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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设备清单 

名称 数量 单位 

基础模块 

扫描头 1 台 

适配器 1 个 

电源线 1 根 

航空线 1 根 

标定板 1 块 

标志点 1 套 

快速指南 1 张 

工业模块（选

配） 

转台 1 个 

三脚架 1 个 

扫描头托架 1 件 

USB线 1 根 

电源适配器 1 套 

电源线 1 根 

纹理模块（选

配） 
纹理相机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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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格参数 

参 数 指  标 

扫描模式 手持精细扫描 手持快速扫描 固定式转台扫描 固定式自由扫描 

扫描精度 0.1mm 0.3mm 单片精度 0.05mm 单片精度 0.05mm 

扫描速度 15 帧/秒 10 帧/秒 单次光栅投影时间＜2s 单次光栅投影时间＜2s 

空间点距 0.2mm-3.0mm 0.5mm-3.0mm 0.16mm 

单片扫描范围 210*150mm 

光源 白光 LED 

最小扫描物体尺

寸 
3cm*3cm*3cm 15cm*15cm*15cm 3cm*3cm*3cm 3cm*3cm*3cm 

拼接模式 标志点拼接 特征拼接 转台拼接 
同时兼容：标志点拼接，特征

拼接，手动拼接 

纹理扫描 不支持 支持（需购买纹理模块） 

户外操作 不支持（受强光影响） 

特殊扫描物体处

理 

-- 丰富表面特征 -- -- 

透明、反光、暗黑色物体不能直接扫描，需先喷粉处理 

可打印数据输出 支持 

数据格式 OBJ，STL，ASC，PLY 

扫描头重量 0.8kg 

系统支持 Win7,Win8,Win10,64bit   

电脑要求 显卡：NVIDIA GTX660 及以上，显存：>2G，处理器：I5 及以上，内存：8G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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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安装说明 

3.1 硬件安装 

3.1.1 基础模块安装 

航空线一端连接扫描仪，一端连接电源线和电脑 USB如下图。USB端连接电脑 USB2.0

或 3.0端。（此安装适用于手持模式扫描 ） 

 

3.1.2 工业模块安装 

基础模块安装完后放入三脚架托盘上，另外一根 usb线长口端连接电脑，方口端连接转

台 ，连接好转台电源适配器，并调整测头与转台的位置，如图。（此安装模式适合固定式

模式扫描） 



 

6 
 

 

3.2 软件安装 

3.2.1 软件安装 

双击软件安装包，按照如图操作，直到按完成安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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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软件界面语言： 

 

弹出激活窗口，确保已连接设备，且只连接一个设备，选择设备类型后，选择激活方式：网

络激活和本地激活。激活一个设备后，可拔去该设备，插上其他设备继续激活，完成后点击

“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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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点击浏览按钮选择安装路径，建议使用默认安装路径，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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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完成，桌面上会出现 快捷键。 

安装成功后，检验相机驱动安装是否成功，右击桌面的‘计算机’选择‘管理’查看‘设备

管理器’中‘图像设备’下是否正常显示两个相机名称（没有纹理相机时） 

 
有纹理相机时检查是否有三个相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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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卸载说明 

打开开始菜单，Shining3d----点击 Uninstall or Modify Einscan，如下图。 

 

选择修复或删除，点击 Next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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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软件介绍 

该软件提供自由扫描、转台扫描、手持精细扫描和手持快速扫描四种扫描模式，兼顾便

携性和高精细度，以下是各模式选择建议： 

4.1 模式选择 

4.1.1 工业扫描模式 

（1）转台扫描：对于体积在 200*200*200mm 以内的物体建议采用此种扫描模式，适合

小型工件、零部件等 3D扫描需求。 

（2）自由扫描：对于体积大于 200*200*200mm的物体，同时要求扫描具有高细节以及

高精度，同时要求工作环境相对稳定（无明显振动）时采用此种扫描模式。比如：高精度、

高细节要求的工业零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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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手持扫描模式 

