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维激光扫描仪
快速、便捷、精准
长测程激光扫描仪
模块化硬件配置，只为满足您的测量要求



I-Site 8820 型激光扫描仪

可定制的测量解决方案在结合了易用工具的同时，为长测程
三维激光扫描仪配备了高像素全景数码相机。

与之前的I-Site8810相比，I-Site8820的突出特征是测程
增加，并显著的提高了数据采集的速度和精度。
I-Site8820的模块化设计可以充分满足现场测量的各种需
求。

I-Site 8820集成了高分辨率全景数码相机，为岩土工程及
地质测绘提供了有力支持。内置测量级后视定向望远镜组
件，延续传统测量后视定向的作业流程。I-Site 8820可以
在非必须应用内置相机或后视望远镜的项目中不选配对应组
件，从而为您提供恰到好处且灵活的配置选择。

I-Site 8820能够快速采集露天矿山及大型堆体的点云数
据。快速获取的数据可在导入Maptek I-Site Studio软件
后数分钟就输出精准可靠的表面模型和体积量，与之相关的
工作无需再长时间等待。

直观的控制系统使I-Site 8820扫描仪的架设及操作变得十
分轻松。无线连接的平板控制器为您提供扫描参数、点云密
度、扫描速率以及站点名称等信息的设置选项，上述选项的
设定完全遵循常规测量的作业习惯，令您轻松上手迅速开展
工作。

为多站扫描设计的任务列表功能在地质岩土工程领域给您带
来极大的效率提升。

I-Site Studio软件无缝的数据处理能力确保I-Site8820系
统是所有长测程扫描应用项目的首选。

一体化技术

I-Site 8820型扫描仪具备所有测量任务所必须的传感器技
术。这些传感器部件完全与机身一体化，不但无需安装、拆
卸，更有效确保整机各部件均可胜任恶劣的矿山作业环境。

高分辨率全景数码相机，长测程的高精度激光测距系统，电
动马达望远镜以及红色激光指示器等组件采用同轴同步设
计，为您提供步调一致的全方位服务。

大地测量级望远镜用于后视定向，在外业一旦设定参数，设
站信息将自动记录在数据库之中。

系统中更贴心的设置“返回后视位置”按键，为您提供了一
项扫描完成检查后视的功能，有效避免因扫描过程中不小心
触碰脚架而引入的误差。

控制点坐标在被存储的同时与倾斜补偿信息共同为现场采集
的点云进行位置定位，点云信息直接被存储为当地坐标系下
的坐标值。

工作流程之益处

内置罗盘及GPS部件为快速拼接提供及时的参考位置信息。
外业定向只需要两个控制点坐标即可，一是扫描仪架设位置
的站点坐标，另一点是望远镜可视范围内的任意一点坐标，
在测区范围内实施多站扫描，共用后视可提高效率，确保精
度统一。

各部分控制均相对独立，可以有效减小错误发生的可能性，
从而在采集外业数据时，使您对数据的精度充满信心，这也
是提高工作效率的一种体现。

这种方式仅适用于Maptek I-Site产品，这是获取扫描数据
最快捷、最可靠的一种方法。简便的设站步骤和扫描参数设
置，及扫描速度提升的I-Site 8820型扫描仪使得整个扫描
过程变得更迅速。最终为您节省了大量的外业时间，并提供
了安全作业的保障。

Maptek I-Site 8820 简介
Maptek™ I-Site™ 8820 型激光扫描仪采用了最新的传感器技术

该系统无需太多的测量控制辅助设施即可
在现场应用，它的通用性增强了用户对数
据可靠性的自信。



I-Site 8820型激光扫描仪与之前的型号相比，有效测程增加20%，数据采集速率
提高一倍，测距精度提高25%。



 为你量身定做的扫描仪
I-Site 8820 模块化选择

 

I-Site 8820XR-TC
内置全景同步数码相机、望远镜、电子罗盘、 GPS、
机身面板控制器、USB接口

I-Site 8820 XR-TC型扫描仪具备全面的功能及装备，适
用于每一项测量任务。内置的全景同步数码相机是扫描仪
设备应用于岩土工程及位移监测等领域的必备组件。位移
监测项目结合Maptek Sentry软件使用效果更加出色。

