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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森姆公司简介

SEESEM(西森姆)取自于 SEE 和 SEM综合而来，SEE 是 see，用眼睛看的意思，而

SEM是扫描电子显微镜的缩写，是一种介于透射电子显微镜和光学显微镜之间的

一种观察手段。我们取这个含义是让工业检测能够真正的实现和眼睛看一样看设

备内部，更加精准的发现微小缺陷，为客户节约成本。

SEESEM(西森姆)集合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数名从事目视检测领域 10 年以上的软

件、硬件、结构、光学等工程师的资深团队，通过多年客户服务，累积了丰厚的

产品应用及开发经验，形成了工业与民用两个领域的远超同类工业内窥镜产品，

欢迎对比成像效果、功能和价格。

近一年来，我们在中国大陆航空航天、民航、汽车制造检修、军工制造、特种设

备检验检测、市政管道桥梁、石油化工、电力（燃气、燃煤、水电和风电）、核

电、轨道交通等工业领域提供大量的工业内窥镜产品。SEESEM专注于内窥镜、

工业内窥镜、管道内窥镜、视频内窥镜、三维测量内窥镜、汽车内窥镜、高清内

窥镜、警用内窥镜等设备，为工业相关领域用户研制、生产和提供定制化解决方

案的目视检测厂家。

深圳市西森姆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先后通过全系产品 CE 认证以及 ISO9001、

ISO45001、ISO14001产品质量体系认证，SEESEM S40工业视频内窥镜是西森姆

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的工业内窥镜，产品通过管线 IP68认证、主机 IP54认证以

及整机高低温认证，SEESEM S70 高清电动触摸工业视频内窥镜是西森姆推出的

一款高品质电动工业内窥镜，产品具有大屏幕、高分辨率（1920×1200）、高精

准度（3D 测量款）等特点，其中 S40系列 1.6mm 以下管径首创 360°全方位转向，

领先全球，另外自主研发出超高清晰度的百万像素摄像头，超越进口同款摄像

头清晰度。因为专注，所以专业，SEESEM（西森姆）旨在奉献业界领先的目视

检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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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SEM（西森姆）产品证书：

SEESEM（西森姆）企业 ISO9001、ISO45001、ISO14001 认证证书：

SEESEM（西森姆）企业信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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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旨：诚信、服务、奋斗、发展

诚信：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之根本，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根本，西森姆则把

它放在第一位，任何生意都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后面才是利益，实现企业信誉

利益双丰收。

服务：我们全程服务您，客户服务是我们的一项长期的承诺。如果我们不是您亲

密的联系人，我们的经销商合作伙伴之一是。不管您是谁，作为客户，都是核心，

从售前演示到售后培训、日常维护和紧急维修都为您第一时间服务。每个区域都

有专门的人员和维修备件库存，我们有大量试用样机，因此您将享受业界长时间

和低成本的样机拥有权。

奋斗：深知不进则退的道理，努力跟上时代，不断研发更新迭代产品，坚守本心，

旨在奉献业界领先的目视检测产品。

发展：我们将每个客户视为合作伙伴，提供持续支持、长期服务和技术应用方面

的专家建议，通过反馈和研发结合，生产出客户满意的产品。



SEESEM
®

SEESEM S40系列

西森姆高清工业内窥镜
SEESEM Super HD Mega Pixel Industrial Videoscope 

（全新一代
i I.,, 

总部地址：深圳市龙岗圾田上雪工业城东区9号B栋2、 6楼整层
网址：http://www.seesem.cn
邮编：518129

• 4.3英寸WVGA (800x480)日光屏

．最高1080P工业高清摄像头

• <l>1.2mm-<l>8.3mm多种管径同机随心换

• 5000mAh可充电锥电池， 最高工作8小时＊

．探头可360
°

全方位连续导向





十字光标二维模糊测量 32G内存，可扩展至256G 图像可90°180°270°快速旋转

1.2mm

2mm

2.8mm

3.9mm

6mm

8.3mm

1.2mm到  8.3mm全管径可换 一键拍照/录像按键 黑白、负片、彩色

标配5000mAh可充电锂电池 单手可旋转360度1080P真实高清

产品优势



航空航天

用于空军、民用飞机发动机的燃烧室、压气机、飞机叶片、涡轮等核心部件内部的定期
检查和维修，以及火箭或其他飞行器、航天模具研究开发、制造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能源行业

用于核电站、风力电厂、水利电厂、火力电厂以及电力建设单位的设备检测，如对
涡轮机、集箱、管道、冷凝器管、泵、锅炉、热交换器、阀门、压力容器等重要设
备进行检查和维护。

