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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China's industrial 3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pioneer
中国工业先进三维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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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华朗三维
HOLON 3D

中国工业先进三维测量技术
China’s industrial advanced 3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华朗三维（HOLON3D）已为东方电气、中国一重、中信重工、中船重工、中车（南车、北车）集团、戴姆勒奔驰、上汽

集团、北汽集团、韩国KIA、上海德尔福电气系统、中南铝业、中航核工业、中航科工二院、中国石油、纽威阀门、华为技

术、通达集团、格力电器、美的集团、东安机电、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物理院、西南核物理研究院、中国汽车业协会、

湖北专用汽车研究院、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常州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朱丕特（丹麦）风电、清华大学、国防科大、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美院、云南省公安厅、维珍妮集团、安莉芳集团、旭日集团等数百家企事业单位与科研机

构提供产品和服务以及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印度、韩国、丹麦、新加坡等国家与中国台湾、香港、中东等地区。

   华朗三维技术（深圳）有限公司（HOLON Three-dimensional Technology(ShenZhen)Co. ,Ltd（HOLON3D）成立

逾十六年,创始地于中国深圳，立足国际工业三维测量技术前沿，致力于工业产品三维数字化制造，研发并生产拍照式

三维扫描仪、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三维摄影测量系统与3D动作捕捉系统等。主要应用方向：逆向工程、三维检测、

3D打印与产品三维数字化等领域。

    华朗三维依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伦斯勒理

工学院等留学博士的研发优势，利用产学研相结合的平台，经过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生产了

系列化与多样化三维非接触式扫描、测量仪器。产品包括拍照式三维扫描仪、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技术国际领

先）、三维摄影测量系统、纳米级三维光学检测系统、彩色三维扫描仪、三维激光人体（形）扫描仪、大场景三维激

光扫描仪与3D动作捕捉系统等。同时提供逆向工程、三维检测与3D打印技术服务。同时可根据客户的技术需求，进行

相关三维工业设计服务与大型三维测量工程服务。

   我们是国际上唯一同时研发生产工业级拍照式三维扫描仪/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三维摄影测量系统/彩色三维扫描仪/大场

景三维激光扫描仪，横向技术研发的高科技公司！

      华朗三维的成功源自于不懈的技术创新，为用户提高生产力，提升产品质量。我们自强不息，积极整合三维测量技术资

源，孜孜研发，力争制造国际上最优秀、最具创新性的非接触式三维测量产品。为中国工业三维数字化制造技术的提升、

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高做出努力，力争为中国工业三维测量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应用
     三维扫描及数字化系统在反求工程与三维检测中发挥

着巨大作用，三维扫描仪提供了从模型或实物扫描到加工

出期望的模型所需的诸多功能，大大缩短了模具的研制制

造周期与产品质量检测，三维扫描仪已在工业领域得到成

功应用。

方案
     三维扫描仪在各个行业的不同应用领域中实现软件、

硬件的协同，为实物数字化提供了相当方便快捷的手段。

华朗三维为各行各业的客户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提供

一套专业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保证客户在三维逆向、三

维检测中获取了高精度、高质量、高时效的数据。

行业
     华朗三维具备汽车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重装备

制造、模具制造、精密制造、电子电器、文化遗产、珠宝

行业、工业制品、服装制鞋、医疗整形等行业的技术优势

与多年经验积累，能够准确解决客户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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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771） 

产品技术

应用行业

光源形式：22条激光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

单束激光：切换精细和单条激光模式，轻松扫描复杂表面及深孔死角

测量精度：精细模式下精度高达0.01mm，分辨率高达0.02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工业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操作方便、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三维摄影测量功能：系统自带摄影测量功能，使扫描精度更高，技术水平优于同行业

移动式扫描：可随身携带，可在室内和现场使用，适用于各种复杂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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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N 771手持三维扫描仪

超高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1mm，无需借助摄影测量系统即可

轻松扫描大中型物体

超快测量：采用14条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7条扫描细节共计22条

激光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操作灵活：工业设计，外形小巧、灵活便携，操作方便、

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超大锻件三维扫描

USB 3.0

II （人眼安全）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交流电（110-240v)

-20- +40℃

10-90%

0.015+0.035mm/m   

0.015+0.015mm/m

14条蓝色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7条扫描细节

3DSystem（Geomagic Solutions）、l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Siemens

（NX和Solid Edge）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

Softimage）、Rhino

 

产品型号

重量

扫描模式

测量速率

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分辨率

拼接方式

基准距

扫描景深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结合HL-3DP）

电源

工作温度

操作湿度范围

数据精度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HOLON 771

最大600×550mm

最高0.02mm 

最高0.02mm 

标准模式 精细  模式

1.0kg

扫描范围

650,000次测量/秒 450,000次测量/秒 

最高0.01mm 

450mm

300mm

150mm

150mm

尺寸 290 x 125 x 70 mm

/  

/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HOLON 771 采用最新手持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拿即用；采用14条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7条扫描细节共计

22条激光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双工业相机，标志点自动拼接技术与自主研发扫描软件配合拥有超

高扫描精度和工作效率，该产品已经在逆向工程与三维检测领域广泛应用，使用操作过程灵活方便，适用于各种复杂应用

场景。

stl、obj、ply、txt、asc、xyz、等可定制

兼容软件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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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B71） 

产品技术

应用行业

光源形式：22条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7条扫描细节，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单束激光：可切换成单条激光扫描模式，适用于扫描深孔及死角

测量精度：精细模式下精度高达0.01mm，分辨率高达0.02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工业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操作方便、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三维摄影测量功能：系统自带摄影测量功能，使扫描精度更高，技术水平优于同行业

移动式扫描：可随身携带，可在室内和现场使用，适用于各种复杂场景

USB 3.0

0.95kg

290 x 125 x 70 mm 

最大600x550mm 

II （人眼安全）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300 mm

交流电（110-240v)

-20- +40℃

10-90%

0.02mm+0.035mm/m

0.02mm+0.015mm/m

450mm

 22条激光束+7条细节扫描+1条深孔扫描 

1350000次测量/秒

stl、obj、ply、txt、asc、dae、x3dz、fbx、ma、zpr、wrl等，可定制

3DSystem（Geomagic Solutions）、l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Siemens

（NX和Solid Edge）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

Softimage）、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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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N B71手持三维扫描仪

超高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1mm，无需借助摄影测量系统即可

轻松扫描大中型物体

超快测量：采用22条激光线+1束扫描深孔+7条扫描细节共计30条激光线

1350000次测量/秒的扫描速度，大大提升扫描效率。

操作灵活：工业设计，外形小巧、灵活便携，操作方便、

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超大锻件三维扫描

产品型号

重量

尺寸

测量速度

扫描区域

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分辨率

拼接方式

基准距

扫描景深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结合HL-3DP）

电源

工作温度

操作湿度范围

数据精度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HOLON B71

模式 标准模式 精细模式

550000次测量/秒

最高0.02 mm

最高0.02mm

150 mm

150mm

最高0.01mm

/

/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HOLON B71 采用最新手持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拿即用；采用22条蓝色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7条扫描细节，

双工业相机，标志点自动拼接技术与自主研发扫描软件配合拥有超高扫描精度和工作效率，该产品已经在逆向工程与三维

检测领域广泛应用，使用操作过程灵活方便，适用于各种复杂应用场景。

兼容软件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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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D71） 

产品技术

应用行业

光源形式：26条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14条扫描细节，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单束激光：可切换成单条激光扫描模式，适用于扫描深孔及死角

测量精度：精细模式下精度高达0.01mm，分辨率高达0.01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工业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操作方便、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三维摄影测量功能：系统自带摄影测量功能，使扫描精度更高，技术水平优于同行业

移动式扫描：可随身携带，可在室内和现场使用，适用于各种复杂场景

USB 3.0

0.95kg

290x125x70mm 

最大600x550mm 

II （人眼安全）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350 mm

交流电（110-240v)

-20- +40℃

10-90%

0.02mm+0.03mm/m

0.02mm+0.015mm/m

450mm

 26条激光束+14条细节扫描+1条深孔扫描 

1600000次测量/秒

stl、obj、ply、txt、asc、dae、x3dz、fbx、ma、zpr、wrl等，可定制

3DSystem（Geomagic Solutions）、l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Siemens

（NX和Solid Edge）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

Softimage）、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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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N D71手持三维扫描仪

超高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1mm，无需借助摄影测量系统即可

轻松扫描大中型物体

超快测量：采用26条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14条扫描细节,

激光线1600000次测量/秒的扫描速度，大大提升扫描效率。

操作灵活：工业设计，外形小巧、灵活便携，操作方便、

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超大锻件三维扫描

产品型号

重量

尺寸

测量速度

扫描区域

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分辨率

拼接方式

基准距

扫描景深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结合HL-3DP）

电源

工作温度

操作湿度范围

数据精度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HOLON D71

模式 标准模式 精细模式

900000次测量/秒

最高0.01 mm

最高0.02mm

200 mm

200mm

最高0.01mm

/

/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HOLON D71 采用最新手持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拿即用；采用26条蓝色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14条扫描细节，

双工业相机，标志点自动拼接技术与自主研发扫描软件配合拥有超高扫描精度和工作效率，该产品已经在逆向工程与三维

检测领域广泛应用，使用操作过程灵活方便，适用于各种复杂应用场景。

兼容软件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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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DB1） 

产品技术

应用行业

高适应性:   多种扫描模式智能引导，黑色、反光材质以及多彩色都可以轻松应对，范围适应性更强

测量精度：精细模式下精度高达 . mm，分辨率达0 01 0.01mm,实时效果优化，扫描过程细节清晰可

工业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操作方便、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三维摄影测量功能：系统自带摄影测量功能，使扫描精度更高，技术水平优于同行业

移动式扫描：可随身携带，可在室内和现场使用，适用于各种复杂场景

USB 3.0

最大1400×1100mm 

II （人眼安全）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1000 mm

交流电（110-240v)

-20- +40℃

10-90%

0.02mm+0.03mm/m

0.02mm+0.015mm/m

450mm

 26束激光束+22束细节扫描+1束深孔扫描 

1500000次/秒

 

stl、obj、ply、txt、asc、xyz、等，可定制

3DSystem（Geomagic Solutions）、l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

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

Siemens（NX和Solid Edge）、Autodesk（Inventor、Alias

3ds Max、Maya、Softimage）、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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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ON DB1手持三维扫描仪

