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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o Glasses 头戴式眼动仪 

灵活稳健的头戴式眼动追踪系统 

▪ 可设置的瞳孔捕捉参数配合优越的瞳孔检测算法 

▪ 多种校准模式适合不同情境的使用环境 

▪ 二维标记追踪自动确定 ROI 兴趣区 

▪ 免费软件升级更新，硬件 2 年质量保证 



 

 

 

 

 

 

 

 

 

 

 

 

 

 

经济实惠的眼动仪眼镜 

 EyeSo Glasses 是一款超轻便携

且非常经济实惠的头戴式眼动追踪

系统。这款小巧的眼动仪结合专业

的眼动分析程序，用户可以实时观

察到测试者的动态视觉，在实验过

程以及实验回放中观察被试的眼动

注视情况。其经济的的价位非常适

合小规模的应用机构或者个人使

用，也适合团体部署在眼动研究方

法的教学课程，眼动学生实验室和

通用测试平台。 

准确稳定的追踪性能 

EyeSo Glasses 采用优秀眼动追

踪算法，确保其能够保持宽视场的

情况下实时捕捉眼球细微的动作。

 

可视化追踪效果显示 

    EyeSo Glasses 遥测式眼动仪通

过设定置信度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并开发出对追踪情况的可视化显示

应用，通过此应用。实验者能更好

掌握实验数据采集的情况。 

 

多种灵活的定标设置功能 

    EyeSo Glasses 遥测式眼动仪

的操作程序中含有丰富功能定标设

定： 

 屏幕标记校准 

 手动标记校准 

 自然特征校准 

 校准精确度评估 

 定标质量可视化呈现等 

 实验误差补偿设置 

 

 

灵活的二维标记 ROI 兴趣区 

    ROI 兴趣区可以通过一个或多

个二维标记确定，并被软件实时捕

捉并记录为 ROI 兴趣区。免去实验

者在实验后进行非常耗时的兴趣区

的手动绘制。 

 

EyeSo Glasses 眼动分析软件 

    EyeSo Glasses 分析软件提供眼

动数据记录和数据回放及可视化功

能，并拥有注视轨迹图、热图、AOI

兴趣区域图多种功能强大的眼动数

据分析模块。为研究人员提供基于

用户视觉行为和认知研究的综合解

决方案。 

低系统延迟 

    通过设定眼动图像与场景图像

帧的时间同步性，确保 EyeSo 

Glasses 具备较高的时间精度和较低

的系统延迟。 

 EyeSo Glasses 头戴式眼动仪灵活强大兼具高实用价

值。通过优秀的眼动追踪算法，准确稳定的采集到眼动

数据。结合多种定标和 ROI 兴趣区的设定方式，可方便

的满足主测者的实验需求，并通过眼动分析软件进行对

数据可视化呈现和分析。 

EyeSo Glasses 

头戴式眼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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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技术参数 

