特性，以及高动态还有色

彩重现的特点。同时 USB 3.0 接口提供 Plug & Play 的

连接特性，并且具备高达5 Gbit/s快速的数据传输。 

在 Tech:Ex Full Flight studios中， 相机用210 fps 速度

将影像传输至V1 PRO HD 影像分析软件 ，并且提供专

业选手一个可以记录，分析，比对以及精进全挥杆的技

巧。 

一杆进洞! 



Each Tech:Ex Putting studio 备配四

台来自 IDS Imaging Development 

Systems USB 2 uEye LE 工业相机。 

 一杆进洞! 

快速且精準  – USB 2 uEye LE 帮助高尔夫选手 "迅速
进洞" 

Ace, 或是一杆进洞，在高尔夫中是非常罕见的。但不

管需要击球多少次才能把球打上果岭，最终的目标需要

将球打入洞内。putting shot(推杆)是将小白球打入洞内

非常重要的一个挥杆方式。The Tech:Ex Putting studio 

就是为了让高尔夫选手练习推杆以及分析其準将小白球

推入洞的準确率而设计的。四台 IDS UI-1220LE-C-HQ 

工业相机，使用ON Semiconductor 彩色 WVGA 传感

器 MT9V032STC ，被应用在这套分析系统中。使用

global shutter全球快门，可以拍摄在高速移动的物体。 

得力於其optional HDR (高动态) 模式，这款CMOS 传

感器可以提供极佳的影像品质，即使是在高动态或是高

对比的影像。 

1/3" 的传感器规格让这款工业相机适合用于替代传统的

类比相机，并且不需要付出更多的预算。  

在 Tech:Ex Putting studio，影像透过100fps的传输速

度传送到分析系统。 IDS 相机提供了最好的影像条件

给推杆分析系统，让专业的选手可以完美的完成将小白

球推入洞的最后几个至关重要的推杆。 

远见卓识 

 

在击球前，高尔夫选手必须在众多的杆头( clubs)挑选出

适用的球杆 – 铁或是木头材质– 而这一个选择在是否能

成功挥出理想的一杆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因素。当选择

适合的工业相机作为Tech:Ex studios 的配件时，Mia 

Sports Solutions 看 中 了 两 款 IDS Imaging 

Development Systems 的uEye 相机。 

 

下面列出的需求是选择相机的关键:  

• 高品质的画质结合高帧率尽可能来捕捉更多的挥杆动    

   作细节。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环境光不断变动的 

    条件中，系统也可以很稳定的运作。  

• 超短曝光时间用于捕获跟分析高尔夫球挥杆中的每 

    关键序列动作。  

•  可选择实况影像传输 

•  超值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影像画质 

•  相机的设定范围以及可作调整的参数项目 

•  长距离的电缆线连接，并且不会降低相机画质或失帧 

 



IDS USB 3 uEye CP Rev.2 相机提

供高影像画质，高帧率，即便是在

变动的光造环境中。  

一杆进洞! 

IDS 套装软件被 Mia Sports高度肯定。  Andrew J. 

Keast，Mia Sports Solutions 的总监解释说: "IDS SDK 

提供弹性的选项来与系统连接，同时也提供了许多的控

制选项。这使得我们的影像分析系统与IDS相机的集成

更容易"。 

Mia Sports Solutions 已经展示了在选择IDS相机上的深

思熟虑。IDS工业相机具有未来前瞻性，相机经过慎重

的规划与现在或是未来的高效能CMOS传感器作结合。  

  

 

总结: 

高尔夫球运动近年来在各国都越来越普遍。目前为止，

全世界有超过6千万人在超过35,000的高尔夫球场参与

高尔夫运动。Andrew J. Keast 确信: "经营完善的高尔

夫球俱乐部，或是渡假村透过使用影像分析系统，将会

吸引更多新的入会者或是深化顾客的忠诚度"。每年参

与高尔夫球活动的人平均增加15%，显示高尔夫正在变

成主流运动项目。这带给像是Tech:Ex 的影像分析系统

庞大的商机。因为智能以及精準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让

你能够击出ace。 

  



IDS Imaging Development Systems GmbH | Dimbacher Str. 6-8 | 74182 Obersulm/Germany 

T: +49 7134 96196 - 0 | Web: www.ids-imaging.com | E-Mail: marketing@ids-imaging.com 

接口: USB 3.0 

品名:  UI-3060-CP Rev. 2 

传感器类型:  CMOS 

生产商:  Sony 

帧率: 166 fps 

分辨率（水平x垂直）: 1936 x 1216 px 

快门:  全局快门 

光学尺寸:  1/1.2" 

尺寸 高/宽/长:  29 x 29 x 29 mm 

总重量:  52 g 

I/O连接器:  Hirose 8-pin连接器 

应用程序: 天文学, 可视化和分析, 低照度应用 

新世代 USB 3 uEye CP - 卓尔不群的快速、 无以伦比的可
靠性、 惊艳绝伦的传感器 

一杆进洞! 

关于 MIA SPORTS Solutions  

 

MIA SPORTS Solutions 被广泛的认为是设计以及打造高

尔夫训练室的世界知名厂商，在Tech:Ex Studio的品牌之

下。提供最全面的客户服务，从独立的高尔夫选手到大

型的高尔夫渡假村，中东，远东以及澳洲。 

接口:  USB 2.0 

品名:  UI-1220 LE 

传感器类型:  CMOS 

生产商:  ON Semiconductor 

帧率:  87,2 fps 

分辨率（水平x垂直）:  752 x 480 px 

快门:  全局快门 

光学尺寸:  1/3" 

尺寸 高/宽/长:  48,6 x 44 x 25,6 mm 

总重量:  41 g 

应用程序:  交通监控, 测量技术, 可视化, 物体追踪 

USB 2 uEye LE工业相机—结构紧凑、功能丰富、经济实
惠，是那些对空间要求极度严格的工业应用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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