（1）手持精细扫描：对于体积大于 30*30*30mm，扫描场景不稳定或者有震动，物体表

面允许粘贴标志点，对扫描精度和细节要求较高时，建议采用此模式。比如：细节较多的工

业零件，细节丰富的雕塑、艺术品等。 

（2）手持快速扫描：对于体积大于 150*150*150mm，扫描场景不稳定或者有震动，对

扫描精度和细节要求不高，表面的曲面特征丰富时，建议采用此模式。比如：人体（全身，

脸，胸，手，足等部位），对细节要求不高的雕像等。 

4.2 首次使用 

进入扫描模式选择，可选固定扫描、手持精细扫描和手持快速扫描三种模式，如图。 

 

4.3 高级选项 

打开开始菜单，Discover----点击 Advanced，如下图。 

 

弹出高级选项，可进行激活设备，设置用户体验计划和调试窗口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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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活设备 

确保已连接设备，且只连接一个设备，选择激活方式：网络激活和本地激活。激活一个

设备后，可拔去该设备，插上其他设备继续激活，完成后点击“关闭”按钮。用户体验计划

勾选表示启用用户体验计划，不勾选关闭该计划。 

 调试窗口 

勾选调试窗口，再次启动软件，出现 debug 窗口。 

 

五、 标定 

扫描前需先进行标定，然后才能选择扫描模式。若无标定数据软件会提示“没有标定数

据，请先进行标定”，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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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定”，进入标定界面，若购买设备只有两个相机，无纹理相机时，相机视口下方可

查看该设备对应的标定板编号，显示如图. 

 

若有纹理相机，纹理相机连接正常情况下，显示如图。 

注意： 

“没有标定数据提示，请先标定”，若不先进行标定不能进入各个扫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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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纹理相机时，标定流程为两步：①相机标定 ②手持精细扫描标定 

有纹理相机时，标定流程为三步：①相机标定 ②手持精细扫描标定 ③纹理相机白平衡 

 

 下面以带纹理相机为例介绍，非纹理相机标定与其前两步相同。 

5.1 相机标定 

相机标定时标定板需摆放五个位置，每个位置采集 5幅图片，位置摆放根据软件向导操

作。 

首先根据软件向导提示，调整好投影仪与标定板之间的距离（450mm-350mm）。第一组

平放标定板，摆放的方位和图示的方位一致，扫描仪十字对准标定板空白处且清晰的位置。

如图。 

注意： 

1、 若不使用高细节扫描模式时，无纹理相机只需相机标定，有纹理相机时需

相机标定和纹理相机白平衡。 

2、 可在相机视口下方查看对应该设备的标定板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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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采集”采集图片或硬件 后，开始自动采集，由上而下或者由下而上移动扫

描仪，直到距离指示条全部填充完绿色，则此位置图片采集完成，如图。 

 

注意： 

1.距离指示条绿色代表此位置图片已采集，蓝色代表当前位置； 

2.移动标定板过程中，扫描仪十字不要偏离出白色方格区域。 



 

19 
 

 

此组图片采集完成后软件将自动跳转下一组采集如图： 

 

按照向导指示位置将标定板放置到支架上，采集操作同上组。直到五个位置采集完成，

软件会自动标定相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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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成功后会提示“标定成功”，之后软件自动进入手持精细扫描标定模式，如图。 

 

5.2手持精细扫描标定 

相机标定成功后软件直接跳转至手持精细扫描标定模式如图，（若不需要高细节扫描可

直接点击“跳过”进入第三步标定）. 



 

21 
 

 

根据向导，按照指示图摆放好标定板位置，线平面对着标定板背面白色平整区域。点击

“采集”或硬件 开关，上下移动扫描仪，软件自动采集图片直至距离条全部填充完绿

色，如图. 

