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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

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属于天文技术与视频监控技

术领域。本发明包括天文图像采集相机、监视相

机、工作站、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触发信号光

电隔离电路Ⅰ、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及望远

镜控制系统。本发明对USB3.0相机、GigE相机在

同一台工作站上进行二次技术开发，使得两台相

机在望远镜控制系统输出的相机图像采集信号

的触发下进行图像的采集、显示、存储。该发明既

能保证天文用USB3.0相机与监视用GigE相机工

作的独立性，又能实现对USB3 .0相机的图像采

集、显示和存储的同时实现GigE相机监视的快捷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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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

（2）、工作站（3）、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触发信号光电隔

离电路Ⅱ（7）及望远镜控制系统（5）；其中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连接到观测室的

工作站（3）上，工作站（3）经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连接望远镜控制系统（5），望远镜

控制系统（5）分别通过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连接图像

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

当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接收到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经触发信号光电

隔离电路Ⅱ（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发送的图像采集触发信号后，图像采集相机

（1）、监视相机（2）采集图像，并将图像传送到工作站（3）；当图像采集相机（1）采集完成后，

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图像采集完成信号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

结束采集任务时，望远镜控制系统（5）发送结束脉冲信号，当两相机接收到结束脉冲信号

后，分别结束相机当前帧图像采集任务完成后即分别结束两相机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

所述图像采集相机（1）的接口类型为USB3.0接口，监视相机（2）接口类型为GigE接口；

图像采集相机（1）采用天文相机、监视相机（2）采用工业相机；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两相机

对应软件开发包支持的同一开发软件工具配置信息不同，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

配置信息使用的开发软件编译设置为一个基于x64，一个基于win32，相机的库文件分别基

于64位和32位编译器；

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的采集方式为工作站（3）在启动图像采集相机（1）与

监视相机（2）并完成相应的参数配置后发送信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由望远镜控制系统

（5）分别发送两路脉冲信号给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图像采集

相机（1）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与监视相机（2）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

相机的控制与图像采集是在各自的平台上独立运行的。

3.一种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的采集方式为工作站（3）在启动图像采集相机（1）与

监视相机（2）并完成相应的参数配置后发送信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由望远镜控制系统

（5）分别发送两路脉冲信号给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图像采集相机（1）开始其单

帧模式下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监视相机（2）开始其视频模式下的显示、存储；图像采集

相机（1）每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就采集一幅天文图像，采集完成后由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

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回馈信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并同时使图像采集相机（1）处于

等待状态直到下一个脉冲信号的到来，脉冲信号的产生时间、产生个数由用户对望远镜控

制系统（5）的设置决定；监视相机（2）的采集方式为相机接收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发送来

的脉冲信号即开始进行对望远镜图像的显示、存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控制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A、将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连接到同一台工作站（3）上，当监视相机（2）打开

时，能同时打开图像采集相机（1）；然后分别在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的界面上对

相机进行相应的参数配置并使相机处于等待触发信号的状态；

B、通过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发送两路脉冲信号给两相机，一路经过触发信号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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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电路Ⅰ（6）进行光电隔离及驱动后传输给监视相机（2）以触发其开始设备的监视及图像

存储，另一路信号经过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进行光电隔离及驱动后传输给图像采

集相机（1）以触发其开始图像的采集、显示、存储；监视相机（2）接收到开始脉冲信号后立即

开始对望远镜设备监视的实时显示、存储，直到结束脉冲信号到来时才结束任务；图像采集

相机（1）接收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一次脉冲信号就以最新设置的曝光时间、增益参数采集

一帧图像；

C、图像采集相机（1）采集完成时由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回馈

信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然后图像采集相机（1）继续处于等待触发状态，图像采集相机

（1）接收到一次触发信号就采集一帧图像；

D、最后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发送结束脉冲信号，当两相机接收到结束脉冲信号后，分

别结束相机当前帧图像采集任务完成后即分别结束两相机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最后退

出采集系统程序。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A中，图像采集相机（1）的图像采集与显示设置为帧频模式，并设置其曝光时间、增益参

数；监视相机（2）工作在视频模式，设置其采集速度，保存文件类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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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及其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属于天文技术与视

频监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对于多相机的使用，大多使用相同的相机，如:  安防监控中多相机图像

