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短程 / 中程 / 远程三种型号可选

● 独创扫描棱镜技术和测站后视法扫描功能

● 360°全圆扫描，简单方便图形化的机载软件

● 五种扫描模式，满足各种不同应用需求

● 内置广角 / 长焦双数码相机

● 自动量取仪器高，SD 卡记录数据

● "Precise Scan Technology II" 高质量点云抑噪技术

● 测距精度高达 3.5mm/150m

● 简单智能的高精度点云拼接方法

● ScanMaster 软件高效处理海量点云

高精度、多功能、智能化的
完美统一

GLS-2000 系列
三维激光扫描仪



广角相机

长焦相机

广角 / 长焦双数码相机
GLS-2000 配备了两个数码相机，一个是视
场角为 170°五百万像素的广角相机，另一
个是视场角为 8.9°同轴的五百万像素长焦
相机。广角相机可以快速获取周围的影像
数据，长焦相机则可以拍摄到目标物的详
细信息。

支持多种点云拼接方式

• 连接点法
• 测站后视法
• 形状匹配法

GLS-2000 支持多种点云拼接方法。针对各
种不同的扫描现场情况，都可以简单快速准
确地完成多个测站之间点云数据的拼接。

简单方便图形化的机载软件
GLS-2000 可以直接在仪器上进行扫描操
作，无需连接 PC 电脑或野外手簿。其彩色
图形化的机载软件操作简单方便，可将扫
描数据直接记录到 SD 卡中，使得野外扫描
作业轻松高效。

360°全圆扫描
GLS-2000 具备水平 360°和垂直 270°的全
范围扫描能力，可以轻松获取较难获取的点
云数据，例如建筑物内部、桥下跨梁、高塔
等物体。GLS-2000 这一超强的能力可以满
足各种工程项目的需求。
GLS-2000 还具有自定义扫描区域、自定义
扫描密度等功能。

世界上首款 “自动量高” 扫描仪
GLS-2000 配备了独特的自动量取仪器高的
功能，只需轻轻一按键就可以精确地测量
仪器高，极大地提高了点云数据的测量精
度。

两种激光等级可选 （3R 级激光或
1M 级激光）
GLS-2000 配备 3R 级和 1M 级两种不同功
率的激光。根据不同现场的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激光等级，进行安全、高效的扫
描作业。

多种功能，提供简单、稳定和安全的作业方式

应用范围覆盖所有 BIM （建筑信息模型） 领域



短程型

中程型

远程型

速度、精度、测程的均衡搭配，达到扫描作业
的最佳效率

高效的扫描理念、更快的扫描速度

点云间隔（10m 处） 扫描时间 *
25mm 大约 55 秒

12.5mm 大约 1 分 50 秒
6.3mm 大约 6 分 55 秒

* 高速模式

更快速、更精确的脉冲法测量技术

高速扫描极大地提高作业效率

脉冲法测量技术提供高质量低噪声的点云
数据，Topcon 采用“超高速直接采样技术”
进一步增强了脉冲法测量技术的细分处理，
从而达到更快速、更精确的测量要求。

GLS-2000 实现了高速激光扫描，其快速
稳定高效的扫描性能贯穿于整个工程项目
的始末，极大地提高整个工程项目的生产
力和效率。

三种型号可选 , 满足您的不同需求

GLS-2000 提供三种可选的型号，满足
您不同的需求 ：
• 短程 ：GLS-2000(S)，130m
• 中程 ：GLS-2000(M)，350m
• 远程 ：GLS-2000(L)，500m
例如，工厂和室内项目可选择短程型的
GLS-2000(S)，道路扫描和滑坡监测项
目可选择远程型的 GLS-2000(L)。

Precise Scan Technology II 技术

五种扫描模式

Precise Scan Technology II 高质量点云
抑噪技术极大地改进了点云数据的质量，
提高了点云数据的性噪比和精度，简化了
点云数据处理的工作量。

GLS-2000 提供了 ：长距模式、近景模式、
高清模式、高速模式、安全模式等共五种
不同测程的扫描模式。在任何扫描环境下，
它都能够快速、高效、准确地完成扫描作
业任务。



道路现状扫描、滑坡监测

体积测量

古建筑 / 文化遗产保护

GLS-2000 能够高效快速地扫描获取道路现状数据，精确地显示道
路表面的凹凸状况，为道路维护提供数据依据。对于滑坡监测，高
精度的 3D 扫描数据可以有效地监测到滑坡体表面的形变和裂缝程
度，并及时发出预警信号。

