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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rHawk 简介 
 

 

 

 

◼ gAirHawk 系统概述 

◼ gAirHawk 系统特点 

◼ gAirHawk 软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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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rHawk 软件概述 

gAirHawk 是际上导航自主研发的激光扫描系统采集监控和点云计算软件，支持

野外数据采集系统的实时配置和监控、实时和事后激光扫描数据的解码、点云数据的

计算和显示，为际上导航激光扫描系统的配套软件。 

gAirHawk 软件功能特点 

◼ 多支持 

支持际上多型号激光扫描系统，包括不同精度、不同测程的激光扫描系统。 

◼ 激光器配置和点云计算参数配置一体化 

软件既可以在野外对激光器进行参数配置，也可以对激光点云的计算参数进行配

置。 

◼ 实时和事后点云计算 

软件既可以在野外数据采集时实时计算点云，也可以通过采集的原始激光数据和

事后算得的 POS 数据进行事后计算点云。 

◼ 实时系统状态监控 

软件可以对设备的实时工作状态，包括激光器、POS 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实时

监控。 

◼ 实时点云显示 

在实时点云计算后，系统支持点云的实时显示，进一步掌握系统的工作状态。 

gAirHawk 软件主界面 

启动 gAirHawk 软件，进入系统主界面，分为标题栏、菜单栏、工具栏、工作

区、绘图区、配置与监控、状态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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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栏：显示“gAirHawk”软件名称。 

◼ 菜单栏： 

 

菜单栏位于 gAirHawk 标题栏下方，包括文件、数据、显示、工具、帮助菜单

项。 

◼ 工具栏： 

 

工具栏位于菜单栏下方。包括新建工程、打开工程、保存工程、文件添加、显示

文件栏、监控、配置、帮助。 

 

图标 对应菜单项 功能描述 

 
新建工程 创建新的工程，方便对数据管理 

 
打开工程 用于打开已创建的工程 

 
保存工程 对工程操作后的保存 

 
添加事后解码文件 用于增加激光扫描原始数据文件与 POS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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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Lidar 数据栏 左侧树形显示 Lidar 数据文件 

 
显示监控栏 右侧显示激光扫描、POS 信息 

 
显示配置栏 右侧显示点云计算配置参数 

 
帮助信息 帮助信息 

◼ 工作区 配置栏对点云计算进行配置，监控栏显示实时激光扫描和 POS 信息。 

◼ 绘图区 根据收到的实时数据绘制点云图形。 

◼ 状态栏 位于主界面底部，用于显示解码进度相关信息。 

 

 

 





 

6 

 

 

 

安装与卸载 
 

 

 

 

◼ 安装 gAirHawk 

◼ 卸载 gAirHawk 

 

 

安装 gAirHawk 

使用安装包，即可安装解压得到 gAirHawk.exe，双击 gAirHawk.exe 即可

运行软件。 

卸载 gAirHawk 

使用安装目录中的卸载软件，或者到“控制面板”中卸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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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功能使用与说明 
 

 

 

 

◼ 事后数据操作流程 

◼ 实时数据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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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点云数据显示操作流程 

事后操作主要是对采集到的数据文件进行导入与信息参数的配置。 

工程 

为方便用户管理数据与配置，用户下次直接进行读取，免去再次配置、导入等

操作，节省不必要的时间花费开支。工程化主要包含三部分：新建工程，打开工程，

保存工程。 

1、 新建工程。 

菜单栏中选择新建工程，弹出文件创建框，输入自定义的工程名称,点击保存。

弹出工程文件添加对话框，选择导入需要的Lidar原始数据文件与POS数据文件。

完成导入后点击确定完成工程的创建。 

界面如下图所示： 

 
创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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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Lidar文件信息 

 

A） 添加数据：点击添加按钮，选择需要加入的数据文件。 

B） 删除数据：文件列表中，选中不需要的数据一栏进行文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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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POS文件信息 

A） 选择POS文件：点击选择文件按钮，导入对应Lidar的POS文件。 

 

 

新建工程确认后主界面显示。左侧显示导入Lidar文件信息栏，右侧显示监控和

配置参数，中间为点云数据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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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工程。查看之前的工程或者上次还未完成的工程，可以点击打开工程

继续进行之前的操作。打开工程时，程序会自动将工程中的信息直接读入激光点云文

件。 

3、 保存工程。建立工程后，当涉及到参数与状态的变化后，点击保存工作，

对当前工作状态的保存，方便下次直接打开进行查看。 

 

雷达与点云计算参数配置 

1、 雷达参数配置：在右侧配置窗口中，可对雷达的FOV和数据类型进行设置，

点击确认按钮完成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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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r设备：选择对应的激光扫描器型号 

FOV范围设置：表示取激光扫描数据中,该角度范围(起始角度->终止角度)的数据。 

数据类型：一次回波与二次回波。主要根据扫描不同场景进行选择。 

 

2、 坐标系统与转弯消除 

 
选择坐标系统:选择POS文件所使用的坐标系统,可选择东北天(ENU)或北东地(NED) 