超高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1mm，无需借助摄影测量系统即可

轻松扫描大中型物体

超快测量：激光光源、26条十字交叉激光束+22条精细扫描激

光束+1条深孔扫描激光束

操作灵活：工业设计，外形小巧、灵活便携，操作方便、

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超大锻件三维扫描

产品型号

扫描范围

 

测量速率 

激光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分辨率

拼接方式

基准距

扫描景深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结合HL-3DP）

电源

工作温度

操作湿度范围

数据精度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HOLON DB1

模式 标准模式 精细模式

1300000次/秒 

最高0.01 mm

最高0.02mm

450 mm

200mm

最高0.01mm

/

/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光源形式：蓝色激光光源、13对十字交叉激光束+11对精细扫描激光束+1条深孔扫描激光束光，使扫描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手持式设计、易携带，即拿即用；工业级大范围三维扫描系统，高工作效率。蓝色激光光源、13对十字交叉激光束+11对

精细扫描激激光束+1条深孔扫描激光束，双工业相机，标志点自动拼接技术与扫描软件配合使用，支持摄影测量和自校准技

术。可根据用户需求灵活制定扫描方案。

兼容软件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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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 

产品技术

应用行业

光源形式：7组交叉激光线加1条激光线共计15条激光线，扫描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强

单束激光：可切换成单条激光扫描模式，适用于扫描深孔及死角

测量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2mm，分辨率高达0.02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工业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操作方便、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三维摄影测量功能：系统自带摄影测量功能，使扫描精度更高，技术水平优于同行业

移动式扫描：可随身携带，可在室内和现场使用，适用于各种复杂场景

USB 3.0

0.83KG

290x 125 x 70 mm

 

最大600×550mm 

II （人眼安全）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300 mm

0.1-10米（可拓展)

交流电（110-240v)

-20- +40℃

10-90%

0.02+0.035mm/m

0.02+0.015mm/m

450mm

650,000次测量/秒

stl、obj、ply、txt、asc、dae、x3dz、fbx、ma、zpr、wrl等，可定制

3DSystem（Geomagic Solutions）、l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Siemens

（NX和Solid Edge）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

Softimage）、Rhino

 

PAGE 11

VX 700手持三维扫描仪

超高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2mm，无需借助摄影测量系统即可

轻松扫描大中型物体

超快测量：标识点减半，7组交叉每秒650000次的扫描速度，大大提

升扫描效率。

操作灵活：工业设计，外形小巧、灵活便携，操作方便、

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超大锻件三维扫描

产品型号

重量

尺寸

测量速度

扫描区域

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分辨率

拼接方式

基准距

扫描景深

扫描范围 建议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结合HL-3DP）

电源

工作温度

操作湿度范围

数据精度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VX 700

0.02mm 

14条激光线+1条激光线

高达0.02mm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VX 700 采用最新手持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拿即用；采用14+1条激光线，双工业相机，标志点自动拼接技术

与自主研发扫描软件配合拥有超高扫描精度和工作效率，该产品已经在逆向工程与三维检测领域广泛应用，使用操作过程

灵活方便，适用于各种复杂应用场景。

兼容软件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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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三维扫描仪（VX 300） 

产品技术

应用行业

光源形式：3组交叉激光线加1束激光线共计7条激光线，扫描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强

单束激光：可切换成单条激光扫描模式，适用于扫描深孔及死角

测量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2mm，分辨率高达0.02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工业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操作方便、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三维摄影测量功能：系统自带摄影测量功能，使扫描精度更高，技术水平优于同行业

移动式扫描：可随身携带，可在室内和现场使用，适用于各种复杂场景

USB 3.0

0.83KG

60×145×307mm 

最大275×250mm 

II （人眼安全）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300 mm

0.1-10米（可拓展)

交流电（110-240v)

-20- +40℃

10-90%

0.02+0.06mm/m

0.02+0.025mm/m

270mm

stl、obj、ply、txt、asc、dae、x3dz、fbx、ma、zpr、wrl等，可定制

3DSystem（Geomagic Solutions）、l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Siemens

（NX和Solid Edge）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

Softimage）、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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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 300手持三维扫描仪

超高精度：单机测量精度高达0.02mm，无需借助摄影测量系统即可

轻松扫描大中型物体

超快测量：标志点数量减半，3组交叉激光线，每秒205000次的扫描速度，

大大提升扫描效率

操作灵活：工业设计，外形小巧、灵活便携，操作方便、

极大的提升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超大锻件三维扫描

产品型号

重量

尺寸

测量速度

扫描区域

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分辨率

拼接方式

基准距

扫描景深

扫描范围 建议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结合HL-3DP）

电源

工作温度

操作湿度范围

数据精度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VX 300

6条激光线+1条激光线

205,000次测量/秒

0.02mm 

最高0.02mm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兼容软件

        VX 300采用最新手持式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拿即用；采用6+1条激光线，双工业相机，标志点自动拼接技术与

自主研发扫描软件配合拥有超高扫描精度和工作效率，该产品已经在逆向工程与三维检测领域广泛应用，使用操作过程灵活

方便，适用于各种复杂应用场景。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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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三维扫描仪（3DH-3M） 

 动车前端案例  大型浇铸件案例

应用行业

重量

产品型号

尺寸

测量速度

扫描区域

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Z轴分辨率

校准

数据精度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结合三维摄影测量）

扫描距离

扫描景深

扫描范围建议

软件

输出格式

兼容软件

连接标准

直流电源

电脑配置

操作温度范围

操作湿度范围 非冷凝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28000 points/s;110000 points/s;30000 points/s

        中国首创（首家研发制造商），华朗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技术国际领先，该产品已经在逆向工程与三维检测领域广

泛应用。该产品使用最新手持式设计、重量轻(950g)、极易携带；即拿即用、无需交流电源；产品带自校准功能(模块)，它

采用红色线激光具有两个工业相机，工作时使用角型标志点，与扫描软件配合使用，支持摄影测量和自投准技术。特别适

合现场三维扫描、野外三维扫描、大工件三维扫描、无交流电源三维扫描等。

专利(证书号第1595520号)

无需外接交流电源无需校准即拿即用

使用新型的角型标志点与业界常用的圆点标记点相比定位精度更高

支持摄影测量和自校准技术

标志点合成扫描自由曲面扫描

采用635nm的红色线激光

外形小巧重量轻(950g)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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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扫描 实时显示

内置电脑 无需数据线与电源线

支持100G超大数据容量

Min Midi Maxi

表现精度

分辨率

准确性

纹理相机分辨率

光源

景深 

最佳测量距离 

被测物体大小

每帧扫描面积

每秒帧速率

数据采集速度

多核处理

数据格式

尺寸

重量

电池

功率

触摸屏

软件

数据传输方式

计算机系统配置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

0.030％/mm

0.15mm

20μm

1.3 MP

LED，白光

18cm - 30cm

22cm

0.5cm - 20cm

0.025％/mm

0.4mm

30μm

1.3 MP

LED，白光

33cm - 65cm

45cm

10cm - 100cm

(158 x 211) - (321 x 429)(50x64) - (96x128)

0.020％/mm

0.6mm

70μm

1.3 MP

LED，白光

50cm - 100cm

75cm

30cm - 8m

（428 x 571） -（857 x 1142）

12 1212

每秒1,200,000点

支持

STL，OBJ，WRML，PLY

36cmx 25cmx 11cm

2.3kg

12V，60W

内置7英寸屏幕

HOLON3D套件（附带）

USB驱动器或WIFI

Windows 8.1,10; 英特尔酷睿i7; NVIDIA GeForce 400或更高版本

（内存为2GB或更高）; 内存：16GB

+ 5°C - + 35°C

20 - 80％

内置可充电，可更换电池，最长1.25小时

1、外形小巧,重量轻(2.3kg)，携带、使用方便;

2、开箱即用，无需连接数据线与电源线，真正实现无线3D扫描;

3、内置电脑和大容量电池(可不间断工作1.5小时)，触摸屏实时同步显示;

4、扫描方式多样，实现贴点与不贴点扫描，快速获取高效可靠的三维数据采集;

产品型号

       Drake手持三维扫描仪扫描直升机耗时仅需10min设备内置电脑，触摸屏实时同步显示，携带方便，无需连接数据线

与电源线，实现真正便携三维扫描。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Drake

        国外一知名飞机制造企业需要对直升机进行改装设计提高直升机整体性能及外观设计，为了迎合市场需求提高企业竞

争力，客户决定摒弃传统的检测方法，引进新型测量手段，提高产品开发速度及后期产品改进。客户要求操作简单、使用

方便，在功能易用性方面找到最佳的3D扫描仪，利于后期使用。

        Drake手持三维扫描仪解决了以往任何扫描仪都出现的问题，以往的三维扫描仪在遇到一些特殊物体时会显得力不从

心，比如薄壁、锋利的边缘、人的头发或者闪亮的表面，由于它们的物理性质，很难扫描出满意的结果。而Drake手持三维

扫描仪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算法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5、三种模式灵活切换，小到硬币、大到飞机游艇，都能轻松完成工作，速度快(汽车整车扫描仅需15min)、效率高、效果

好、无盲区;



Automated 3D Online Detection
自动化三维在线检测

       华朗三维HL-Scan三维扫描系统能够完成各种工件三维扫描检测及逆向工程应用，无需贴点、喷粉处理，操作方便、

即拿即用，能够实现自动化量检，配合机器人扫描减少人工干预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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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华朗HL-Scan三维扫描系统，能够快速完成各种大小工件三维检测及逆向工程应用

    目标点自动定位，无须臂或其他跟踪设备；

    即插即用的系统，快速安装及使用；

    点云无分层，自动生成三维实体图形(三角网格面)；

    7对十字交叉激光束+额外1束激光，扫描速度达48万次测量/秒；

    手持任意扫描，随身携带操作方便，适用范围广，可在狭窄的空间扫描，对工作环境无要求；

.

.

.

.

.

多功能按键与软件实时交互

m³超大工作空间，可拓展(可建立动态坐标系)17.6

无视车间震动等复杂因素影响

无需固定安装，操作方便

不贴点，即拿即扫

真正高精度，最高可达 炭纤维材质，可靠0.02mm •

的设备支撑

交叉激光线+额外 根激光线7×7 1

黑色、高亮、彩色表面可直接扫描，无需任何预处理

.