体积量测在土地管理、矿山开采、垃圾填埋和土方测量等领域是必
不可少的。GLS-2000 的非接触式扫描观测使操作者在工作中能够
远离危险的施工现场，在安全的距离下对目标进行扫描测量。高密
度的点云数据可以用来计算任意物体的体积并获得高精度的计算结
果，扫描获取的 3D 数据还可以生成任意点的横断面。

激光扫描仪的非接触式扫描观测功能，可以在不损坏文物的前提下，
快速获取文物的 3D 数据，并生成 3D 模型，制作 2D 平面图和剖
面图，实现了文物的维修、存储、存档和浏览的数字化。

* 指潮湿、有积水或者反射率很低的物体表面。

扫描模式 不同扫描模式可测量的参考对象
高清模式 高清晰物体 , 考古遗址 , 古建筑物等等
高速模式 事故调查 , 灾害预警 , 短期工程项目等
安全模式 步行街、激光敏感区域等
长距模式 高大的建筑物，大型建筑工地 , 体积测量等
近景模式 低反射率物体 *

三种型号的仪器和五种可选的扫描模式

反射率 9% 18% 90%

短程
GLS-2000(S)

40m
（高清模式）

90m
（高速模式 / 安全模式）

130m
（高速模式 / 安全模式）

中程
GLS-2000(M)

40m
（高清模式）

150m
（长距模式）

350m
（长距模式）

远程
GLS-2000(L)

40m
（高清模式）

210m
（长距模式）

500m
（长距模式）



大型结构件扫描观测

隧道监测

室内设施的扫描建模

BIM （建筑信息模型）

扫描数据可以早期及时检测到大型结构件（如：桥梁、塔、堤坝等）
的恶化区域，有助于进行维修和加固。3D 数据可以用来量测损坏
区域几何形状和尺寸，计算维修所需材料的体积。周期性的定期扫
描监测是防止大型结构件坍塌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GLS-2000 可以在短时间内扫描获取隧道表面的 3D 数据，即便是
非常复杂的表面依然可以毫不费力的制作成表面模型。隧道表面的
变形监测可以确保隧道在建设和使用中的安全。

GLS-2000 可以在不影响设备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快速扫描采集到高
精度的 3D 点云数据，生成管网线路或者设备的 3D 模型，用于工
厂设备的改扩建和搬迁。GLS-2000 提供了近景模式的扫描方法，
采用低功耗的 1M 级激光，可以在那些激光受限制的区域进行正
常的扫描作业。

GLS-2000 是 BIM 最理想的数据采集工具，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建
筑设计和施工。基于三维点云 , 建筑师可以很容易地设计建筑模型；
对已竣工的建筑进行扫描，获得的三维点云数据可以用于将来的维
修管理。

GLS-2000 应用领域广泛



测站点 1 测站点 2测站点 后视点

标靶 / 棱镜

1 2

1+2

测站后视法 连接点法

全新的形状匹配法GLS-2000 采用全站仪式的外业作业模式，为多个测站间点云数据的
拼接提供了 ：连接点法、测站后视法、形状匹配法等多种有效的拼接
方法。

ScanMaster 软件具有强大的 3D 点云数据处理功能，可以自动处理海
量的点云数据，并控制仪器自动扫描观测，极大地提高了扫描作业的
内外业效率。

自动区域数据提取可以快速分离区域数据和噪声点，极大地提高了
去噪的效率。

点云拼接操作（将两组不同测站的点云数据拼接到一起）是
通过识别公共标靶或者不同测站点云数据的公共表面形状进
行自动的系统转换拼接操作。

GLS-2000 支持多种数据格式的导出，如 TXT、DWG、DXF，并新
增加了 ATSM E57 格式。这些数据格式可供 CAD 和其他的软件做进
一步的处理。

简  单

简  单

数据获取

快速去除噪声点

进入 AutoCAD

数据导出

点云拼接

高  精  度 高  精  度

远距离和复杂地物形状扫描的高精度拼接方法。

多站扫描数据的简单高效拼接方法。

多站扫描数据的高精度拼接方法。

VGA 彩色触摸屏

可拆卸手柄

可拆卸电池

SD 卡槽

ScanMaster 软件 ：扫描数据和 CAD 无缝衔接

支持多种点云数据拼接方法

ScanMaster 视图窗口和 AutoCAD 视图窗口同步显示，极大地简
化了 2D 和 3D 图形的制作。同时，AutoCAD 可以直接调用 GLS-
2000 扫描的正射影像或
者全景影像数据作为视
图的背景，使得数据处
理更加简单准确。

连接点法 测站后视法 形状匹配法
标靶设置 必须 ( 多个 ) 必须 (1 个 ) 不需要
位置信息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工作时间 标准 快速 快速
拼接精度 高 高 标准

