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变世界的工作方式

Trimble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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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捷，更容易，更高效

我们这7种型号的全站仪 - C3、C5、S5、S7、S9、S9 HP
和SX10，能够提供比以往更高的性能和更多的功能。它们

从最大灵活性的多合一测站，到日常基本测量的重负荷设

计，再到专业需要的超精准机型，为您提供了清晰的选择方

案。它们都是以Trimble一贯卓越的培训、服务和支持作后

盾。

在Trimble公司，我们一直专注于使日常测量工作进行得更

快捷、更容易、更高产。我们的全站仪，所有特性、功能和

软件组件都是为在外业和内业提高效率并且不影响其高性能

和高精度而设计的。 

我们的EDM技术，使您以更少的设置次数，更快地进行外业

测量，同时还能增强扫描性能。SurePoint™精密定点技术，

可以降低瞄准误差，减小昂贵的重测。久经考验的外业软件 

- Trimble® Access™，可确保在外业快速采集数据。Trimble 
SureScan智能扫描技术，能够提升精度，确保可重复性，

并且减少返回现场采集额外数据所需要的时间。 

它不止步于此。用Trimble Business Center软件能够集成

您所采集的所有地理空间数据，使数据处理变得更加容易和

快速。

结论显而易见：Trimble全站仪是高效、可靠性能的终极方

案。

最先进的仪器， 
最终极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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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单一强大的解决方案，提供测量、成像和3D扫描

 ► 捕获数据更快速、更准确

 ► 把Trimble VISION™技术的优势带到视频机器人控制、场

景文档编制和测量中

 ► 借助Trimble DR Plus和Lightning 3DM闪电技术，提高

精度，即使测量距离很长

 ► 创建增效的3D模型

 ► 用Trimble Business Center办公软件，实现快速数据

处理 

 ► 用L2P技术实时定位您的设备，用Trimble InSphere™ 
Equipment Manager管理您的设备 

依靠Trimble全站仪，您可以：

Trimble全站仪：今天可信赖的仪器，面向明天的设计。

十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任务中，Trimble全站仪表现出了优异卓越的性能、 

可靠性和效益。但是在Trimble公司，我们总是在挑战极限，锐意创新，不断改进。

Trimble S5
全站仪

Trimble C3  
机械全站仪

Trimble C5  
机械全站仪

Trimble S7
全站仪

Trimble S9
全站仪

Trimble SX10
影像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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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10 影像扫描仪

把地理空间的所有技能组合融入到
您的工作流程中

Trimble SX10是世界首创的影像扫描仪，它真正把高速3D
扫描、增效Trimble VISION成像和高精度全站仪测量融合在

单一仪器中。

其设计思路是：自始至终提供最高的精度、最大的效益和最

丰富的细节。它包含您所信赖的Trimble MagDrive™磁驱技

术和AutoLock®自动锁定技术，具有业界领先的耐久性和可

靠性。SX10强大新颖的Lightning 3DM闪电技术，可使您具

备处理任何测量项目所需要的能力。

提升生产率，节省资金，得到更大的通用性

Trimble SX10能够以26,600赫茲的速度，捕获丰富的点云

数据，测距可达600米。

当您回到内业，扫描将自动配准，您为准备数据所花费的时

间更少，创建成果使用的时间更多。而且，Trimble Access
和Trimble Business Center可使您用熟悉的测量工作流程操

作SX10，无需专门培训测量员使用专用的3D扫描仪。 

Trimble SX10能够使您降低成本，获得更广泛的通用性，便

于拓展到新的应用中。所有这些，只需要一次性投资。 

优越的3D扫描基础

Trimble SX10的核心是全面集成的3D扫描能力。Trimble的
Lightning闪电技术可使Trimble SX10以高速度捕获高密度的

3D扫描数据，同时在整个测量范围内保持高精度。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选择扫描密度等级。由于配准是自

动完成的，您采集的数据会恰当地落到您的测量坐标系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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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mble SX10影像扫描仪允许您使用熟悉、简单而高效的

