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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欢迎您购买 Leica BLK360 三维激光扫描仪.

本手册包含重要的安全指南及安装和运行产品的说明。详情请查阅 1 安全指南。

请在使用本产品之前仔细阅读“用户手册”。

使用随附电池充电器时，为确保安全，也请遵照电池充电器“用户手册”内含的指示
和说明。

铭牌上注有产品型号和序列号。

当您联系代理商或 Leica Geosystems 授权维修中心时，请引用该信息。

在本手册的最后一页，您可找到 Leica Geosystems 总部的地址。获取区域联系信息列
表，请访问
http://leica-geosystems.com/contact-us/sales_support。

购买

产品标识

Leica Geosystems 地址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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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指南
1.1 概述

下面的说明规定了产品负责人以及设备的实际使用者的责任，以及如何预防和避免
危险操作。

产品负责人务必确保所有仪器使用者知道并遵守这些规定或说明。

警告信息是仪器基本安全理念的必要部分。它提前告知了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和危险
情况。

警告信息...
• 提醒用户在使用仪器时可能存在的直接或间接的安全隐患。
• 包括一般的操作规则。

出于用户安全考虑，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说明，并阅读安全信息！因此，手册对
于任何执行任务的人都是必要的。

危险，警告，小心和注意是标准化的信号词，用于识别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
危害和风险级别。为了您的安全，阅读并完全理解下表中不同的信号词和它们的定义
是必要的！补充安全信息符号可能随文字出现在警告信息和补充文字说明中。

类型 说明

危险
表示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避免将导致死亡或严
重伤害。

警告
表示潜在的或操作不当所导致的危险情况，如不
加以避免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小心
表示潜在的或操作不当所导致的危险情况，如不
加以避免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程度的伤害。

注意 表示潜在的或操作不当所导致的危险情况，如不
加以避免，可能导致可感知的设备、经济损失和
环境的损害。

☞ 表示在实际使用中必须遵从的重要章节，以便能
够正确、有效地使用该产品。

1.2 使用范围
• 测量水平角和垂直角
• 测量距离
• 获取并记录图像
• 记录测量数据
• 远程控制产品
• 与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通信

描述

关于警告信息

设计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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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按手册说明使用本产品
• 在计划使用和限制之外使用产品
• 产品安全系统失效
• 无视危险警告
• 在特定的许可范围外，用工具如螺丝刀拆开产品
• 修理或改装产品
• 误操作以后继续使用产品
• 使用具有明显损坏或缺陷的产品
• 未经 Leica Geosystems 事先明确的同意而使用其它厂商生产的附件
• 作业场地安全措施不够
• 第三方蓄意的光闪眩

1.3 使用限制
适合在适宜人类永久居住的环境中使用。不适合在有腐蚀性或爆炸危险的环境中使
用。

警告
在危险地区、电力装置附近地区或类似地区工作
生命危险。

预防：
▶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产品负责人一定要预先与当地的安全主管机构和安全专

家取得联系。

1.4 职责
Leica Geosystems AG, CH-9435 Heerbrugg，在下文中称为 Leica Geosystems，对所提
供的产品，包括用户手册和原装附件，在安全的使用条件下承担责任。

产品负责人有以下职责：
• 掌握用户手册上的安全须知和操作方法
• 确保按照指南操作产品
• 熟悉当地的安全事故预防规则
• 若产品或应用出现安全问题，请立即联系 Leica Geosystems
• 确保遵循关于此产品运行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操作条件

1.5 使用中存在的危险

警告
注意力分散
在动态应用中，若使用者未注意周围的环境状况（如障碍物、挖掘或交通工具），会
存在事故风险。

预防：
▶ 产品负责人须确保所有用户都知道可能存在的危险。

常见的错误使用方法

环境

产品制造商

产品负责人

6 安全指南



警告
作业场地安全保护措施不充分
这可能会导致危险发生，例如在马路上、建筑工地或工业装置附近。

预防：
▶ 始终确保作业地点充分安全。

▶ 时刻遵守安全及事故预防管理章程和交通规则。

注意
产品意外跌落、滥用、改装、长时间储存或运输
检查是否会出现不正确的测量结果。

预防：
▶ 定期进行测试，尤其是仪器在非正常使用或进行重要工作前后都需要进行测试。

小心
操作期间产品上的移动部件
挤压四肢或缠住头发和/或衣服的风险。

预防：
▶ 和仪器移动部件保持安全距离。

操作期间，若仪器意外移动，请通过用户界面（显示屏、机身按键）关停仪器，或者
拆卸电池或切断主电源以防止后续移动。

小心
未适当固定配件
如果附件同产品连接不牢固或设备遭受物理的冲击（如刮风、摔落），那么可能导致
设备损坏或人员受伤。

预防：
▶ 当设置产品时，确保配件正确调整、安装、牢固，并锁定到位。

▶ 避免产品受到机械性损坏。

警告
由于高机械压力、高环境温度或浸没在液体中而导致电池爆炸
也可能引起泄漏、火灾或电池爆炸。

预防：
▶ 避免电池受到机械撞击并远离高温环境。请勿摔落电池或将电池浸入液体中。

警告
电池短路
如果电池短路，可能接触到如珠宝，钥匙，金属片或其他金属。如将电池装于口袋中
时，电池可能过热损坏或起火。

预防：
▶ 确保电池两极不与金属物体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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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电池受到不适当的机械撞击
在运输、装运或处理电池期间，不适当的机械撞击可能会引起火灾。

