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擴充更多內視鏡功能 新

• 強化立體測量實用性 新

卓越畫質
可攜式視頻內視鏡

工業視頻內視鏡

IPLEX RX/ IPLEX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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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進階功能
•  強化後的立體測量*2可檢查任何物件

• PDF 顯示功能*1，提高檢查工作的效率

• 從內視鏡檢查到報表製作， InHelp 圖像檢驗輔助軟體簡化
了所有流程

影像清晰的內視鏡
IPLEX RX 與 IPLEX RT 採用可攜式設計，不僅使用方便，更提供無與倫比的畫質。 
此款內視鏡是對品質不容妥協且要求精準的檢測人員之理想首選。

超凡畫質
• 亮度最高且畫質最銳利

• 以高畫質錄製影像及影片

• 擴充影像調整能力*，以達到影像最佳化檢查

• 6.5 吋大型監視器

操作簡便
• 體積小巧，方便攜帶，在任何地方皆可舒適操作

• 多樣的內視鏡功能可對應各種檢測上的需求

• 採用 TrueFeel 與 Tapered Flex 技術，提供絕佳 
的舒適性操控

• 介面直觀，操控快速

堅固耐用
• 耐受型系統，與 ML-STD 和 IP55 兼容

• 高耐用性插入管，具備抗壓耐磨的特性

• 插入管可承受 100 ºC 的高溫，具溫度警報功能*1

IPLEX RX 可在雨水的環境下使用 IPLEX RX 監視器可於檢查期間顯示手動 PDF

*1. 僅限於 IPLEX RX
*2. IPLEX RX 之可選功能

燃燒室呈現銳利且明亮的畫質 肩背帶設計方便操控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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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應用

超凡畫質 
強化檢查品質

打造最佳畫質
IPLEX RX 與 RT 結合我們內視鏡的最佳畫質。獨創的 
PulsarPic 影像處理器降低雜訊，使影像更銳利，呈現 
超凡卓越的高解析度畫質。

IPLEX RX 與 RT 忠實且明亮的呈現表面極小瑕疵，銳利
且清晰的影像提供準確可靠的偵測效果。

全新照明系統，亮度增加 2 倍
IPLEX RX 與 RT 搭載全新 LED 照明系統，可提供高於 
傳統內視鏡兩倍的亮度，而動態式光輸出調整則可在進行
金屬或反射表面的檢測時降低光暈。

PulsarPic 影像處理器能以智慧模式與我們的照明系統互
動，帶來最佳化的光源，使功能精進，創造極致清晰且銳利
的影像。

渦輪機葉片 風力發電機組齒輪箱

燃燒室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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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的靜態影像與動態影像
IPLEX RX 與 RT 可將檢查的影像以 JPEG 靜態影像及 
MPEG-4 影片格式記錄到可移除的 USB 隨身碟中。

記錄的影像與影片畫質更精進，透過我們免費的影像管理
軟體 InHelp 檢視器，無論在作業現場或辦公室，都能提
供精準的影像診斷。

超大螢幕提供簡易而精準的檢查
體積小巧的 IPLEX RX 與 RT 採用 6.5 吋監視器。在適當
的檢測距離下，透過大型螢幕便能清楚顯示微小瑕疵，幫
助您輕鬆檢視。

漸層式最佳化影像
IPLEX RX 搭載獨一無二的影像處理功能 WiDER，能突
顯色彩最深的區域，而不犧牲較亮區域的細節。此創新技
術可提供大範圍區域，甚至是高反射區域最佳化的檢查。

此外，IPLEX RX 具備可調清晰度與色彩功能，可以視 
物件與應用方式創造最佳化的影像。

清晰度：等級 -1/ 顏色：標準/一般增益設定 清晰度：等級 2 / 顏色：鮮豔/ WiDER 增益設定

傳統的內視鏡

IPLEX RX/RT: 大 44% 

影像大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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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簡便 
適用於所有遠端視覺檢查

輕巧便攜的設計
IPLEX RX 與 RT 僅重 2.9 公斤，採用續航力達兩小時的
鋰電池。輕巧與便攜的設計讓 IPLEX RX 與 RT 運送到檢
測地點更為便利，也能輕鬆攜帶至難以進入的地點。

以最佳風格達成舒適的檢測方式
IPLEX RX 與 RT 的多用途設計為任何使用者帶來極為
舒適的使用方式。螢幕的樞軸把手在檢測時可變換為支
架，讓使用者將視訊內視鏡放至任何最加檢視距離與角
度。IPLEX RX 與 RT 的影片輸出功能可讓檢測以群組進