测量工作流程 - 从外业到内业。方法包括： 

 ► 将测量、成像和高速3D扫描组合在一个革命性的影像扫

描仪中 

 ► 新的Lightning 3DM闪电技术将高精度测量与高速扫描

结合在一起 

 ► 利用Trimble Lightning Scanning闪电扫描技术，每秒钟

可扫描多达26,600个点，只需12分钟便可捕获全穹顶扫

描影像 

 ► 通过改进的VISION技术，可提升精度、通用性和效益用

户可以用Trimble Business Center有效管理全站仪、成

像和3D扫描的数据，使创建成果变得容易

 ► 提供业界领先的600米范围3D扫描，同时还拥有业界最

小的点尺寸 - 在100米处仅为14毫米 

 ► 提供水平360°X垂直300°的扫描和成像视场，可覆盖您

的整个设置区域

SX10影像扫描仪的关键特性



改变世界的工作方式6

SX10影像扫描仪

先进的VISION技术，帮助您交付优
异的成果

Trimble SX10板载VISION技术，通过控制器的实况视频，

使测绘导航变得简单容易。 

VISION提供不同等级的成像能力和分辨率，您可以恰到好

处地采集符合您需求的数据量，无论是制作工地文档，还是

在DR观测中捕获附加的视觉细节。 

回到内业，Trimble VISION数据给了您进行附加测量或交付

360度全景图的两种选择。 

无与伦比的精度，来自Trimble SX10

Trimble SX10影像扫描仪为精度、能力和特性建立了新

标准。无论您是完成典型的作业还是最具挑战性的测量项

目，SX10都能使您有信心地完成所有任务，并且圆满完

成。

熟悉的 TRIMBLE ACCESS 和 
TRIMBLE BUSINESS CENTER 工
作流程

与Trimble Access软件相结合，SX10能够从外业高效可靠地

采集最完整的数据集。在外业，它可以让您：

 ► 测量所需等级的细节

 ► 整合扫描工作流程

 ► 高效管理数据

在内业，Trimble Business Center无缝地整合您的项目数据

并且提供一个虚拟的测量环境，使您能够： 

 ► 创建高效的2D地形和3D立体地图

 ► 运土、土方和走廊工作流程 

 ► 快速测量任何遗忘或复杂的外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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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精度、通用性和效率。

 ► 地形测量/常规测量

 ► 巷道/走廊测量

 ► 体积测量

 ► 基础设施竣工

 ► 建筑竣工

 ► 民用设施设计测量

 ► 电力线检查/间距

 ► 法医侦查

 ► 矿场/采石场测量

 ► 储罐校准/检测

 ► 尺寸控制

SX10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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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和S9 HP全站仪

性能和精度可满足您专项应用的需
要

我们采用最好的外业技术，加上最高等级的精度，并且包含

了我们所有的专项工程特性。最终，我们为您最具挑战性的

项目设计了性能超值的Trimble S9和S9 HP全站仪。

无论是隧道、监测、采矿或其它困难的应用，凭借S9全站

仪，均可把扫描、成像和测量组合到单一精准的解决方案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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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最具挑战性的项目而设计

先进的解决方案，满足您处
理棘手任务的需要

以下列出的只是Trimble S9强大功能和可用选项的一部分：

 ► 0.5"或 1"精度

 ► 用于隧道、监测或采矿等专项工作流程的专业模块

 ► Trimble SureScan和VISION技术选项

 ► Trimble SurePoint
 ► Trimble S9 HP 的 DR HP EDM
 ► 监测项目，实时和后处理并存，用Trimble 4D Control™

软件快速检测关键性结构运动

 ► 附加的工程专用特性，包括Trimble FineLock™和3R类激

光指示器。Trimble Finelock检测目标时不受周围棱镜的

干扰，LongRange Finelock长测程精细锁定使此功能得

到了延伸，它们都可对近距离的高精度应用(例如：铁轨

调校、变形监测和隧道工程)给予关键性支持。3R类激光

指示器在隧道或地下矿井的更大范围内视觉标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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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全站仪