预防：
▶ 在运输产品或处理电池之前，需通过运行产品使电池完全放电。

▶ 在运输或装运电池时，仪器负责人员必须遵守适用的国家和国际标准与法规。

▶ 运输前，请联系当地的承运人或运输公司。

警告
处置不当
如果仪器设备使用不当，会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聚合材料的部件被燃烧，将产生有毒气体，可能有损健康。
• 如果电池受损或过热，会引起燃烧，爆炸，腐蚀及污染环境。
• 若不负责任地处理产品，在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形下让未经授权的人使用仪器，

从而使他们或第三方人员面临遭受严重伤害的风险并使环境容易遭受污染。

预防：
▶ 仪器和附件不应与家庭废弃物一起处理。

应按照您所在国家实施的规章适当地处置。
防止未经授权的个人接触仪器。

可从您的 Leica Geosystems 经销商处获得特定于产品的处理和废物管理信息。

警告
雷击
如果产品使用附件，例如天线杆、标尺、对中杆，会增加雷击的危险。

预防：
▶ 雷暴天气下切勿使用本产品。

☞ 仅适用于加利福尼亚。 产品包含 CR 锂电池和高氯酸盐材料内里 — 特殊处
理可能适用。
参见 http://www.dtsc.ca.gov/hazardouswaste/perchlorate/

警告
设备修理不当
由于缺乏维修知识而造成用户受伤或设备损坏的风险。

预防：
▶ 仅 Leica Geosystems 授权的维修中心有权维修产品。

8 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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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AC/DC 电源和电池充电器：

警告
未经授权打开产品
下面任何一种操作可能引起电击：
• 接触带电的组件
• 使用未正确维修的产品。

预防：
▶ 不要打开产品！
▶ 仅 Leica Geosystems 授权的维修中心有权维修产品。

针对 AC/DC 电源和电池充电器：

警告
电击并非设计用于潮湿和恶劣的环境下
如果部件受潮，可能会导致触电。

预防：
▶ 不可使用受潮产品！
▶ 仅在干燥环境下使用该产品，比如建筑物或车内。

 

▶ 保护该产品不受潮。

1.6 激光分类
1.6.1 概述

以下几个章节提供了安全使用激光的指南和培训信息，内容参照国际标准 IEC
60825-1 (2014-05) 和技术手册 IEC TR 60825-14 (2004-02)。这些信息可以让产品责任
人以及设备的实际使用者预计操作危险并避免收到损害。

☞ 依照 IEC TR 60825-14 (2004-02)， 1 类， 2 类和 3R 类激光产品不需要：
• 激光安全人员介入，
• 穿防护衣和佩戴眼罩，
• 在工作区设置特殊警示标志
按照用户手册使用和操作对眼睛的危害风险是比较低的。

☞ 您当地的法律法规有可能比 IEC 60825-1 (2014-05) 和 IEC TR 60825-14
(2004-02) 更加严格。

1.6.2 扫描激光束

产品內置的激光器会从旋转镜中发射不可见光束。

本节描述的激光产品按照下列标准归为 1 类激光产品：
• IEC 60825-1 (2014-05): "激光产品安全"

这些产品在适宜条件下是安全的，不会损伤眼睛。应该按说明书使用及维护。

描述 值
波长 830 nm
最大脉冲能量 8 nJ
脉冲时长 4 ns

概述

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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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值
脉冲重复频率 (PRF) 1.44 MHz
光束离散度（半高宽、全角度） 0.4 mrad
镜面旋转 30 Hz
基座旋转 2.5 mHz

1 级激光产品
依据 IEC 60825-1
(2014-05)

Co
mpli

es
 w

ith
 21

 C
FR

 10
40

.10

an
d 1

04
0.1

1 e
xc

ep
t fo

r c
on

for
ma

nc
e w

ith

IEC 60
82

5-1
 Ed

. 3
., a

s d
es

cri
be

d i
n L

as
er 

No
tic

e N
o. 

56
, 

da
ted

 M
ay

 8,
 20

19

Complies with 21 
CFR 10

40.
10

and 1040.11 except for co
nfo

rmanc
e w

ith

IEC 60825-1 Ed. 3., as describ
ed in

 La
ser

 Notic
e N

o. 5
6, 

dated May 8
, 20

19

30°

30°0°

0°

360°

360°

90° b

a

0015250_003

 
a 激光束
b 扫描激光束

1.7 电磁兼容性 (EMC)
术语电磁兼容性是指产品在存在电磁辐射和静电放电的环境中正常工作的能力，以
及不会对其他设备造成电磁干扰。

警告
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可能会对其它设备产生干扰。

预防：
▶ 虽然产品是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和标准生产的，但是 Leica Geosystems 也不能