.

.

.

.

.

.

       国内知名汽车生产集团，为迎合市场需求提高企业竞争力客户决定摒弃传统的检测方法，引进新型测量手段。华朗三维

HL-Scan三维扫描系统结合最新三维扫描技术对新能源汽车电池模组进行数据采集，过程无需贴点、喷粉处理，操作方便、

实现自动化量检，配合机器人扫描减少人工干预，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新能源汽车电池模组三维检测

汽车电池模组自动化检测

1.5 Kg

480，000次测量/秒 

14条交叉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

 

 高达0.025mm

0.078mm

350mm

/

0.044mm+0.015mm/m

最大440mm×420mm

重量

测量速率

扫描范围

光源

分辨率

激光类别

 扫描精度

体积精度 17.6m³

体积精度 9.6m³

体积精度+HL-3DP

景深

贴点扫描体积精度

（无需跟踪器)

基准距

传输方式

兼容软件

工作温度

工作湿度（非冷凝）

输出格式

产品型号 HL-Scan HL-Scan Pro

1,340，000次测量/秒 

最大550mm×500mm

26条蓝色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 

 Ⅱ类（人眼安全）

0.064 mm

400mm

0.02mm+0.035mm/m

USB3.0

/
贴点扫描体积精度

（+HL-3DP,无需

  跟踪器）
0.02mm+0.015mm/m

-20～40℃

10～90%

.stl , .obj, .asc, .ply, .txt, .xyz, 等可定制

3D Systems(Geomagic Solutions)、I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

Dassault Systems(CATIV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

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

Siemens(NG和Solid Edge)

0.064 mm

0.075mm

0.02mm

 高达0.04mm

250mm

300mm

.



- 编码校定技术

HL-3DX 系列

- 专利(证书号第2866652号)

- 拥有蓝光扫描装置

- 稳定性强

- 校准板材料稳定性高

- 扫描装置专利设计

(高性价比)

- 扫描精度可达≤±0.01mm

......

Photographed three-dimensional scanner Products

拍照式三维扫描仪

       HOLON3D拍照式三维扫描仪拥有多项专利技术，采用国际上最新编码校定技术（国内领先，同步国际先进技术），

该技术是对三维摄影测量技术的核心掌握与应用，降低物理畸变提高了原始三维数据扫描精度。国内首创采用外差法多频

相移光栅技术，提高扫描点云质量。与德国gom公司同步,真正拥有蓝光装置扫描系统,同时拍照式三维扫描仪扫描数据点间

距可达0.01mm，适合精细工件扫描；采用国际新型核心设计理念，应用碳纤维材料，提高产品工作时的稳定性。

        采用外差法多频相移光栅技术：相较于上一代格雷码光栅技术更为先进可靠；

校准板材料：花岗岩材料，热稳定性极佳，解决了标定板冷热膨胀不稳定；

兼容三维摄影测量技术：极大地了提高了扫描测量精度±0.04mm/4m、±0.03mm/6m( 光笔技术)

三维扫描装置专利设计：应力变形小、热稳定性好，极大提高全局拼接精度5- 20倍；

13步编码校准技术：消除镜头光学畸变，提高三维扫描精度；

核心应用：解决了一般三维扫描仪扫描时找不到标志点 、扫描数据扭曲、有条纹、有台阶或不能多角度扫描等问题，大大

降低了扫描累计误差，提高了整体扫描数据精度。

应用碳纤维：无金属性疲劳，硬度高，利用管型设计，可多角度三维扫描拼接。

编码校定技术：掌握并应用三维摄影测量核心技术，多角度编码校准，提高三维扫描精度；

拍照式三维扫描仪 

核心技术

应用行业

教育应用                                              医学整形     

新能源                                                  重型装备 

雕刻行业                                              陶瓷卫浴

汽车交通                                           航空  航天                                               

电子 电器　                                       模具行业

鞋模  鞋楦                                         玩具动漫　          

人体相关                                           文物考古

- 采用德国高精度相机与镜头

- 外差法多频相移光栅技术

- 扫描精度高：≤±0.005mm

-13步编码校准技术

-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 专利(证书号第1595560号)

- 扫描点间距可达0.01mm,高度数据还原

(高精度扫描设备)

HL-3DM 系列

- 精密工件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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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德国第四代最新核心技术

(高配产品)

α7000

- 外差法多频相移技术，均匀条纹投射

- 采用碳纤维军工级材料

- 标累积扫描精度更高,  单机即可完成15M

- 专利设计，消除多角度扫描拼接不上问题

- 专利(证书号第2L201520174157.6号)

       

- 兼容摄影测量系统，精度更高

  左右工件扫描

  

- 多模式扫描，易调节

HL-3DS  系列

- 累积扫描精度极高

(公司实力产品)

- 专利(证书号第2689311号)

-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 单幅扫描精度可达≤±0.006mm

- 外差法多频相移光栅技术

-13步编码校准技术



型号（项目）  HL-3DS  (双目) HL-3DS+  (四目) 

适用领域 精密模具、3C产品、电子元件、珠宝设计、电子接插件等 逆向工程、三维检测

扫描方式  非接触式三维扫描(拍照式三维扫描)      

投影、光栅技术  微结构光投影、外插法多频相移技术 ( 蓝光) 

校准技术 环形编码校准(13步)

 单幅扫描范围 

(mm)

 独立模式  

200×150    400×300

○ 100×75

调节模式

 400×300 200×150

200×150 50×40

100×75 ○

单幅测量精度 (mm)  ±0.006

单面扫描时间 (S)   <5,<  3

拼接方式  全自动智能拼接  手动特征拼接

可扫描物体范围 (mm)  10~4000

平均采样点距 (mm)  0.01-  0.47

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精度)  支持工业三维摄影测量拼接工程坐标点文件导入(≤±0.04mm/4m)

工业相机

   
 

 分辨率 (像素)   131万像素 

相机角度 (度) 18度 ,27度, 32.5度

工业镜头 (mm)  16, 25, 根据型号配置 

校准单元  花岗岩

工业操作台  移动式操作架/专业工作台/重型操作架

数据输出格式  ASC, STL, PLY,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7/windows 10      32位/64位        中文/英文

光源、能量 (W)  标准 100 W卤素灯 LED, 50 W 高能LED (White);  高能灯 (HPL) 250 W 卤素灯

工作温度、电源  0~40℃、100 ~240V AC

扫描装置

 系统尺寸 (mm) 360x150x125              580×150×125

系统重量 (kg)  2.8 3.3

Technical parameters

HL-3DS 系列 技术参数

本田汽车保险杠模具三维检测              

      华朗工程师根据客

户机器人的特点，推荐

使用多功能型三维扫描

仪HL-3DS,它 采 用 外 插

法多频相移光栅技术、

编码点校准技术与全自

动拼接等技术，具有扫

描速度快、数据精度高

等特点。

机器人三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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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能升级，以制造商HOLON  3D最新资料为准

HL-3DS 系列 

专利（证书号第2689311号）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13步编码校准技术

兼容摄影测量系统：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

更高，±0.006mm/m

花岗岩校准源：常温下，无形变、热稳定 

 性极佳

专利设计：消除常见三维扫描仪多角度扫描

拼接不上的问题

累积扫描精度极高，单机可完成4m左右工件

扫描 数据无台阶、变形、条纹等问题

多模式扫描，易调节，适用多种工件要求

外差法多频相移光栅技术



α7000

外差法多频相移光栅：均匀条纹投射，点云数

据精度高、无噪音数据

13步编码校准技术：消除镜头畸变误差、提高

扫描精度

高效率，一辆车扫描≤2小时

兼容摄影测量系统，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

高，±0.04mm/4m

高稳定性：采用碳纤维部件，抗热冲击性强

高品质配件，专用进口重型操作云台、工作台

无摄影测量配合下，可完成大工件测量

专利（证书号第1595526号）

精度高：综合扫描精度可达±0.10mm/4m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型号 （项目）                              α7000 w3000

适用领域
 汽车整车与零部件、模具、大型铸件、飞机 部件、船艇、w

大型叶片、工程机械等 逆向工程、三维检测

扫描方式  非接触式三维扫描 (拍照式三维扫描) 

投影、光栅技术  微结构光投影、外插法多频相移技术  (蓝光) 

校准技术  环形编码校准(13步)

 

  

(mm ) 
单幅扫描范围 

  

  

独立模式

800×600 1800×1400

○ ○

调节模式

 1200×900 1600×1200

 400×300 1200×900

 200×150 800×600

单幅测量精度( mm)  ±0.01  ±0.02

单面扫描时间 (S) ＜5,＜3 

拼接方式  全自动智能拼接 /手动特征拼接

可扫描物体范围 (mm)  100~15000               100~30000

平均采样点距 (mm )  0.15-0.97                 0.15~2

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精度)  支持工业三维摄影测量拼接工程坐标点文件导入（≤±0 .04mm/4m）

工业相机 分辨率 像素  131万像素

                 相机角度                                                         18度，27度，32.5度

工业镜头 (mm )  12, 16, 根据型号配置 

校准单元  花岗岩

工业操作台  重型移动式操作台

数据输出格式  ASC ,STL, PLY, IGES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7/windows 10      32位/64位        中文/英文

光源、能量( W ) 
 标准 100 W卤素灯 LED ,50 W 高能LED White, 

高能灯 (HPL) 250 W 卤素灯

工作温度、电源  -10℃~ 50℃、100 ~240V AC

扫描装置 系统尺寸 (mm ) 360×150×125                      1300×240×200

       华朗三维高级工程师根据该用户具

体情况，使用α7000三维扫描仪对汽车

车身进行扫描，快速的获取被测车身的

三维数据，建立车身数据，为后续的生

产和设计改型提供重要三维数据依据。

丰田TOYOTA汽车三维扫描

α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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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能升级，以制造商HOLON  3D最新资料为准

奔驰SMART汽车三维扫描

       华朗三维高级工程师使用

高 配 产 品 α7000三 维 扫 描 仪 获

取汽车三维数据，进行电动汽

车的逆向设计与开发，扫描一

辆汽车≤2小时。



Technical parameters

HL-3DM 系列 技术参数

型号 （项目） HL-3DM （双目）  HL-3DM+ （ 四目） 

适用领域 精密模具、电子元器件、珠宝设计、电子接插件等 逆向工程、三维检测

扫描方式 非接触式三维扫描 （拍照式三维扫描）

投影、光栅技术 微结构光投影、外插法多频相移技术 ( 蓝光 )