转弯删除功能:勾选后可自动删除航迹中转弯部分的点云数据。此功能按照用户所设置

的转弯半径，小于设定的转弯半径的部分的点云，将会被自动删除。 

 

3、 点云计算参数配置：在参数配置窗口中，对坐标系转换、Lidar传感器偏心

分量等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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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dar至b’系旋转角：激光扫描坐标系至右前上坐标系旋转角度，注意旋转顺

序为ZYX。 

Lidar中心至b’系中心偏分量：激光扫描坐标系的中心到导航中心在右前上三

个方向的三维偏心分量，精确至0.001米。 

b’系至b系误差角：Lidar坐标系经过转换后含有误差的右前上坐标系与理论上

无误差右前上坐标系之间的误差角。 

输出坐标：选择点云输出的坐标系，默认为WGS84。若用户需要使用其他坐标

系，可在坐标系统管理中进行坐标系统设置（见第六章第一节，坐标系统管理），然

后在此对话框中选择所需要的坐标。点云输出的坐标形式可选BLH、XYZ、ENH。 

点击保存为默认按钮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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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本公司会随发货提供对应雷达型号的配置参数，用户设置好参数后，请勿

轻易修改。 

**注意 

不同型号雷达的配置参数不同，解算点云前请确认为正确型号配置参数 

***注意 

如有多台同型号雷达，配置参数中的误差角需根据各雷达进行修改。本公

司会根据设备序列号提供每台雷达的对应此项参数。 

 

数据解码与进度显示 

勾选左侧文件列表复选框，选择需要解码的原始Lidar数据。 

点击菜单栏中数据->开始解算，进行数据解码。绘图区显示解码后的点云图像，

 右下方的状态栏显示当前的解码文件以及该文件解码进度。 

如下图所示为完成解码的点云数据显示。 

 
用户可勾选左侧文件栏中的不同文件，来切换显示或关闭某一个或几个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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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云。 

 

文件说明 

1、工程文件：文件在创建工程时指定的文件目录下，名称为用户自定义名称，

以.lip文件后缀。 

2、系统配置文件：默认路径在运行程序路径下的gAirHawkOption.cfg。 

3、点云数据：生成的点云数据与Lidar原始数据在同一目录下。根据原始数据文

件名，生成相应的点云文件，以**PC.txt文件后缀 

4、Las文件说明：点击菜单栏->数据中的Las文件转换，会将生成的点云数据

转换成Las格式。路径与点云数据相同。 

 

 

实时点云数据显示操作流程 

实时点云数据显示是将激光扫描的数据通过 WIFI 实时传输到 PC 端，在 PC 端

进行实时点云计算，并将计算后的点云数据显示在显示区。 

连接激光扫描设备 

在右侧配置框中，点击连接设备按钮，弹出 IP 地址 与端口设置窗口，单击连

接按钮进行网络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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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页中连接设备部分 

 

 
连接设备端口设置对话框 

 

配置Lidar IP与Pos IP地址和端口，点击连接实现激光扫描与软件的通信。 

 

雷达与 POS 状态实时显示 

激光扫描实时状态： 

Lidar IP：激光扫描对应的 IP 地址 

PC IP:PC 机 IP 地址 

UTC:激光扫描同步后的 UTC 时间 

扫描频率：激光扫描扫描速度 

兼容性：是否兼容威力登 

 

POS 信息实时状态： 

三维位置信息：东北上坐标位置 

三维速度信息：东北上飞行速度 

三维姿态信息：飞行俯仰角、横滚角和航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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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与点云计算参数配置 

与事后配置相同，详见11页 

数据解码与显示 

设备连接正常后，完成配置，即可实时显示解析出来的点云数据。 



gAirHawk 软件使用说明书 

18 

 

 

 

工具 
 

 

 

 

坐标系统管理 

 

gAirHawk 提供不同坐标系统下大地坐标与空间直角坐标之间的相互转换。 

单击工具>坐标系统管理菜单项，系统弹出坐标系统转换工具对话框，如图所示。 

 

坐标系统转换工具提供各种坐标系统的转换功能。一般激光扫描系统直接计算得

C H A P T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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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为WGS84坐标系统下的坐标，但是实际工程应用中为各种不同的坐标系统。 

使用此功能，需先对转换参数与椭球及投影进行配置，设置好源文件坐标参数和

目标文件坐标参数，再进行单点转换或文件转换。目前程序已可支持大文件的转换。 

 

“椭球及投影”配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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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参数”配置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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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转换”配置页 

 

 

 

在坐标系统转换工具中单击工具，显示角度转换、距离转换、大地坐标转换、格

网文件格式转换以及椭球管理，选择大地坐标转换，输入待转换的坐标值，单击

XYZ BLH 按钮即可将空间直角坐标转换为大地坐标，单击 XYZ BLH 按钮即

可将大地坐标转换为空间直角坐标，如下图所示（其他转换方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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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换 

系统提供 GPS 系统时间、GPS 日期、GPS周秒和 GPS 天秒之间的相互转换。 

单击工具>时间转换菜单项，系统弹出时间转换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 GPS 系统时间 