 

距离条全部填充完绿色后，软件自动开始标定，标定成功成后提示“手持精细扫描标定

成功”，见图，如无纹理相机，则软件会自动退出标定界面，进入扫描模式选择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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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纹理相机白平衡 

手持精细扫描标定成功后软件直接跳转至纹理相机白平衡标定，如图。 

 

纹理相机标定时，扫描头对着标定板背面白色区点击“采集”或硬件  ，上下移

动扫描仪，直到距离调蓝色区域到达绿色区域的位置，绿色区域显示蓝色，即完成白平衡校

验。若标定成功会提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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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定成功后，软件会自动关闭标定窗口，进入到扫描模式选择界面。 

5.4 标定注意事项 

初次标定时，必须按照流程标定完。若在扫描过程中 HD 扫描模式精度丢失或环境光线

变化影响纹理扫描效果时，可单独标定线或白平衡。 

以下情况需要再次进行标定： 

 

 

六、 固定扫描 

固定扫描有两种模式：自由扫描和转台扫描。 

选择固定扫描模式如图红色框区域： 

① 扫描仪初次使用，或长时间放置后使用； 

② 扫描仪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严重震动； 

③ 扫描过程中频繁出现拼接错误、拼接失败等现象； 

④ 使用纹理扫描时，环境光线发生变化时需重新做白平衡校验； 

⑤ 扫描过程中，扫描数据不完整，数据质量严重下降。 

注意：标定的时候一定要确保标定板稳定不晃动后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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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固定扫描下一步，进入自由和转台两种模式的选择，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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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自由扫描 

选择自由扫描，如图红色框内，点击“下一步” 

 

进入新建工程和导入工程界面，如图： 

 

新建工程，点击“新建工程”，弹出保存工程窗口，如图，默认工程保存位置为桌面，

之后记住用户上一次新建工程的位置。可参照 8.1 新建工程 和 8.2 打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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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工程名称，点击保存后，进入纹理选择图，纹理扫描只有带纹理相机时才能使用. 可

参照 8.1.1 选择纹理 

 

 

进入扫描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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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好设备与物体之间的距离（合适的工作距离为 350~450mm），投影出十字在扫描物

体上清晰为最佳扫描距离，点击 即可进行扫描。 

亮度设置、多曝光等功能可参照 八、常用功能，扫描注意事项、手动拼接、删除当前

片、封装、保存、分享和返回主页等右侧工具条按钮说明参照 8.10 右侧工具条，或点击文

字链接查看。 

6.2 转台扫描 

选择转台扫描，如图，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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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建工程界面，如图. 

 

新建工程请参照 8.1 新建工程 

新建工程后，进入选择纹理设置界面，如图，可参照 8.1.1 选择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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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工程后，进入扫描界面，如图. 

 

拼接模式选择，转台圈数设置可参照 8.9.3.1 固定模式扫描注意事项 转台扫描。 

亮度设置、多曝光等功能可参照 八、常用功能，手动拼接、删除当前片、封装、保存、

分享和返回主页等右侧工具条按钮说明参照 8.10 右侧工具条，或点击文字链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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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手持扫描 

7.1 扫描测头按键功能 

 
 

 

7.2手持精细扫描 

进入软件选择如图红色框内“手持精细扫描”. 

 

点击“下一步”进入新建工程和导入工程界面如图。 

“-”“+”：扫描过程中可以

缩小、放大模型进行数据查

看 

亮度视窗调出以后，“-”“+”

可调节亮度 

 

 

 扫描/暂停按钮：扫描时点

击可以暂停扫描，暂停时点

击可以继续扫描。 

扫描时双击可调出亮度调

节视窗 

 

扫描距离指示灯：和扫描物

体距离合适显示绿色，离物

体太远显示蓝色，离物体太

近显示红色。与软件上距离

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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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工程输入工程名保存后，弹出下图界面。新建打开工程参照 8.1 新建工程 和 8.2 

打开工程。 

 

可参照 8.1.2 选择分辨率。 

新建工程完成后，进入扫描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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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扫描完成、删除数据、亮度调整、封装、保存、分享和返回主页等右侧工具条按

钮说明参照 8.10 右侧工具条，或点击文字链接查看。 

7.3手持快速扫描 

进入模式选择，选择红色框内 “手持快速扫描”，如图. 