行，或者連接外接螢幕自遠端監控。除此之外，IPLEX 
RX 與 RT 也可以肩背方式攜帶或與三腳架連接。

IPLEX RX 使用肩背帶攀爬階梯

兩個操作者可透過連接至 IPLEX RX 的外接顯示器共享同一個檢測影像來進行遠
端觀測

輕巧簡潔的設計可以單手拿取

IPLEX RX 可利用其樞軸把手放置於表面來調正影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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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控制器讓快速存取按鈕只要輕輕一按即可進行 14 種功能操作 IPLEX RX 的直觀功能表層疊顯示影像選項

TrueFeel 鉸接提供遠端內視鏡精確與可控制的曲折度

順暢且精確的觀測目標方式
效能提升的 TrueFeel 鉸接控制器利用輕觸操作，採用精
確且快速的內視鏡端，在精密的路徑中達到順暢的內視導
覽效果。此外，插入管採用獨特的 Tapered Flex 設計，最
佳化內視鏡的強度與彈性，達成絕佳內視鏡操作性。

多樣化的內視鏡功能
IPLEX 與 RT 提供多種內視鏡，讓您可以依照工作選擇最
適合的內視鏡。有直徑 4.0 mm 到 6.0 mm，長度 2 m 到 
7.5 m 的內視鏡可供選擇變化。

快速且簡易的操作
最普遍的操作如內視鏡鉸接、影像調整與錄影皆可按下超
輕量把手上專用的 快速存取按鈕來啟動。IPLEX RX 與 
RT 的功能表設定便於使用且可快速操作。

直觀的功能表圖示
所有 IPLEX RX 與 RT 的功能皆以簡單易懂的圖示顯示。
檢測者可直覺地辨識功能表並有效率地操作想要的功能或
設定。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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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 陽光 灰塵

堅固耐用 
確保在嚴峻環境中操作的可靠性能

操作不受天氣影響
IPLEX RX 與 RT 符合國際認定的軍用標準 (MIL-STD-
810G 以及 MIL-STD-461F)* 與 IP55，通過各種嚴峻環境
測試，例如暴雨／灰塵、高濕度與冰雨等天氣情況。此
外，日間檢視螢幕採用低反光功能，即是在強光下也能清
晰顯示影像。

堅固機身
IPLEX RX 與 RT 通過衝擊測試，包括震動與自 1.2 米高
度的掉落測試。

強悍系統符合軍用標準，可抵抗嚴苛的使用方式並確保在
嚴峻環境中的可靠操作。

高耐用度插入管
操作者通常需要在擁有粗糙或尖銳表面的狹窄路徑中檢
測物體。IPLEX RX 與 RT 採用抗衝擊與抗磨損設計，且
以經特殊處理的堅固鎢編線材包覆。

此外，IPLEX RX 的插入管耐高溫特性可達 100 ºC。內建
高溫感應器會在過熱時發出嗶聲並顯示視覺警示。

經特殊處理的鎢邊線材

*MIL-STD 標準詳細資訊請參閱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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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測量增加檢測可靠性*
我們先進的立體測量技術只要簡單操作就能從各種角度測
量瑕疵。新式的畫面轉換功能可由清楚單一的瑕疵觀測大
畫面快速轉換至立體測量模式畫面。

IPLEX RX 具備我們獨有的 Spot-Ranging 功能，是業內
唯一能即時測量末端到物件之間距離的工具，它可以讓內
視鏡末端抵達物件的最佳觀測位置。操作人員可以很容易
確定末端是否足夠近，第一次試測時即可計算出最精確的
測量結果。

說明手冊顯示
IPLEX RX 擁有可顯示 PDF 文件的功能。不需再另外對
照紙本檢測手冊與檢測出的影像，可同時在 IPLEX RX  
螢幕上看到兩個內容對照。此獨特功能可提升檢測速度與
效率。

InHelp 圖像檢驗輔助軟體
InHelp，多樣化選擇的檢測數據管理和客製化報表製作軟
體讓 IPLEX RX 與 IPLEX RT 工業內視鏡的檢查方式更加
流暢。此軟體簡化了內視鏡檢查流程，大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組織化的圖檔儲存功能讓了 IPLEX RX 與 IPLEX 
RT 檢查的電腦輸出報表製作操作簡單且內容詳細。

進階功能 
提供出色檢測準確度與工作效率

檢測出的影像與 PDF 文件對照顯示

立體聲測量科技原則以 IPLEX RX 立體聲測量功能達成的深度測量

新

有可使用的
無線區域網路*

*由 Toshiba FlashAir 無線區域網卡 
  確認

* IPLEX RX 之可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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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LEX RX/RT 特性與規格