拼接、基于机器视觉的产品检测、基于多相机的人脸识别、三维目标重建等，相同相机的接

口类型、使用环境及开发平台也是一样的，使用相同的相机既便于统一开发，也便于使用。

然而在中科院各个天文台的观测站的观测中既要实现对天文图像的观测又要对望远镜等

设备情况进行监视。所以就不可避免的要使用至少两台不同类型的相机分别进行图像的采

集及设备的监视。

[0003] 对于天文目标的观测属于科学研究领域，会使用高分辨率、高动态范围的科学级

相机。科学级的相机价格都比较昂贵。而对于设备的监视来说，使用普通工业相机即可满足

需求。不同的类型的相机对应的数据传输接口是不一样的、相机所对应的生产厂家也可能

是不一样的，这样便会增加开发及控制的难度。在对不同厂家、不同类型相机的开发及控制

当中，对于两个相机分别采用两台工作站进行输出显示及相应的存储也可以，但随之成本

也会增加。若是在一台工作站上分两个软件分别进行两台相机的独立采集及显示，那么会

增加操作的繁琐性。

[0004] 在实际的天文观测与设备监视的控制中，对于设备控制信号传输当中的安全性要

求比较高，也要充分考虑到触发线路的抗干扰能力，这对于提升整个系统的安全性与可靠

性非常重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本发明提供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及其

控制方法，以解决两台不同接口类型、不同开发平台的相机在同一台工作站上统一、快捷控

制的问题。

[0006] 本发明技术方案是：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包括图像

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工作站3、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触发

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及望远镜控制系统5；其中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连接到观测室

的工作站3上，工作站3经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连接望远镜控制系统5，望远镜控制系

统5分别通过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连接图像采集相机1、监

视相机2；

[0007] 当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接收到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经触发信号光电隔

离电路Ⅱ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发送的图像采集触发信号后，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

机2采集图像，并将图像传送到工作站3；当图像采集相机1采集完成后，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

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图像采集完成信号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结束采集任务时，望远镜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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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5发送结束脉冲信号，当两相机接收到结束脉冲信号后，分别结束相机当前帧图像采

集任务完成后即分别结束两相机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

[0008] 所述图像采集相机1的接口类型为USB3.0接口，监视相机2接口类型为GigE接口；

图像采集相机1采用天文相机、监视相机2采用工业相机；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两相机对应

软件开发包支持的同一开发软件工具配置信息不同，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配置信息

使用的开发软件编译设置为一个基于x64，一个基于win32，相机的库文件分别基于64位和

32位编译器。

[0009] 所述的图像采集相机1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与监视相机2的图像采集、显示、存

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相机的控制与图像采集是在各自的平台上独立运行的。

[0010] 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的控制方法：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的采

集方式为工作站3在启动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并完成相应的参数配置后发送信号给

望远镜控制系统5，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发送两路脉冲信号给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

机2，图像采集相机1开始其单帧模式下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监视相机2开始其视频模式

下的显示、存储；图像采集相机1每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就采集一幅天文图像，采集完成后

由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回馈信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并同时使图像

采集相机1处于等待状态直到下一个脉冲信号的到来，脉冲信号的产生时间、产生个数由用

户对望远镜控制系统5的设置决定；监视相机2的采集方式为相机接收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

发送来的脉冲信号即开始进行对望远镜图像的显示、存储。

[0011] 所述控制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12] A、将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连接到同一台工作站3上，当监视相机2打开时，

能同时打开图像采集相机1；然后分别在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的界面上对相机进行

相应的参数配置并使相机处于等待触发信号的状态；

[0013] B、通过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发送两路脉冲信号给两相机，一路经过触发信号光

电隔离电路Ⅰ6进行光电隔离及驱动后传输给监视相机2以触发其开始设备的监视及图像存

储，另一路信号经过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进行光电隔离及驱动后传输给图像采集相

机1以触发其开始图像的采集、显示、存储；监视相机2接收到开始脉冲信号后立即开始对望

远镜设备监视的实时显示、存储，直到结束脉冲信号到来时才结束任务；图像采集相机1接

收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一次脉冲信号就以最新设置的曝光时间、增益参数采集一帧图像；

[0014] C、图像采集相机1采集完成时由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回馈信

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然后图像采集相机1继续处于等待触发状态，图像采集相机1接收到

一次触发信号就采集一帧图像；

[0015] D、最后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发送结束脉冲信号，当两相机接收到结束脉冲信号后，

分别结束相机当前帧图像采集任务完成后即分别结束两相机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最后

退出采集系统程序。

[0016] 所述步骤A中，图像采集相机1的图像采集与显示设置为帧频模式，并设置其曝光

时间、增益参数；监视相机2工作在视频模式，设置其采集速度，保存文件类型参数。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主要用于对两台不同接口类型、不同开发平台的相机在同

一台工作站上进行统一、快捷的控制。对于两个相机不同开发平台的程序在开发过程中保

证他们程序平台设置的独立性，在系统工作时又能够在不影响其相互独立性的基础上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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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开发平台的相机能够同时启动并在外触发信号的作用下以各自的采集设置开始

