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徕卡ScanStation C10 
All-in-One一体化高效扫描仪



徕卡ScanStation C10
重新定义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仪标准

很多对三维激光扫描感兴趣、并且想拓展或提升业务的机构，期待已久——希望有一款可

用于线状测量和地形测绘、同时具有更多功能、更低成本和更高生产效率的扫描仪：

“一体化设计”的ScanStation C10将在不同层面的高清晰测量中（HDS）带给您更快的

投资回报。

 所有的关键部件都集成在一个便携的测量仪器中：全视场角，高速，高精度，长距离扫描 

 仪；丰富的图形控制界面；强大的相机/摄像头；数据存储；热插拔的电池；倾斜补偿器， 

 还有更多……

 一体化的多功能设计，在应用和设站扫描时更加高效

 可通过徕卡经销合作伙伴完成一站式购买：最全面的扫描软件，多种可选的扫描仪和 

 客户支持

史无前例的多功能

 紧凑的、全视场角，准确、卓越的扫描距离，使C10在更多 

 的扫描领域和应用中具有优势

 可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使用标靶、导线测量后方交汇或自由 

 设站拼接，以及“地理参考”方法等

 无论是室内室外，无论是短距离或是长距离，更高的扫描效 

 率使得大部分工程的成本更优化合理

 机载控制面板或电脑控制

 可架设GPS和棱镜

生产效率的提升

 全景扫描效率提高10倍

 区域扫描的速度提升了数倍

 移动，设站和收站的速度更快

 标靶的定位更容易也更快

 现场检查扫描结果更容易

 与传统方法相比，节省90%的人工

有效的降低成本

 减少用户成本

 平台设计预留了升级空间

 操作界面类似于全站仪界面

 无线传输，减少了附件和维护费用

 减少返场次数





实时摄像系统，可实时多倍率缩放

快速准确选择扫描范围，快速采集

标靶数据

彩色屏幕

方便现场操作，提高了现场数据采

集的质量控制，便于现场扫描检查

高分辨率数码影像

内置全自动高分辨率数码摄像机，

提供点云色彩渲染材质 

徕卡ScanStation C10
操作界面、数据存储与电源系统的一体化

功能图标，易学易用

徕卡的机载固件提高了仪器的在线管理

能力、缩短了仪器启动时间，严格控制

了野外扫描的流程，确保了扫描质量

三维标靶流览 
确保了徕卡品质的拼接和坐标系变换

全新机载控制面板

 中文菜单

 真彩触摸屏

 操作界面类似全站仪



数据存储一体化

内置大容量存储，无需笔记本电

脑或其他第三方外置存储设备；

通过USB接口或以太网络直接传

输数据

电源系统一体化

标准全站仪电池，支持热插拔

激光对中器

标准的测量流程让ScanStation C10

更加容易使用

内置双轴补偿器

仪器具有了测量级别的导线测

量、空间后方交汇测量的功能

Smart X MirrorTM设计

仪器根据具体的参数范围条件，

自动调整以振镜方式或旋转镜面

方式进行扫描，提高了扫描效率 

高速低噪音（数据噪音）的脉冲

激光

减少了外业工作时间，提供了测

量级别的扫描距离和单点精度

与常规测量设备兼容

预留了GPS、全站仪棱镜接口



徕卡测量系统
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培训和支持

从本地化的现场使用支持，到工厂级

别的高级培训，徕卡测量系统拥有

全球资源、专业培训课程、HDS行

业专家。

徕卡测量系统多年来发展的HDS用户

网络正在发挥着强大的支持作用。每

年一度的全球用户大会、各地方的行

业研讨会都为用户提供了交流经验分

享信息的平台。

在本地化服务方面，徕卡测量系统提

供完整的软硬件备份支持、专职的激

光扫描工程师和应用专家快速响应客

户的问题和支持需求。

实时的客户关怀包

客户关怀包（CCP）确保了仪器硬件、

软件及时升级和维护。保证了客户设

备的先进性。

徕卡Cloudworx

Cloudworx是整合在CAD平台内部的激光点云插件。用户可以在自己熟悉

的平台下使用激光数据。该插件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市政工程、地形测