內視鏡變數

IPLEX RX 型號 IV9420RX IV9435RX IV9620RX IV9635RX IV9650RX IV9675RX
IPLEX RT 型號 IV9420RT IV9435RT IV9620RT IV9635RT IV9650RT IV9675RT
內視鏡直徑 φ4.0 mm φ6.0 mm
內視鏡長度 2.0 m 3.5 m 2.0 m 3.5 m 5.0 m 7.5 m

外部結構 高耐用性的鎢質編織管

管的撓性 常規剛性
獨特伸入管（Tapered Flex）設計結合特殊的硬度及先端部柔軟度的特性， 

增加操作靈活性。

鉸接角
上/下/左/右 130° 130° 150° 130° 120° 100°

系統近似重量（含電池） 2.9 kg 3.0 kg 3.1 kg 3.2 kg 3.3 kg 3.5 kg

IPLEX RX IPLEX RT
插入管

鉸接彎曲機制 採用電動輔助、手動鉸接方式的改良式 TrueFeel 內視鏡末端鉸接機構

溫度感應器 兩級高溫警告指示燈 無

照明 超高亮度 LED 燈

光學末端配接器鎖定機制 雙螺旋結構，O 型環密封

手持控制單元

外形尺寸（寬 x 深 x 高） 365 mm x 93 mm x 192 mm
重量 約 1.0 kg

快速存取按鈕：
以下功能在手持控制單元上有專用的快速存取按鈕、桿或操縱桿：Scope articulation control（鏡頭鉸接
控制）、Image controls（影像控制）、Record Still/Video（記錄靜態影像/視頻）、Menu Access（選單
存取）

基本單元

外形尺寸（寬 x 深 x 高）
227 mm x 64 mm x 189 mm
最大尺寸： 239 mm x 99 mm x 215 mm

LCD 監視器 6.5 英寸強光投影式 LCD，防反光型

電源
電池：10.8 V 標準電壓。約120分鐘操作時間 。
AC 電源變壓器：100 V 至 240 V，50/60 Hz（附帶的 AC 變壓器）

影片輸出標準 VGA
USB 接口 2.0 版標準接口

軟體操作

影像操作 5 倍數碼變焦，10 級亮度控制

增益控制
3 級可調增益控制，採用專有的 WiDER 亮度等級平衡
技術 無

尖銳度控制 4 級可調尖銳度控制 無

飽和度控制 3 級可調色彩飽和度控制 無

顯示文字選項 30 字符標題顯示

記錄管理功能

記錄媒體 USB 閃存記憶體（1 GB 標準，與推薦的 USB 閃存設備相容）

疊加 可選擇的 30 字符標題，帶日期、時間和系統設定

縮略圖影像顯示 記錄的影像可作為縮略圖顯示

靜態影像記錄

解析度 - H768 x V576（像素）

記錄格式 - JPEG壓縮格式

單個影像尺寸 - 約 300 KB（每 1 GB 記憶體約記錄 3400 張影像）

視頻記錄

解析度 - H640 × V480（像素）

記錄格式 - AVI MPEG-4 格式， 可以在 Windows Media Player 上播放。

單個影像尺寸 - 每秒約 500 KB（每 1 GB 記憶體約記錄 30 分鐘）

立體測量功能 - IPLEX RX 之可選功能*
距離 兩點之間的距離

點到線 點與使用者自定義的線之間的垂直距離

深度 點與使用者自定義的平面之間的直交深度/高度

面積/線 多個點的周長和面積的測量。

*透過升級 IPLEX RX 即可使用立體測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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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末端配接器的規格

MIL-STD 符合性

操作環境性能已通過下列 MIL-STD-810G 與 MIL-STD-461F 的確認。 
無論任何情況下皆未提供零損害保固。請詢問 Olympus 業務代表以瞭解詳情。