 

点击“下一步”进入新建工程和导入工程界面，如图，参照 8.1 新建工程 和 8.2 打开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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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建工程输入工程名保存后，弹出如下图对话框，左侧图片带标志点拼接方式，右

侧为不带标志点拼接方式时的设置界面。 

 

标志点和特征拼接方式选择参照 8.1.3 选择拼接方式（手持快速扫描）。 

8.1.2 选择分辨率。 

新建工程完成后，进入扫描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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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跟踪丢失）、扫描完成、删除数据、亮度调整、封装、保存、分享和返回主页等

右侧工具条按钮说明参照 8.10 右侧工具条，或点击文字链接查看。 

八、常用功能 

8.1 新建工程 

进入扫描模式，点击新建工程按钮，弹出保存工程窗口，如图. 

 

新建工程默认位置为电脑桌面，之后会记住用户最后一次保存工程的位置。 

 自由扫描和转台扫描保存工程后缀名为：fix_prj； 

 手持精细扫描保存工程后缀名为：hd_prj； 

 手持快速扫描保存工程后缀名为：rap_p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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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选择纹理 

纹理选择界面如下图，纹理功能只有带纹理相机时才能使用，纹理与非纹理扫描过程

相同。 

 

8.1.2 选择分辨率 

适用于手持扫描模式。 

选择分辨率界面如图，分辨率越高，细节越好，选其他后，可拖动滑动块到刻度尺其他

位置，灵活选择点距。 

 

 手持精细扫描点距范围为 0.2mm—3.0mm，高 0.2mm、中 0.5mm、低 1.0mm； 

 手持快速扫描点距范围为 0.5mm—3.0mm，高 0.5mm、中 1.0mm，低 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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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选择拼接方式（手持快速扫描） 

适用于手持快速扫描。 

手持快速扫描选择拼接方式界面如图，包括标志点和特征两种拼接方式。（标志点拼接方式

需购买） 

 

 

下图为标志点拼接纹理扫描。 

 

注意： 

1.选择的细节越高，扫描速度越低，消耗 PC 显存资源越多，扫描物体大小会

有限制。理论上，扫描物体的最大尺寸=点距*8192/mm, 实际扫描物体的最大

尺寸受限于电脑显存大小。 

2.选择高分辨率时，出数据较慢，需要耐心扫描。 

3.导入工程后，直接进入扫描，将按照导入工程分辨率扫描。 

注意： 

对于表面平滑、具有对称性的物体，可选择标志点拼接；若物体表面特

征丰富,不方便粘贴标志点，可选择特征拼接方式；物体表面特征较丰富，两

种方式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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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特征拼接扫描。 

 

8.2 打开工程 

进入扫描模式，或点击右侧工具条上 ，可进行打开工程操作。打开工程默认为

电脑桌面，之后会记住用户最后一次打开工程的位置。打开的工程需与本次扫描标定数

据一致。打开工程后可进行扫描、编辑、数据后处理等操作。 

 

8.3亮度设置 

8.4.1 固定模式下亮度 

新建或打开工程后，界面左侧为左右相机视口，拖动下方按钮可调节相机亮度，如图，

亮度以能清晰查看到物体，在亮度视口中十字图案清晰为宜。 

注意：  

1、固定扫描模式、手持精细扫描和手持快速扫描几种模式下创建的扫描工程不能

相互导入，固定扫描模式下的转台扫描和自由扫描工程可相互导入。 

2、打开工程后，直接进入扫描，按照导入模型是否有纹理进行本次扫描。若无纹

理相机时，导入纹理工程，只能对数据进行后期处理无法继续扫描。 

3、手持快速扫描根据导入工程是特征还是标志点拼接进行扫描，无标志点拼接功

能时，打开标志点拼接的工程，只能对数据进行后处理，无法扫描。 

4、手持扫描导入工程后，直接进入扫描，将按照导入工程分辨率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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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手持模式亮度 

