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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全息沙盘是全球唯一可以承载无限量实景三维数据的多人互动沙盘。它同时兼容工业级高精度的激光

三维点云数据与倾斜摄影模型，不论是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实景三维数据，都可以轻松承载。

优立全息沙盘目前有 HT-D 和 HT-S 两个型号，采用全息投影、多人互动传感等技术，在沙盘上呈现 TB 级

别高精度三维模型。用户可以对沙盘上的模型进行编辑设计、改变颜色、移动缩放等操作。

功能特性：

1. 支持多用户、不同视角观看与互动；

2. 支持超大规模（GB/TB/PB 级）的实景点云三维模型和人工建模模型。其中实景点云三维模型包含倾斜摄影

和三维激光建模方式获取的模型，人工建模模型包含 OBJ、FBX 等通用格式；

3. 模型编辑： 移动、缩放、旋转、着色以及复制、重叠、组合、添加模型参数标记；

4. 支持调整场景的光照方向、强度及颜色，还可以针对性调整单个模型的材质效果；

5. 可以实现无限量三维模型叠加（指经过优立技术预处理得到的 UDS 格式三维数据）；

6. 创建、编辑和删除书签 （书签：指对当前视野位置及姿态进行保存供后期调用）；

7. 支持模型同步显示在外接屏幕上，并可以通过智能手柄控制显示视角变化；

8. 加载、保存和创建演示场景预设（项目 -UD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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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D 规格：

尺寸：220cmx 220cm 

高度：约 73.5cm

重量：约 480kg

材质：钣金 & 钢化玻璃

安装环境要求：

·  无红外线干扰（尤其太阳光）; 

·  适当温度及良好散热；

供电要求：2500W

HT-S 规格：

尺寸：202cmx 178cm

高度：约 65cm

重量：约 150kg

材质：钣金 & 亚克力

安装环境要求：

·  无红外线干扰（尤其太阳光）; 

·  适当温度及良好散热；

供电要求：2000W

每套全息沙盘包含：

功能

全息运算系统

全息显影系统

动捕系统

全息沙盘框架

供电系统及配件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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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搭载全息沙盘软件系统的工作站1台

全息沙盘屏幕及显影系统（1套）

空间动态位置捕捉系统（1 套）

可同时使用的穿戴式三维动捕设备（2 套）（HT-D）

可使用的穿戴式三维动捕设备（1 套）（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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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钣金框架及配件（1 套）

需为系统预留 HT-D 2500 瓦供电，配件若干

                            HT-S 2000瓦供电，配件若干

可为每个视觉通道配搭视野共享三维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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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图：

HT-D待机状态 HT-D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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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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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立全息和 VR/AR 的区别

头戴式显示器（俗称“头盔”或“头显”）已经成为公众视野中虚拟现实（VR）形象代表，然而VR头盔有诸多技术

障碍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例如头盔线缆限制移动，头盔沉重，续航不足，三维数据承载能力较小等；而 VR 头盔的

设计架构也让其无法克服先天的缺陷，例如成像环境将眼前狭窄空间完全遮蔽，在黑暗中，人眼面前几厘米的空间

内放置高亮镜片产生的视觉疲劳，使得头盔不适合长期连续使用；另外，用户无法看到自己的身体和四肢，低头仅

可以见虚拟的双手，而且部分VR 头盔还可能产生眩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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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R头盔 优立全息

PC版或一体机，笨重头盔

戴着头盔无法看到自己的身体，容易产

生眩晕、恐惧

受硬件性能瓶颈限制，对文件大小有限

制，网络、远程加载问题尤甚

小场景人机互动为主

无法与周围人互动

视力损伤，青少年不宜佩戴

轻巧3D眼镜，全息空间设备

体验

加载

互动

可总揽全局，也可观察入微。在全息空间

可看见自己的身体，自由走动，无眩晕

专利算法支持，无限量加载、

运行大规模三维数据，远程亦可秒级加载

真正的360°全息结合超大型实景

沉浸交互式体验真正意义上人机互动

儿童及成人都可长时间使用安全

优立全息沙盘的优势

优立全息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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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全息

把规划方案的三维设计模型叠合在整个城市的三维数据之后，使用者可以同时操作手柄，随时搬动规划当中

可变的部分到新的位置，进行方案讨论；也可对比规划前后的效果，如果方案是分阶段实施的话，还可以把不同历

史时期该地区的变化在全息沙盘上展现，从而使更多信息得以被同时展现，全面把控、预测隐藏的风险。

        瞬时全息

无论实景三维的数据量有多少，都可以瞬间加载在全息沙盘。全息桌面系统可根据使用者的位置、视野与操控

动作实时进行三维运算，在运动中流畅呈现动态空间感。GB/TB/PB级别的三维数据在经过系统搭载的自动化数据

处理流程之后，可被系统瞬间加载。

        实景全息

作为全球唯一可以承载无限量高精度实景三维数据的商用级解决方案，同时兼容工业级高精度数据，无论

是激光三维点云数据还是倾斜摄影模型，无论是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实景三维数据，无论

GB/TB/PB 级数据，都可以被优立全息沙盘轻松承载。

例如：一个地区要进行新的规划，可以把其规划设计通过优立的技术进行数据优化转换，直接重叠在整个城市

的实景三维数据当中，让设计与实景融合，展示在优立全息沙盘上，让未来立刻呈现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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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把规划方案的三维设计图纸叠合在整个城市的三维数据之前，需要经过以下阶段：

         A. 三维数据的采集（例如通过无人机进行航空三维数据采集和三维建模）；

         B. 三维数据的预处理，采用优立 udStream 系统自动化进行数据的转换处理（接受多种三维数据）；

         C. 如果需要高效的展示或者讨论，可以进行场景的预先编排。

        实时全息

全息沙盘可以通过优立 udStream 系统赋能，接入物联网实时数据，在沙盘上实时浏览城市全景、道路与

建筑情况，以及消防车辆、警车、无人机等应急管理的实时动态，使得整个城市的各项信息都实时全景呈现在

使用者的眼前，为打造真正的智慧城市提供技术支持。

例如：把规划方案的三维设计模型叠合在整个城市的三维数据之后，当城市不断扩张，可以把新城区的三

维数据规划叠加，甚至可以融入类似“广佛同城”、“大湾区融合”、“长三角”、“京津冀”、“成渝贵”等超大型

经济圈规划之后，依然可以瞬间展示在全息沙盘上，完全无需担忧三维数据量升级带来的压力。

        可控全息

多种三维数据（激光点云 / 倾斜摄影 / 人工建模）在经过优立软件自动化数据预处理后，可以被直接导入全

息桌面系统；也可以通过以下精简的工作流程，进行全息桌面系统的场景预设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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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模型进行预处理， 以
制作各式各样的单体化
流式数据模型。

对所有素材/文字资源、
场景/剧情设定、飞行路
径等进行编排整合，并
保存为工程文件。

·将预制好的工程文件
   拷贝入全息沙盘主机
   指定的文件夹
·在全息沙盘上运行

素材处理 内容编排 运行倾斜摄影 激光扫描与测量

CAD和BIM 多边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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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立全息沙盘的应用

o 航空

o 博物馆

o 智慧城市

o 建筑

o 城市规划

仿真教育 o

o 军事

公共安全 o

o 旅游

石油及燃气 o

o 医疗

地理信息 o

电力传输 o

消防 o

铁路 o

娱乐游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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