校准技术 环形编码校准(13步)

单幅扫描范围 (mm) 

独立模式 

100×75 100×75

○ 50×40

400×300 400×300

调节模式 
200×150 200×150

50×40 30×20

单幅测量精度 (mm)  ±0.005

单面扫描时间 (S)  ＜5,＜3 

拼接方式 全自动智能拼接 手动特征拼接

可扫描物体范围( mm)  10~2000

平均采样点距( mm)  0.01-0.47

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精度) 支持工业三维摄影测量拼接工程坐标点文件导入(≤±0 .01mm/m )

  
工业相机

像素分辨率  131万像素 

相机角度 18度 ,27度 32.5度

工业镜头( mm)  16, 25, 根据型号配置 

校准单元 花岗岩

工业操作台 便携式操作架/专业工作台

数据输出格式 ASC ,STL, PLY ,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7/windows 10      32位/64位        中文/英文

光源、能量 W  标准 100 W卤素灯 LED ,50 W 高能LED White,  高能灯 (HPL) 250 W 卤素灯

工作温度、电源 0 ~40℃、100 ~240V AC

扫描装置
系统尺寸( mm)  492x180x175 580×190×180

系统重量 (kg)  3.3 3.5

产品系列特点

扫描精度高：≤±0.005mm

点云数据精度高、无噪音数据

专利（证书号第1595560号）

外差法多频相移光栅技术：均匀条纹投射，

扫描点间距可达0.01mm,高度数据还原

HL-3DM 系列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智能生成单层点云数据

扫描范围可随扫描物件大小调节，适应多种工件要求

13步编码校准技术：消除镜头畸变误差、提高扫描精度

精密件专用多维度旋转拼接工作台（选配件）

艾迪液压盘铣刀三维扫描

华为手机三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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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能升级，以制造商HOLON  3D最新资料为准

HL- 3DM   HL- 3DM+   

产品案例



数据智能融合：多次数据融合

产品使用寿命长，高达3.5万小时,  硬件稳定

扫描精度可达≤±0.01mm

十三步编码校定技术

扫描效率高：几分钟内即可完成物件扫描

系统体型小（360×120×120mm）、易拆装，方便      

拥有蓝光扫描装置

带至测量现场

专利（证书号第2866652号）

精度高，无分层与条纹

2个工作日即可熟练使用

稳定性强,数据拼接稳定

操作简便：易学易用，2小时内即可学会系统操作， 1-

HL-3DX 系列

注塑件沃尔沃汽车塑胶件扫描

       汽车塑胶件制造更趋于精细化，三维扫描仪在汽车模具三维检测中占主流趋向，根据客户的需求，华朗技术工程师使

用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3DX可快速扫描获取汽车塑胶件模具的三维数据，可辅助客服快速进行产品逆向设计。

鞋模三维扫描案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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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能升级，以制造商HOLON  3D最新资料为准

HL-3DX 系列 

产品系列特点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型号 （项目） HL-3DX （双目）  HL-3DX+ （ 四目） 

适用领域 模具、雕刻、卫浴、雕塑、玩具公仔、3D打印、小型零件等 逆向工程

扫描方式 非接触式三维扫描 （拍照式三维扫描）

投影、光栅技术 微结构光投影、外插法多频相移技术 ( 蓝光 )

校准技术 环形编码校准(13步)

单幅扫描范围 (mm) 

独立模式 

200×150 400×300

○ 100×75

400×300 200×150

调节模式 
100×75 50×40

50×40 ○

单幅测量精度 (mm)  ±0.01

单面扫描时间 (S)  ＜5,＜3 

拼接方式 全自动智能拼接 手动特征拼接

可扫描物体范围( mm)  300~1500

平均采样点距( mm)  0.06-0.47

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精度) 支持工业三维摄影测量拼接工程坐标点文件导入(≤±0.01mm/m)

工业相机

  

像素分辨率  131万像素 

相机角度 18度 ,27度 32.5度

工业镜头( mm)  16, 25, 根据型号配置 

校准单元 花岗岩

工业操作台 便携式操作架/专业工作台

数据输出格式 ASC ,STL, PLY ,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7/windows 10      32位/64位        中文/英文

光源、能量 W  标准 100 W卤素灯 LED ,50 W 高能LED White,  高能灯 (HPL) 250 W 卤素灯

工作温度、电源 -10℃ ~50℃、100 ~240V AC

扫描装置
系统尺寸( mm)  360x120x120 440×140×120

系统重量 (kg)  2.0 2.5



        HL-3DP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系统是以一架手持式的高分辨率数字相机，对被测物拍摄数字相片，由2D数字相片影像的

迭合，来获取被测物的3D坐标，而这项移动式的技术在对于撷取被测物的3D坐标、质量控制及变型分析上都能够有效的节

省量测时间；HL-3DP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系统是同类中的佼佼者，具有很高的精度，华朗三维自主研发的HL-3DP摄影测量

系统，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是大工件三维测量的必备工具。

精确度高：±0.04mm/4m;

防撞击设计保护

                   ±0.01mm/m

适合大 中小不同物体测量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范围：10m、  30m、50m、100m

质量保证：靶杆材料采用碳纤维、 

合金材料，优于同行业的铝型材料

实现超大型工件快速三维检测

航空专用抗压仪器箱

HL-3DP

3D Photogrammetry
三维摄影测量

产品型号  HL-3DP 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测量范围(m) 10m   30m   50m   100m

测量精度 (mm )  ≤±0.04mm/4m

相机配置、参数  高阶单反相机 ≥4928×3264像素

镜头   20mm、24mm、28mm镜头 

视角(度)  58度水平, 36度垂直

靶杆规格  精度≤±0.001mm(鉴定证书)

相机校准方式  自校准

匹配方式  编码点自动匹配

参考标准  VDI 2634/1

数据传输方式  闪存卡或无线传输

后处理软件  PolyWorks,  Geomagic , Metrolog ,  Metrosoft 等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dows 7/windows 10      32位/64位        中文/英文

操作环境  兼容Windows98/NT/2000/XP/ Vista /7

附件  编码点 标志点 闪光灯 闪存卡 电池

工作环境  0 至40℃ 湿度 ≤85% 

应用方向  3D检测 钣金检测和公差分析 检具检测 CAD比对 大型金属构架检测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使用超大幅面三维扫描仪α7000和三维摄影测量系统3DP快速获取汽轮机外壳高精

度的三维数据结合逆向设计软件将汽轮外壳点云数据转换为三角网格面数据。为汽轮机保温舱的生产设计提供了有力数据。

华朗三维赛车三维摄影测量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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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可能升级，以制造商HOLON  3D最新资料为准

大型尺寸检测  精度高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大型汽轮机三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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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

905nm 

1200m90%反射率600m188%反射率 

取决于具体的扫描密度和扫描范围

50mm

最大100°角

32GBSQ长

采用激光对中及GPS定位可选RTK

0℃到40℃

连续旋转扫描和摆动扫描

产品型号

激光扫描系统

波长

激光等级

测距范围

最大速度

单点精度

视场角

数据存储容量

仪器位置及对中

环境

工作温度

扫描模式

HL 1000

36000点/秒

Classi EN60825-1

1.2mm.50m距离

最大360°角

平均速度

扫描速度

激光扫描系统

点位

距离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储存温度

感光

防尘/防水等级

25℃到+65℃

明亮阳光和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能正常操作

Ip54

HL 1000技术参数

3D Photogrammetry
大场景三维扫描仪

大型尺寸检测  精度高

        基于Windows平台自主开发配套点云处理软件Cloud Processor，集大场景数据管理、智能化编辑操作、多站拼接、

及色彩匹配，以及三维建模、DSM、DTM、DEM、特效制作引擎于一身，为快速三维场景重建、漫游、虚拟现实和视景。

仿真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

Color three-dimensional scanner
彩色三维扫描仪

易扫描 数据色彩逼真 速度快

        HL-3DC彩色三维扫描仪采用先进的图像纹理分析与获取技术，在进行三维数据重构的同时保持物体表面真彩色显

示。该项技术完全的保留了被测物体本色，非常适用于数字化文物、古建筑测量、电脑合成、游戏、虚拟三维环境、三维

教字化产品演示、考古等对纹理和色彩要求高的场合。24位彩色点云数据把物体三维数据信息和表面纹理信息紧密结合起

来，最大程度还原物体的真实物理特征。

1，300，000x3(可选配200万，300万，500万像素)

≤±0.01mm 

0.07~0.47mm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1032位/64位中文／英文

专利认证

产品型号

传感器分辨率像素

单幅测量精度mm

单幅测量时间S

测量点距mm

纹理信息

HL 1000

彩色

≤3S

0~40°C、100~240VAC

操作系统

工作温度、电源

证书

HL 3DC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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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KG