图像的采集、显示、存储，使得工作人员对两相机的操作能够方便、快捷。本发明所述的不同

接口类型相机为常用的与计算机连接的两种不同相机接口类型。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硬件连接图；

[0019] 图2为实施例2的硬件连接图；

[0020] 图3是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中信号的光电隔离电路图；

[0021] 图4是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中信号的光电隔离电路图；

[0022] 图5是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工作流程图；

[0023] 图1‑2中各标号：1‑图像采集相机、2‑监视相机、3‑工作站、4‑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

路、5‑望远镜控制系统、6‑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8‑图像采

集相机Ⅰ、9‑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Ⅲ。天文相机为USB3.0接口相机，工业相机为GigE接口

相机，望远镜控制系统（5）由通用微处理器及其附加电路、运动控制卡及其相关附加电路构

成。

[0024] 图3中Vin1为输入端、L1为BT202发光二极管、R1为330Ω电阻、虚线框部分为

TLP521光电耦合器、R2为550Ω电阻、Vout1为输出端。图中Vin1端连接工作站（3），Vout1端

连接望远镜控制系统（5）。

[0025] 图4中Vin2为输入端、L2为BT202发光二极管、R3为330Ω电阻、虚线框部分为

TLP521光电耦合器、R4为550Ω电阻、Vout2为输出端。图中Vin2端连接望远镜控制系统（5），

Vout2端连接工作站（3）；图4与图5不共电源，接地端不共地。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7] 实施例1：如图1‑5所示，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及其控制方法，包括图

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工作站3、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触

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及望远镜控制系统5；其中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连接到观测

室的工作站3上，工作站3经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连接望远镜控制系统5，望远镜控制

系统5分别通过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连接图像采集相机1、

监视相机2；

[0028] 当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接收到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经触发信号光电隔

离电路Ⅱ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发送的图像采集触发信号后，图像采集相机1、监视相

机2采集图像，并将图像传送到工作站3；当图像采集相机1采集完成后，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

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图像采集完成信号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结束采集任务时，望远镜控

制系统5发送结束脉冲信号，当两相机接收到结束脉冲信号后，分别结束相机当前帧图像采

集任务完成后即分别结束两相机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

[002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图像采集相机1的接口类型为USB3.0接口，监视相

机2接口类型为GigE接口；图像采集相机1采用天文相机、监视相机2采用工业相机；在

windows操作系统下两相机对应软件开发包支持的同一开发软件工具配置信息不同，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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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相机1、监视相机2配置信息使用的开发软件编译设置为一个基于x64，一个基于win32，

相机的库文件分别基于64位和32位编译器。

[003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的图像采集相机1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与监视

相机2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相机的控制与图像采集是在各自的平台

上独立运行的。

[003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的望远镜控制系统5可以由通用微处理器及其附

件电路、运动控制卡及其相关附加电路构成，该控制系统可由微处理器按望远镜观测控制

要求产生相机图像采集的触发脉冲信号；此外，该控制系统也接收来自工作站的图像采集

完成信号。

[0032] 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的控制方法：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的采

集方式为工作站3在启动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机2并完成相应的参数配置后发送信号给

望远镜控制系统5，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发送两路脉冲信号给图像采集相机1与监视相

机2，图像采集相机1开始其单帧模式下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监视相机2开始其视频模式

下的显示、存储；图像采集相机1每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就采集一幅天文图像，采集完成后

由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回馈信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并同时使图像

采集相机1处于等待状态直到下一个脉冲信号的到来，脉冲信号的产生时间、产生个数由用

户对望远镜控制系统5的设置决定；监视相机2的采集方式为相机接收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

发送来的脉冲信号即开始进行对望远镜图像的显示、存储，监视相机2的实时显示部分与存

储部分均是以视频模式进行。

[003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方案，所述控制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34] A、将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连接到同一台工作站3上，当监视相机2打开时，

能同时打开图像采集相机1；然后分别在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的界面上对相机进行

相应的参数配置并使相机处于等待触发信号的状态；

[0035] 具体设计时，使用通用开发工具软件并利用相机自带的软件开发包，在监视相机2

的初始化程序中添加相应代码完成对使用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程序入口执行代码的调

用，然后分别编写相应的界面程序以实现在监视相机运行的同时打开天文图像采集相机程

序，即所述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运行时，能同时打开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

及其相机界面，然后分别在图像采集相机1和监视相机2的界面上对相机进行相应的参数配

置并使相机处于等待触发信号的状态；图像采集相机1的图像采集与显示需设置为帧频模

式，并设置其曝光时间、增益等参数。监视相机2工作在视频模式，需设置其采集速度，保存

文件类型等参数。

[0036] B、通过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发送两路脉冲信号给两相机，一路经过触发信号光