完全排除其它设备被干扰的可能性。

小心
使用带有其他厂商附件的产品：例如外业电脑、个人笔记本或其他电子设备，非标电
缆或外接电池等，
这可能会对其它设备产生干扰。

预防：
▶ 只使用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设备和附件。

▶ 当与其它产品一起使用时，它们符合指南和标准中规定的严格要求。

▶ 在使用电脑、双向无线电通信设备或其它电子设备时，请注意制造商提供的电磁
兼容信息。

标签

说明

10 安全指南



小心
强烈的电磁辐射。例如，在靠近无线电发射机、应答机、双向无线电通信设备或柴油
发电机时
虽然产品是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和标准生产的，但是 Leica Geosystems 也不能完全排除
产品功能在诸如电磁环境中被干扰的可能性。

预防：
▶ 在上述环境中进行测量时，应检查测量结果是否可靠。

警告
使用带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或数字蜂窝电话设备的产品
电磁场可能会对其它的设备、装置、医疗设备，如心脏起搏器、助听器以及飞机造成
干扰。电磁场也会对人体和动物产生影响。

预防：
▶ 虽然产品是严格按照有关规章和标准生产的，但是 Leica Geosystems 无法完全排

除干扰其它设备或者影响人和动物的可能性。

▶ 切勿在加油站、化工设施以及其它易爆危险场所附近使用带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或
数字蜂窝电话设备的产品。

▶ 切勿在医疗设备附近使用带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或数字蜂窝电话设备的产品。

▶ 切勿在飞机上使用带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或数字蜂窝电话设备的产品。

▶ 切勿在紧靠身体的地方长期使用带有无线通讯设备和数字移动电话的产品。

1.8 FCC 声明，适用于美国

警告
依照 FCC 法规的第 15 部分，经测试此设备符合 B 类数字设备的要求。

这些限制要求合理地保护了居住区设施免受有害干扰。

此设备产生、使用无线电波，同时会释放射频能量，因此如果未按照说明安装和使
用，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即使按照说明进行特殊安装，我们仍不能
完全保证避免这些干扰。

可以通过打开和关闭仪器设备来测试是否仪器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设备产生有害
影响，如果确实存在，用户可按以下操作消除干扰：
• 重新调节接收天线的方向或位置。
• 增加设备和接收器间的距离。
• 把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不同的电路接口上。
• 向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收音机、电视机的技术人员进行咨询，寻求帮助。

小心
为保障用户运行设备的权利，Leica Geosystems 并不认同用户自行更改或改装设备。

安全指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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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China

Type: GEB212

2ICR19/66

Art. No.: 772806
7.4V /2.6 Ah

10A 19Wh
XXXXXXXX-XXXXXX

A/S:+82 31 620 6252

Leica Geosystems AG, CH-9435 Heerbrugg 

Li-Ion Battery
5A/130 C

S. No.:10412
전지

Manufactured by Huizhou Longji Electronics Co., Ltd.

0013442_001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006352_002

标签

标签 GEB212

铭牌
标签 GKL312

12 安全指南



2 系统描述
2.1 系统组成

013446_001

g

f

e

d

c

b

a

a BLK360 仪器和带落地脚架的防
护罩

b GEB212 电池
c GKL312 充电站
d GEV192-9 用于 GKL312 的交流/

直流电源
e BLK360 任务包
f BLK360 三脚架适配器
g 三脚架

2.2 仪器箱中的仪器及附件

013446_002

g

h

i

c

e

d

f

b

a

a BLK360 带落地脚架的防护罩
b BLK360 箱
c GEB212 内置电池
d GKL312 充电站
e BLK360
f GEV192-9 用于 GKL312 的交流/

直流电源
g BLK360 快速指南
h BLK360 卡片式系统 U 盘
i 清洁布

2.3 仪器构成

015260_003

a

d

c
e

f

g

b

h

a HDR 相机闪光灯
b 热成像相机（用于特殊种类产品）
c HDR 相机
d 环型 LED
e 360 ° 扫描仪
f 电源按钮
g 360 ° WLAN 天线
h USB-C 千兆以太网端口

系统组件 BLK360

仪器箱内容物

仪器部件

系统描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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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b 

a

a 激光发射孔
b 底部参考面
c 旋转棱镜
d 快拆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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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户界面
3.1 电源按键

013456_001

a

 