量、考古、工厂设计等项目。

徕卡Cloudworx是业内支持CAD平台种类最多的插件，支持的CAD平台包

括：Autodesk、Bently Microstation、PDS、PDMS等多种工业设计平台

及管理平台软件。 

更多的软件

徕卡测量系统还提供专门化的扫描数据

软件以满足不同行业的客户需求。这些

软件包括： T r u V i e w、 F o r e n s i c 

mapping、Mining等。

徕卡Cyclone & Cyclone II

该软件系列具有强大的功能集合，提供

对激光数据的全面支持。其中包含若干

个模块分别用于：数据扫描、大规模数

据管理、数据拼接、坐标系转换、海量

数据流览、模型制做、绘图、检测报告

生成、各种可提交成果的输出。 

软件：数据兼容、功能强大

对于进入激光扫描行业的组织来说，您所需要的不仅是扫描仪硬件，您还
需要软件、培训和日常的技术服务，甚至您有时候还有多种扫描仪同时工
作的需求。徕卡测量系统是三维激光扫描行业的领军者，是行业内公认的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徕卡ScanStation C10
一台扫描仪完成不同类型的工程测量

在改建工程、地形测量、制图等行
业，全面收获高清晰测量（HDS）带
来的成果。

优势

 更低的成本

 快速

 精度更高，细节更丰富

 更安全

 更少的介入性 

 更丰富的信息

 

行业应用

 设计和工程施工

 结构及设备安装质量分析

 资产调查，档案管理

 安保方案制定及刑侦法务

 会展活动场景策划

 科研教育

 电力

 隧道工程

 铁路

 建筑工程

 厂区建设规划 文化遗产 型变检测

 碰撞分析

 更快更准确的方量评估  建筑立面

 精确障碍清理

 市政工程 设备改建 数字仿真



徕卡ScanStation C10
技术参数

综述

仪器类型

紧凑型，脉冲式，带有双轴补偿的三维激
光扫描仪，拥有较高的扫描速度及测量级
精度，更广的测程和全视场角，并整合了
数码相机和激光对中器功能

用户界面 机载控制，笔记本电脑或台式电脑

数据存储 内置硬盘或外接电脑

相机 一体化高分辨率数码相机

系统性能

单次测量精度

点位
距离
角度 (水平/垂直)

6mm
4mm
60µrad / 60µrad (12"/12")

表面建模精度 2mm

标靶获取精度 2mm 

双轴补偿器
可开/关，分辨率 1"，补偿范围 +/-5'，补
偿精度1.5"

激光扫描系统

类型 脉冲式，专用芯片

颜色 绿色，波长=532nm

激光类型 (IEC 60825-1)

范围
300m @ 90%；134m @ 18%反射率 (最
短0.1m)

扫描速率 可达50,000点/秒，最大即时速率

扫描分辨率

光斑大小 4.5mm/0～50m（全宽半高基准）
7mm (基于高斯面)

点间距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完全可选；最小间隔
＜1mm，具有锁定单点测量功能

视场角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照准

360˚ (最大) 
270˚ (最大)
无视差，可变焦视频照准

扫描光学器件

基于水平基座的垂直旋转镜面；Smart 
X-Mirror™自动调整旋转和振动两种扫描模
式，优化扫描时间

数据存储容量 80GB (内置硬盘)

通讯 动态IP地址，以太网

一体化彩色数码相机 
单帧 17˚ x 17˚ 图像：400万像素（1920 x 
1920）360˚ x 270˚ 全角扫描状态，230张
照片；根据环境自动调节曝光

机载界面显示
彩色触摸屏（触摸笔）控制，真彩色图形
化显示，QVGA（320 x 240像素）

整平指示
外部圆气泡，机载和Cyclone软件显示的电
子气泡

数据传输 以太网或USB2.0接口

激光对中器

激光类别：2级(IEC 60825-1) 
对中精度：1.5mm @ 1.5m
光斑直径r：2.5mm @ 1.5m，开/关

供电

电源 15V直流输入或90～260V交流输入

功率 <50W

电池类型 内电池：锂电池；外电池：锂电池

电池接口
内电池：2块，外电池：1块（可同时使
用，支持热插拔）

电池供电时间 内电池：>3.5h (2块)，外电池：>6h (常温)