扫描前可以调节亮度，点击右侧工具条上 按钮调出亮度设置，通过 滑动调节

亮度，再次点击此按钮，亮度设置视口隐藏。或者双击硬件上 进入亮度设置，通过硬

件上+-按键调整亮度，调节结束后双击 退出亮度设置。若扫描过程中亮度不合适也可

调节。 

 

亮度合适判定： 

1、 手持精细扫描：在合适距离下相机视口图像上能够清楚地看到光条线，扫

描数据上 7 根线均显示且连续完整，否则需要重新调整亮度，如图； 

2、 手持快速扫描：在合适距离下亮度视口中散斑图案对比度清晰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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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多曝光 

适用于自由扫描和转台扫描。 

自由扫描和转台扫描模式下可设置多曝光，相机亮度视口下方有 ，开

启多曝光后可扫描亮暗相间物体。 

8.5 鼠标操作提示 

界面左下角显示鼠标操作提示文字： 

 已扫描数据或导入工程后，提示文字如下： 

按住鼠标左键：旋转扫描物体； 

按住鼠标中键：平移扫描物体； 

按住鼠标滚轮：向上滚动，缩小扫描物体；向下滚动，放大扫描物体； 

按住 Shif+鼠标左键:在扫描物体上选择区域； 

Delete键：删除选中的区域。 

 
 固定扫描手动拼接中，提示文字如下： 

按住 Shift+鼠标左键点击：手动拼接时选点。 

 

8.6 帧率、点数及面片数 

 固定扫描模式下，界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当前扫描数据的当前点数和当前面片数； 

 手持扫描模式下，界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当前扫描数据的当前帧率，当前点数，封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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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显示当前面片数。手持精细扫描帧率为 15帧/秒，手持快速扫描为 10帧/秒。 

对扫描数据进行编辑时，当前点数和当前面片数会实时变化。 

8.7 距离条 

适用于手持精细扫描和手持快速扫描。 

手持精细扫描和手持快速扫描模式下，扫描中左侧有距离条显示，如图，当为绿色时距

离最佳，当颜色为蓝色时距离过远，红色时距离过近。根据颜色提示调整至最佳扫描距离。

设备手柄上也有表示距离的灯，同软件颜色提示意义相同。 

 

8.8编辑 

编辑按钮介绍： 

① 消选择  ② 反选  ③删除选择  ④撤销删除  ⑤纹理显示与隐藏 

 

非纹理扫描时，无 纹理显示与隐藏按钮。 

 

注意： 

1、 自由和转台扫描模式下，数据和标志点均可进行编辑操作； 

2、 手持扫描模式下，只能删除数据，标志点不支持编辑。手持快速扫描特

征拼接不支持在编辑时将所有数据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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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单片编辑 

单片编辑功能适用于固定模式（自由扫描和转台扫描），每扫描一组数据，可对当前扫

描的单片或单组数据进行编辑，下图为单片编辑中，如数据有多余部分或杂点可进行编辑，

数据和标志点均可进行编辑。 

 
SHIFT+左键对多余部分进行选择，如图红色部分为选中数据： 

 

点击 或 DELETE删除选择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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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界面右下角  结束单片编辑， 删除当前片数据。 

8.9.2 整片编辑 

固定扫描中结束单片编辑后，右侧工具条显示，并可对扫描的所有数据进行编辑操作，

具体操作同单片编辑。 

导入工程后也可对数据进行整片编辑操作, 具体操作可参照 8.7.1单片编辑. 

8.9.3 手持扫描编辑 

手持高精细模式和手持快速模式此模式只有在暂停扫描或导入工程时才能对数据进行

编辑，不支持对标志点的删除操作。 

 shift+鼠标左键，对多余部分进行选择； 

 点击 或 DELETE删除选择数据。 

具体操作可参照 8.7.1单片编辑. 