165x85x 274 mm 

850 mm x1100mm 

支持

1m以上0.10mm

支持

450-1000mm

内置4英寸屏幕

XTRACT3D

25-30FPS

LED，白光

30，000，000次测量/秒

STL,OBJ,PLY,WEML,等，可定制

1、外形小巧（0.7kg），轻巧便携，手持式即拿即用，方便操作。

2、扫描速度快，可快速捕获，每秒30帧，每秒可获得高达300万点数。

3、可以扫描任何物件，毛皮和头发都可轻松扫描出来，黑色和闪亮的物

件无需表面处理，即可快速扫描，方便省时，节约人力。

4、设备配备使用软件简单但是功能强大，轻松得出精准数据。

5、扫描仪带有专门相机，根据设备的功能需求，自主开发研究匹配度高的

相机，让Calibry手持三维扫描仪更快、更便宜、更好。

6、具有3种跟踪模式，可按几何、纹理或标记跟踪，扫描物件更方便，识别

速度更快，高精准的校准技术。

Calibry彩色三维扫描仪
Technical parameters

技术参数

Calibry彩色三维扫描仪

应用行业

重量

尺寸

测量速度

扫描区域

光源

纹理扫描

纹理扫描分辨率

分辨率

数据精度

多核处理器

帧率

触摸屏

扫描景深

软件

输出格式

兼容软件

电脑配置

操作温度范围

操作湿度范围非冷凝

产品型号

中国首台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制造商

彩色三维扫描仪Calibry

2.3MP

0.6MP

Windows8.1,10;英特尔酷睿i7;NVIDIA Geforce 400或更高版本

（内存为2GB或更高）;内存：16GB

+5～+40°C

10-90%

Geomagic、 Solutions、 PolyWorks、CATIA V5 、 SolidWorks、 Pro/ENGINEER、

NX 、Solid Edge、Inven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等

        我国服装生产和出口十多年来一直位居世界第一，塑料时装服装模特道具也已经100%的国产化，另一方面人体模特

是协助艺术工作者练习提高造型能力的必要手段。制作人体模特需要它的三维数据，就需要三维扫描仪来测量。专为扫描

真人、雕像、塑像而研发，不用标志点辅助拼接，设备扑捉物体表面信息自动拼接。这款自由曲面为手持式的，重量仅

0.7kg，使用极为方便，高精度测量复杂曲面，操作简捷迅速，广泛地运用于人体模特的三维扫描和逆向设计领域。

        Calibry手持三维扫描仪可用3种模式进行跟扫描,加上软件和配件的开发,突破以往一些扫描过程中会出现的暗或困难,几

乎无限物件大小和外观,可扫描任何物件,且快速扫描,因此带来了很大的便利,节省了人力、时间,效率高。

汽车交通

电子电器

鞋模鞋楦

人体相关

航空航天

模具行业

玩具动漫

文物考古

新能源

雕刻行业

教育应用

重型装备

陶瓷卫浴

医学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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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司华朗三维最新研发X-scan多功能手持彩色三维扫描仪，采用最新手持式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拿即用;采

用双工业相机，可快速获取现实物体的3D数据，无需贴点、喷粉处理是真正具备智能、便携、高精度、非接触彩色扫描

等特点，该产品已经在逆向工程与彩色文物、3D打印、教育科研等领域广泛应用。

    1、扫描模式多样：支持手持式和固定式两种扫描模式;

    2、实时色彩扫描渲染，色彩还原度高;

    3、即插即用的系统，方便快速安装及使用;

    4、无需贴点、喷粉处理，全自动拼接，对人体及文物

古董扫描尤为适合;

    5、具有重量轻、灵活携带、操作方便等特点可用于各

种复杂场景;

      6、设备操作简单，易学易用，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

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技术参数

Technical parameters

手持彩色三维扫描仪 

 

X-Scan

扫描精度

建议扫描物体尺寸

定位法

测量速率

分辨率

纹理贴图精度 

纹理分别率

颜色

帧率

传输方式

系统支持

扫描区域

重量

尺寸

景深

基准距

传输方式

工作温度

工作温度（非冷凝）

输出格式

兼容软件

最高 0.1mm

0.15 -  4.0m

特征拼接，标记点定位

550,000 次测量/秒

最高 0.05mm

0.03 -  0.25m

转台拼接，特征拼接，标记点定位

单幅扫描时间＜2s

0.1mm

1像素

1.3MP

24BPP

10FPS~16FPS

白光 LED

Usb3.0/2.0

Win7（64bit） Win10（64bit）

250×185mm

0.56 kg

310×147×80mm

400mm

USB3.0

-20~40°C

10~90%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3D Systems（Geomagic Solutions）、I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

Dassault Systems（CATIV V5和SolidWorks）、PTC（PRO/ENGINEER）

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

Siemens（NG和Solid Edge）

200mm

产品型号

光源

        3DHL人体三维扫描仪，以3D红外传感技术为基础，只需2秒，即能精确测量每个人全部的体型数据，使我们了解关注

和记录自己和家人的体型变化，是每个家庭关于时光、成长与回忆的美好印记。3D体型数据，可用于运动记录、线上服饰

选购、私人服饰定制及健康生活。

人体三维扫描仪（3DHL）

手持彩色三维扫描仪

人体测量  彩色扫描

Handheld 3D scanner

X-Scan

人脸彩色三维数据

手持彩色三维扫描仪

人体扫描三维数据



汽车研发

汽车覆盖件车身扫描、检测

汽车零部件

        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和发展越来

越显现出其在模具发展中的重要性，通过三维测量技术对汽车

覆盖件进行测量分析，发现模具设计及制造中存在的问题，对

模具进行改进和修整，制造出合格的产品。

        汽 车车身是复杂的空间自由曲面，车身设计开发过

程中，逆向工程和快速原型技术可以胜任消化外来技术

成 果 的 要 求 。 三 维 扫 描 仪 改 变 了 传 统 车 身 设 计 开 发 模

式 ， 缩 短 产 品 开 发 的 时 间 周 期 ， 提 高 汽 车 车 身 研 发 的

成功率。

        汽车零部件作为汽车工业的基础，是支撑汽车工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必要因素。特别是当前汽车行业如火如荼的进行开

发，需要借助先进的三维扫描技术确保其外形质量，为汽车零

部件体系作支撑。

        汽车工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汽车也由奢侈品

转 变 成 普 通 生 活 必 需 品 。 中 国 逐 渐 成 为 汽 车 生 产 与

汽 车 消 费 大 国 ， 由 于 汽 车 外 形 与 零 部 件 设 计 与 国 外

仍 有 很 大 的 差 距 ， 为 提 高 产 品 质 量 ， 需 要 大 量 进 口

国 外 的 配 件 或 者 直 接 进 口 成 品 车 辆 ， 长 此 以 往 不 仅

对 中 国 汽 车 工 业 的 发 展 产 生 不 利 影 响 ， 也 对 汽 车 企

业 的 提 升 空 间 产 生 限 制 。 以 国 外 先 进 的 技 术 为 基

础 ， 加 大 创 新 技 术 发 展 ， 培 养 创 新 型 人 才 ， 从 而 推

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汽车研发对于车企，特别是现在的自主品牌而言，

是个相当重要的标志。汽车研发和技术靠企业自身研发

人员自主研发，研发周期比较长；另一种是通过三维扫

描仪进行汽车逆向设计，这种方式速度快，能保持企业

技术的先进性和实效性。

PAGE 39 PAGE 40

汽车交通
Automotive Industry

汽车全方位 三维检测 逆向设计

汽车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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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三维扫描

        赛车安全性优化方案中，华

朗 技 术 工 程 师 扫 描 赛 车 内 部 空

间，获取车内部空间数据，设计

更为合理的防滚架。提供的解决

方案有效协助赛车队面临问题，

进一步加强了赛车安全性能，缩

短了开发周期。

        华朗技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扫描仪

(HL-3DS+)、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

3DP)为某国际赛车某车队扫描赛车悬

挂，客户需要运用扫描获取I的高精度

3D数据调试赛车悬挂系统，使得赛车

能在比赛中展示卓越的性能。进一步

加强了赛车安全性能，缩短了开发周

期。

赛车悬挂系统

汽车底盘检测

        三维摄影测量系统对汽车底盘进

行不同角度拍摄，获取编码点、标志

点的3D坐标。

悬挂STL数据

        三维扫描仪快速对赛车悬挂进行

扫描，得到所需的高精度3D数据。

  汽车研发
automobil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



解决方案

  汽车车底架扫描逆向

  

动车驾驶舱扫描案例

       动车驾驶室其设计结果将会对动车组

整体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设计制造出

曲面流畅、造型美观又符合空气动力学

求的动车组驾驶室已成为设计人员的焦

点问题。

Coachwork

PAGE 44PAGE 43

      车架由各种纵向和横向钢梁

组成的长方形构架，是车体的

基础。车架必须具有足够的强

度和刚度仪承受汽车的载荷和

车轮传来的冲击。车架结构形

式应满足汽车总布置，这样在

行驶过程中避免各部件之间影

响工作正常运行，提高汽车的

行驶稳定性。需要对车架的各

方面数据做个了解，在设计生

产上可更好的匹配，这就用到

三维扫描技术来获取精准的数

据。

     根据我们公司的多年经验，扫描大型工件，采用我司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搭配三维扫描仪进行扫描测量。先是在

扫描车架上贴标志点与编码点，接着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拍摄车底架不同角度的影像，将拍摄影像导入HOLON 3DP软

件中，通过三角测距方式，HOLON 3DP软件自动将影像结合起来经过运算之后，可得到物体表面关键信息的3D坐标值。

能对大面积曲面点云信息进行校正，提高三维扫描仪整体点云拼接精度。将车架的3D坐标值导入三维扫描系统中，使用手

持式三维扫描仪HOLON 771，快速全面的扫描车架，从不同的位置对车架进行扫描，细小地方可以使用扫描仪精细模式，

对局部特征能清晰扫描。而且扫描仪使用时可视化，能实时看到自己执行操作，方便简单操作。

解决方案    

     针对客户所面临的问题，华

光技术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中

使 用 ： 手 持 式 三 维 扫 描 仪H L -

3DH-3M获取动车驾驶舱三维数

据，动车研究人员根据扫描完

成的三维数据对于后续的列车

流 场 数 值 计 算 、 模 型 风 洞 试

验、外板模具进行二次设计与

产品改良。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使用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3DS快速扫描获取高铁枕轨的三维数据，扫描过程不仅

速度快、精度高、操作方便而且耗时较短，满足了客户的扫描需求，成功解决客户所面临的问题。人员根据扫描完成的三

维数据对于后续的列车流场数值计算、模型风洞试验、外板模具进行二次设计与产品改良。

汽车油泥模型STL图 

高铁枕轨浇铸钢膜三维检测

  动车扫描案例

  Bullet scan



  汽车车身 

  

特斯拉汽车整车三维检测

       汽车油泥模型面积大，曲面多，较为复杂，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计算出油泥模型表面

关键信息点3D坐标值），再通过三维扫描仪快速获取油泥模型的三维数据，逆向设计软件将油泥模型点云数据转换为三角

网格面，进行汽车油泥模型的二次设计。

推荐机型:HL-3DP 、α7000

汽车油泥模型STL图 

Coach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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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亚赛车三维扫描

PAGE 45

        车身长4.5m宽2.1m，华朗三维根据该车队所

面临的难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HL-3DP)+三维扫描仪（α7000）来获取赛车车

身及车轮拱数据。利用获取外观数据后制造出模型

进行风洞实验，测试风阻系数。



Automotive covering parts、spare parts 

汽车进气歧管逆向设计

喷油泵逆向设计           

>>

推荐机型:HL-3DS+

       进气歧管与发动机的连接尺寸公差要求很严格，歧管上各传感器、执行器等安装也要求准确，华朗技术工程师根据进

气歧管结构复杂，精度要求高等特点，使用工业级三维扫描仪HL-3DS+，快速获取进气歧管三维数据。

汽车覆盖件、零配件

推荐机型:HL-3DP

        汽车覆盖件尺寸长3m宽2m，形状复杂，移动不便。华朗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对汽车覆盖件模具进行全局拍