a 电源按钮

电源按钮 若 BLK360 那么
按下按钮并保持 < 0.5
秒

关闭。 BLK360 打开，LED 开始
闪烁黄色。

按下按钮并保持 < 0.5
秒

打开并就绪。LED 保持常
绿。

倒数 10 秒后， BLK360 开
始记录，LED 开始闪烁黄
色。

按下按钮并保持 > 2 秒 打开并就绪。LED 保持常
绿。

LED 开始闪烁黄色，
BLK360 关闭。

按下按钮并保持 > 5 秒 打开。 BLK360 立即关闭。强行关
机。

注意
必须始终遵照此流程关闭仪器。
切勿在仪器运行时拆卸电池！

3.2 仪器状态
环型 LED 以不同的时间间隔亮起绿色、黄色或红色，以显示 BLK360 的操作状态。

ccbbbaaa

a 环型 LED 同种颜色持续
b 环型 LED 同种颜色闪烁
c 环型 LED 不同颜色交替

LED 状态 仪器状态
BLK360 关闭。

电源按钮

设备状态

运行模式

用户界面 15



LED 状态 仪器状态
BLK360 正在启动、正在记录或正在关机。

BLK360 就绪。
亮绿色：电池容量 > 20%。
深绿色：电池容量 < 20%。
电池电量低时，参见 插入和拆卸内置电池。

BLK360 正在倒计时，之后开始记录。倒计时时间为 10 秒。

LED 状态 仪器状态
BLK360 正在进行固件更新。

固件更新成功。

固件更新失败。

☞ 参考 Leica BLK360 应用内的帮助菜单，获取固件更新流程的详细信息。

固件更新模式

16 用户界面



4 操作
4.1 仪器安置
4.1.1 概要信息

仪器应始终安装在其落地托架或三脚架上。在扫描期间，请使用扫描系统专用的三脚
架以确保最大的稳定性。

☞ 请勿将仪器未经落地托架或三脚架而直接安装在地面上。

☞ 强烈建议保护仪器免受阳光直射，并避免仪器周围温度不均。

4.1.2 三脚架安置

013458_001

3

2

1

4

 

1. 展开三脚架并拉伸三脚架腿至适合工作的位置。

2. 旋紧三脚架腿上的螺丝，将三脚架腿延展至可形成稳定三角支撑的位置。

3. 将三脚架适配器紧固安装在三脚架上。

4. 将仪器安装在三脚架适配器上并固定牢固。

4.1.3 落地托架安置

1 3

2

013461_001

 

使用三脚架

BLK360 安装步骤

BLK360 安装步骤

操作 17



1. 打开 BLK360 防护罩。

2. 将底板反转 180 度。

3. 将 BLK360 放置在底板上。

4.2 操作 - 准备启动

1 2 3

4 5 6

4,3,2...

2 31

4

4,3444444444 ,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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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电源按键来打开 BLK360。
2. BLK360 正在启动。环型 LED 闪烁黄色。

3. 若环型 LED 保持常绿，则 BLK360 准备运行。按下电源按键以开始记录。

4. BLK360 正在倒数 10 秒，之后开始记录。环型 LED 闪烁绿色。

5. 记录开始。环型 LED 闪烁黄色。

6. 记录完成。环型 LED 保持常绿。当 BLK360 连接至计算装置时，数据传输
即开始。

☞ 在系统采集数据期间，切勿触摸或移动 BLK360。

4 5

2211 33

013465_002

6 6 6

 

1. 按电源按键来打开 BLK360。
2. BLK360 正在启动。环型 LED 闪烁黄色。

3. 若环型 LED 保持常绿，则 BLK360 准备运行。

4. 将计算装置与 BLK360 相连接。

5. 开始记录，并通过计算装置同步传输数据。环型 LED 闪烁黄色。

6. 开始计算装置上的数据处理。

独立操作步骤

连接计算装置时的操作步
骤

18 操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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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启动 BLK360 并等待，直至 LED 保持常绿。

2. 在计算装置上，选择设置并轻按 Wi-Fi。
3. 选择 Wi-Fi 设置内待连接的 BLK360-35xxxxx 网络。

☞ 编号 35xxxxx 是 BLK360 的序列号。

4. 输入密码。

☞ 仪器专属密码打印在电池仓内的标签上（如
COL-123-456-789）

5. 启动应用并连接仪器。

☞ 更多信息，请参考应用内的帮助菜单。

通过一个 USB-C 千兆以太网适配器将 BLK360 连接至 LAN 基础设施，以电缆连接
到电脑以进行数据下载。

☞ 以太网网线必须为标准双绞线而非交叉电缆。
以太网网线的最大长度（包括 USB-C 接口）不得超过 3 米。

0022107_001   

 

1. 启动 BLK360。
2. 将 USB-C 千兆以太网适配器连接至 BLK360。
3. 将网络电缆连接至 USB-C 千兆以太网适配器和网络壁式插座。

4. 检查计算装置，确保电脑已连接到办公网络。

5. 启动应用并连接仪器。
可以下载数据了。

连接计算装置步骤

连接 LAN 步骤

操作 19



1. 遵循 连接计算装置步骤 下方所述的步骤，通过在您的浏览器中输入 http://
192.168.10.90/ 启动网络接口。

☞ 不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

2. 展开 Advanced Settings，并勾选 Enable direct LAN。

3. 点击 Apply。
BLK360 会自动重启。

4. 重启之后，即可使用计算装置的 LAN 直连通信。

☞ 要启用和禁用 LAN 直连通信，请使用 BLK360 的 WiFi 连接。

为了以电缆连接电脑并进行数据下载，必须通过 USB-C 千兆以太网适配器和以太网
网线将 BLK360 连接到计算装置。

☞ 以太网网线必须为标准双绞线而非交叉电缆。
以太网网线的最大长度（包括 USB-C 接口）不得超过 3 米。

1. 将 LAN 网线连接至 USB-C 千兆以太网适配器。

2. 将 USB-C 接口连接至 BLK360。
USB-C 端口位于电池仓的右侧。

3. 将以太网网线连接到计算装置的以太网端口。

0022944_001   

4. 启动 Leica BLK Data Manager 并连接仪器。
现在可以通过网线下载数据。

为 LAN 直连通信配置
BLK360 的步骤

借助 LAN 直连通信连接
到计算装置的步骤

20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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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计算装置没有以太网端口，但有 USB-C 端口，则可使用千兆以太网
适配器的第二个 USB-C 端口。