环境

工作温度 0℃到40℃ / 32˚F到104˚F

存储温度 -25℃到+65℃ / -13˚F到149˚F

光照 白天和夜晚均可工作

湿度 无冷凝

防尘/防水等级 IP54

物理尺寸

扫描仪

尺寸 (D x W x H)
重量

238mm x 358mm x 395mm / 9.4" x 14.1" x 15.6"
13kg 

内电池

尺寸 (D x W x H) 
重量

40mm x 72mm x 77mm / 1.6" x 2.8" x 3.0"
0.4kg 

外电池

尺寸 (D x W x H) 
重量

95mm x 248mm x 60mm / 3.7" x 9.8"x 2.4"
1.9kg 

交流供电单元

尺寸 (D x W x H) 
重量

85mm x 170mm x 41mm / 3.4" x 6.7"x 1.6"
0.9kg 

标准附件

仪器箱

徕卡专业基座

4块锂电池

电池充电器/交流电连接电缆，车载充电器以及菊花链式连接电缆

数据传输电缆

量高尺以及配套的支架

清洁包

Cyclone-SCAN软件

1年CCP基本关怀协议

控制器选项

真彩色触摸屏（机载扫描控制）

徕卡Cyclone SCAN软件（运行于台式电脑）

（查阅徕卡Cyclone SCAN数据表获取所有特征列表）



项目名称：新疆雪崩灾害现场调查

实施单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徕卡测量系统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使用仪器：ScanStation 2

使用软件：Cyclone      

 Cloudworx for AutoCAD

项目背景：2008年3月13日13时许，中国西气东输二线工程霍城县

境内大东沟隧道施工现场发生雪崩。现场地质环境复杂，坡面有大量

积雪，随时有垮塌的危险，常规的测量手段无法介入，同时在隧道的

南口，工程进度紧迫，需要尽快对灾后的地质条件进行评估，出具科

学全面的报告。

取得成果：为了满足地质灾害专家的需要，工作人员现场制作了灾害

地区的1:100地形图，同时对隧道的内部进行了测量，以了解雪崩对

洞体的影响。通过一天的扫描得到三套数据：地形点云（进一步可量

测各种坡度坡向数据）、危险岩体裂隙量测分组、精细的等高线地形

图，这些数据给地质专家提供了科学的决策信息。

优势比较：此次应用充分的发挥了扫描技术的非接触、高清晰的两大

特点。对于危险的滑坡洞口扫描，最大限度的缩短了在雪崩现场的测

量时间，保证了测量的安全性，同时获得了足够的点云数据。同传统

的测量手段比较，扫描点云可以精确的反映微细地貌特点，尤其在隧

道南口的测绘中，扫描点云清晰的反映了岩石的裂隙、产状等数据，

为地质专家的评判决策提供了精确的空间信息。

此次应用证明了徕卡HDS三维激光扫描技术的优越性：高效率、非接

触的扫描测量方式保证了外业采集的安全性；精确细致的点云数据保

证了测量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完整流畅的软件工具保证了成果的

现势性，特别对于此类时间要求非常紧迫的测量任务。

徕卡HDS典型应用案例
地质灾害应急



项目名称：广东台山新村沙丘遗址

实施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广州欧克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使用仪器：ScanStation 2

使用软件：Cyclone     

 Cloudworx for AutoCAD

项目背景：2009年10月，被誉为考古界“诺贝尔”奖的全

国“田野考古奖”揭晓，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的发掘——广东台

山新村沙丘遗址，问鼎“2007～2008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

奖。台山新村沙丘遗址价值非常独特，遗址保存了6个古代人

的活动面，由新石器晚期到商代，堪称研究新石器晚期海滨人

类社会和生活的一份非常理想的资料。

取得成果：考古工作者使用徕卡三维激光技术对整个古代人活

动面进行了扫描，制作了考古现场的二维剖面图和三维立体

图，把数千平方米的古代人活动面中每一块石头、陶片都绘制

成三维影像，就像三维电影里的场景。

获奖评语：首次在田野考古中使用三维激光测量，扫描精度达

毫米级，照片有立体感，也可以制作二维平面剖面图，发掘中

还特别注意资料管理的规范化，建立了全部资料的数据库，便

于查找使用，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的一段空白。

项目名称：故宫古建筑测绘

实施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使用仪器：HDS3000，HDS4500，HDS6000，  

 ScanStation2

使用软件：Cyclone     

 Cloudworx for AutoCAD

项目背景：为了保证建筑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并为维修方案提供

参考，工作人员利用徕卡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对故宫太和门、太

和殿、寿康宫、神武门、慈宁宫等重要建筑物进行了三维数字化

测量和建模，获得了用于重建建筑物的数字化档案。

取得成果：彩色数字正射影像图、大木结构NURBS、模型、

整体点云模型、三角网模型、彩色三角网仿真模型、传统的

平、立、剖面图等。

优势比较：充分利用三维激光扫描系统的非接触测量、数据获

取全面和精度高的优点，在深度和广度上为下一步修复与保护

工作提供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即使发生地震、战争等破坏活动

也能完成文物修复、文物重建等工作，并且为将来的古建筑理

论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2009年底，承担该项工作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王晏民教授