型号 ED100（双眼标准） ED100H（双眼高配） EG100（单眼标准） EG100H（单眼高配） 

协同时误偏差 小于 30ms （Psyhub 时间共轴方案 专利权） 

单/双眼追踪： 双眼追踪 单眼追踪 

眼动采样率： 30fps/50fps/100fps 

眼动准确度： 0.5° 

眼动精确度： 0.08° 

瞳孔直径评估： 2D 平面计算、3D 透视计算 

追踪方式： 红外暗瞳追踪 

追踪算法： 2D 眼球评估、3D 眼球评估 

瞳孔识别： 瞳孔边缘识别、ROI 区域识别、图像密度识别 

数据置信度阈限： 可调 

眨眼追踪恢复： 立即恢复 

监视/记录瞳孔图像： 是 

场景摄像头镜头： Carl Zeiss 卡尔蔡司光学玻璃镜头 

自动对焦： 是 

场景摄像采样率/最大分辨率： 30fps / FULL HD 1920×1080p 

场景摄像头类型： 广角无畸变镜头，畸变率小于 1.2° 

场景摄像可见范围： 93° 

水平/垂直可见范围： 83°/ 52° 

主机类型： 背带便携式 

主机存储容量： 128G 480G 128G 480G 

主机内置蓝牙/网卡： 4.0 Bluetooth /支持 IEEE 802.11a/n/ac 

主机普通无线操作距离： 20m 

主机拓展无线操作距离： N/A 100m N/A 100m 

主机通过互联网操作距离： 允许任何接入互联网位置远程操作 

主机电池使用时间： 2.5 小时（每节备用电池可增加 1.5 小时） 

主机备用电池： 2 节，无需关机更换 4 节，无需关机更换 2 节，无需关机更换 4 节，无需关机更换 

眼动校准方式： 1/9 点屏幕或投影标记校准、手持实物标记校准、自然特征校准、校准结果可视化评估 

兴趣区自动标记： ArUco 二维码自动标记，兴趣区记录时前/记录后自动识别，动态追踪 

记录数据类型： 时间戳、2D 眼动数据、3D 眼动数据、瞳孔直径，数据置信度、瞳孔视频、场景视频、场景音频 

眼动测试实验软件： 具备完整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功能（软件著作权证） 

数据格式： CSV 文件，PNG 文件、MP4 文件及 WAV 文件 

可视化分析： 眼动数据轨迹，注视点轨迹，扫视路径，透视图、兴趣区热点图 

视差偏移校正： 手动校正 

移动监控笔记本 无 预装 Eyeso Studio 并可使用其全部眼动统计指标，可对眼动

系统进行远程操作，详细功能参见 Eyeso Studio 软件说明 

无 预装 Eyeso Studio 并可使用其全部眼动统计指标，可对眼动

系统进行远程操作，详细功能参见 Eyeso Studio 软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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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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上地硅谷亮城 B 座 521 室 

眼动网站：  www.eyeso.net          联系电话： 400-806-1771      销售咨询：18810061771 

联系邮箱：  braincraft@qq.com      传    真： (8610) 5814 3919   QQ 咨询：2015773553 

 

学术科研支持 

    心拓英启科技不仅仅开发和革新眼动系统而且把

眼动追踪技术的传播与应用作为重要目标。除了与美国

EyeTech 公司合作，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开发出包括 Ex60、

Ec60 等不同类型的眼动系统，广泛应用在各种的研究领

域。与众多研究者一起的合作让我们对眼动研究的范式

及数据理解积累了经验。同时我们也开始向用户提供更

加细致和全面的产品技术支持和在线培训。 

    与心拓英启科技一起，您将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套优

秀的眼动追踪系统，而且您将获得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专

家的智慧和视野。 

专注实验技术 

      我们关注于现代心理科学研究流程中研究范式、实

验设计、刺激呈现、被试管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

处理挖掘和论文发表等各个环节。并致力于向用户提供

心理科学实证研究所需的高效易用的先进设备、软件及

分析算法和整体解决方案。  

眼动配件 

Eyeso Glasses 头戴式眼动仪 1 件 

Eyeso Glasses 主机含配件 1 台 

主机备用电池 2 件 

主机备用电池充电器 1 件 

专用主机背包 1 件 

设备箱 1 件 

手持标定器 1 件 

手持定标板 2 件 

ArUco 二维码标记贴纸 4 套 

无线中继站 1 个 

无线中继站 UPS 电源 1 个 

用户手册 1 件 

  

※ED100H 及 EG100H 额外含有 

移动监控笔记本 1 台 

Eyeso Studio 眼动追踪实验系统 1 套 

拓展无线模块 1 套 

主机备用电池 2 件 

 

研究应用 

可用性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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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研究 购物研究 电影传媒 

交互式公共展示 

科技馆 零售业展示 机场 

博物馆 展销会 数字标牌 

企业活动 商场 广告亭 

开发应用 

医学 游戏 工业控制 

安全 家电 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 信息亭 台式电脑 

数字标牌 可穿戴设备 家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