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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X7

Trimble® X7是一款高速3D激光扫描系统，具有新的创新技术，可以简化采用过
程，提高效率，增强现场作业的置信度。

3D激光扫描仪



箱内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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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说明 编号 说明

1 X7 3D激光扫描仪 4 SD读卡器

2 电池 (x3)* 5 SD卡

3 文件：
• 快速开始指南
• 保修激活卡
• 仪器测试证书
• 规程信息文档

6 清洁布

7 USB通讯线

8 双电池充电器**

9 充电器电源装置**

10 充电器电源线**

* 装运规程只允许单独包装两块电池并在仪器中插入一块电池。使用之前，请从仪器上撕下
电池触点上的胶带。

** 区域性部件(P/N 101070-00-##)需要单独订购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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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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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P相机(x3)

SD卡槽

开/关状态指示灯

通讯和电源接头

开/关键和扫
描键

橡胶盖

提柄



自动校准系统电池舱盖

电池舱盖锁

多色LED(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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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孔



技术规格

物理规格

仪器重量(带电池) 5.8 kg

内置电池重量 0.35 kg

尺寸 178 mm (宽) x 353 mm (高) x 170 mm (深)

环境规格

入口防护评级 IP55

工作温度范围 -20°C 到 50°C

存放温度范围 -40°C 到 70°C

完整的技术规格，请访问www.trimble.com，参阅Trimble X7 3D 激光扫描仪技术
资料。

电池信息

C 警告–在给X7电池充电或使用电池之前，请务必阅读并理解Trimble X7 3D激光
扫描仪管制信息文档中的电池安全和环境信息。

注意–在给电池充电或与扫描仪一起使用之前，
必须撕下仪器中电池触点上的胶带。

注意–电池只能用于P/N 99511-30仪器。

注意–温度低于0°C时，电池的性能会降低。冷
电池的性能可能不足以启动仪器。为了获得最佳
电池性能，请在仪器中使用电池之前将其保持在
尽可能接近20°C的温度下。

X7 3D激光扫描仪电池具有状态指示灯LED。按下
电池上的按钮可以检查充电状态。

给电池充电

可充电锂电池出厂时只是部分充电。第一次使用电池前，请用Trimble双电池充电器
(P/N 109000)将电池充满电量。

更多信息，请参看Trimble X7 3D激光扫描仪用户指南。

5

电池充电状态

按钮

http://www.trimble.com


插入内置电池
1. 向下压电池舱锁使它解锁。

2. 打开电池舱。

3. 把电池插入电池舱，电池接头应面向内朝向
仪器底部。

4. 关闭电池舱。

插入存储卡

注意–从仪器插入(或取出)存储卡之前，请确保
仪器已关机。

C 切记–请勿倒置或反向插入存储卡。不正确地插入存
储卡可能会损坏仪器和/或存储卡。

1. 打开存储卡槽盖。

2. 将存储卡滑入卡槽，直至其卡入锁定到位。

3. 关上存储卡槽盖。

设置

稳定安置仪器对于高精度测量至关重要。把三脚架腿张
开，以确保稳定性。

请考虑到该仪器像所有光学仪器一样，需要足够的时间
适应周围温度。以下是高精度测量应用的经验法则：

• 摄氏温度 – 仪器与环境的温差摄氏度(°C) x 2 = 仪器调整至新的环境温度所
需的持续时间(按分钟计)。

• 华氏温度 – 仪器与环境的温差华氏度(°F) = 仪器调整至新的环境温度所需的
持续时间(按分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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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关闭仪器

1. 短按开/关键可以打开仪器电源。仪器启动时，您会听到增大的哔哔声。

2. 关闭仪器电源，请按开/关键，直到开/关键的LED开始高频率闪烁。开/关键LED
将继续高频率闪烁，直到仪器关闭电源。仪器关机时，您会听到减小的哔哔声。

LED指示灯

开/关键LED指示灯

LED 仪器状态

关 关机。

黄色，闪烁 正在开启或关机。

黄色，慢闪 已经就绪，但未连接到控制器。

黄色，稳态 已经就绪并且连接到了控制器。

黄色，快闪 正在更新固件。

多色LED指示灯

所有LED指示灯 仪器状态

关 关机。

橙色，闪烁 开启，关机，更新固件或者运行诊断或外业校准报告。

绿色，稳态 可以用控制器扫描或用扫描按钮操作。

蓝色，闪烁 初始化、校准、调平和扫描。

白色，闪烁 获取影像。

红色，稳态 遇到电池、SD卡、调平、自动校准、获取数据或硬件故障的问题。 

调平LED指示灯 仪器状态

所有5个LED指示灯均为稳态的绿
色(请看A)

已经调平。

3个LED指示灯在闪烁(请看B) 没有调平。

• 绿色，闪烁 • 不需要调节接近LED指示灯的三脚架腿。

• 蓝色，闪烁 • 接近LED指示灯的三脚架腿太低。

• 红色，闪烁 • 接近LED指示灯的三脚架腿太高。

注意 – 可以开启或关闭所有的LED指示灯和LED调平导引。请参阅外业软件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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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仪器通过运行Trimble Perspective、Trimble Field Link 或 Trimble Forensics 
Capture软件的Trimble T10平板电脑或类似的Microsoft® Windows® 10平板电脑进
行操作。仪器启动后，可以通过外业软件用Wi-Fi或USB 2.0电缆进行连接。

注意–只能使用批准的Hirose 6P-PC到USB 2.0电缆(P/N 53096032)在仪器和控制器
之间进行有线通讯。

注意–未连接控制器时，可以通过短按电源按钮开始扫描。

有关控制器软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Trimble Perspective、Trimble Field Link 
或 Trimble Forensics Capture 用户指南。

附加信息

原始文件用英文写成。其它语种的文件都是从原始英文翻译而成的。如果希望阅读
用其他语种介绍的更多信息，请去到www.trimble.com。关于Trimble支持，请去到
www.trimble.com/support。

http://www.trimble.com/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