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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k（VLP-16）是 Velodyne 激光雷达中小巧

而先进的一款产品。与同等价位的传感器相比，

VLP-16 性价比更高，并且保留了 Velodyne 在

激光雷达方面比较有突破性的一些主要特点，

如实时、360°、三维坐标和距离、附带校准的

反射率测量。

VLP-16 测量范围可达 100m，功耗低（约 8W），

重量轻（约 830g），体积小（Ø103mm×72mm），

具备双回波性能，这些特点使它成为背包式测

量、无人机挂载和其它移动设备的理想选择。

Velodyne 激光雷达“Puck”没有可见的旋转

部分，使其在挑战性的环境中工作稳定 、可靠，

同时具有 IP67 的防护等级。

Puck LITE 版在 Puck 基础上减低了自身重量

（590g），专为需要更轻重量的应用场景设计，

它保留了 Puck 的环绕视图和一流的性能。

Puck Hi-Res 版在 Puck 基础上提高了垂直角分

辨率（1.33°），从而加强了地物分辨能力。在

保持 Puck 的环绕视图和最佳范围的同时，该

传感器提供了 20°垂直视野（-10° ~+10°），以

实现更紧密的通道分布。

Puck（VLP-16） Puck Hi-ResPuck LITE

Puck（VLP-16）

性能指标

Puck （VLP-16） Puck LITE Puck Hi-Res

最大测距 100m 100m 100m

测距精度 ±3cm ±3cm ±3cm

扫描速率 单回波 30 万点 / 秒
双回波 60 万点 / 秒

单回波 30 万点 / 秒
双回波 60 万点 / 秒

单回波 30 万点 / 秒
双回波 60 万点 / 秒

垂直视角 -15° ~ +15° -15° ~ +15° -10° ~ +10°

垂直角分辨率 2° 2° 1.33°

扫描频率 5 Hz ~20 Hz 5 Hz ~20 Hz 5 Hz ~20 Hz

安全等级 一级人眼安全 一级人眼安全 一级人眼安全

重量 830g 590g 830g

功耗 8W（典型） 8W（典型） 8W（典型）

电压 9V~18V 9V~18V 9V~18V

工作温度 -10℃ ~ +60℃ -10℃ ~ +60℃ -10℃ ~ +60℃

主要应用 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安全、
无人机、测图

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安全、
无人机、测图

机器人、自动驾驶、工业、安全、
无人机、测图

Velodyne 激光雷达的 Ultra Puck（VLP-32C）是一种先进的传感器，结合远程性能，0.33°垂直

分辨率与紧凑的外形尺寸。开发时出于对汽车应用的考虑，保留了 3D 激光雷达 的创新突破，如

360°环绕实时查看 3D 数据。

VLP-32C 包括距离和所有旋转角度下校准的反射率测量值。

性能指标

最大测距 200m

测距精度 ±3cm（典型值）

点云密度 单回波 ：60 万点 / 秒 ；双回波 ：120 万点 / 秒

垂直视角 -25° ~ +15°

垂直角分辨率 最小 0.33°

水平视场角 360°

水平角分辨率 0.1° ~ 0.4°

扫描速率 5Hz~20Hz

重量 925g

尺寸 φ103 x 87mm

功耗 10W（典型）

工作温度 -20℃ ~ 60℃

主要应用 自动驾驶、机器人、测图、工业、安全、无人机

Ultra Puck（VLP-32C）

产品特点 _ 产品特点 _
100m 测距及小巧紧凑的结构设计

经验证的 1 级人眼安全 905nm 技术

一流的精确度和校准强度

领先的功耗和温度范围

减缓传感器间干扰特性

支持二次回波模式

 实际场地安装测试最多的自动驾驶传感器

 200m 测距，结构紧凑

 一流的精确度和校准强度

 最好的功率效率及温度范围

 抗环境光干扰能力

具有减少误报的高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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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L-32E

Alpha Prime（VLS-128）是激光雷达市场上的一款革命性的新产品。基于 Velodyne 激光雷达产品

线成功核心的基础研发，VLS-128 可以在长距离和 360°的水平视场范围内获得实时的、准确的距

离和反射率数据，从而获得周围场景非常密集和全面的三维数据。

VLS-128 结构紧凑，可广泛用于多种应用场景。VLS-128 的使用温度和环境条件广泛，是自动 / 无

人系统的理想传感器之选。VLS-128 外形与功能完美结合，是长探测距离（300m）与高密度 3D

数据需求的首选解决方案。

HDL-32E 雷达小巧简单，视场广阔，为满足工业应用而设计，应用场景包括无人驾驶汽车、高精地图、

航空测绘和安检等。

HDL-32E 雷达直径 85mm，高 144mm，重 1 kg（缆线 0.3 kg），体积小，是所有雷达应用方面的

理想选择，尤其是对外形和价格有要求的应用。

Alpha Prime(VLS-128)

