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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立全息室是全球最先进的三维可视化的商业化解决方案。空间里面融合了“无限细节

（Unlimited Detail 简称 UD）”引擎和优立流式数据等多项优立先进软件技术，瞬间加载超大三维

模型，利用光影呈现出身临其境的全息世界。 

全息室是一个面积 20 平方米的立体空间，用户在全息室内可以自由行走、浏览场景、轻松互动、

编辑设计等。全息室内只需佩戴一副 3D 眼镜即可，设备穿戴轻便灵巧，人与三维图像完全融为一体，

创造临场感极强的空间互动体验。 

 

特点： 

• 支持在全息室内自由行走，360°浏览全息场景； 

• 支持人与模型、场景之间的沉浸式交互，真正做到物在掌中看、人在景中游； 

• 融合“无限细节（简称 UD）”引擎、优立流式数据等多项优立先进软件技术，将模型放大数

千倍仍毫不失真； 

• 三维数据不受数据量限制，可瞬间加载 PB 级数据； 

• 支持按场景来开发互动式内容，可以基于城市级三维实景模型的实现动态模拟场景制作； 

• 可实现模型的自由移动、缩放、旋转、着色以及复制、叠加和标记功能，真实比例下虚拟漫游

和测量任意两点间的直线距离； 

• 支持多种数据来源：人工建模、倾斜摄影、三维激光扫描； 

• 支持多种数据格式：*.las、*.laz、*.bin、*.e57、*.xyz、*.csv、*.txt、*.ptx、*.pts、*.llargbin、

*.fls、*.fws、*.ply、*.obj、*.fbx、*.dae、*.stl、*.i3s。（需通过优立软件进行数据预转换） 



 

 

全息室规格： 

占地面积：不少于 5.2 米 x3.8 米的无遮挡空间 

层高需求：3.2 米 

地面要求：地面平整干净，保持没有凹陷或凸起的水平状态 

安装环境要求： 

• 暗室，无红外线干扰（尤其太阳光、摄像头） 

• 适当温度及良好散热 

供电要求：2500W 

 

硬件及软件配套： 

 

功能 说明 

1 全息运算系统 搭载全息桌软件系统的工作站 1 台 

软件系统包括： 

Holoverse Professional 及 Holoverse CDK 

2 全息显影系统 三面投影幕墙以及其包围的地面，及显影系统（1 套） 

3 动捕系统 

 

空间动态位置捕捉系统（1 套） 

穿戴式三维动捕设备（1 套） 

每套可穿戴式三维动捕设备包含： 

⚫ 一副可提供自主视野的 3D 跟踪眼镜 

⚫ 一个可以进行自主互动操控的 3D 跟踪手柄 

4 全息室框架 铝合金框架及配件（1 套） 

5 供电系统及配件 不间断电源（UPS）一套，配件若干。 

6 其他说明 可配搭视野共享 3D眼镜，方便多人观看使用。  

 

结构简图： 

根据场地空间及环境，可以选择不同的安装方式： 

• 全框架，全密闭设计，如图 1。 

尺寸：3.5m 长*4.8m 宽*3m 高 

 

 

 

 



 

 

• 半框架，开放式无门，如图 2。（此设计目的在于为屏幕前提供更开放的活动空间） 

尺寸：2m 长*4.8m 宽*3m 高 

 

 

全息投影室内核软件 —— Holoverse Professional 

Holoverse Professional 是提供走进三维数据，进行漫游和互动的工具平台。通过采用无限细节

算法，Holoverse Professional 可以让无限数量的点云数据得以在全息室的环境下进行实时渲染。 

用户可以藉由无线控制系统，通过直观的 3D 菜单系统对其数据进行全方位的浏览和飞行漫游。

这套系统能让专业用户在虚拟空间中进行建筑规划、灾害管理，在全息空间中操控物件对象。通过OBJ、

FBX、DAE、STL 和点云渲染支持（点云在转换为 UD 格式之后可被支持），用户得以用全新的方式

探索他们的数据。 

 

主要功能菜单 

1. 场景预设（Presentations）：支持加载 Present 软件预处理好的场景工程文件，方便快速浏览预

先设置好的模型、测量数据、兴趣点标签等。 

2. 书签功能（Bookmark）：支持记录浏览的空间视野位置，快速在大型数据中跳转至书签记录点。 

3. 场景创建器（Make Scene）：导入各种模型资源，并支持对模型进行缩放、翻转、着色、复制等

的操作，创建您想要的场景。 

a) 标签功能（Labels）：支持对已加载的模型添加文字说明的标签。 

b) 测量功能（Measure）：通过手柄的点选可测量空间中任意两点之间的实际距离（默认单位

是米），也可测量两条相交线段间的角度。 

c) 图像增强器（Visualization）：支持对当前的场景添加打天光、直射光等光效，也可对模型

进行自定义着色，甚至可以按照模型的地理高度形成高度热力图。 

d) 色彩平衡器（Colour Balance）：调节整个场景的亮度、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等。 

e) 锁定场景（Lock Scene）：锁定当前的场景，不能对场景中的模型做任何的修改处理。 

4. 系统设置（Settings）：设置软件的通用配置，包括天空背景、场地背景以及场景展示模式、系

统声音等。 



 

