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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LiDAR ［TOF］

规格

HLS-LFOM1

项目 主要规格

HLS-LFOM3

项目 主要规格

HLS-LFOM5

项目 主要规格
设定距离
FOV视角

 分辨率
 (距離画像)(pixel)

距離图像分解能力
发光种类
外形尺寸
重量

界面

使用环境亮度
使用温度
湿度范围
Laser Class
耗电量

0.7～約10m
H60 °x V76°
640 x 480(7 fps), 
320 x 240(30fps) 
X,Y方向:6mm ,Z方向:8mm @2m
红外线LD
150x148x44mm(不含突出部分) 
500g(不包含Cable) 
Ethernet 100BASE-TX
(電源由POE+供給)
1万烛光以下（室内/白天）
0～45℃
0～95%(不产生結露)
以光源 Class 1为标准
15W 外观

0.7～約10m
H60 °x V76°
640 x 480(7 fps), 
320 x 240(30fps) 
X,Y方向:6mm ,Z方向:8mm @2m
红外线LD
164x73x83.4mm(不含突出部分) 
800g(不含Cable)
Ethernet 100BASE-TX
(電源由POE+供給)
1万烛光以下（室内/窗边也可使用）
0～45℃
0～95%(不产生結露)
以光源 Class 1为标准
15W 外观

0.7～約10m
H60 °x V76°
640 x 480(7 fps), 
320 x 240(30fps) 
X,Y方向:6mm ,Z方向:8mm @2m
红外线LD
138x69x69mm(不含突出部分) 
540g(不含Cable)
Ethernet 100BASE-TX
(電源由POE+供給)
1万烛光以下
0～45℃
0～95%(不产生結露)
以光源 Class 1为标准
15W 外观

外观（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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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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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辨率
 (距離画像)(pixel)

距離图像分解能力
发光种类
外形尺寸
重量

界面

使用环境亮度
使用温度
湿度范围
Laser Class
耗电量
外观（彩色）白 黑 白/黑

详细内容请咨询以下

https://www.facebook.com/hitachi.lg.tof.LiDAR/

http://hlds.co.jp/product/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Q0FtPOoTMJ60_mUNgjo8Q

〒108-0022 東京都港区海岸三丁目22番23号MSCセンタービル4階

hlds tof

请发送邮件到 sales@hlds.co.jp

ＴＯＦ传感器所发出的红外线光
对于人体不会产生不良影响

激光产品取得
ＩＥＣ６０８２５－１
国际规格认证

Ｃｌａｓｓ１　标准
对人体（眼睛或皮肤）直接照射也
无害

Hitachi-LG Data Storage, Inc.Hitachi-LG Data Storag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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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可应用于市场分析

特点

保护隐私权

◆ 零售店内客户的行动分析 

3D LiDAR (TOF)、只单纯捕捉被摄人体或物体的立体影
像，对于像洗手间等具有隐私顾虑的地方也可以使用。

·零售店内客户的行动分析及来店客户数据的应用

·商品内容，陈设的最佳摆设

·促销活动的效果验证

准确的行动数据资料
3D LiDAR (TOF)高精确度测量被测物体的动作，即使在
人员交互移动当中，也能持续追踪不会中断，取得准确可靠
的路径资讯。对于购物行为等市场分析具有绝对优势。

 ？ 课题：

·来店客户的行动分析

·销售额提升

·减低被窃几率

 ！ ＴＯＦ传感器导入后的预期效果：

◉传感器设置地点　商店内所有区域

划时代的
日立LG Data Stoage公司3D LiDAR (TOF)传感器

3D LiDAR (TOF) 传感器产品系列

瞬时感应被测物体的距离，

经由以太网连接至显示器显示，设置简单。

产品附带SDK，可对应各种不同场景。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HLS-LFOM5
        （天花板·墙面壁挂式） 设置于天花板 墙面壁挂

HLS-LFOM3
        （防尘，防水规格　符合 IP66要求）  

HLS-LFOM1
       （室内使用）

※也可以应用于工厂内作业人员的动作可视化从客户进店铺到离开店铺为止的
时时客户移动数据

2 people ?