* 需要扫描多个标靶



直接采样

快

3
倍

直接采样
触发脉冲

回波信号

Precise Scan Technology II 技术示意图

直接采样

Precise Scan Technology II 技术上一代产品的技术

GLS-2000 改进的脉冲信号发射速度是上一代产品的 3 倍。快速的脉
冲信号产生低噪声的波形，通过脉冲信号探测技术精确地计算出脉冲
信号飞行的时间，从而获得高精度的测量数据。

GLS-2000 采用超高速的模拟 - 数字转换器，配合全新开发的直接采
样技术，保证了在脉冲发射过程中精确识别和提取低噪声的脉冲信号，
获得最佳的 3D 点云扫描数据。

如左图所示的扫描现场，仪器发射的脉冲信号遇到前方物体的反射会
形成第一次回波信号，该脉冲信号的一部分继续前行，会遇到后方物
体的反射形成第二次回波信号，直至形成最后一次回波信号，这些混
合的多次回波信号均会被仪器接收到。GLS-2000 可以识别出“第一次
回波信号”和“最后一次回波信号”，用户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作为测
量的最终结果。

Topcon 的这一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扫描的效率，较好地解决了被测物体
前方有树木或者栅栏等障碍物时扫描问题。

触发脉冲 第一次回波信号 第二次回波信号 最后一次回波信号

广角相机 长焦相机

VGA 彩色触摸屏

可拆卸手柄

可拆卸电池

SD 卡槽

机载软件

Precise Scan Technology II 技术 ：高精度、高速度 !

第一次回波信号 / 最后一次回波信号的选择

Precise Scan Technology II 技术实现了扫描观测的高精度和高速度。

仪器的主要特征



技 术 指 标

*1：因气象条件和大气稳定性等外界条件的变化有所差异。      *2：近景模式的扫描速度取决于实际条件。

扫描单元
扫描模式 高清模式 高速模式 安全模式 长距模式 近景模式
扫描速度 *2 （每秒最大点数） 120,000 120,000 48,000 60,000 -
激光等级 3R 1 3R
激光 1064nm
扫描分辨率

光斑大小 Ø ≦ 4mm Ø ≦ 11mm
1 ~ 20m 1 ~ 150m

最大点数 H:20,268 点 / 线 (360° )  V:15,202 点 / 线 (270° ) 
视场角 H:360° / V:270° 
角度精度 H: 6” / V: 6”

距离精度 3.5mm ( ) 3.5 mm ( ) 4.0mm ( ) 3.5mm ( ) 3.5mm ( )
1 ~ 90m 1 ~ 110m 1 ~ 110m 1 ~ 150m 1 ~ 40m

表面精度 2.0mm ( )
1 ~ 90m 1 ~ 110m 1 ~ 110m 1 ~ 150m 1 ~ 40m

仪器高测量
测量范围 0.3 ~ 2.0m
测量精度 3.0mm（使用专用反射片）

相机单元

视场角 广角相机 ：对角线 170°
长焦相机 ： 11.9°（H）× 8.9°（V）

像素 广角相机和长焦相机均为 500 万像素
倾斜传感器

类型 液态双轴补偿器
补偿范围 ±6’

显示单元
类型 3.5 英寸 VGA 彩色触摸屏液晶显示器

其他
激光对中 光斑大小 Ø1mm(1m) / Ø4mm(1.5m)
影像对中 放大范围 ：1m

端口
卡槽 SD 卡（Class 6 SDHC 或者更高版本）

电源
电池 BDC70
容量 5240 mAh/1 块，共 4 块
标定电压 7.2V/1 块，共 4 块

物理特性
尺寸 228( 长 )×293( 宽 )×412( 高 )mm（带手柄和基座）
仪器高 226mm（从仪器基座底部到仪器中心位置的距离）
重量 10kg（含电池和基座）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5 ~ +45℃
存储温度 -20 ~ +60℃
防尘防水 IP54 (JIS C0920, IEC 60529)

GLS-2000

• GLS-2000 扫描仪主机
• BDC70 电池 ×4
• CDC68A 电池充电器 ×2  
• EDC113 电缆线 ×2
• 仪器箱

标准配置
• 干燥剂
• 清洁布
• SD 存储卡
• SD 存储卡盒
• 工具包

• 标靶贴片
• 中心标靶
• 使用说明书

型号
短程

GLS-2000（S）
中程

GLS-2000（M）
远程

GLS-2000（L）
距离 *1

高清模式 （90% 反射率） 100m 100m 100m
高速模式 （90% 反射率） 130m 210m 210m
安全模式 （90% 反射率） 130m 210m 210m
长距模式 （90% 反射率） - 350m 500m
近景模式 （9% 反射率） 40m 40m 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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