满载着最大灵活性和最高性能

想象一下，您的工作场地只需要一台全站仪，便可以进行所

有的数据捕获。想象一下，您只需要一台功能强大的全站

仪，便可以处理扫描、成像和测量，创建3D模型，处理高

精度的可视工地文档和点云，并完成其它更多任务。这就是

Trimble S7全站仪！

借助综合扫描和视像，可加快工作速度

有了Trimble SureScan，您可以专注于采集正确的点，而不

是较多的点，使采集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加快。SureScan专
利技术能够保持用户定义的等密度点，这样您就不会在短距

离捕获太多点或在长距离捕获太少点。

S7配备了Trimble VISION™技术。它可以引导您在控制器上

测量实况视频影像。回到内业，您可以把Trimble VISION
数据用作测量数据，或者处理360度全景影像和高动态范围

(HDR)影像，给出更清晰的可交付成果。

用Trimble DR Plus增强您的精度

配备了DR Plus EDM的S7只需要很少的仪器设置次数，就可

以给出增强的扫描性能。我们的DR Plus测距功能也大大扩

展了免棱镜的直接反射测量范围。Trimble DR Plus能够实现

快速容易的测量，而不会影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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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极版的全站仪

Trimble S7是一款强大的全站仪，具有您所需要的所有功能

和工具，能够使您在外业和内业的工作效率达到最大化。它

还标配了一些其它技术：

 ► MagDrive (磁驱技术)，卓越的速度和精度，可减少磨

损，操作流畅静默

 ► FineLock (精细锁定)，检测目标时不受周围棱镜的干

扰，确保跨越长距离锁定目标，并消除干扰引起的误差

 ► SurePoint (精密定点)，无论是刮风天，还是有振动，

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跟踪目标，确保精确地瞄准

和测量

 ► Locate2Protect (定位保护)技术和InSphere 
Equipment Manager

 ► 行业领先的外业和内业软件，用于快速采集和处理数据，

无论何种Trimble仪器

使用TRIMBLE SURESCAN， 
提高生产率

Trimble SureScan技术是一个真正的生产率提升器，

可以节省您在外业和内业的时间。它允许您轻松快速

地定义一个单取景区域并设置一个不变的分辨率。这

意味着初始数据集更干净、更可用，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所需的点数据量和设置次数，同时还促进了内业数

据处理。

凭借SureScan，您可以有效地捕获您在创建数字地形

模型(DTM)和体积计算时所需要的所有数据。此外，

您可以比传统测量方法更快地执行地形测量。

使外业和内业效益最大化

标准扫描网格 SureScan扫描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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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全站仪

可靠、高效、可信的执行者

Trimble S5提供了由Trimble专有特性和成熟技术构成的理

想方案，年复一年，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帮助您有效准确

地工作。

这是一个得到证实的经济型执行者，它使您的外业和内业工

作更加容易。此外，它由Trimble遍布世界范围的服务和培

训支持作为后盾。

S5使测程更远，测量更快

S5可以包括一个完整的Trimble技术方案，为各类项目提交

货真价实的可靠结果：

 ► DR Plus EDM只需要很少的仪器设置就能实现长距离测

量，同时可增强扫描性能

 ► 您可以选择 1"、2"、3" 和 5" 精度

 ► MagDrive™伺服技术，SurePoint，L2P和InSphere 
Equipment Manager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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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目标上

Trimble MultiTrack

Trimble MultiTrack™目标具有通用性，既可以跟踪主动目

标，也可以跟踪被动目标。同一工地上最多可以同时操作8
个主动目标，没有跟踪错误目标的风

险，不会出现虚假目标锁定，不会损

失生产率，能够确保工作的精度和完

整性。

独家性能和成熟技术的理想方案

时时刻刻管理您的设备

Trimble L2P技术知道您的全站仪每天24小的所在位

置。它能使您看到任何给定时间该设备在哪里。如果

您的设备离开了工作场所或经历了意外冲击或滥用，

它会向您发出报警。

用我们基于web的Trimble AllTrak™云应用程序管理您

所有的仪器硬件、软件和维护，节省了时间。现在，

您可以查看使用情况，并在一个位置使您的所有全站

仪保持最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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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机械全站仪