产品特点 _
产品特点 _

 低成本高精度地图采集车首选传感器

 高达 2cm 的测距精度

 均匀垂直角分辨率 1.33°

 扫描频率可选：5Hz、10Hz、15Hz、20Hz

 一级人眼安全

300m 长测距，目标物反射率 @10% 可达 300m 测距，目标反射率 @5% 可达

180m 及以上测距，路面点至少可可达 90m 以上测距

高分辨率 (0.2° x 0.1° ) 和全帧率的点密度

具有在业界领先的传感器与传感器间的抗干扰能力

具有强大的抗反光片和太阳光等干扰的能力

具有宽温工作温度范围 -20℃ ~+60℃

905nm 波长，一级人眼安全

连接器在底部，电缆长度可选

性能指标

最大测距 300m 10% 反射率；180m 5% 反射率

测距精度 ±3cm

点云密度 230 万 / 秒 单回波 ；460 万 / 秒 双回波

垂直视角 -25° ~ +15°

垂直角分辨率 最小 0.11°

水平视场角 360°

水平角分辨率 0.1° ~ 0.4°

扫描频率 5Hz~20Hz

重量 3.5kg

尺寸 φ165.5 x 141mm

功耗 23W

工作温度 -20℃ ~ +60℃

主要应用 自动驾驶、机器人、地图测绘、无人机、安防、工业

性能指标

最大测距 100m

测距精度 ±2cm

点云密度 70 万点 / 秒

垂直视角 -30.67° ~ +10.67°

垂直角分辨率 1.33°

水平视场角 360°

水平角分辨率 0.08° ~ 0.33°

扫描速率 5Hz~20Hz

重量 1kg（含 300g 线）

尺寸 φ85 x 144mm

功耗 12W

工作温度 -10℃ ~ 60℃

主要应用 自动驾驶、无人机、测图、农业、地形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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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驾驶 高精度地图采集

应用介绍

自动驾驶汽车是利用激光雷达和其他车载传感器来感知车辆周围环境，

并根据感知所获得的道路、车辆位置和障碍物信息，控制车辆的转向和

速度，从而使车辆能够安全、可靠地在道路上行驶。自动驾驶汽车从根

本上改变了传统的“人—车—路”闭环控制方式，将不可控的驾驶员从该

闭环系统中请出去，从而大大提高了交通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

在自动驾驶汽车应用中，Velodyne 激光雷达能够精确测量车身周围环境，

包括车、路、人以及路面标识，这些测量信息可以帮助车载计算机进行

路径规划、轨迹追踪、车辆转向等车辆控制 ; 同时，海量的激光雷达点云

信息，可以有效地减少车辆控制系统的误操作。

高精度地图不仅是坐标精度高且包含丰富的道路交通信息元素，可以提

供先验知识和冗余定位保障，是自动驾驶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之一。高

精度地图的采集系统称之为“移动测量系统”，在国外称为“Mobile 

Mapping System”（MMS），是当今测绘界最为前沿的科技之一，代表着

未来道路电子地图测制领域的发展主流。它是在机动车上激光雷达等先

进的传感器和设备，快速采集城市实景影像及各种城市设施的空间位置

数据和属性数据，形成城市全要素、可视化、可测量的实景三维数据平台。

无人机挂载 车路协同
激光雷达点云数据采集系统，集成激光雷达、GNSS/INS 定位测姿系统

（POS）、相机及存储控制单元，广泛应用于电力巡线、无人测绘、地灾

监测等领域 ；在厘米级精度下获取海量点云数据，数据真实可靠，解决

危险目标、环境及人员难以靠近的情况。

激光雷达点云数据采集系统，集成激光雷达、GNSS/INS 定位测姿系统

（POS）、相机及存储控制单元，广泛应用于电力巡线、无人测绘、地灾

监测等领域 ；在厘米级精度下获取海量点云数据，数据真实可靠，解决

危险目标、环境及人员难以靠近的情况。

Velodyne LiDAR

Velarray H800 Velarray M1600

Velodyne 借助 Velarray H800，为 ADAS 和自动驾驶提供了最
佳的固态激光雷达传感器。借助 H800 优秀的远距离探测能力，
能够在城市驾驶中保持安全的距离，避免在转弯时发生碰撞。
H800 优秀的垂直 FOV 可以检测近距离的小物体和悬空物体。
同时 H800 具有可配置的帧率，可为聚类分析提供出色的点云
数据。

Velarray M1600 突破性的使用两组 MLA 共轴收发芯片，以及
独创的二维大尺寸谐振镜，实现了高分辨率和大角度 FOV 完美
结合。M1600 垂直 FOV 达到 32°，最高可达 0.2°垂直分辨率，
特别适用于在拥挤区域中的精准探测，尤其适用于低速无人物
流车在复杂场景下的导航和避障。

产品特点 _
长距离探测 0.1 ～ 170m@10%

紧凑的结构设计，易内部集成

专门为量产车设计，性能稳定，批量价格低

采用 Velodyne 的 MLA 共轴收发芯片，以及独创的二维大尺寸
谐振镜，适合大规模量产

Velarray 32 line（H800） Velarray 64 Line（M1600）
通道数 32@25Hz            40@20Hz                64@12.5Hz         80@10 Hz 64@25Hz           80@20Hz                 128@12.5Hz     160@10Hz

H FoV 120° 120°

V FoV 16° 32°

测量距离 (min, max) @10% 0.1m ~ 170m 0.1m ~ 30m

水平角分辨率 0.26° 0.20°

垂直角分辨率 0.2° @10Hz        0.25° @12.5Hz        0.4° @20Hz        0.5° @25Hz 0.2° @10Hz       0.25° @12.5Hz        0.4° @20Hz       0.5° @25Hz

回波模式 最多四次回波 最多四次回波

精度测距精度 ±5 cm
From-50 ~ +50°  ±5 cm

Rest of the FoV ±10 cm

工作温度 -40°C ~ 85 °C -40°C ~ 85°C

激光
激光产品类别 :1 级人眼安全，符合 IEC60825-1:2014 激光产品类别 :1 级人眼安全，符合 IEC60825-1:2014

波长 : ~905 nm 波长 : ~905nm

测量范围 0.1 ～ 30m@10%，垂直 FOV 达 32°，最高可达 0.2°
垂直分辨率

紧凑的结构设计，易内部集成

适用于低速无人物流车以及自动驾驶补盲，批量价格低

采用 Velodyne 的 MLA 共轴收发芯片，以及独创的二维大尺寸
谐振镜，适合大规模量产

产品特点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