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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o EEGM3
头戴式无线脑电仪

※ 专注和放松精神注意状态实时评估
※ 用脑量状态及工作负荷评估
※ 熟练程度评估、眨眼及眨眼强度评估
※ 脑电原始数据及 Alpha、Beta、Delta、Theta 频谱数据
※ Psyhub 技术模块同步采集眼动、鼠标、脑电，皮电，脉搏，
心电，肌电，面部表情等多维度行为生理心理数据

Eyeso EEGM3
头戴式无线脑电仪

脑电波的意义
通过放置在头皮上的传感器，我

Eyeso EEGM3 头 戴 式 无 线 脑 电 仪 通 过 输 出 采 用 了
NeuroSky 专利技术的关注度指数及放松度指数来反映
出佩戴者当前的精神状态。 Eyeso EEGM3 头戴式无线
脑电仪还可以输出原始的脑电波信息以及不同频段的脑
电信息，可广泛应用于视频游戏开发领域、科学研究领
域、 以及其它各类需要这种全新互动用户体验的应用领
域。
ThinkGear 传感器技术

"熟悉度"指数

ThinkGear 传感器技术已广泛应

该算法测量的是对任务的学习、适

用于脑电研究。 通过放置在前额的

应和理解的相对程度。利用这个算

一个传感器以及放置在耳部的参考

法，你可以看出用户在学习及认知

电极触点进行原始脑电波数据测

过程中取得的进步，比如在打高尔

量，并通过集成芯片对关注度和放

夫或随机记忆数值时的熟练程度。

松度在内的所有数据进行处理 。

"眨眼检测与强度"指数

们可以测量到大脑神经元所发出

眨眼检测算法是输出用户眨眼时

的生物电信号的模式和频率。

的数值。数值越大，眨眼的强度就

Eyeso EEGM3 头戴式无线脑电

越大，反之亦然。

仪通过 ThinkGear 技术采集脑

信号质量检测

电波信号，放大并过滤了环境噪
音及肌肉组织运动产生的干扰转
换为数字信号。下表描述了脑电

"专注度" 指数

波的频段划分以及不同类型脑电

“专注度”指数表明了使用者精神

波所反映出的脑部精神状态。
Delta 波

沉睡,非快速动
眼睡眠,无意识
状态

Theta 波

Alpha 波
低频 Beta 波

直觉的，创造性

可用。

“集中度”水平或“注意度”水平
的强烈程度。心烦意乱、精神恍惚、
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焦虑等精神状态
都将降低专注度指数的数值。

"放松度" 指数
“放松度”指数表明了使用者精神

想象，浅睡

“平静度”水平或者“放松度”水

放松但不困倦，

平。心烦意乱、精神恍惚、焦虑、

平静，有意识地

激动不安等精神状态以及感官刺激

通过使用 Eyeso Studio 眼动及

运 动 感 觉

等都将降低放松度指数的数值。

拓展同步采集工具，研究人员可以

节律, 即轻松

"用脑量" 指数

将 Eyeso EEGM3 头戴式无线脑

此算法测量用户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据采集设备。通过成本低廉 、易

调性
思考，对于自我
和周围环境意
识清楚
高频 Beta 波

用户可基于此决定脑电信号是否

的，回忆，幻想，

又专注， 有协
中频 Beta 波

指示捕捉到的脑电信号质量好坏。

警觉， 激动

Eyeso 眼动追踪系统 www.eyeso.net
公司网站： www.braincraft.cn

大脑的相对工作量，即大脑的努力
程度。数值越高，表示用脑量越大，
以此可以对任务的难度进行评估和
调整。它还可以用来检测连续努力
工作后大脑是否已疲劳。
心拓英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技术支持邮箱：braincraft@qq.com

Eyeso Studio 软件

电仪作为眼动分析拓展的一个数
于使用的 Eyeso 眼动设备和研究
工具软件，研究人员可以拓展他们
的研究领域并且更有效地利用现
有资源。

Braincraft Technology Co. , Ltd
技术支持电话：400-806-1771

技术规格

系统组成

协同时误偏差

小于 30ms（Psyhub 时间共轴方案 专利权）

Eyeso EEGM3 头戴式无线脑电仪

1件

EEG 数据采样率

512HZ

蓝牙接收器

1件

脑电信号带宽

0.2HZ-50HZ

AAA 电池盒

1件

静电干扰防护

4kV 接触放电;8kV 空气

AAA 电池

4个

电极类型

高灵敏接触式干电极

用户手册

1件

电极数量

1EEG;1 接地电极

设备箱

1件

数据类型

时间戳

研究应用

不良信号值
原始 EEG 信号数据
认知集中值
紧张强度值
熟练度值
脑力负荷值

可用性

平面设计

广告研究

心理学

培训

游戏设计

市场研究

交通驾驶模拟

神经营销

网站开发

购物研究

电影传媒

开发应用

眨眼强度值
Delta 波（0.5-2.75HZ）
Theta 波（3.5-6.75HZ）

医学

游戏

工业控制

低通 Alpha 波（7.5-9.25HZ）

安全

家电

笔记本电脑

高通 Alpha 波（10-11.75HZ）

智能手机

信息亭

台式电脑

低通 beta 波（13-16.75HZ）

数字标牌

可穿戴设备

家电

高通 beta 波（18-29.75HZ）
低通 Gamma 波（31-39.75HZ）
高通 Gamma 波（41-49.75HZ）
无线传输

2.4GHz 无线蓝牙传输

电源供电

AAA 干电池支持 8 小时工作

重量

75g

功耗

95mA

其他

API 开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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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网站： www.braincraft.cn

心拓英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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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心拓英启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Braincraft Technology Co. , Ltd
公司网站： www.braincraft.cn

地

眼动网站： www.eyeso.net

联系电话： 400-806-1771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上地硅谷亮城 B 座 521 室
销售咨询：18810061771

联系邮箱： Braincraft@qq.com

传

QQ 咨询：2015773553

真： (8610) 5814 3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