0022945_001   

☞ 如果计算装置借助基座连接至互联网，则需为连接至 BLK360 断开该互联
网连接。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台计算装置仅支持一个 LAN 连接。
 
如果计算装置通过 WLAN 连接至互联网，则保持该连接。

☞ 如果仪器处于 WiFi 模式下（LAN 未启用），但仍需通过 LAN 连接到计
算装置，则 BLK360 会启动并显示错误（LED 为红色）约 60 秒，以表明
不支持当前设置。而后 LED 变为绿色，可通过 WiFi 使用 BLK360。

☞ 一旦启用直接 LAN 通信模式，由于 BLK360 在充当 DHCP 服务器，便不
应再将其连接至路由器。否则可能导致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普通路由器亦
作为 DHCP 服务器运行。

建议将 USB-C 端口连接至千兆以太网适配器
品牌 型号
HP RTL8153-03
Belkin F2CU040btBLK
Lenovo 4X90S91831

☞ 连接至千兆以太网适配器的 USB-C 端口不由 Leica Geosystems 提供，须由
客户自行购买。

4.3 成像
BLK360 可收集两种不同类型的图像数据：
• 通过三个已校准的相机可以采集 HDR 全景 360 ° 球形图像
• 通过红外线相机（用于特殊种类产品）采集热成像图像

013480_001

a

016046_001

a

a 3 个相机 a 热成像

说明

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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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扫描
4.4.1 环境条件

• 高反射的（抛光材料、有光泽的涂漆）
• 高吸收的（黑色）
• 半透明的（清洁的玻璃）

☞ 如果有必要，給这些表面涂上色彩或是涂上一层灰。

• 雨、雪或雾等天气会对测量结果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在这些情况下扫描时请小
心。

• 直接被阳光暴晒的表面会增加噪音范围，由此会导致测量的不准确性。
• 如果有些物体是在逆着阳光或强光的条件下扫描的，那么设备的光学接收器会

因为光线太强烈而导致该区域没有数据。

若将仪器从如储存环境等寒冷环境移至温和潮湿环境内，镜片甚至是内部光学部件
（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冷凝。这可能导致测量误差。

☞ 预防：尽量避免快速的温度变化，給仪器足够的时间以适应变化。

由于采用镜面封装设计，所以可防止直接接触。但是旋转镜保护玻璃上的污物（尘
土、冷凝水或指纹）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测量误差。

4.4.2 故障诊断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建议解决措施
扫描中丢失点。 旋转镜保护玻璃上有灰尘、

杂物或指纹。
用玻璃镜头清洁包清洁特
定的区域。

问题 可能原因 建议解决措施
当启动仪器或开始扫描
时，系统自动关机。

电池电量太低。
电池未正确充电。

重新充电或更换电池。
检查 电源供电 中所述的电
池状态。

当打开仪器或启动扫描
时，即使已重新充电，
系统也会自动关闭。

电池充电器故障。 检查电池充电器的功能。请
注意在电池充电器上所显
示的充电状态。

电池无法充电。 电池在使用寿命结束时已
经丧失了大部分电力。更换
电池。

LED 状态 仪器状态
系统警告。如装置存储已满、电池电量用尽。关停
仪器并再次重启。
若状态未发生改变，检查内部存储容量和电池电
源状态。删除数据和/或更换电池。

不适于扫描的物体表面

不利于扫描的天气条件

扫描过程中温度变化

旋转镜保护玻璃上有污物

基本故障诊断

高级故障诊断

故障诊断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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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状态 仪器状态
出现不可修复的系统错误。关闭仪器并再次重
启。若状态未发生改变，联系 Leica 支持。

若仪器发生故障，查看 https://www.blk360.com/ 上的 BLK360 网页以获取支持信息和
联系方式。

4.4.3 视场(FOV)

014256_001

30°

30°0°

0°

360°

360°

90° a

b

a 竖直视场：300 °
b 水平视场：360 °

4.5 数据传输

013477_002

a

 

a 将原始数据从 BLK360 传输至计算装置。参见 4.2 操作 - 准备启动。

故障诊断 - 联络技术支持

扫描激光 - 视场

数据从 BLK360 传输至计
算装置

操作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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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K360 须与电脑位于网络的相同子网中。否则例如 BLK360 数据管理器等
设备将无法对其进行识别。

请参阅 4.2 操作 - 准备启动 获取详细的连接设置描述。

计算装置上的以太网端口

0022944_001   

 

计算装置上的 USB-C 端口

0022945_001   

 

请参阅 4.2 操作 - 准备启动 获取详细的连接设置描述。

4.6 电源供电
4.6.1 电池和充电器安全

使用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电池、充电器和附件，以便确保正确使用仪器的功能。

• 电池在出厂时只有最低电量，所以在第一次使用前必须充电
• 允许的充电温度范围为：0 °C 到 +40 °C/+32 °F 到 +104 °F。为了最优地充电，我