的“三维激光扫描测量建模技术研究及在故宫古建筑测绘中的

应用”成果被国家测绘局、中国测绘学会评为测绘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徕卡HDS典型应用案例
古建筑修复及考古发掘



项目名称：内蒙古赛罕塔拉苏木敖仑花钼矿土方计算

实施单位：河北中色测绘中心    

 徕卡测量系统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使用仪器：ScanStation C10

使用软件：Cyclone

项目背景：2010年7月，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赛罕塔拉苏木敖仑花钼矿进行地形测量，计算矿产开挖计

量。整个矿区需要测量作业的范围近1平方公里，落差近200

米。本项目使用ScanStation C10进行全景扫描，外业作业时间

5天，共扫描数据80余站，获取了整个矿区完整的现状数据，

点云的整体拼接精度＜5mm，完全满足土方量计算的需求。

取得成果：矿区三维模型、等高线、开挖土方量。

优势比较：与传统方法相比，本次作业充分利用了徕卡三维激

光扫描仪视角大、速度快、测程长的优势，大量节省了外业工

作时间，大大减轻了外业人员工作强度，提高了内业处理的速

度，提升了内业成果精度，增加了成果展示的形式。

徕卡HDS典型应用案例
建筑及土石方工程应用

项目名称：上海世博场馆检测

实施单位：上海辽申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科洛博（上海）数字科技顾问有限公司

使用仪器：HDS6000     

 徕卡全站仪     

 高分辨率数码相机

使用软件：Cyclone

项目背景：作为举世瞩目的盛会，上海世博会吸引了来自世界

各国来到中国上海建立、展示具有各国特色的展览馆。设计独

创、造型优美的场馆，很多三维自由造型的设计为场馆的建设

和检测带来了难度。为了确保幕墙能够按照现有主体钢结构和

幕墙主龙骨现状顺利完成安装，项目实施方采用了徕卡三维激

光扫描系统。

取得成果：现场1000m2钢结构及幕墙主龙骨的数据采集和三

维建模。

优势比较：技术人员在现场使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徕卡全站

仪、高分辨率数码相机等设备，仅花费5天时间即完成了扫描

工作。为场馆的建设在时间上、技术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完成了常规测量仪器无法完成的工作。

点云数据和三维实体模型

矿区三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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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的测量技术和服务

海克斯康，是全球领先的测量技术集团，也是全球一维、二维、三维几何与空间测量领域的领导者；为客户提

供全面而快速的技术手段以获得精准的测量数据或海量数据。海克斯康集团共有员工8,000余名，遍及35个国家和地

区。海克斯康集团的销售及服务网络遍及世界五大洲，拥有100多个分支机构。旗下汇聚测量行业各个业务领域的国

际知名品牌，能为不同类型和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从纳米级微距测量到地球空间的宏距测量等最宽泛的解决方案。

海克斯康集团在中国拥有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海克斯康测量系统（武汉）有限公司，靖江量具

有限公司，徕卡测量系统贸易有限公司（北京/上海/香港），欧达电子有限公司，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纬测量系统（武汉）有限公司等各类经营实体；拥有BROWN & SHARPE、COGNITENS、DEA、ERDAS、LEICA、

LEICA DISTO、LEITZ、M&H、NOVATEL、PC-DMIS、PREXISO、ROMER、TESA、棱环牌、思瑞（SEREIN）、中纬

（GEOMAX）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员工总数逾1,600人。产品及服务覆盖计量、测量系统和技术三大领域。借助全球

化的资源优势为全球用户提供统一而先进的计量、测量产品和技术解决方案。

徕卡测量系统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6号中国人寿大厦2002-2005室（100020）
电话：+86 10 8569 1818
传真：+86 10 8525 1836
电子信箱：beijing@leica-geosystems.com.cn

徕卡测量系统（上海）技术中心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博云路2号浦东软件园三期浦软大厦302-303室（201203）
电话：+86 21 6106 1088
传真：+86 21 6106 1008
电子信箱：shanghai@leica-geosystems.com.cn

徕卡测量系统（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鱼涌华兰路25号大昌行商业中心1701-1703室
电话：+852 2564 2299
传真：+852 2564 4199
电子信箱：lsghk@leica-geosystems.com.hk

徕卡客户呼叫中心：400 670 0058
客户短信平台：1376 150 1955
徕卡技术交流论坛：www.leica-geosystems.com.cn/bbs
公司网址：www.leica-geosystems.com.cn

徕卡Cyclone  
点云处理软件信息

HDS ScanStation 2
产品彩页

徕卡HDS6200  
产品彩页

分销合作伙伴信息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联系人：李    滨电    话：13910106639电    邮：bohe@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