电隔离电路Ⅰ6进行光电隔离及驱动后传输给监视相机2以触发其开始设备的监视及图像存

储，另一路信号经过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进行光电隔离及驱动后传输给图像采集相

机1以触发其开始图像的采集、显示、存储；监视相机2接收到开始脉冲信号后立即开始对望

远镜设备监视的实时显示、存储，直到结束脉冲信号到来时才结束任务；图像采集相机1接

收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一次脉冲信号就以最新设置的曝光时间、增益参数采集一帧图像；

[0037] C、图像采集相机1采集完成时由工作站3通过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4发送回馈信

号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然后图像采集相机1继续处于等待触发状态，图像采集相机1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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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触发信号就采集一帧图像；

[0038] D、最后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发送结束脉冲信号，当两相机接收到结束脉冲信号后，

分别结束相机当前帧图像采集任务完成后即分别结束两相机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最后

退出采集系统程序。

[0039] 实施例2：如图1‑5所示，一种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该实施例由图像采集

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监视相机2、一台工作站3、一个望远镜控制系统5、一个回馈信号光

电隔离电路4及三个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组成；其中图像采集相机1  、图像采集相机Ⅰ8与

监视相机2分别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到观测室的工作站3上，工作站3经过回馈信号光电隔

离电路4连接望远镜控制系统5，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通过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触

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Ⅲ9、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连接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

与监视相机2。

[0040] 所述天文图像采集与设备监视系统的控制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0041] A、使用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和监视相机2相应的数据线将两相机连接

到同一台工作站上，使用通用开发工具软件并利用相机自带的软件开发包，在监视相机3的

初始化程序中添加相应代码完成对两台图像采集相机图像采集程序入口执行代码的调用，

然后分别编写相应的界面程序以实现在监视相机运行的同时打开天文图像采集相机程序，

然后分别在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和监视相机2的界面上对相机进行相应的参数

配置并使相机处于等待触发信号的状态；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的图像采集与显

示需设置为帧频模式，并设置其曝光时间、增益等参数。监视相机2工作在视频模式，需设置

其采集速度，保存文件类型等参数。

[0042] B、通过望远镜控制系统5分别发送三路脉冲信号，三路脉冲信号分别经过触发信

号光电隔离电路Ⅱ7、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Ⅲ9  、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Ⅰ6进行光电隔离

及驱动后传输给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监视相机2；监视相机2接收到开始脉冲

信号后立即开始对设备监视的实时显示、存储，直到结束脉冲信号到来时才结束任务；图像

采集相机1  、图像采集相机Ⅰ8接收到望远镜控制系统5一次脉冲信号就以最新设置的曝光

时间、增益等参数采集一帧图像。

[0043] C、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采集完成时分别由工作站3发送各自回馈信号

给望远镜控制系统5，然后相机继续处于等待触发状态，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接

收到一次触发信号就采集一次图像。

[0044] D、由望远镜控制系统5发送结束脉冲信号，当两相机接收到结束脉冲信号后，分别

结束相机当前帧图像采集任务完成后即分别结束两相机的图像采集、显示、存储。最后单击

程序关闭按钮即可退出采集系统程序。

[0045] 图像采集相机1、图像采集相机Ⅰ8、监视相机2与工作站3之间的数据传输是相互独

立的。

[0046] 所述的望远镜控制系统5由通用微处理器及其附件电路、运动控制卡及其相关附

加电路构成，该控制系统可由微处理器按望远镜观测控制要求产生相机图像采集的触发脉

冲信号；此外，该控制系统也接收来自工作站的图像采集完成信号。

[0047] 如图3所示为触发信号光电隔离电路的光电隔离电路图，其中Vin1输入端连接望

远镜控制系统5，Vout2端连接相机，当望远镜控制系统5的触发信号到来时发光二极管L1即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7257435 B

8



发出红光，光电耦合器TLP521将望远镜控制系统5与相机端进行光电隔离以减小触发脉冲

信号传输过程的电路干扰、保证在望远镜控制系统5对相机进行触发控制的安全性，电源

Vc1端的电阻R2作用为驱动电路运行。

[0048] 如图4所示为回馈信号光电隔离电路中信号的光电隔离电路图，其中Vin1输入端

连接工作站3，Vout2端连接望远镜控制系统5，当工作站3回馈信号到来时发光二极管L2即

发出红光，光电耦合器TLP521将工作站3与望远镜控制系统5进行光电隔离以减小回馈信号

传输过程的电路干扰、增加电路安全性，电源Vc2端的电阻R4作用为驱动电路运行。

[0049] 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作了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例，在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具备的知识范围内，还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

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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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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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11

CN 107257435 B

11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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