 

5. 用户选项（User Options）：对用户在场景中的移动、对模型的操作习惯等进行个性化设置。 

a) 场景大小（Size）：支持设置用户与场景之间的比例关系，从而更好的观察场景。 

b) 控制设置（Control）：可选择五种不同的浏览模式，包括常规模式、火箭模式（航空器驾驶

的模拟）、眼球控制模式（即通过主眼镜朝向控制漫游过程中转向）、直升飞机模式（保持

同一巡航高度）、行星轨道模式等。 

c) 模型拖拽（Drag Mode）：可选择普通模式、磁铁模式、定向推拉模式等三种方式移动模型。 

6. 视窗记录器（View Entities）：用户每在场景中加载一个模型就会自动以该模型为中心形成一个

视窗，用户可以按需要切换视窗，视窗内容可以 360°自动旋转。 

*以上是 1.0.3.38867 版本的主要功能，功能菜单会持续更新。 

 

应用 

1. 虚拟仿真教育 

想要前往难以到达的场景，不能直接进入的危险场所，操作成本昂贵的设备器材，这些教学情景

在优立全息室都能轻松实现。“身临其境”的模拟训练将各种训练变得更高效、有趣，并且保证教学

的稳定、安全。 

高校虚拟仿真实验室 

国土资源、地理信息、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等相关专业，通过优立海量三维数据处理技术，将无

人机、三维激光等三维数据采集成果加载到优立全息室中，应用在基于实景的教学场景。同时，优立

全息室能实现对多种类型三维数据模型进行有效标准化、数据库管理化。教师可以将跨专业的多种类

型三维数据高效管理，实现大数据教学。 

  

武汉大学测绘工程学院               南宁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 

将综合机械化采煤的破煤、装煤、运煤、支护、采空区处理及回采巷道运输、掘进等工艺流程，

以全息交互的方式呈现出来。 



 

 

  

精密仪器设备操作 

对各类型的精密设备仪器进行装配、操控和实地使用等体验，包括飞机、无人机、军舰、枪械、

全站仪等。这样的教学充分地满足了全天候教学的需要，更无需担心设备损耗和操作安全，沉浸式体

验也让学员对课程内容更加印象深刻。 

  

安全培训与应急突发处理 

模拟城市真实环境，消防部门进行地区性消防模拟训练。普通消防演练也可以通过这种“真实”

的模拟训练，学习如何从火灾中逃生，以及如何帮助他人。 

模拟地震的真实场景，演示地震中的注意事项，指引建筑中的人员快速、有序地沿着应急预案逃

生路线，到达“安全地带”。 

  

 

2. 城市规划及建筑展示 

使用优立全息技术，可以颠覆房地产行业传统的模型展示、设计、规划等方式，省去大量设计建

造模型地时间和成本，让观众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能“走进”未来的目标项目内参观。 

城市交通规划 

规划大型交通枢纽时，主管部门需要一个平台来展示规划结构，同时和多方沟通协作。将交通枢



 

 

纽的三维设计图直接导入到城市的实景三维数据中做多层同时加载，决策者就可以在全息室内从各个

角度观看交通枢纽建成后的情景，为决策者、规划师提供科学、直观的判断依据。 

  

建筑设计和展示 

房地产项目中，不同专业的设计师会使用不同的 BIM 软件建模，这些模型需要整合在一起才能完

成项目整体的设计、分析和模拟。优立软件可以将 BIM、CAD 等三维建模文件，转换为优立特有的.、

UDS 格式，快速展示在全息室中。 

最特别的是，优立全息室可以直接展示城市级实景点云数据，将项目模型融合到城市实景模型中，

以全息 3D、直观的方式展示整个规划项目在城市环境中设计、施工及运营的情况，为项目决策者提供

评估分析的新方法。 

  
（厦门大学项目）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项目） 

 

武汉江夏阳光创谷产业园展厅数字化项目 

 

3. 数字博物馆 & 历史文遗保护 

运用优立 Solidscan 技术，基于景点景观、文物建筑等的激光扫描数据进行三维重建，真实还原

现实场景和文物，有利于保存、修复工作。利用扫描的真实数据，可以打造数字博物馆、虚拟历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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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virtual tourism a customer may choose to buy objects that they see. For example a person 
may be in ancient Egypt and sellers in the market place will sell them virtual objects. At the end of 
the session the customers are given the real versions of those objects in a bag and pays their bill. 
This will allow people to feel that they shopped during their virtual holiday experience. 