 

注意： 

1、 手持扫描模式下，标志点不支持编辑操作； 

2、 手持快速扫描，特征拼接时，使用编辑按钮删除所有数据，继续扫描会恢复

最后删除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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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右侧工具条 

8.10.1 按钮介绍 

 下图为固定扫描下右侧工具条按钮介绍，自由扫描模式下无 暂停扫描按钮。 

 

 

 下图为手持扫描下右侧工具条按钮介绍： 

 

① 工程 

② 扫描 

③ 手动拼接 

④ 删除当前扫描 

⑤ 暂停扫描 

⑥ 封装 

⑦ 保存 

⑧ 分享 

⑨ 返回主页 

① 工程 

② 扫描 

③ 扫描完成 

④ 删除扫描 

⑤ 亮度调节 

⑥ 封装 

⑦ 保存 

⑧ 分享 

⑨ 返回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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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2 工程按钮 

点击工程按钮后，会出现下图，具体可参照 8.1 新建工程  和  8.2 打开工程 

 

8.10.3 扫描按钮 

8.10.3.1 固定模式扫描注意事项 

开始扫描前确认扫描距离合适（合适的工作距离为 350~450mm），投影出十字在扫描物

体上清晰为最佳扫描距离，在亮度视口中十字图案清晰。 

a) 自由扫描 

 

点击 开始扫描，扫描一片数据后，将物体换一个位置或者将扫描测头换一个位置，

若采用特征拼接，应确保当前扫描区域和已有的扫描数据有大于 1/3的重叠，若采用标志点

拼接，应确保两次扫描中至少有三个公共标志点（mark点），点击扫描按钮继续扫描，数据

将完成和已有数据的自动拼接，直至整个模型扫描完成。 

b) 转台扫描（拼接模式选择） 

默认拼接模式为编码点拼接，可选标志点拼接和特征拼接，见下图，转台扫描一圈后可

重新选择拼接方式。 

 

  扫描前，用户可以通过  设置转台一圈扫描的次数，默认值为 8次。 

 点击 开始扫描，扫描一组数据后，可更换转台一圈扫描次数和拼接方式。 

注意： 

扫描时可以特征拼接，标志点拼接，和手动拼接，若能识别到标志点以标志点

拼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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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8.10.3.2 手持精细扫描 

手持精细扫描依靠反光标志点进行拼接，扫描前需物体需贴好标志点，要尽量均匀，避

免有规律的粘贴。 

 

新建工程后，点击软件  或设备上按钮  ，进入扫描状态。 

亮度设置参照 8.4 亮度设置—手持模式亮度 

扫描过程中距离条说明参照 8.8 距离条 

8.10.3.3 手持快速扫描 

 标志点拼接，扫描前需物体需贴好标志点，要尽量均匀，避免有规律的粘贴，见下图，

绿色区域为当前扫描片。 

注意： 

1、 选择编码点拼接方式时，转台上标志点要尽可能显示在相机视口内。物体尽量

不要挡住转台上的编码点，如果扫描过程中出现了转台转动但是不投射光栅的

情况，是由于编码点被物体挡住所致。 

2、 若扫描的物体较高，抬高测头会看不见转台上的编码点，此时可以在物体上粘

贴标志点使用标志点拼接方式，需要确保转台上编码点已遮住，以免影响标志

点拼接效果，两次扫描中至少有三个公共标志点（mark 点），如图 1 标志点提

示文字； 

3、 特征拼接时，校准中时会扫描 3 片数据，如图 2。 

注意： 

现在扫描仪的单次幅面为 210x150mm，公共区域拼接所需要的标志点个数为 4

个。黏贴的过程中，保证在工作距离的范围内单个幅面上黏贴在被扫描物体表面

上的标志点较为均匀，且标志点个数不小于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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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的提示时，可以返回有标志点继续扫描。 

 特征拼接，开始扫描时，设备先对着物体停顿 3秒钟，有扫描完成数据出现后再移动扫

描仪，进行继续扫描。为提高扫描效率，手持扫描仪的运动应连续、匀速地运动。 

如出现紫红色数据，如下图，并有 ，说明位置跟踪失败，请根据提

示返回到已扫描区域停留 3s，拼接上后即可继续扫描。 

 

 

注意：如果当前片数据不完整有漏洞，请确认扫描距离是否合适，在亮度视口（

打开亮度查看视口）中散斑图案对比度是否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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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4 手动拼接 

固定模式（自由和转台扫描），如在扫描过程中发生数据拼接错误的情况，如图. 