照，将拍摄完的照片导入到软件中进行计算，计算出的数据与原始数模图再进行检测对比分析，得到其汽车覆盖件模具相

互贴合之间的准确误差值。

汽车覆盖件检测            

       成都某发动机制造商需要对汽车发动机缸体进行三维检测，来分析产品生产是否达标，以提高产品后期的生产效率。

华朗技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扫描仪HL-3DS+快速获取汽车发动机缸体三维数据，迅速检测汽车发动机缸体模型和产品之间的

差异，分析产品是否合格。

汽车发动机缸体三维检测

        华朗三维扫描仪HL-3DS扫描速度快，获取喷

油 泵 三 维 数 据 仅 需 10分 钟 ，数 据 精 度 高 达 到

0.02mm。将喷油泵数据导入三维逆向软件中进行

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导入Pro/E、UG等主流设计软

件，可进行喷油泵的二次设计。

推荐机型:HL-3DS

       汽车轮毂是汽车零部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朗三维

扫描仪HL-3DS获取汽车轮毂完整的三维数据，通过检测软

件对汽车轮毂进行全尺寸的分析，最终生成详细的检测报

告。任意位置偏差状况也可以数值化的显示，完全可以替代

传统的检测手段。

推荐机型:HL-3DS

汽车轮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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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ning Scheme of Ford Car Car and Footpad

汽车内饰扫描        

福特汽车车厢、内饰扫描方案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的到来，汽车改装也已经成为了各爱车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我司华朗三维近期与国

内某大型汽车企业合作，通过使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对福特汽车(2018年最新款)进行扫描改装，迎合市场需求增加企业竞争

力。

汽车车厢扫描案例  

 

　　客户使用华朗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快速获取福特汽车内饰三维扫描数据，不仅速度快、精度高且不受空间环境限

制，完美解决了客户所面临的难题。

       客户需要对汽车内饰进行三维扫描，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进行产品改进，客户要求扫描速度快精度高且不能喷涂显像

剂，汽车内饰扫描又有诸多限制传统测量方法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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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扫描：650,000测量/秒;

◆ 超便携，机身重量仅有0.83kg;

VX 700是华朗三维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便携式 激光

手持三维扫描仪，具有如下优势：

◆ 精度高达0.020mm，分辨率高达0.020mm;

        扫描速度快、精度高有效解决了所有难点，本次扫描超过了客

户预期效果，对本次测量非常满意，为后续的汽车改装以及精确装

配测试争取了更多的项目时间。

       

       福特汽车体型较大,车厢扫描近2米且汽车内饰扫描空间狭窄增

加了扫描难度，华朗三维采用针对性解决方案，使用手持三维扫描

仪VX 700单机完成汽车车箱描。



超大风力发电叶片模具三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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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某知名风电设备生产企业需

叶片模具进行质量检测，用于产品的

影测量系统HL-3DP无需配合三维扫

具三维检测， 扫描速度快、 精度高，

对长约 20多米，宽约 2到 3米的风电

改进与加工，华朗工程师使用三维摄

为后期的产品生产加工提供了有力的

数据支持。

推荐机型:HL-3DP

描仪单独即可完成超大风电力叶片模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手持式三维扫描仪HOLON D71采集数据，超高精度0.01mm,手持式方便移动，以每秒

1600000次测量速度进行扫描，无需配合摄影测量即可完成大中型物件扫描，扫描速度更快、精度高、稳定性更强。将扫

描数据导入三维检测软件进行检测分析，生成简单易懂的分析报告。

叶片模具三维检测

大型复合材料模具三维检测

       南京某大型数控制造企业

需要对机械加工完成的大型复

合材料模具进行三维检测，获

取高精度的三维数据，华朗工

程师采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HL-3DP检测大型复合材料模

具生产是否合格。

模具检测
Mould inspection 

毫不妥协的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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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STL三维数据 人脸彩色三维数据

       吉利汽车冲压机床轮轴、齿轮损坏导致工作停

工，由于没有图纸，无法进行修护或重做。湘潭某

知名汽车生产厂商需对冲压机床轮轴、齿轮进行三

维扫描，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对轮轴和齿轮进行逆

向设计，快速修复冲压机床轮轴、齿轮，减少公司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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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ld inspection
模具检测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的到来，

汽车改装也已经成为了各爱车人士津津乐道的话

题,我司华朗三维近期与国内某大型汽车企业合

作，通过使用三维数字化技术对福特汽车(2018年

最新款)进行扫描改装，迎合市场需求增加企业竞

争力。

吉利汽车冲压机床逆向设计

        汽车冲压机床齿轮、轮轴体积较大且笨重，表面轮廓不一，齿轮死角较多，客户需对齿轮、轮轴的外观数据要求精

度非常高以达到完美修复效果，采用传统的测量方法效率太低且精度不高不易对轮轴和齿轮整体结构进行准确、快速地测

量，对后期逆向设计和建模修复增加难度。浪费过多的人力物力资源。

        汽车冲压机床轮轴、齿轮整体结构复杂且体积较大而又笨重等特点，以便对轮轴、齿轮进行快速修复。华朗三维技术

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使用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3DS+快速扫描获取汽车冲压机床轮轴、齿轮三维数据，不仅速度快、操

作方便、耗时较短而且数据精度高，达到客户的扫描需求，成功解决客户所面临的问题。

        借助我司全新的三维扫描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误

差 提升整体扫描精度，客户也非常认可并购买了我司

设备。

        本次案例

华朗客户：国内某大型汽车生产厂商

扫描工件：吉利汽车冲压机床轮轴、齿轮扫描

扫描设备：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3DS+

客户需求：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对冲压机床轮轴和齿轮

       



   三 维 摄 影 测 量 系 统 （H L -

3 D P )可 以 轻 松 的 对 机 身 进 行

测 量 （ 例 如 燃 气 轮 机 、 引 擎

室 、 引 擎 舱 和 座 舱 ) 得 出 数

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为创

新设计奠定坚实的基础。

       采用非接触式扫描对飞机零

配件扫描，对于柔软易破碎、

探针无法达到的部位的复杂曲

面工件也可轻松扫描，大大减

少 工 件 的 扫 描 时 间 ， 完 成 与

CAD模型匹配对比，误差颜色编

码图显示出偏差及偏差量，最

后给出CAD数据用于修正。

     三维扫描仪对飞机工件进行

扫描，将数据进行处理后，获

取相关的三维数据，进行创新

设计，借此开发出更先进的设

备。逆向技术将有望借此掌握

多项关键技术并将其用于航空

航天行业。

      航空航天行业是高技术战略性产业，是国家尖端技术发展的引擎。现代航空航天产品是尖端技术的集成，先进产品的

研制生产必然带动尖端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品。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是国家科技

实力的表现，如何加快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脱离依靠国外的核心技术限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吸收

国外先进技术，才能使航空航天行业进行一次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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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航天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创新三维测量的未来



  航空航天  精度检测

直升机配件三维扫描

苏-27战斗机涡轮叶片三维检测

      德国汉莎亚洲最大修理基地秉着严谨的工作宗旨，

需对飞机发动机进气孔腔壁进行三维逆向，获取高精度

的三维数据进行开模加工，为后期修理工作减少难度。

使用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3DS+快速精确的获取了飞机

发动机进气孔腔壁三维数据，将扫描出的3D数据导入软

件拟合SLT三角网格面，导入三维设计软件进行扫描。

飞机发动机进气孔腔壁三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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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机涡轮叶片三维检测与重构作为整个航空

叶片自动化焊接修复的初始，获取苏-27战斗机涡

轮叶片表面高精度三维数据，检测发动机叶片磨损

度，后期对磨损战斗机涡轮进行焊接修复，达到重

复使用的效果。

Aerospace Precision Measurement

       针对客户所面临的问题，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提供了专业的解决方案—手持式三维扫描仪HL-3DH-3M（快速获直升

机配件高精度的三维数据）+逆向设计软件（将直升机配件点云数据转换为三角网格面数据）+Pro/E、UG等主流设计软件

中进行直升机配件的二次设计，加快直升机配件的生产。

飞机引擎罩内壁三维扫描

       南京某大型数控制造企业需要对机械加工完成的大型复合材料模具进行三维检测，获取高精度的三维数据，华朗工程

师采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检测大型复合材料模具生产是否合格。针对该企业大型复合材料模具扫描面积大，为消

除扫描累积误差与完整拼接的问题，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中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快速获取大型

复合材料模具的三维数据+逆向设计软件(将大型模具点云数据转换为三角网格面数据)+导入设计软件进行后期处理，得到

检测分析报告。



飞机尾翼逆向设计

       使用逆向技术将有望借此掌握多项关键技术并将

其用于航空航天行业。利用三维扫描仪对工件进行扫

描，将数据进行处理后，获取相关的必要资料，进行

飞机模型的3D创新设计。

推荐机型：HL-3DP、α7000

飞机三维扫描

  航空航天  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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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设备：HL- 3DS+、HL- 3DP

      德国汉莎亚洲最大的航空公司特邀我司对飞机引擎隔音舱进行三维扫描，来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检测分析产品是否合

格，为后期的开模加工鉴定了基础节约成本。华朗工程师使用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 3DS+和三维摄影测量HL- 3DP快速精

确的获取了飞机引擎隔音舱三维数据结合逆向设计软件为飞机引擎隔音舱的检测、设计和开模加工提供了有力数据。

Aerospace reverse engineering

飞机引擎隔音舱三维扫描

       客户想获取飞机尾翼的数据，后期逆向建模，要求获取精准的数

据，工作效率快。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HOLON B71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对飞机尾

翼进行全面扫描，扫描速度快，精度高。将扫描好的数据导入后处理

软件中，对数据做逆向处理，生成直观的数据分析报告，得到客户的

认可。

      针对企业对飞机引擎罩模具扫描所面临的系列问题(体积大曲面精度要求高，为消除扫描累积误差与完整拼接等问题)，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使用我司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3DS+和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配合使用即可完成