石油化工

用于石油精炼厂的储存罐、热交换器、球罐车、管道、压力容器、钢瓶等设备或部
件的内部缺陷检测。

汽车制造

用于发动机缸体、缸盖、涡轮、变速器、排气管、阀体、泵体、控制模块、油压部
件、喷嘴等部件的质量控制及整车组装检查。

汽车后市场

用于汽修厂、4S店在汽车维修养护的过程中对发动机燃烧室、气门、喷油嘴、活塞
顶、三元催化器、蒸发箱、管路的检查。

机械制造

用于对汽车零部件、液压类、泵体阀体类、机械零部件、管路管件类，铸造产品进
行质量控制，可检测其内部夹砂，毛刺及交错孔等表面缺陷。

特检行业

用于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气瓶、石油石化储罐锅炉联箱、水冷壁及气瓶的
检查，可检测内部焊缝、裂纹、腐蚀、异物等等。

食品药机

用于食品饮料、生物发酵、制药行业中设备的制造、安装及后期维护。可检查容器、
管道焊缝形成状况及清洁度。

警用安全

用于公安、部队、检查机关、消防等单位执行防爆安检、城市反恐、海关检查、侦
查检测、生命探测等任务。

军工装备

用于导弹、军舰、潜艇、战机、装甲车辆、柴油机、炮筒、枪膛等装备制造过程中
的质量控制和日常维护保修。

应用领域

检查范围

一、内腔检查：检查零部件、原材料内腔表面裂纹、起皮、拉线、划痕、凹坑、凸起、斑点、腐蚀等缺陷。

二、装配检查：检查各零部组件是否符合图样要求，是否存在装配缺陷。

三、焊缝检查：检查焊缝表面裂纹、氧化色、未焊透及焊漏等表面缺陷。

四、多余物检查：检查部件内腔的各种金属、非金属多余物、清洗残留物、残余内屑、外来物等。

五、加工检测：检测各种机械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毛刺、损伤、翻边等缺陷。

六、状态检查：检测在役设备的运行状态、内表层状态等。



参数配置

显示屏尺寸
显示器分辨率
图像放大
LED亮度等级
辅助测噩功能
拍 、 录功能
文件格式
图像旋转
图像预览
屏幕背光亮度
输出端口
菜单语言
主机外形尺寸
包装箱外形尺寸
主机重量
探头直径（士0.1mm)
摄像头像素
观测方向
早京 ＄／木六

视场角
管线工作长度

椿雳召祯
照明方式
探头导向能力
探头单向弯曲角度
管线材质
探头材质
导向控制方式

供电方式
主机工作时间

头工作温度
藏温度

相对湿度

百占讲

标准配置

选配件
＊实验室特殊情况下测试所得数据

4.3英寸WVGA
800 * 480日光屏

支持实时5倍缩放 ， 照片回看时可9倍局部放大
前置LED�180001x, 后置200001x-1OOOOOlx 

十字光标尺
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

图片存储格式为BMP/JPEG , 录像存储格式为MP4
0° /90° /180° /270°

回看采用列表
四级可调

miniHDMI 
简体中文 、 繁体中文 、 央语 、 日语 、 韩语 、 德语 、 匐萄牙语 、 西班牙语 、

俄语 、 意大利语 、 荷兰语等十余种语言
295mm*136mm*60mm 
415mm*340mm*144mm 

0.4�Kq（含电池）
01.6 02.0 02.8 03.9 06 08 
16万 16万 16万 100万 100万 200万
直视 直视／侧视 直视／侧视 直视／侧视 直视／侧视 直视／侧视

3-60mm 3-60mm 3-60mm 3-120mm 3-120mm 10mm ~ co
100°/120° 100°/120° 100°/120° 100°/120° 100°/120° 100°/120°