The boundary between educational and tourism are sometimes weak, market & audiences could be 
shared between these two purposes to reduce investment risks which means increase opportunities 
of more secured revenue generation. 

4.3. Real Estate –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Through Euclideon’s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es, CU can bring great improvement to traditional ways 
of model design and demonstrations in Real Estate and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industries. 
Utilizing Euclideon 3D Holographic technology can reduce time and avoid costs for building design 
models and will bring an experience to audiences of actually performing  a  real  “walk-through” or 
“fly-through” already during the design phase.  

Imagine to be able to design a new bridge, import it to the actual 3D scan of the city and be able to 
see exactly what the bridge will look like from all possible angels including standing on the bridge 
and see everything from its position. This will do nothing less than revolutionize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A real estate developer can invite a possible buyer of an apartment on a helicopter trip to the new 
area, take a short walk to the building while experiencing the new surroundings and established 
garden, walk into the entrance of the building, take the lift up, enter the apartment and walk 
through it while through the windows he will see the exact views from the apartment once the 
building is built. If the customer is not happy with the view on the 7:th floor they just take the 
“elevator”  u

p
  to  the  top  fl oor  where  views  are  amazing  an d   the  price  tag  hi gher.  Seeing  is  believing 

4.4. JV Hologram Entertainment Centers 

CU and Euclideon will form a local JV company called ECU Unlimited  (”ECU”)  fo r  each  market  
entered into. ECU will: 

 be 50% owned by CU and 50% owned by Euclideon 

 set up Hologram Entertainment Centers where customers go to play holographic games or 
have other holographic experiences 

The Entertainment Centers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consists of 40 hologram rooms and: 

 customers will pay $25 per 20 minutes to play in these rooms 

 ECU pays a 12% service fee to Euclideon based on revenue 



 

 

筑。运用 Solidscan 技术，让我们得以自由漫步于奥地利维也纳圣彼得堡大教堂、澳大利亚昆士兰热

带雨林实景三维场景中。 

 

 

4. 虚拟旅游 

优立全息室中，不受时空限制，任何时候都能游览千里之外的目的地。通过航空三维数据采集，

或者 Solidscan 技术支持的 3D 激光扫描所获取的高精度实景三维数据，可以将真实世界场景无限量

地导入全息室当中，令跨越时空的旅行更加真实。 

韩国总统府“青南台” 

青南台及周边近 500 万平方米的区域，经过空中数据采集以及优立软件的处理，放进 20 平方米

的优立全息室。游客可以在全息室内漫游青南台的高精度三维实景，了解青南台历史，看四季变换，

如同现实世界一般。 

  
通过激光扫描设备，将整个青南台的建筑、道路、山水、花草扫描下来，得到原始的三维点云模

型数据。点云数据精准记录了青南台每一处景色的坐标和色彩。经过优立软件处理，这些点云数据可

以 1：1 真实还原青南台。 

虚拟景点展示不能直接使用原始点云数据。因为原始的点云数据若在电脑上直接漫游浏览，加载

速度和画面精度都有比较大的局限。所以，我们把数据转换为优立独有的 UD 格式，再经过优立的“无

限细节”技术处理，即可实现 1 秒内加载全部数据。同时，将转换处理后的点云数据导入 Solidscan，

完成点密度提高处理，画面立刻变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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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Virtual Tourism 

With virtual tourism anyone can travel and physical distance will not be a problem. CU will 
coordinate with owners and management of historical sites, famous buildings and places to do a 
complete laser scan over the region, premise or attraction at an agreed cost. 

CU will establish agreements with caretakers of historical sites where by CU may scan their sites in 
return for a royalty payment. Laser scans with unlimited details recorded via Euclideon Solidscan 
Technologies will then be imported into a software program which will create a true and vivid 
experience for the holographic traveler. 

 A couple of examples that can be seen in Euclideon’s demonstration video is the church in St. 
Petersburg, the complete city of Yokohama in Japan, or a walk in a remote rain forest. 

 

Potentially CU can utilize existing 3rd party laser scans from private companies and government 
authorities like SpaceX or NASA to create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like a space trip to a space 
station. Virtual travel like this will create an experience that most people neither can imagine nor 
afford in the real life. CU Holographic Traveling can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an d   the  “once  in  a  
lifetime”  e

x
perience  into  an  “as often as you want” experience affordable to most people. 

 

 
 

Above photos are from SpaceX official website and NASA YouTube video for demonstrations 



 

 

 
 

5. 游戏娱乐 

优立全球第一家全息互动中心 Holoverse 于 2016 年 5 月 29 日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正式营

业，设有 40 个优立全息室，身临其境般“沉浸式”的游戏方式，“无限细节”的视觉效果，体验更

丰富，带您进入炫酷的游戏世界。 

  

 

 

深圳优立全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 1001 号 TCL 国际 E 城 F1 座 6 层 602 

电话：0755-26608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