超大工件扫描，获取完整精确的三维检测数据且耗时短、操作方便，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和时间，成功解决客户所面

临的问题。

飞机引擎罩模具三维扫描



       飞机引擎叶轮特征复杂，体积较小，整体轮廓复杂，叶轮部件死角阴影较多，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扫描速度快，获

取飞机引擎叶轮三维数据不到10min，数据精度高达到0.02mm，客户对整体效果非常满意，快速的解决飞机制造公司飞机

叶轮生产质量及后期二次设计的问题，成功解决了客户所面临的难题。

飞机引擎叶轮三维检测案例

    航空航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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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nautical navigation

飞机轮毂三维扫描案例

       某飞机制造企业为提高飞机引擎叶轮合格率，客户慕名而

来购买我司设备（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对飞机引擎叶轮

做生产检测方案。

本次案例

    华朗客户：国内某飞机制造企业

    扫描对象：飞机引擎叶轮

    扫描设备：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

    客户需求：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与原数模进行对比分析，

检测产品的加工效率合格率提高产品质量

       飞机轮胎材质黑色轮毂材质具有高反光特点，普通三维扫描仪无法直接扫描（需喷粉处理）， 客户是一家飞机生产企业

厂商找到华朗，希望我司可以推荐合适的三维扫描方案并购买设备。

        使用VX 700手持三维扫描仪对飞机轮毂进行三维扫描(无需喷粉)，获取全尺寸三维扫描数据。操作简单，扫描速度快，

|只需短短10分钟(表面高反光的情况下)，扫描过程中数据在PC端实时显示。

飞机轮胎汽车轮胎三维扫描

本次案例

　华朗客户：某知名飞机生产制造企业

　扫描对象：飞机轮毂扫描

　扫描设备：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

　客户需求：测量汽车轮毂的尺寸检测及

装备孔位，为后期飞机轮毂产品开发设计

等提供有效数据支持。



  航空航海

       客户背景：客户是一家军工船舶生产企业，具有国内

外先进船舶生产制造技术。

       测量要求：需对舰艇船舱扫描进行三维重建，用于舰

艇后期改进及加工生产。

       推荐方案：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HL-3DP)

       扫描对象：舰艇船舱三维扫描

       船舶从史前刳木为舟起，经历了独木舟和木板船时代，1879年世界上第一艘钢船问世后，又开始了以钢船为主的时

代。客户是一家国内知名船舶生产制造企业，需要对废弃舰艇船舱扫描进行逆向设计、三维重建，最终用于游艇的改进及

加工生产奠定基础。

测量难点

       舰艇船舱体型巨大(长约10米，高约2.5米)曲面较多

且不便移动，采用传统的三维扫描仪测量时，累计误差

会过大，如何消除误差造成的影响，是面临的最大问

题，客户要求整体精度较高，扫描速度快且操作简单方

便，利于公司后期使用。

    三维扫描仪对核装置进行测量，可快速获取到物体表

面高精度三维数据，生成详细的检测报告，任意位置偏

差状况也可以数值化的显示，为后续改良核装置工艺提

供精确保证。 

 

       根据客户需求及工件情况华朗技术工程师迅速给出

解决方案：使用手持三维扫描VX 700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HL-3DP快速进行三维扫描，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取舰艇

船舱高精度的三维数据，有效解决传统测量耗时长、测

量累计误差大等问题，客户对我们设备扫描效果及结果

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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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nautical navigation

舰艇船舱三维扫描方案



  新能源

  风力

  水力 

  太阳能 

        能源设备中被扫描工件往往体积很大且难以移

动的。运用传统计量方法难以获得完整准确的数据。

华朗三维在风能行业经过反复实践，对数据扫描的完

整性、精确性方面进行全面研究与练习，总结出三维

技术综合解决方案。

       在中国可以形成产业的新能源主要包括水能、风能、核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等，是可循环利用的清洁能

源。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既是整个能源供应系统的有效补充手段，也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措施，是满足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需要的最终能源选择。

   核能

      涡轮叶片的加工对位涡轮系统工厂来说是一个

关键环节。三维扫描仪迅速捕捉物体（叶片、叶

轮）表面数据，周期性的检查涡轮叶片的效率，使

得水轮机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能量转换。

        三维扫描仪对核装置进行测量，可快速获取

到物体表面高精度三维数据，生成详细的检测报

告，任意位置偏差状况也可以数值化的显示，为后

续改良核装置工艺提供精确保证。 

         三维摄影测量系统对太阳能设备进行数据测

量，得出分析报告，提供精确的数据分析报告以及

组件安装密合度分析,为企业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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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nergy

应对新兴行业的发展趋势



风力发电机舱罩三维检测      

风力叶片三维检测       

       国内某加拿大企业，对生产

出 长 约10m、 宽1m多 的 风 力 叶 片

产品进行检测认证，需扫描风力

叶片三维数据与原始数据图进行

检测对比分析，进行风力发电机

叶 片 的 二 次 设 计 与 产 品 改 良 工

作。

推荐机型:HL-3DP、α7000  

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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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energy equipment

推荐机型：a7000、HL-3DP

      丹麦某著名风力发电机制造商需对总

长约8米、高约3米的风力电机舱罩进行

安装孔位测量，用于产品改进。华朗技

术 工 程 师 采 用 超 大 工 件 三 维 扫 描 仪 α

7000、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配合扫

描，整体扫描2小时完成；扫描精度高，

高效的测量出每个安装孔位的偏差值，

有效的指导生产及安装工作，提高生产

效率。



       三维扫描仪α7000具有超大幅面

扫描功能，适合大物件扫描，机器稳

定性高，整个扫描过程仅一小时，精

度高达到0.05mm，完善核装置检测数

据。可精确扫描到孔位，完善核装置

检测数据。

推荐机型:HL-3DP、α7000  

中科院核聚变装置三维检测

（人造太阳）

太阳能反射镜三维检测            

       北方某大型新能源企业，因槽

式太阳能反射镜与支架间安装孔位

的偏差变形情况，华朗技术工程师

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对太阳能反

射镜进行现场测量。

Three-dimensional detection of new energy
太阳能 核能 水力 三维检测    

       华朗技术工程师根据该企业面

临的问题，使用华朗三维摄影测量

系统对太阳能反射镜安装孔位、支

架进行检测分析，为该企业后期安

装太阳能反射镜调试工作提供有效

的解决方案。

        

推荐机型:HL-3DP

       华朗技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扫描仪α

7000和 三 维 摄 影 测 量 系 统HL-3DP对

核装置进行测量 ，生成详细的检测报

告，任意位置偏差状况也可以数值化

显示，完全可以替代传统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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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三维扫描仪是目前工业三维检测、逆向设计等领域较受

欢迎的扫描仪机型，其优势在于扫描的灵活性、便携性、精度高

等特点。

　   尤其面对大型被测物体时，传统拍照式扫描仪速度慢，并且

往往需要喷粉处理费时费力，而手持三维扫描仪凭借自身灵活性

优势，可快速完成大型工件扫描，配合我司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HL-3DP，扫描速度快、操作简单且效率更高。

    我司凭借技术实力孕育出时代与市场需求的独创产品，结合不断实践与创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引领市场。客户是一家全球

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集团寻求技术解决方案，我司借助全新的三维扫描技术来获取新能源汽轮机舱体（周长约20米，高8

米）的三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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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汽轮机舱体三维扫描

3D Scanning of Large Steam Turbine Cabin

创新三维测量的未来



    客户背景：国内大型水处理设备制造商

    样件介绍：酸碱污水处理设备组件(水泵泵壳)

    扫描需求：获取水泵泵壳三维数据，用于产品逆向

设计进行新产品开发。

       客户需要对酸碱污水处理设备进行三维扫描快速

获取三维数据，用于产品逆向设计进行新产品开发，

客户在市面上对比几家三维扫描仪后，最终选择了华

朗三维。

本次案例

    推荐设备：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

  水处理设备逆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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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机叶轮是污水处理设备中动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某知名大型水处理设备生产企业需对某进口污水处理设备

风机叶轮进行三维扫描，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对风机叶轮进行逆向建模快速修复叶轮，减少公司损失。

Reverse Engineering of Processing Equipment

       风机叶轮体积较大弧面较多客户要求精度高，扫描速度快，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使用我司最新研发手

持三维激光扫描仪VX 700，14+1条激光线扫描速度极快且不需喷涂显像剂，精确快速获取了风机叶轮三维数据成功解决了

客户所面临的问题。

风机叶轮三维扫描案例污水处理设备泵壳三维扫描

案例小结

        使用华朗三维手持激光三维扫描仪VX 700扫描水泵外壳，无需过多考虑环境条件以及被测物体喷粉情况，扫描

速度快，整体三维数据获取流畅、完整，可以自由移动、扫描，操作简单，携带方便，更加符合客户需求，给客户更好的

操作体验。



Large forgings three-dimensional detection
超大型锻件三维检测    

STL图          三维色谱图 截面分析图          

推荐机型:HL-3DP、α7000

       中国一重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使用华朗三维产品对世界上最大锻件(直径10米壁厚40cm)经行检测分析，华朗高级工程师

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获取超大型锻造件表面3D坐标，计算出物体表面关键信息点的3D坐标值。将超大型锻件原始数模图

与三维扫描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得出检测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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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装备
Heavy equipment

挑战超大尺寸三维测量

世界上最大锻件(直径10米壁厚40cm)



      发动机体型大且笨重，不方便移动，表面复杂不规律，槽孔多且大小不一，增加扫描难度，客户要求扫描数据精度

高。使用一般扫描仪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深孔，起伏面不易捕捉，精度准确率低，在时间和人力方面也消耗的过多，不能满

足客户的各方面要求。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HOLON 771快速扫描获取高精度数据，可切换单条激光扫描模式，专门扫描深孔，扫描过程实

时显示，直观看到扫描效果，操作方便、极易携带。扫描采集数据精度高，导入三维软件做检测，分析获取分析报告。

燃气轮机检测现场

       客户需要对燃气轮机圆弧断面做数据分析，而检测的圆弧

断面不能拆分出来，不能贴标志点和喷显像剂，华朗三维技术

工程师使用三维扫描系统HL-Scan解决问题。

“中车集团”动车轮对检测

       动车轮对在检测中，由于体积巨大而又笨

重 ， 表 面 又 有 多 种 特 征 及 复 杂 的 三 维 自 由 曲

面，采用传统的卡尺、量规进行检测，很多尺

寸及形位特征无法有效的检测容易产生二次误

差，影响该产品的检测效率、检测精度。“中国

中车集团”为摒弃传统检测方法，使用华朗大幅

面三维扫描仪α7000对生产的动车轮对进行产

品检测与二次设计。

中国一重核电装置锻件检测现场

轮船发动机三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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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tive covering parts、spare parts 
重装备三维扫描、三维检测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HOLON 771快速扫描获取高精度数据，可切换单条激光扫描模式，专门扫描深孔，扫描过程