在 GPS 系统时间标签框中输入年、月、日、时、分和秒信息后，单击系统

时间设置按钮，系统将根据输入的时间信息转换为 GPS 日期、GPS 周秒和

GPS 天秒信息，并在相应编辑框中显示出来。 

◼ GPS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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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PS 日期标签框中输入年、月、日和秒信息后，单击设置日期秒按钮，

系统将根据输入的时间信息转换为 GPS系统时间、GPS周秒和 GPS 天秒信

息，并在相应编辑框中显示出来。 

◼ GPS 周秒 

在 GPS 周秒标签框中输入周和周秒信息后，单击设置周秒按钮，系统将根

据输入的时间信息转换为 GPS系统时间、GPS 日期和 GPS 天秒信息，并在

相应编辑框中显示出来。 

◼ GPS 天秒 

在 GPS 天秒标签框中输入日和秒信息后，单击设置天秒按钮，系统将根据

输入的时间信息转换为 GPS 系统时间、GPS日期和 GPS周秒信息，并在相

应编辑框中显示出来。 

◼ GPS 天秒与周秒的转换 

在 GPS 天秒与周秒信息标签框的日下拉框中选中指定星期，输入秒信息后，

单击日秒按钮，系统将根据选中的星期和输入的秒信息转换为周秒显示在其

编辑框中。 

在日下拉框中选中指定星期，输入周秒信息后，单击周秒按钮，系统将根据

选中的星期和输入的周秒信息转换为日秒显示在其编辑框中。 

提示：按 Esc 键关闭该对话框后重新打开它，即可清空所有编辑框。用户可键入新的

时间信息进行下一次转换。 

角度转换 

Shuttle 提供度分秒、度和弧度三种角度单位之间的相互转换功能，方便用户对

于不同环境的需要进行角度之间的转换。 

单击工具>角度转换菜单项，系统弹出角度转换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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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度分秒编辑框中输入数据，单击右侧度分秒转换按钮  ，系统

将根据输入数据转换为度和弧度形式，并在度编辑框和弧度编辑框中显示转

换结果。 

◼ 在度编辑框中输入数据，单击右侧度转换按钮  ，系统将根据输

入数据转换为度分秒和弧度形式，并在度分秒编辑框和弧度编辑框中显示转

换结果。 

◼ 在弧度编辑框中输入数据，单击右侧弧度转换按钮  ，系统将根

据输入数据转换为度分秒和度形式，并在度分秒编辑框和度编辑框中显示转

换结果。 

 

◼ Lidar 工具 

Lidar 工具主要分两个功能：Lidar 数据实时采集与 Lidar 数据事后解码。可以实现

PC 机对激光扫描数据的实时采集与事后解码。 

主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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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 

单击菜单栏的工具>Lidar 工具菜单项，弹出 LidarTools 对话框。下图是数据采

集部分。 

文件保存路径：单击右边选择路径按钮，选择想要保存的文件路径。 

设备列表：点击查找网络设备按钮设备列表下拉框中弹出可供选择的网络连接设备，

选择连接到激光扫描的网络设备。 

过滤设置：默认不用输入。 

开始采集：设置完成后，点击开始采集。程序会将采集到的 lidar 数据存储成 pcap

格式，保存到设置路径下，文件名称是默认不可修改。 

停止采集：确认数据采集完成后，点击停止采集。 

 

 
 

 

数据解码 

数据解码功能用于将激光雷达数据原始数据转换成文本格式，以供用户在某些条件下

使用 

单击菜单栏的工具>Lidar 工具菜单项，弹出 LidarTools 对话框。下图是数据解码部

分。 

雷达设备类型：那种类型设备采集到的数据。 

数据类型：数据是一次回波还是二次回波数据 

Fov 角度范围：采集到的数据有效角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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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件：用于选择添加需要解析的原始 Lidar 文件 

删除文件：取消一些不用或者误加的文件，勾选不要的文件，点击删除。 

解析：勾选文件列表中的复选框，选择需要解析文件，下面进度条进行显示解析的文

件和进度。 

 

 

◼ LAS 转换工具 
LAS 转换工具提供 GeoText 格式转换 LAS 文件 

单击菜单栏的工具>LAS 转换工具菜单项，弹出 LAS 转换工具对话框。下图是转换的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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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文件：用于选择添加需要转化的文件。 

 

删除文件：取消一些不用或者误加的文件，勾选不要的文件，点击删除。 

 

开始转换：勾选文件列表中的复选框，选择需要转换的文件，进度条显示

转换的文件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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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感谢您使用际上导航科技有限公司的 gAirHawk 软件，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为

您提供使您满意的售前和售后服务，欢迎您告知我们您对 gAirHawk 的使用情况和

宝贵意见。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您答复。 

 

武汉际上导航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7-87504895 

地址：武汉市新技术开发区茅店山西路 8 号创星汇科技园 D-4F 

邮箱：geosun.gnss@geosun-gns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