 

点击 按钮，调出手动拼接视口，在软件左侧，按下 SHIFT+鼠标左键选点，按住鼠

标左键可以旋转物体，在两个视口中分别选择三个非共线对应点，进行手动拼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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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拼接后数据如图，如选点不当导致拼接错误，可以再次点击 进行再次选点。 

 

8.10.5 删除当前扫描数据 

注意：适用于自由扫描和转台扫描。 

如都对对当前扫描数据不满意，或当前数据和已有数据没有足够的重叠区域，建议点击

，删除该片数据，换物体或测头位置，继续扫描。 

在转台扫描时，在扫描过程中，可以直接点击 结束当前扫描，当前的数据将直接

删除。 

 

8.10.6 暂停扫描 

适用于转台扫描和手持扫描模式。 

 转台扫描过程中，点击右侧工具条  可暂停，点击 ，恢复扫描，直到扫描完

成。 

 手持精细扫描和手持快速扫描模式下，扫描过程中点击 ，或点击设备上按钮 ，

可暂停扫描查看物体扫描情况，点击开始扫描按钮或设备上按钮即可恢复扫描状态。 

注意： 

导入工程后，点击 按钮，自由扫描下是删除单片数据；转台扫描是

删除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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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7 删除扫描 

适用于手持扫描模式。 

点击 ，删除当前扫描数据，会有如图提示 

 
点击“是”将删除当前扫描数据，点击扫描按钮重新扫描。 

8.10.8 完成扫描 

适用于手持扫描模式。 

扫描数据完整后点击 完成扫描，如图。 

 

 

注意： 

1、在新建工程时选择点距越小，则保存数据时速度越慢，手持精细扫描可能会

出现在 10%时保持较长时间的现象，请耐心等待。 

2、点击完成扫描按钮后，若强行关闭软件，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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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9 封装 

扫描数据完成后点击 ，进行数据后处理。点击此按钮有两种模式如图。 

 

：网格封装，非封闭模型，结果如图 

 

：封闭模型，可直接用来 3D打印模型。选择此封装后弹出如图，物体细节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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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装结果如图： 

 

注意： 

1、对存在精细纹理的物体进行高细节设置，对于表面比较光滑细节较少的

物体进行中或者低细节设置。数据的处理时间和细节的设置有关，细节等

级越高，处理时间越长，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封装类型。 

2、封闭封装速度一般会比非封闭封装速度慢，且高精细封装速度比较慢，

经常出现在 95%时保持很长时间的现象，请耐心等待。 

3、纹理扫描模式下，数据融合时间比非纹理模式下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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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理封装后结果如图： 

      

8.10.10 数据后处理 

封装过程中，会出现数据后处理对话框，可对数据进行简化、补洞、平滑和锐化操作，

非封闭封装和封闭封装的后处理的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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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简化 

简化后，数据的三角面片数量、数据大小以及表面细节将会减少。勾选简化比例复选框

并进行比例设置，不勾选默认为 100% 

简化前与简化后细节效果对比图（简化到 30%）。 

  

         简化前      简化后 

 补洞 

默认不勾选曲面补洞和标志点补洞，勾选曲面补洞后，需设置周长，建议周长范围为

10-100mm，以标志点补洞为例，见标志点补洞前与补洞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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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洞后      未补洞 

 

 平滑 

对数据进行去噪处理，改善数据质量，下图为平滑前和平滑后对比图： 

 

       平滑前     平滑后 

 锐化 

提高数据整体清晰度，下图为锐化前和锐化后对比图： 

 