I-Site 8820XR-C
内置全景同步数码相机、电子罗盘、GPS、机身面板
控制器、USB接口

I-Site 8820 XR-C型扫描仪是岩土工程用户的理想选择，
只为满足内置相机对岩土工程应用的有力支撑，无需使用后
视定向望远镜组件。

I-Site 8820XR
电子罗盘、GPS、机身面板控制器、USB接口

I-Site 8820 XR型扫描仪主要为常规地形测绘及点云数据
获取项目所设计，突出展现了设备配置简捷，应用针对性强
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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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te 8820XR-T
望远镜、电子罗盘、GPS、机身面板控制器、USB
接口

I-Site 8820 XR-T型扫描仪是习惯传统测量作业流程的
用户之首选，电动马达驱动的望远镜，可为您在外业完成
后视定向工作。

 应用 XR-TC

 岩土工程分析

 工作面测绘

 地质测绘

堆体体积计算

 露天矿山测量

 常规测量

 后视定向望远镜



人体工程学设计
便捷易用是Maptek测量硬件产品的
标志性象征。I-Site 8820型扫描仪
具备全面的控制选项，且整机轻便，
单手便可提起完成外业工作，适用范
围广泛。

I-Site 8820的操作非常简单。电动
马达驱动确保望远镜的旋转和对焦调
整都非常容易实现，为精确照准后视
提供有力保障。

I-Site 8820型扫描仪标配工业级平
板控制器，符合行业应用标准，强捍
耐用。

 扫描任务可通过电磁感应触摸笔点击平
板的屏幕进行设置，仅需要做极少步骤
的操作。多项扫描任务可通过设定任务
列队来进行管理，以增强作业效率。

现场采集的数据完全存储在平板控制器
中，大屏幕的控制器实时为您提供数据
预览及采集状况评估，避免在回到内业
时才发现外业测量成果的缺失，极大减
少返工的可能。

机载控制器支持将360度全景扫描数据
直接存储在扫描仪的USB存储器中，无
需携平板控制器也能完成测量任务。

数据管理
一旦扫描完成，点云数据必须被转换成
有用的信息。通过操作，矿坑模型、矿
堆体积、地质产状和位移监测等信息均
可被提取以供决策制定所用。

Maptek I-Site Studio软件为您提供
快速精准的测量数据过滤、处理及分析
等功能，并能够灵活输出测量成果。与
I-Site8820的结合应用更能体现其测
量解决方案的优势所在。

数据通过USB存储设备十分轻松地从扫
描仪传输到计算机。

几分钟的时间内即可把点云数据转换为
内容丰富的可用三维模型，充分证明这
就是为需要提升工作效率的测量人所设
计的。I-Site Studio软件的数据处理
及分析功能力对矿山应用的测量工作流
程具有指导和简化作用。

 

准确可靠的成果信息可通过多种格式向
第三方三维矿业软件或地理信息系统应
用软件进行无缝的数据传输，确保数据
的兼容性。

I-Site Studio可轻松完成多站扫描数
据的拼接。多种自动拼接功能可为您免
除大量繁重的手工数据处理麻烦。

拼接完成后，只需一键即可生成您所需
的地表模型，参考信息在此时导入，即
可进行对比结果的输出及基准数据的建
立，让您的工作更加轻松高效。

如更新矿坑模型，生成准确的台阶坡
顶、坡底线，计算矿堆的准确体积值或
统计爆破方量等工作内容，均是该系统
的强项。

地质及岩土工程师更适合选用岩土工程
模块中的工具快速提取地质产状信息，
生成节理玫瑰图和赤平极射投影图，从
而分析岩体稳定性。

外业实施

I-Site 8820型三维激光扫描仪将为您
展示令人惊喜的表现。它稳定、清晰、
可靠地为您采集并存储千米级距离的详
细数据信息。

轻松完成月底统算测量、破顶底
线提取、更新矿山模型、计算料
堆体积和边坡测绘等任务。



I-Site Drive 

I-Site Drive可以持续采集安装于移动车辆上的I-Site8820型激光扫描仪采集的数据。通过操作，可以快速地测量
料堆，以便进行每天或每周的体积报告和对比。