们建议在较低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充电：+10 °C 到 +20 °C/+50 °F 到 +68 °F
• 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变热属正常现象。使用 Leica Geosystems 推荐的充电器充电

时，如果温度过高，充电器将不会给电池充电
• 对于新电池或长时间未用的电池 ( 大于 三个月)，先进行一次完整的充放电有助

于其呈现更佳的工作效果
• 对于锂离子电池，完成一次完整的放电和充电周期即可。当充电器或

Leica Geosystems 仪器中所指示（或显示）的电量明显偏离电池实际可用的电量
时，建议进行一次完整的充放电。

使用 LAN 基础设施的数
据传输

数据传输使用直接 LAN
通信

概述

首次使用/
充电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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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工作温度范围：−20 °C 至 +55 °C/−4 °F 至 +131 °F。
• 低温环境下工作电池使用时间将减少；高温环境下工作将影响电池使用寿命。

4.6.2 充电器

GEV192-9

GKL312

0013841_001

230 V

120 V

220 V

230 V

230 VGEV192-9

GEV192-9

GEV192-9

GEV192-9

GEV192-9

12/24 V

0013844_001

操作/放电

主要组件

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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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h

0013845_001

3
100-240 V12/24 V

3

12/24 V

12 1

GEV192-9

100-240 V

1

GEV192-9

1

2

0013846_001

充电时间

连接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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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

91%-100%

61%-90%

31%-60%

0%-30%

...100%

0013847_001

0°C

50°C

0°C

50°C

Low
Input Voltage!

OR:

 
0013848_001

插入电池并充电

错误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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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内置电池

0014147_001

1 2

4

3

5

 

1. 打开电池仓。

2. 从电池仓中取出电池。

3. 将新电池插入电池仓中。

☞ 确保电池触点朝向内侧。

4. 关闭电池仓。

5. 打开 BLK360 开始启动流程。

注意
在拆卸电池前仪器必须关机。

插入和拆卸内置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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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养与运输
5.1 维护保养

对于经受过高机械力（如经受过频繁运输或粗暴搬运）的装置，建议定期执行测试
测量。

5.2 运输
野外运输设备时，始终确保使用原装运输箱运输产品，或将产品紧紧固定至三脚架
并直立运输三脚架。

请勿在在道路车辆中零散运输本产品，因为这样产品可能会受到冲击和震动。始终将
产品置于包装箱中并将其固定。

对于无包装箱可放置的产品要使用原包装或等效包装。

当使用铁路、飞机、船舶运输时，使用全 Leica Geosystems 原包装（包装箱和纸
箱），或同等的包装物品以避免震动和冲击。

在运输或运送电池时，负责人员必须确保遵守国内和国际相关规定。 在运输或运送
之前，请联系当地的承运人或运输公司。

5.3 存放
当存放仪器时，尤其是在夏天将仪器存放在车辆内时，须遵守温度限值。参见 6 技术
数据 以获取温度限值的信息。

5.4 清洁与干燥
在温度不超过 40 °C/104 °F 的环境中干燥产品、任务包、泡沫衬垫和配件，之后对其
进行清洁。打开电池盖，干燥电池仓.直到完全干燥后再装入防护罩。野外使用时，始
终关闭收纳包。

• 切勿用手触摸玻璃表面或旋转镜保护玻璃。
• 请仅使用干净、不起毛的软布清洁仪器。如需要，可将布用水或纯酒精蘸湿后使

用。请勿使用其它液体，以防损坏聚合材料零部件。

请仅使用干净、柔软、不起毛的布清洁仪器。

保持插头清洁、干燥。吹去连接电缆插头上的灰尘。

5.5 镜头玻璃清洁
扫描仪镜头需保持清洁。必须遵循本章中所描述的清洁扫描仪镜头的说明。

☞

野外运输

在道路车辆中运输

远途航运

电池的运送和运输

BLK360

仪器受潮

产品和配件的外壳部分

充电器和 AC/DC 电源适
配器

电缆和插头

常规清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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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在开始清洁程序之前，确保仪器关闭，且电池已卸下。

使用压缩的气体除尘器 ( 例如., UltraJet ®2000 气体除尘器或 UltraJet® 压缩二氧化碳
除尘器)，清除扫描仪镜头表面的灰尘和碎屑。

☞ 不要用手或锐物直接擦除灰尘，因为这会划伤镜头，以至于有可能对镜头
表面的光学镀膜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弄脏玻璃窗会造成严重的测量误差，并导致测量数据无法使用！

☞ 必须清除扫描玻璃窗上所有可见的脏迹，除了难免粘附的个别小灰粒外。

对于玻璃清洁流程，建议使用干/湿棱镜清洁器 Green Clean LC-7010 (www.green-
clean.at/en.html)。

定期使用推荐的清洁纸巾清洁玻璃窗：
• 关闭仪器，拆卸电池。
• 必须洗手，以免手上的油污粘染到清洁纸巾上。
• 最好戴上手套，以免手指上的油污粘到玻璃上。
• 随后使用湿棱镜清洁纸巾 (Green Clean LC-7010)，直至仅残留薄薄的一层清洁