监视摄像头

3 people !

便当，饭团 牛奶，甜点，沙拉

饼干

面包

饼干，方便面收银台收银台

饮料，
啤酒
饮料，
啤酒

杂货

杂志

出入口

距离数据的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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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显影功能

·正确计算出经过广告牌前面的人数

·可测算人员步行的速度并获得广告效果的数据

应用事例

◆ 电梯内检测

◆ 体积测定◆ 禁止进入区域的监控

◆ 行为可疑人物的行动模式分析／
　 防止偷窃发生

◆ 防止尾随入侵

◆ 个人洗手间内可疑行为监测

可自动测量物体的长宽高，进而增加作业效率

掌握电梯内的使用面积 检测是否有人跌倒 安全监视

多人数尾随入侵监测

自动检测体积 ➡
禁止进入区域内入侵人数及入侵时间的检测 検測出可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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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环境 操作环境

◆ 人员检测／人数计算

◆ 多台传感器整合工具

安装于天花板的１台或者多台传感器，经由视角变
换，可实现人员检测，行动路线追踪，人数计算等功
能。并且可以测量到人员身高，手臂位置等精确数
据。

多台传感器整合使用时，可利用轨迹调整工具，每台约5分钟左右即可设定
其角度及正确位置。

◆ 触摸检测

利用在荧幕上方所设置的1台或多台传感器，当手部触
摸或接近荧幕时可以进行检测。如果需要捕捉3维空间
的图像，弧形荧幕也能使用。

◆ 货物体积测量

经由设置于上方的传感器，货物体积的长，宽，
高可以立刻测量，并且，传感器也可由侧面进行
体积检测，传感器的摆设位置可以弹性摆设，配
合客户使用场景。

◆ 多台传感器整合后动线追踪

即使在广阔的区域，经由复数的传感器交叉使用，可以追踪人员的移动
轨迹，个人的ID，坐标，身高，手臂位置的信息可以经由分页的画面输
出，掌握人员的动线，热线图。

◆ 检测人员手臂伸展到货物架的位置

经由设置于货物架上方的传感器检测出手
臂的动作，也可以测量出手臂伸展到物架的
正确位置。

◆ 位于桌面上手臂伸展的位置检测

经由设置于桌面上方的传感器检测出手臂位
置，对于部分需要手臂精密作业的进行效率分
析。

◆ 骨骼检测

经由设置于人员上方的传感器，可正
确检测出人员上半身个部位的3次元
坐标，此功能可应用于工厂的作业效
率分析，运动员的姿势是否正确，康
复训练等场景。

3D LiDAR (TOF) Motion Sensor软件开发工具

5

OS

环境

开发语言

Windows7/8/8.1/10 (x86/x64)
Ubuntu 14.04 LTS/16.04 LTS (x64)
Debian 8.0 (x64)
CentOS 7.0 (x64)

Visual Studio 2013 / 
2015 gcc,g++
(-std=gnu++11选项为必要) make,
cmake, pkg-config 

VC++/C++

硬件要求
(当传感器只有
1台的情况)

OS

1.6GHz以上　处理器
4G以上的内存
1个接口以上的NIC
(100BASE-TX/1000BASE-T)

Windows7/8/8.1/10 (x86/x64)
Ubuntu 14.04 LTS/16.04 LTS (x64)
Debian 8.0 (x64)
CentOS 7.0 (x64)

应用范例

系统构成范例

HUB（PoE+）

PC/服务器

以太网（CAT5e以上）

应用程式

API

SDK

SDK 的特征
·基本功能包含人员数量检测

·具有 API 功能，可应用于 3D 数据

·对于不同场景运用可提供样本 APP

·支持各种 OS 

主要功能
·管理多个传感器

·采集距离数据

·当镜头歪斜时可以进行修正及３Ｄ点群变换 

·捕捉／演算

·人员检测

·背景差异

※ 具备许多不同的应用程式，可满足不同需求。
※ 如果对于不同场景有使用需求时，请与彩页上的联系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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