Trimble C系列机械全站仪是一组耐用、高效、精密的仪

器，它像您一样工作努力。C系列全站仪将卓越的光学镜头

和自动对焦与坚固、轻便、用户友好的设计相结合，具有超

凡的性能，使外业工作更快捷、更高效。 

通过这些机械全站仪，板载数据采集软件能够确保工作流程

流畅和高效。 

您在苛刻的环境中工作，需
要可靠和高效的设备，您希
望它像您一样努力工作。

Trimble C系列

Trimble C3机械全站仪
全站仪

Trimble C5机械全站仪
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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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机械全站仪

让您日复一日的工作变得更轻松

Trimble C3机械全站仪重量轻，体积小。易于储存、运输

和操作。设置也很简单，完全符合您对Trimble全站仪的期

待。板载数据采集软件确保工作流程流畅和高效。 

无论您去哪里工作，都可携带Trimble C3

Trimble C3既轻巧又紧凑，简化了存储、运输和设置过程。

用户想操作多久就操作多久，不会感觉疲劳。它很坚固耐

用。无论什么条件，无论带到哪里，都能为您提交优异成

果。 

我们为它倾心倾力，您可从中大获益处 

当您使用Trimble C3时，得到的成果总是准确而又真实，这

确保了内业更大的产能。您一次就可作到位，没有必要再次

回到外业。主要功能包括： 

 ► 自动对焦，能精准快速聚焦 

 ► 优质的尼康光学镜头，即使在较暗环境下也能得到清晰

明亮的视线

 ► PIN码安全 

 ► 全双面显示屏均可使用板载软件

 ► 1"、2"、3" 和 5"精度

 ► 热插拔电池可持续整天工作，您在用一块电池工作的同

时，给另一块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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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可靠的机械技术。

C5机械全站仪

高效、准确的工作方式

Trimble C5机械全站仪完成了行业内顶级投资组合，提高了

生产效率，节省了时间，使外业工作变得更容易和更快捷。 

Trimble C5坚固耐用，用户友好，即使在最苛刻的外业工作

条件，也能减轻用户的疲劳。它快速捕获精确的测量数据，

几乎没有停机时间，其L2P定位技术可使您获得安宁和安全

感。 

一次到位，从无例外

Trimble C5使外业工作高产且有效，它凭借经过验证的快速

Trimble设置过程和一系列功能，包括：

 ► 新式自动对焦，在预期距离提供快速、精确的聚焦 

 ► 优质的尼康光学镜头，即使在较暗环境下也能得到清晰

明亮的视线 

坚固易用，可用于任何场合

C5重量轻、体积小，简化了储存、运输和安装过程。它易于

掌握，用户想操作多久就操作多久，不会感觉疲劳。无论什

么条件，无论带到哪里，都能为您提交优异成果。 

工作快捷，持续高产，保持精准

Trimble C5电池充满电后，电量足够持续全天工作。电池可

以热插拔，减少了停机时间。新款C5的高分辨率双面触摸显

示屏可使您使用板载Trimble Access。此外，C5具有1"、2"
、3"和5"精度。因此，无论什么任务，它都有相应的精度规

格，并具有高等级的效益和产能 - 这正是您希望从Trimble
获得的改进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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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可靠的机械技术。

 ► 系统设计紧凑、轻便、坚固

 ► 自动对焦，实现精准快速聚焦

 ► PIN码安全

 ► L2P定位技术

 ► 强大的长测程EDM

 ► 彩色高分辨率双面触摸显示屏

C5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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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您的日常工作流程