類型 方法

震動 MIL-STD-810G，方法 514.6，程式 I（常規震動測試）

碰撞 MIL-STD-810G，方法 516.6，程式 IV（運輸墜落測試）

防水 MIL-STD-810G，方法 506.5，程式 I（雨淋和噴雨測試）

防潮 MIL-STD-810G，方法 507.5

鹽霧 MIL-STD-810G，方法 509.5

沙塵 MIL-STD-810G，方法 510.5，程式 I（吹塵測試）

結冰/凍雨 MIL-STD-810G，方法 521.3

電磁干擾（EMI）* MIL-STD-461F，RS103（非金屬艙上條件下的輻射耐受性測試）

爆炸性氣體 MIL-STD-810G，方法 511.5，程式 I（爆炸性氣體中的操作測試）

* 扣除 IV9650RX, IV9650RT, IV9675RX, IV9675RT 系列

操作環境

操作溫度

插入管

空氣中：  –25 ºC 到 100 ºC IPLEX RX 
–25 ºC 到 80 ºC PLEX RT

水中： 10 ºC 到 30 ºC 

上述部件以外的其他部件
空氣中：–10 ºC  到 40 ºC（使用電池）
0 ºC 到 40 ºC（使用 AC 變壓器）

相對濕度 所有部件 15 % 到 90 %

防液體 所有部件 可以暴露於機油、輕油或 5% 鹽溶液。

防水
插入管

耐水壓性：
IV94 系列 — 達 3.5 m 等效深度
IV96 系列 — 達 7.5 m 等效深度

上述部件以外的其他部件 在噴雨情況下可以操作（須關閉電池盒）。 不能在水中操作。

光學末端配接器變數

6.0 MM 檢視型末端配接器

AT40D-
IV96

AT80D/
NF-IV96

AT80D/
FF-IV96

AT120D/
NF-IV96

AT120D/
FF-IV96

AT80S-
IV96

AT120S/
NF-IV96

AT120S/
FF-IV96

光學系統

視野 40º 80º 120º 80º 120º

視野方向 前 側

視野深度*1 200 到 ∞ 
mm 9 到 ∞ mm 35 到 ∞ 

mm
2 到 200 

mm
19 到 ∞ 

mm
15 到 ∞ 

mm 1 到 25 mm 3 到 ∞ mm

頂端
外徑*2 φ6.0 mm

頂端*3 18.4 mm 18.9 mm 18.8 mm 18.9 mm 18.8 mm 24.2 mm

4.0 MM 檢視型末端配接器 立體末端配接器 (4.0MM 與 6.0MM)

AT80D/
FF-IV94

AT120D/
NF-IV94

AT120D/
FF-IV94

AT100S/
NF-IV94

AT100S/
FF-IV94

AT50D/ 
50D-IV94

AT50S/ 
50S-IV94

AT60D/ 
60D-IV96

AT60S/ 
60S-IV96

光學系統

視野 80º 120º 100º 50º/50º 60º/60º

視野方向 前 側 前/前 側/側 前/前 側/側

視野深度*1 35 到 ∞ 
mm

2 到 200 
mm

17 到 ∞ 
mm

2 到 15 
mm

8 到 ∞ 
mm

5 到 ∞ 
mm

4 到 ∞ 
mm

5 到 ∞ 
mm

4 到 ∞ 
mm

頂端
外徑*2 φ4.0 mm φ4.0 mm φ6.0 mm

頂端*3 19.0 mm 21.7 mm 24.3 mm 28.4 mm 24.9 mm 31.3 mm

*1. 表示末端配接器的最佳焦距。 
*2. 將配接器安裝到內視鏡上時，可以將其插入 φ4.0 mm 或 φ6.0 mm 的孔。 
*3. 表示安裝時內視鏡頂端剛性部分的長度。



鋰電池 
NC2040NO29
充電器  
CH5000C CH5000C（美國制式）/  
CH5000X （歐洲制式）
電池可提供長時間操作所需的電量。

AC 電源變壓器
IPLEX LX 與 IPLEX LT 可用附帶的 AC 電源變壓器或
電池來操作。

供 6.0 mm 直徑長內視鏡所用的導管* 
(適用於長度5.0m或7.5m的插入管) 
可保護內視鏡並協助順利進入管道。

* 跟單訂作

剛性套管組
MAJ-1253 （適用於 6.0 mm 插入管）
MAJ-1737 （適用於 4.0 mm 插入管）
成組剛性套管可用於 6.0 mm 和 4.0 mm 內視鏡。 
每組中包含三個長度分別為 250 mm、340 mm 和 
450 mm 的剛性套管。

光學末端配接器
IPLEX RX 與 IPLEX RT 配備有種類繁多的末端配接
器，可以滿足任何光學應用的需要。

IPLEX_RX_RT_A4_201403_Asia P/N: B386NBE-102014-ASIA-ZH-hant Rev.A

* 所有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該產品係專為工業環境設計，符合 EMC 效能。若於居住環境使用，可能會影響環
境中的其他裝置。
所有品牌皆為其各自所有者及第三方實體的註冊商標或商標。
Copyright © 2014 Olympus Corporationwww.olympus-ims.com

已取得 ISO 9001/ISO14001 認證。

有關查詢，請聯繫： 
www.olympus-ims.com/contact-us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