实时显示，直观看到扫描效果，操作方便、极易携带。扫描采集数据精度高，导入三维软件做检测，分析获取分析报告。

      

风机铸件现场

       客户需要对燃气轮机圆弧断面做数据分析，而检测的圆弧断面不能拆分出来，不能贴标志点和喷显像剂，华朗三维技

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扫描系统HL-Scan解决问题。

超大铸件现场扫描

       采用了华朗三维的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与三

维摄影测量HL-3DP。VX 700扫描速度快，精度高，

可切换成单条激光扫描模式，适用与扫描深孔及死

角，操作方便，不受限制，扫描范围广。加上使用

HL-3DP在针对测量扫描大型工件时，能够降低三维

扫 描 数 据 拼 接 的 累 计 误 差 ， 实 现 大 型 工 件 快 速 扫

描，以及数据处理快且误差减小。能够有效的解决

问题。

风机铸件现场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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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tion of super large steel castings 
超大型钢铸件三维检测

超大铸件STL数据图

Three-dimensional detetion of fancsting 
风机铸件三维检测

风机铸件STL数据图

超大铸件现场

       由于振动筛设备是一个大工件，体积大且高不

便移动，表面不平整，布满很多螺丝状的小凸点，

还有少许的孔位。筛面倾斜有曲度，连接其它部件

螺栓联结，形成一些夹角。普通的三维扫描仪测量

起来不方便，速度慢耗时且得到的数据不精准，无

法满足现在的需求。



逆向设计与来样仿制  LED灯珠逆向设计         

    LED灯芯曲面较多，形状也较复杂，从而使得模具设计越来越困难，三维扫描仪对LED灯芯进行扫描，获得高精度、高精

确度的点云资料，将LED灯芯三维数据导入逆向建模软件（Pro/EUG）进行逆向建模。

推荐机型:HL-3DM

质量检测  空调钣金件三维检测     

推荐机型:HL-3DS+

       空调钣金件成形工序多且形状较复杂的冲压件，表面平翘曲、起皱等特征，针对企业生产的空调钣金件可能出现的问

题或缺陷，华朗三维扫描仪为该企业优化冲压工艺方案及模具设计参数等提供检测方案。 

质量检测   美的空调管路三维检测      

       三维扫描仪（HL-3DS）采集样件数据，通过第三方软件进行点云数据后处理。处理后的数据导入检测软件，可以直接

获取空调管路的间距，同时还能捕捉并体现剖面的形位偏差，并能自动完成测量数据与CAD数据的坐标系对齐，从而实现

快速比对检测和质量控制。

推荐机型:HL-3DS
精密件  华为手机、平板电脑三维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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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为检测生产出的手机面壳质量是否合格，决定使用精密型三维扫描仪对手机面壳进行三维检测，得到检测对比分

析报告，华朗三维结合自身多年三维扫描经验，在手机与平板电脑的外壳、主板、壳表面缺陷检测中拥有丰富的检测经验

与解决方案。

推荐机型:HL-3DM

Electronic appliance
电子 电器

提供灵活、方便、精确的方案



解决方案

       经过了解综合我们以往的经验，使用我

司高精度、扫描速度快、稳定性强的手持式

三维扫描仪HOLON 771。手持式能随意转动

从不同的角度和位置进行扫描，多条激光线

模式能切换成单条激光扫描模式，适用于扫

描深孔以及死角的地方，还有精细模式，能

扫描细小特征，大大提高数据精度。并且使

用简单、操作便捷。

解决方案

       对于电路板面临的一些复杂性问题，华朗三维的工程师使用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进行检测扫描。扫描仪在使用过程

灵活方便，重量轻，省时省力，并且采用14+1条红色激光线很好的捕捉到了凹凸面，从不同角度扫描，速度快实时显示，

导入三维检测软件进行分析，时效快，快速简单的获取电路板扫描高精度三维数据，可以得到直观的三维检测数据图。

面临问题

       电路板是精密型工件，外部由各个功能部件组成，设计复杂，孔位多且大小不一，表面曲面小多，布满很多小元件，

元件间距小，还有导线之间的连接。使用一般普通的三维扫描仪测量，没法捕捉齐全这么细小复杂的表面，很难得到高精

准的数据，不能满足客户需要的测量效果。

面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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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是做路径规划，对自动化生产线

各个环节系统要求很高，能与机器人高度

配合使用，避免出现差错，因此对扫描获

取空间坐标数据要求很高。传统方法固定

式扫描，不是很便捷的扫描操作，在扫描

过程难度大，需要消耗的时间久，并且无

法做到获取有效的坐标信息。

3D detection of precision workpiece
精密工件电路板三维检测

3D detection of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自动化生产线三维检测



精密加工件  奔驰涡轮叶片       

Precision manufacturing

精密制造

中石油集团钻头三维检测  

推荐机型:HL-3DS+

       使用传统的测量方法（如检具、治具、三坐标等）十分的繁琐、耗时，而且不易对石油钻头整体结构进行准确、快速

地测量、检测。华朗三维扫描仪HL-3DS+对石油钻头进行三维扫描，得出三维数据，与石油钻头原始数模图进行对比分

析，可快速检测石油钻头的误差与缺陷所在。 

叶导轮三维检测         

东风精密铸造汽车配件三维检测       

推荐机型:HL-3DP、HL-3DS

       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需要所对生产的汽车涡轮叶

片做抽检，客户对涡轮叶片三维数据有非常高的精度

要求，整体误差需要控制在0.02mm以下,看看实际产品

和 设 计 图 有 没 有 偏 差 ， 以 便 改 良 加 工 工 艺 ， 提 高 质

量，增强企业竞争力。 

      三维扫描仪检测潜油电泵叶导轮的三维数据，生

成三维检测报告， 满足产品检测需求。 针对叶导轮

尺寸和形状复杂程度，华朗技术工程师使用拍照式

三维扫描仪HL-3DS+，15分钟快速扫描获取叶导轮

的三维数据，生成直观易懂的检测图形报告。

推荐机型:HL-3DS+

       精密复杂加工件是机械设备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件,根

据客户需求,  华朗技术工程师使用拍照式三维扫描仪HL-  3DS+

快速获取复杂加工件三维数据，检测产品是否合格。

精密复杂加工件三维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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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风汽车精密铸造件，形状复杂，华朗技术工程师使

用手持式激光三维扫描仪HL-3DH-3M,  快速扫描完将数据

导入三维逆向软件中处理，将处理后的数据导入主流设计

软件中，可加快模具开发速度。

推荐机型:HL-3DH-3M

毫不妥协的测量精度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文物保护

        弗拉基米尔王子雕塑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王子在BOROVITSKAYA广场纪念碑，寓意着弗拉基米尔王子的

洗礼。在纪念碑后面有三个浅浮雕，上面有Chersonesus神圣洗礼的主题，第聂伯河的俄罗斯洗礼，以及王子作为城市建设

者，是边界和人民守护者的另一个形象。

案例背景：

纪念碑浮雕扫描- 弗拉基米尔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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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雕像三维扫描

       俄罗斯某知名雕刻艺术家，需要对人像雕塑作品（高约2米）进行三维扫描，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以便工程师在风洞

实验中对其进行实验测试，检测人像雕塑实验前后差异及数据变化。

       人像雕塑体积较大，整体结构复杂，使用Drake无线手持三维扫描仪快速获取雕像高精度三维数据，整体扫描过程耗

时20分钟，快速高效地解决了客户面临的问题

艺术作品数字化三维扫描
铜雕塑像“关公”扫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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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新疆大

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东南大学、 中山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山西大学、桂林理工大学 、北京物资

学院、 长春大学、 江汉大学 、 内蒙古工业大学、 东北大学 、河南工业大学 、延边大学 、天津美术学院、  桂林理工大学 

、内蒙古名族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 山东理工大学、  重

庆广播电视大学 、厦门大学 、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业学校 、涪陵长江师范学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长安大学 、 

东北农业大学、 珠海高级技工学院 、厦门理工大学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武汉工业学院、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大连海洋大学 、 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涪陵长江师范学院、石家庄学院 、河南工业大学、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China's industrial 3D measurement technology pioneer
中国工业先进三维测量技术

华朗企业客户群展示Enterprise Culture

知名企业: 富士康、 旭日集团、维珍妮、曼妮芬、安莉芬、大族激光、韩国OGK、杭州叉车集团、中国兵器集团、振华汽配

等

电子/电器: 日立、康佳集团、华为、通达集团、通宇通讯、旺鑫精密、格力电器、美的电器、三星电子、德国双立人等

能源/重工业: 西门子、东方电气集团、太原重工、中国一重、中信重工、中船重工、中国石油 、中国核工业等                  

汽车/高铁: 中车集团、中国南车、北车集团、上汽集团、东风汽车、大众、比亚迪、德尔福电气、宇通客车、中南铝车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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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朗高校客户群展示Enterpri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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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企业 知名高校

知名研究院（所）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湖北专用汽车研究院 、郑州科学研究设计院、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广西机械工业研究院、 空军装备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常州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等



权威认证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拍照式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 ZL 2012 2 0386546.1

3DP、3DS检验报告证书 --------------2011D33-3D-180987

手持三维扫描仪IC认证证书 -------------- BST180911531404EC

拍照式系列CE认证证书 --------------- BST180911345701SC

手持三维扫描仪FCC认证证书 -------------- BST180911345701SC

手持设计专利证书 -------------- BST180911531404EC

摄影测量系统软件认证 -------------- 2011SR078053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011SR78061

三维扫描系统软件认证 --------------  2011SR078053

ISO质量认证系统证书 --------------  27319Q20011ROS

手持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 ZL 2011 3 0007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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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唯一同时研发生产工业级
拍照式三维扫描仪/手持式三维扫描仪/三维摄影测量系统/彩色三维扫描仪/大视场摄影测量系统

纵向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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