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SE™

优势
专为Echoscope®  实时3D声呐设计的成像视图软件

获专利的三维图像统计绘制技术

多模块组成方式以满足不同项目需求

 

功能丰富的数据报告和数据输出工具

可安装额外模块提高性能   

全天候无休的专业技术支持

应用场景

高清晰度的海底勘测和探查  

深海海下资产检查和实时监测

  海洋施工监测

 港口安保和未爆弹药探测

冲刷监测、疏浚和排岩

电缆铺设实时监测 

海上钻井平台拆建和海难救助作业

世界领先的实时3D成像 软件
与独特的Echoscope®实时3D 声呐配套使用
Underwater Survey Explorer™ 或 USE™ 是一系列最先进

的软件，用于记录、显示、处理和报告Echoscope®实时
3D 声呐的数据。USE™ 软件采用最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

和获专利的绘制算法，使您能够看到最高清晰度的深海场
景。如今，配合我们最新的Volume Rendering（立体渲

染）引擎以及多种可选软件模块和专用解决方案，进一步
提高了USE™ 的性能，每个 USE™ 版本都可用于不同的
水下项目，用于提高生产率和水下可视化。 

USE Professional™（专业版）拥有最完整的软件功能，配有实
时事件标记、标记物编辑、第三方导航软件的同时输出、波束
编辑以及一系列数字地形模型（DTM）输出方式、体积渲染引
擎，可用于优化 Echoscope® 3D 数据的可视化。特有的
Volume Rendering（立体渲染）引擎可以将数据渲染成更高分
辨率且优化存储的特征模型。

人性化易于使用的3D和2D显示

用户可配置的数据显示

多种数据显示方式，最大限度实现水下特征可视化 
基于海图的总览显示

直观的软件设置及控制方式

实时化进行特征物标记测量管理和报告

用户可自选导航数据并载入

在线数据测量，配有自动输出选项

根据用户自定义的基准点对声呐数据上色 
3D波束编辑和图像后处理

立体数据渲染引擎

通过添加可选软件模块或使用专用软件包，就可发挥各 USE™ 
版本的显著优势。诸如 Baseline Comparison™、Models™ 和 
Exporting™等模块可在定购时或在后期升级时很容易地添加到 
USE™ Professinal（专业版）中。专用软件包，如用于海洋施
工监测的 CMS™，通过它绝佳的功能组合，可提高防波堤施工
期间沉箱的放置效率。

USE™专门设计用于优化从全球领先的实时3D声呐
Echoscope®中获取的数据图像，且配有可选模块和应用软件解
决方案，无论您的水下作业需求是什么，都可提供无可比拟的
结果。

特点 

现代化的操作界面，使用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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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声呐解决方案



/USE™
USE Advanced™（进阶版） USE Professional™（专业版）

软件视图

交互式3D和2D视图  �

海图视图  �

实时图像拼接  �

数据渲染选项  �

用户自定义配色  �

标记
全标记套件 受限制 �

3D建模

使用标准建模套件 
 

根据模型基准面根据高度选出色彩范围  

增加选配 Models™*软件模块  

高级处理

Create 3D image mosaic 创建3D图像拼接  

为导入标记套件创建拼接  

逐ping编辑数据  

从128x128个波束裁剪至用户自定义范围  

高级测量选项

通过串口或UDP输出实时测量成果  

实时测量值记录至文件 - 2017年上市新功能  

数据校准选项 

小片数据偏移和SVS校正  

SVP校准输入选项  

导航数据和潮位改正输入并平滑  

在线导航值平滑  

数据输出导出 

屏幕图像采集  

原始X,Y,Z 数据输出  

可选Exporting™ 模块  

2D 分组X,Y,Z数据导出  

带自动海图加载的图像输出  

创建更小的子项目文件  

处理器 Intel® Core™ 2 DUO @ 2.2 GHz 或同等配置 (Intel ®  Core™ i7-推荐配置) 

内存 2 GB (64位系统需要至少4 GB 内存) 

磁盘空间 安装需要100 MB (数据大约需要每小时 3.0到 3.5 GB, 取决于ping率) 

显卡 推荐: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或同等配置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10 / 8.1 / 7 SP1

端口及I/O 以太网口: 最少2个，推荐3个 

USB 2.0 口: 最少4个，推荐 6个 

串口: 最少4 个或通过USB转串口适配器  

Echoscope® (Reg, Us Pat & TM off), USE™, USE Professional™, USE Advanced™, USE Standard™, UIS™, CMS™,  Baseline Comparison™, Models™ and 
Exporting™ are trademarks of CodaOctopus. Intel® and Intel® Core™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Intel. Microsoft® and Windows® are trademarks of Microsoft®. 
nVidia®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Vidia.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publication was correct when it was published but specifications may change  without notice. Photos 
are included for illustrative purposes only and actual items may differ in appearance. Coda Octopus does not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typographical or photographical errors. Issue 3 (03.17).

Volume Models(立体模型)* - 2017年上市新功能 

波束编辑* - 2017年上市新功能

重复测量- 2017年上市新功能 

标记物范围和方位显示 

一般功能

旋转云台ISAR和IPT的内置控制

自定义色彩图

 

 

 













同步输出至文本文件、UDP或串口- 2017年上市新功能

最低: Discrete NVIDIA® GTX460 (台式机)或 NVIDIA® GTX580M (笔记本) 或同等配置

* 请参照我们的USE ModulesTM 彩页获取更多信息

系统要求 

全球销售热线: +44 131 553 1380 美洲销售热线: +1 863 937 8985 澳大利亚销售热线: +61 894 308 045
更多信息请联系: sales@codaoctopus.com salesamericas@codaoctopus.com www.codaoctopus.com
全球技术支持热线: +44 131 553 7003 美洲技术支持热线: +1 888 340 26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