Trimble® Access™为支持您的日常工作(包括地形测量、放

样、控制等等)而设计，它采用您所熟悉并易于使用的界

面，提高了生产率，节省了您的资金。

Trimble Access，用于常规测量

Trimble Access的功能用于常规测量，提高外业现场的效

率：

 ► 为支持您的日常测量工作流程而设计

 ► 单触式易用特征码

 ► 强大的COGO例程

 ► 在活动地图上图形放样点、线、弧和定线

 ► 综合测量技术把光学、扫描和GNSS数据加影像结合到同

一任务中

可提高效率的专项应用程序

可用于个性化开发的SDK

更多信息请访问 
apps.trimbleaccess.com

Trimble Access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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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RIMBLE BUSINESS CENTER，
简化处理过程

Trimble Business Center把所有数据一起带到桌面环境。在单

一软件包中，您可以用GNSS、全站仪、水准仪、影像扫描仪、

地面和航拍数据高效地工作。Trimble Business Center提供了

地形图制作流程、土方操作、走廊操作，把外业环境带到了内

业。

 ► 网平差和导线平差工作流程，既精确又可信

 ► 测绘CAD环境，端到端交付成果

 ► 点云工具，用于可视化、配准、清理和自动分类

 ► 地形和表面建模，具有精确的体积计算和轮廓创建

 ► 数据可追溯，原始测量数据可见，历史记录可查

 ► GIS整合和兼容，用于无缝集成

Trimble Business Center软件

更强的软件，获得更强的数据。



Trimble全站仪的各种配置

仪器 测角精度 EDM技术 EDM精度 伺服
Trimble 
Vision

棱镜跟踪
技术

扫描技术|速度 精细锁定 附加功能

Trimble C3
1"、2"、 
3"或 5"

DR
2.0 mm + 2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自动对焦

Trimble C5
1"、2"、 
3"或 5"

DR
2.0 mm + 2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跟踪光/自动对焦

Trimble S5 
全站仪

1"、2"、 
3"或 5"

DR PLUS
1.0 mm + 2 ppm 棱镜 
2.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 跟踪光

1"、2"、 
3"、5"

DR PLUS
1.0 mm + 2 ppm 棱镜 
2.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跟踪光

Trimble S7  
全站仪

1"、2"、 
3"或 5"

DR PLUS
1.0 mm + 2 ppm 棱镜 
2.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单相机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SureScan | 
15pps

 ✓

Trimble S9 
全站仪 0.5" DR PLUS

1.0 mm + 2 ppm 棱镜 
2.0 mm + 2 ppm DR

机器人 单相机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SureScan | 
15pps

 ✓

0.5" DR PLUS
1.0 mm + 2 ppm 棱镜 
2.0 mm + 2 ppm DR

机器人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长测程 
精细锁定

1" DR PLUS
1.0 mm + 2 ppm 棱镜 
2.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长测程 
精细锁定

Trimble S9 HP
全站仪 0.5" DR HP

0.8 mm + 1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机器人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长测程 
精细锁定

0.5" DR HP
0.8 mm + 1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跟踪光

0.5" DR HP
0.8 mm + 1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机器人 单相机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1" DR HP
0.8 mm + 1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单相机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1" DR HP
0.8 mm + 1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跟踪光

1" DR HP
0.8 mm + 1 ppm 棱镜 
3.0 mm + 2 ppm DR

机器人或 
自动锁定

自动锁定或 
多重跟踪

 ✓
长测程 
精细锁定

仪器 测角精度 EDM技术 EDM精度 伺服
Trimble 
Vision

棱镜跟踪
技术

扫描技术|速度 扫描范围 测程噪声

Trimble SX10
影像扫描仪 1"

Lightning 
3DM

1.0 mm + 1.5 ppm 棱镜 
2.0 mm + 1.5 ppm DR

机器人 多相机
高级 

自动锁定
带扫描|26.6kHz 600 m

1.5 mm @ 50 m 
1.5 mm @ 1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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