      锐化前     锐化后 

注意： 

1、若洞边缘不平滑可能会造成补洞效果不佳，不建议进行补洞处理； 

2、曲面补洞建议周长范围为 10—100mm； 

3、手持快速扫描，特征拼接模式下无标志点补洞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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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1 分享 

封装完后可进行分享，点击  ，会出现如下对话框，可将扫描的模型分享至 Sketchfab

网站，标题、用户名和密码为必填项，前往 Sketchfab（http://sketchfab.com）网站注册

账号，查看已分享的模型。 

 

 

8.10.12 保存 

保存数据：未封装时点击 ，可保存模型为 asc和 p3格式。封装完以后点击该按钮，

保存模型，可保存为 asc，stl，ply， obj 和 p3 格式，ply 和 obj 格式为带纹理颜色，

p3为框架点文件。 

 

注意： 

普通账号上传模型文件最大为 50M，PRO 账号最大可上传 200M，且只有 PRO

账号可设置模型私有。 

注意： 

固定模式下，未封装时保持的为 asc 单片，封装之后可保存 asc 单片或

整片. 

http://sketchfa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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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尺寸缩放：只对扫描数据体积尺寸进行缩放，但是不会减少三角面片的数量以及数

据的大小。 

 

数据尺寸缩放的结果如图下：从左到右分别为尺寸放大一倍，原始尺寸，尺寸缩小一倍。 

 

8.10.13 返回主页 

若要更换模式扫描点击 返回主页重新选择扫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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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常见问题  

1.   转台自动扫描一圈拼接不上？ 

解决方式：转台自动扫描时，调节测头和转台质检的而距离在 350-450mm 之间，转台上的

mark点两个相机可以清晰看见，尽量减少遮挡。 

2. 在无标志点的情况下，转台自动多圈扫描或者自由扫描时，无法实现自动拼接？ 

解决方式：保证当前扫描的区域与之前扫描的以后数据有足够（不少于 1/3）的重叠区域，

并且扫描的物体表面曲面特征丰富。对于轴对称或者平面等无丰富特征的物体，建议采用标

志点扫描方式或者手动拼接方式进行全程扫描。 

3. 如何扫描透明、半透明、黑色物体？ 

解决方式：表面先进行喷粉处理后再进行扫描。 

4. 手持精细扫描和手持快速扫描有杂点？ 

解决方式：（1）调整亮度设置，亮度调整到投射的图案和标志点清晰可见即可，被测物不需

要被照亮；（2）背景环境尽量单一，用黑色布遮住，或者离杂物在 500mm以外；（3）不要对

着电脑显示器进行扫描。 

5. 手持高精细扫描只能识别标志点，线数据稀少？ 

解决方式：请重新进行 HD扫描标定，标定过程中采集图像时保持标定板和扫描头不晃动。 

6. 手持快速扫描拼接丢失之后如何继续扫描？ 

解决方式：对着已经扫描过的特征比较丰富的区域（未发生变形）静止扫描约 3秒中即可实

现拼合，继续扫描。 

7、新建工程后，扫描结束软件崩溃？ 

解决方式：确保工程路径是中文或者英文路径。 

8、如何用 HD模式扫描类似薄壁件？ 

解决方式：关于薄壁件扫描首先要求要有过渡区域可以粘贴标志点，保证一边可以过渡到另

外一边。再按照如下要求操作。 

第一步：在过渡区域粘贴标志点，保证过渡的时候在相机视场中可以看见不少于 4个均匀分

布且不共线的标志点。 

  
 

第二步：快速扫描工件上的标志点，通过过渡区域进行螺旋式旋转过渡，将正反两面以及过

渡区域上的标志点尽量多的扫描完毕，从而实现搭建框架的作用。时间用的越短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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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框架搭建完毕，即可对工件慢慢进行细致的表面扫描，从而完成薄壁件的扫描。 

  

9、转台自动扫描出现转台不转，并伴有嗡嗡的声音，如何恢复？ 

解决方式：插拔转台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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