安装在I-Site Drive车载底座上的惯性导航系统（INS）可以连续自动采集数据并录入到同一个现实坐标系中进行
处理。智能的配准和可视化工具大大减少了测量成果输出的时间。

采集的数据可以实时的在平板电脑控制器上查看，以便快速地识别缺失场景，根据需要重新测量。

I-Site 车载系统

I-Site 8820型激光扫描仪也可以被安装在普通的现场车辆上使用，从而实现时间和资源的高效利用。更快速的设置
和起伏地形上更大的覆盖范围，让测量工作变得更加高效安全。

灵活的现场测量
机动的激光扫描提高了测量任务和成果输出的效率。  



  

  

  

    

  

  

  

跟踪并监测表面位移变化

Maptek Sentry是专门为I-Site 8820型扫描仪研发的用于
监测位移及报告输出的软件，整套系统可为您监测可能会影
响采矿作业的位移变化。

随着矿山行业的不断发展，Sentry是结合扫描仪硬件产品
获取并分析表面变形数据的理想解决方案。

一次全局扫描可为建立多处重点监测区域提供起始监测信
息。用户可以通过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上的Sentry软件来设
定对不同区域的监测频率。

超出设定限差的变形，软件将自动生成报警提示信息，并通
过网络进行转发。通过软件的控制，为您实现实时扫描监
测。

Sentry将数据存储成便于分析和处理的压缩格式。位移
量，位移速度及反向速度均可被设定为触发报警提示的阈
值。

数据可以三维查看并高亮显示位移区域。数据成果可以输出
为多种格式。原始的三维激光扫描数据也可以输出到I-Site 
Studio软件中进行体积计算，建立表面模型，进行岩土工程
分析等。

Maptek Sentry 
 > 控制测量硬件实施监测

 > 跟踪滑坡及结构稳定性

 > 数据存储为易于分析和处理的压缩格式

 > 原始激光扫描数据信息仍可做其他方面应用

  

  

  

  
  

  

  

  

生产与设计实时对比

Maptek PerfectDig软件用于在矿山开采的关键过程中为
您提供价值丰富的超、欠挖反馈信息，实时保证与设计相
符。精确的测量信息来源于I-Site 8000系列三维激光扫
描仪。

PerfectDig在矿山挖掘过程中可以不断对扫描数据进行分
析，并与设计数据形成对比，进而为用户提供实时的决策
依据。

运营成本节省的关键与挖掘设备的有效利用关系重大。通
过这种方式检查进程意味着减少重复操作或超挖现象。依
照设计数据开采的露天矿山才更容易保证台阶的稳定性。

人性化的界面设计使用户可以在关注的位置轻松进行三维
激光数据的采集，并随时与设计数据形成对比。同时，用
户也可以定义并灵活调整对应的限差值，以便更加准确地
与设计数据做对比。电子版的开采记录信息会被自动存
储，这样主管领导便可以随时查看现场开采信息，以便分
析现场偏离设计的原因。

PerfectDig的成果应用与矿山开采环节同步，这是对矿山
生产力的极大提高。用户不需要再等待外业测量结果及其
是否与设计相符的报告信息，即可随时根据该系统的实时
数据依照设计精准地开展挖掘工作。

Maptek PerfectDig 
 > 实时反应现场开采与设计的符合程度

 > 自动拼接扫描数据和完成图像改正

 > 简单易用且可定制的用户界面

 > 数据结果可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显示且可通过网络远
 程访问



  

 

 

www.maptek.com.cn 
TEL:4000627835

 
 
 
 

行业领先的全局解决方案
Maptek是全球领先的矿业创新软件、硬件以及技术服务供应商，在75个国
家有超过1700名客户依赖于Maptek公司的产品与服务。

Maptek矿业技术贯穿整个采矿流程，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可帮助用户降低运营
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此外，Maptek还提供专业的咨询、培训和
技术支持服务，以确保用户充分利用Maptek的产品更好的完成工作。


	I-Site8820宣传册.pdf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