剂。
• 之后，使用干棱镜清洁纸巾 (Green Clean LC-7010) 擦除任何残留清洁剂。
• 清洁后，如果背光依然发现污迹，则重复上述过程。
• 请勿使用气动电源系统内的空气（始终偏轻度油性）！

镜头表面的灰尘和碎屑

光学表面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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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数据
6.1 产品常规技术参数

内存：
32 GB，足以容纳 > 100 测站

通讯：
类型 描述
WLAN 内置 802.11 b/g/n WLAN，带 MIMO
LAN 使用 USB-C 千兆以太网/RJ45 适配器的 USB-C 千兆以太

网端口网络连接

Leica BLK360 集成有三个 HDR 数码相机。

相机数据 值
类型 彩色传感器、焦距固定
单张图像 2592 x 1944 像素、60 ° x 45 ° (V x Hz)
全景 30 张图像、自动空间修正、150 Mpx、360

° x 300 °
白平衡 自动
HDR 自动
闪光灯 常亮的 LED
最小测程 0.6 m

6.2 系统性能

☞ 若非另行说明，否则按照莱卡 Geosystems 标准测试条件，所有 ± 精度指标
是一个 sigma (1σ)。

单次测量精度（78% 反射率） 值
角度（水平/垂直） 40"/40"
3D 点精度 10 m 时为 6 mm，20 m 时为 8

mm

6.3 激光扫描系统

☞ 扫描系统是一种高速检测装置，配有强大的波形数字 (WFD) 技术，最大扫
描速率达 360.000 点/秒。

激光单元：
扫描激光 值
类别 1 级激光（符合 IEC 60825‑1 (2014‑05)）
波长 830 nm（不可见）

范围：
扫描数据 值
光束发散度 0.4 mrad（半高宽、全角度）

存储和通讯

内置 HDR 相机

系统性能和精度

激光扫描系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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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数据 值
前窗光斑直径 2.25 mm（半高宽）
最小测程 0.6 m
最大测程 60 m @ 78% 反射率
测距程精度 10 m 时为 4 mm，20 m 时为 7 mm

视场（每次扫描）：
视场 值
选择 始终全景。

水平 360 °
垂直 300 °
扫描光学系统 在水平旋转基座上的竖直旋转镜。

3 种设置的扫描时长：
点密度模式 分辨率

[mm @ 10m]
全景扫描的预计扫描时长
[MM:SS]

快速 35 00:40
标准 10 01:50
高密度 5 03:40

图像捕捉时间：
相机类型 预计拍照时长 [MM:SS]
非 HDR 1:00
HDR 2:30
热成像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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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扫描分辨率的点云规模：
分辨率
[mm @ 10m]

扫描规模近似值 [百万像素点]

快速 3
标准 18
高密度 65

6.4 供电参数
电源：
内置电池
7.4 V DC；系统随附一块内置电池。

功耗：
仪器
标准 10 W；最大 16 W。

供电 值
输入电压 10-32 V DC

供电 值
类型 锂电池
电压 7.4 V
容量 2.6 Ah

内置电池 值
供电时间 每块电池 > 40 次扫描测站，标准持续使用

情况下（室温）。

充电时间 使用充电器 GKL312 时，室温下标准充电
时间为 4-8 小时。

6.5 环境规范
6.5.1 BLK360

温度范围：
类型 工作温度 [°C] 存储温度 [°C]
仪器 +5 至 +40 -25 至 +70

防水、防尘和防沙：
类型 防护
仪器 IP54 (IEC 60529)，仪器直立，电池仓关闭状态

防尘
 全方位防止溅到水

BLK360 电源和功耗

GKL312 充电器

GEB212 内置电池

电池供电和充电时间

环境指标 BLK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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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类型 防护
仪器 最大 95 %，无冷凝

照明：
类型 条件
仪器 从阳光充足处到完全漆黑处，皆可工作。

6.5.2 充电器和电池

GKL312 和 GEB212 的温度范围
工作温度 [°C] 模式
0 至 +50 充电
-20 至 +55 放电

存储温度 [°C]
-40 至 +70

防水、防尘、防沙、防潮
类型 防护
电池 IP54 (IEC 60529)

防尘
 全方位防止溅到水。最大 95% 湿度，无冷凝。

类型 防护
充电器和 AC/DC 电
源适配器

仅在干燥环境中运行，例如建筑物内和车辆内。

6.6 尺寸
仪器 尺寸 [mm]

(D x W x H)
尺寸[″]
(D x W x H)

Leica BLK360 100.3 x 100.3 x 165 3.9 x 3.9 x 6.5
用于 GKL312 充电
站的 GEV192-9 交流
电源

85 x 170 x 41/电缆长度：
1800

3.4 x 6.7 x 1.6/电缆长度：70

GKL312 充电站 157 x 71 x 38 6.2 x 2.8 x 1.5
GEB212 电池 71.5 x 39.5 x 21.2 2.8 x 1.6 x 0.8
GAD123 三脚架适配
器

42 x 42 x 35.1 1.65 x 1.65 x 3.1

运输箱 195.5 x 195.5 x 258.6 7.7 x 7.7 x 10.2

充电器和电池规格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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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自适应表面起） 总高度（包括减震器）

16
4 

m
m

12
4 

m
m

22951_001

16
5.