1~3米 1~3米可选 1~3米可选 1~3米可选 1~10米可选 1~10米可选

前置LED照明或后置LED光纤导光 ， 手动9级调节

360°全方位连续导向
5米以内�160° 士10°, 5米以上�120° 士10°

四层鸽丝编织管
钦合金

机械控制

1节21700充电捚电池
1节21700捚电池;::: 6小时

-10到50° C
-20到85°C
-20到50°c
15到90%

仪器箱 、 主机 、 管线 、 操作说明书 、 保修卡 、 合格证 、

出货清单 、 32G TF卡 、 失手绳 、 充电器 、 1米充电线 、

读卡器 、 无尘布 、 管线扎带 、 1节5000mAh21700可充
电捚电池 、 底座

磁性底座 、 伸缩杆 、 异物夹

以上是常规参数 ， 还有很多镜头参数未列举 ， 详情请来电咨询



高清，720P真实高清工业摄像头

产品优势：

单向弯曲180°，可360°连续转向

5000mAh可持续充电

锂电池，持续工作一整天

32G内存，真正图片视频无损存贮

主机可外接大屏显示器
检测清晰更高效

SEESEM��
SEESEM QS40系列

西森姆 高清汽车内窥镜
SEESEM QS40 HD Automotive Endoscope

总部地址:深圳市龙岗坂田上雪工业城东区9号B栋2,6楼整层 
网址:http://www.seesem.cn

邮编:518129

汽修神器

4.3英寸WVGA (800×480）日光屏

一键拍照录像，可延展大屏多人察看

720P高清工业摄像头，大屏更应大像素

5000mAh可充电锂电池，最高工作8小时*

单向弯曲180°，可直看气门

360°全方位连续转向，可选配清洗装置

R

在线拍照录像；
可定制批发，完全满足您的品牌要求；
管线镜头配高温预警保护装置；
可选配磁性底座，检测更高效。

检测范围：
汽车内窥镜主要用于检查汽车制造与维修、
精密机械加工制造、小型设备内的小孔径，
小缝隙的内部情况、机械齿轮零件磨损、
松动、油嘴油泵的质量检查。

中文、英文、俄文等九国语言可选。

一体化设计 探头、显示屏、插入管线、控制手柄、电池等一体化手持式设计

兼容性 可更换耗材式钨丝插入管

插入管线有效工作时长 1m

探头导向 机械式阻尼360°任意向

平直状态下插入管最大弯曲值 180°

照明类型 前置光源LED导光{LED灯寿命≥3w小时}

照度 最高照度可达18000lx

亮度等级 手动9级调节

白平衡 自动白平衡，中心重点测光图像处理技术，防止光亮物体表面过曝光

显示屏 4.3英寸WVGA日光显示屏，阳光下清晰可见

图像分辨率 1280*720

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拍、录功能

文件格式

图像预览

储存介质

设备耐久性保护装置

插入部分

可选配

菜单语言

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

图像存储为JPEG/BMP格式，录像为MP4格式
回看采用列表预览方式，预览模式下可全屏观看/删除

32G内存，最大支持256G

主机与耐磨管连接用缓冲保护装置

耐油、防腐蚀

清洗、冷却装置

主机重量 ≤0.45(含电池)

防水性 主机IP55，探头IP67

输入、输出端口 mini HDMI

摄像头
探头直径 �6±0.1mm

像素 100万像素

数字变焦 支持实时在线4倍缩放，图片回看时可8倍放大

探头材质 钛合金保护外壳

探头保护 蓝宝石镜片

景深范围 8-80mm

视场角 100°

观测方向 直视

电源技术参数
电源 单节电池21700充电锂电池，可在线充电

电压 DC5V

主机工作时间 单节电池≥6小时

操作环境
主机系统工作温度 -10到50°C

视频探头工作温度

贮藏温度

-20到60°C

-20到60°C

相对湿度 15到90%

配置

主机1台，专用仪器箱1个，读卡器1个，32G存储卡1个，
可充电锂电池1节，充电器1套，文件资料1份，防摔手带1根

可选配置

标准配置

高档仪器箱、HDMI连接线、强磁性底座。

系统

中文、英文、俄文等九国语言可选

产品参数：

三元催化器检测 汽车喷油嘴检测 汽车火花塞检测 发动机气门检测

180°

360°

其他优势：



SEESEM��
SEESEM JS40系列

 SEESEM   JS40   HD   Police   Borescope

总部地址:深圳市龙岗坂田上雪工业城东区9号B栋2,6楼整层 
网址:http://www.seesem.cn

邮编:518129

西森姆 高清 内窥镜警用

R

4.3英寸WVGA（800*480）日光屏

红外夜视/白光一键转换

实时监控/拍照录像功能

探头360°全方位连续导向   

HDMI连接大屏高清传输实时图像

声音采集功能（选配）

4.3英寸高清屏幕显示

4.3

插入管同机随心换，可在同
一机器插入不同管径的管线

4mm

6mm

可通过HDMI转大屏幕
方便实时监控讨论

同机一键转换红外和白光 超长待机最高8小时

声音采集功能
（选配）

安检排爆 车辆侦查 反恐营救 缉私缉毒

中文、英文、俄文等九国语言可选。

可更换插入管系统 红外夜视插入管系统

摄像头像素 45万像素/100万像素

红外波长

观察距离

景深 500mm-∞

探头直径

视场角 80°

观测方向 直视

照明方式 前置LED照明/后置光纤导光

照度调节

弯曲控制 机械式360°任意向弯曲

具备拍照和录像功能单向弯曲角度

管线工作长度

插入管

显示屏尺寸

数码变焦

图像锁定

数据接口

160°±10°

1.5米（可定制其他规格）

4.3英寸WVGA（800*480）日光屏

4倍放大

可对主机显示的当前图像锁定冻结

标配32G TF存储卡

钨丝编制，可自主更换管线

充电借口 Tpye-c
防护性能 管线IP67防尘防水

菜单语言选择

mini HDMI

工作时间 �单节电池工作时长≥6小时
主机尺寸 295mm*136mm*60mm

系统重量 ≤0.45kg(含电池重量）

仪器配置

软管内窥镜主机、32G TF卡、管线系统、数据线、21700充电锂电池、产品合格证、

专用仪器箱（选配：WiFi无线模块、录音模块、磁性底座、伸缩杆）

系统
白光插入管系统

白光100万

850nm 940nm

0.5-10m 0.5-5m

4mm±0.1mm、6mm±0.1mm（可定制其他规格）

9级手动调节

存储方式

保修卡、中文使用说明书

80°

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语、日语、汉语、法语、德语、

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俄语十种语言可选

8*80mm

产品优势：

产品参数：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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