9 
m

m

100.3 mm
22949_001

特殊情况
设置 俯仰轴的高度

= 高程（从脚架适配器表面起）
在使用 GAD123 三脚架适配器的三脚架
上

三脚架上 149 mm
= 124 mm + 25 mm

在桌子上使用橡胶减震器 125.9 mm
= 124 mm + 1.9 mm

0022950_001

35
.1

 m
m

42 mm

25
 m

m
9.

6 
m

m

 

6.7 重量
仪器 重量 [kg] 重量 [lbs]
Leica BLK360 1.0，标称 2.2，标称
用于 GKL312 的 GEV192-9
AC 电源适配器

0.1 0.3

GKL312 充电器 0.1 0.3

仪器尺寸

三脚架适配器的尺寸

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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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 重量 [kg] 重量 [lbs]
GEB212 电池 0.1 0.3
Leica BLK360 包装盒（不含
扫描仪和附件）

1.0 2.3

Leica BLK360 包装盒（带有
扫描仪和标准附件）

3.0 6.7

6.8 附件
包含的标准附件：
• BLK360 手提式防护罩
• 电池充电器 GKL312，带 AC 电源适配器 GEV192-9
• 电池 GEB212 (1x)
• 快速指南 BLK360
• 快速指南 GKL312
• 质保为 12 个月
• 经在线登记的数字存取检验证书

• 额外电池 GEB212
• BLK360 三脚架
• BLK360 三脚架适配器
• BLK360 任务包
• BLK360 基座适配器

6.9 遵循国家规定
6.9.1 BLK360

• FCC 第 15 部分 (仅适用于美国)
• 据此，Leica Geosystems AG 宣称该型号无线电设备 BLK360 符合 2014/53/EU

指令和其他适用的欧盟指令。
若要查阅 EU 一致性声明的全部文本，您可访问下列网址：http://www.leica-
geosystems.com/ce。

根据欧盟 2014/53/EU (RED) 指令，1 类设备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并投
入服务而不受任何 EEA 成员国的限制。

• 若 FCC 第 15 部分或 2014/53/EU欧盟指令未涵盖某些国家的其他规定，则在
这些国家使用和操作前需首先获得其批准。

日本无线电法律合规：
• 该设备遵照日本无线电法（電波法）。

• 不得擅自改装该设备（否则授予的登记编号将失效）。

类型 频率波段 [MHz]
WLAN 2412 - 2462

类型 输出功率 [mW]
WLAN 最大 100

标准配置

其他附件

符合国家规定

频率波段

输出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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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天线 增益 [dBi]
WLAN 双偶极天线 MIMO 系统 ± 2

6.9.2 危险物品规则

许多 Leica Geosystems 产品通过锂电池供电。

锂电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危险，存在安全隐患。某些情况下，锂电池可能过热或
自燃。

☞ 将含锂电池的 Leica 产品带进机舱需遵守 IATA 危险物品规则。

☞ Leica Geosystems 制定了“怎样运输带锂电池的 Leica 产品”和“怎样托运带
锂电池的 Leica 产品”的指南。在运输 Leica 产品时，我们建议您阅读网页上
的指南
(http://www.leica-geosystems.com/dgr)，确保您遵守 IATA 危险物品规则，正
确地运输 Leica 产品。

☞ 严禁将损坏或故障电池带上飞机。因此，确保带上飞机的电池处于安全状
态。

天线

危险物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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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软件许可协议/质保
本产品包含预先安装在产品上的软件，或者通过数据载体提供给您，或者通过
Leica Geosystems 事先授权进行在线下载。这类软件受版权或其他法律保护，其使用
由 Leica Geosystems 软件许可协议定义和规定。该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许可范围、
质保、知识产权、责任限制、其他保证的排除、管制法律和法律管辖地等方面。请确保
始终完全遵守 Leica Geosystems 软件许可协议的条款和条件。

此协议随所有产品一并提供，可登陆 Leica Geosystems 主页
http://leica-geosystems.com/about-us/compliance-standards/legal-documents 获取或向
Leica Geosystems 分销商索取。

在安装和使用软件之前，请阅读和接受 Leica Geosystems 软件许可协议的条款和条
件。本软件或其任何部分的安装或使用，被认为是接受该协议的所有条款及条件。如
果你不同意协议或者协议里的一些细节，你将不能下载、安装或者使用软件，你必须
在购买该产品十 (10) 天内将未使用的软件连同它的附件、采购收据连同其购买收据退
还给代理商，以获得全额退款。

产品上软件可能含有受版权保护、获多种开源许可证许可的软件。

相应许可的副本：
• 随产品一起提供（如在软件的“关于”面板内）。
• 可从 http://opensource.leica-geosystems.com/blk360 上下载。

若可在相应的开源许可内预见，您可从 http://opensource.leica-geosystems.com/blk360
上获取相应源代码和其他相关数据。更多信息，请联系 opensource@leica-
geosystems.com。

软件许可协议

开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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