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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

Application field

汽车交通 航天航空 航海

精密制造 重型装备新能源

逆向设计 l Reverse design

三维检测 l 3D inspection

3D打印 l 3D printing

三维可视化 l 3D visualization

华朗三维作为国内首家研发生产工业

 年来一直作为三维数字技术的领航者。

  级手持式三维扫描仪的厂家，成立十多

高新技术，主要用于对物体空间外形和结构及色彩进行

扫描，以获得物体表面的空间坐标以及三维数据图。三

维扫描技术能实现非接触测量，速度快、精度高的优点。

三维扫描是指集光、机、电和计算机技术于一体的

题，提高对产品质量的把控，提升生产制造水平。

行数据检测分析，避免在制造过程中出现不良的品质问

三维检测是产品质量控制过程重要的环节，通过三

维扫描技术对产品采集数据，配合三维检测软件快速进

化，适用于各行业。

数字化模型，进行3D打印，将复杂的三维重建逐渐简单

式来构造物体的技术。根据三维扫描仪将物体转化为3D

3D打印是一种快速成型的技术，通过逐层打印方

各种设备上展示出来，三维的形式更直观的让客户了解

产品各方优势，更好的向客户传达产品价值，使产品宣

三维可视化就是通过三维数字化形式将实际物体在

传效果更高效，提高产品竞争优势。

拍照式扫描仪、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

业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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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摄影测量系统与3D动作捕捉系统。为

客户产品开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提供一套专

器、文化遗产、珠宝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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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扫描及数字化系统在逆向工程与三维检测中挥发着巨大作用，三维扫描仪提供了从扫描到加工出模型

需求。

所需的诸多功能。三维扫描仪在汽车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重型装备制造、模具制造、精密制造、电子电

三维模型，进一步实现分析、再设计、加工的过程。

逆向设计是一种产品设计技术再现过程，对产品实

物样件表面进行数字化处理(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并

利用可实现逆向三维造型设计的软件来重新构造实物的

中国工业先进三维测量技术



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771)

HOLON 771采用手持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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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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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过

程细节清晰可见。

1、光源形式:   22条扫描激光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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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型号 HOLON 771

兼容软件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电源

工作温度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USB3.0

交流电（110～220V)

-20～+40℃

（非冷凝）

操作湿度范围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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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

Autodesk（lnveb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Rhino

PTC（pro/ENGINEER)、Siemens（NX和Solid Edge）、

扫描模式

扫描范围

测量速率

分辨率

拼接方式

激光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数据精度

基准距

扫描景深

尺寸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

（结合HL-3DP)

标准模式

最大600X550mm

14条蓝色激光线+7条细节扫描+1条深孔扫描

Ⅱ（人眼安全）

最高0.02mm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最高0.02mm

290x125x70mm

0.015+0.035mm/m

精细模式

最高0.01mm

300mm 150mm

450mm 150mm

/

0.015+0.015mm/m /

Technical parameter

650000次测量/秒 450000次测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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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有效控制三维扫描的全局

累积误差及扫描效率，华朗三维采用针对性解决方案，使用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771单机完成汽车车箱及

汽车内室脚垫扫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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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汽车三维扫描

技术参数

精细模式精度0.01mm、分辨率0.02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B71)

HOLON B71采用手持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

拿即用，采用22条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7条扫描细

节，共计30条激光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

定性更强，双工业相机，标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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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过

程细节清晰可见。

1、光源形式:   30条扫描激光线，扫描速度更快、精度更高、稳定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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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型号 HOLON B71

兼容软件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电源

工作温度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USB3.0

交流电（110～220V)

-20～+40℃

操作湿度范围

（非冷凝）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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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

PTC（pro/ENGINEER)、Siemens（NX和Solid Edge）、

Autodesk（lnveb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Rhino

扫描模式

扫描范围

测量速率

分辨率

拼接方式

激光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数据精度

基准距

扫描景深

尺寸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

（结合HL-3DP)

标准模式

最大600X550mm

22条蓝色激光线+7条细节扫描+1条深孔扫描

Ⅱ（人眼安全）

最高0.02mm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最高0.02mm

290x125x70mm

0.02+0.035mm/m

精细模式

最高0.01mm

300mm 150mm

450mm 150mm

/

0.02+0.015mm/m /

Technical parameter

1350000次测量/秒 450000次测量/秒

飞机引擎罩内壁体积较大、曲面多。客户对飞机引擎罩内壁三维数据精度要求非常高，以确保精度能够达

标。飞机引擎罩内壁外表面曲率通过人工比较难测，客户要求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到完整精准的数据，以

使后续工作得以快速的进行，确保后期的修复建模能够顺利进行，减少成本节约时间。

       根据客户的要求和面临的问题，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提出解决方案：使用我司最新研发的HOLON B71快

速精确的获取了飞机引擎罩内壁三维数据将扫描出的3D数据导入软件拟合STL三角网格面，导入三维设计软件

进行建模修复。对产品结构设计与改良提高了效率，后续工作得以快速进行，不仅节约了时间同时也控制了成

本，成功解决了客户面临的问题。

飞机引擎罩内壁三维扫描

技术参数

精细模式精度0.01mm、分辨率0.02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D71)

采用新型手持式设计、重量轻、易携带、即拿即

用，工作效率高。蓝色激光光源、26条激光束+1条深

孔扫描+14条扫描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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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应用场景，不受环境影响，可根

据用户需求灵活制定扫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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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型号 HOLON D71

兼容软件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电源

工作温度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USB3.0

交流电（110～220V)

-20～+40℃

操作湿度范围

（非冷凝）
10～90%

PTC（pro/ENGINEER)、Siemens（NX和Solid Edge）、

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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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desk（lnveb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Rhino

扫描模式

扫描范围

测量速率

分辨率

拼接方式

激光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数据精度

基准距

扫描景深

尺寸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

（结合HL-3DP)

标准模式

最大600X550mm

26条蓝色激光线+14条细节扫描+1条深孔扫描

Ⅱ（人眼安全）

最高0.01mm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最高0.02mm

290×125×70mm

0.02+0.03mm/m

精细模式

最高0.01mm

350mm 200mm

450mm 200mm

/

0.02+0.015mm/m /

Technical parameter

1600000次测量/秒 900000次测量/秒

�D71

26条激光束+1条深孔扫描+14条扫描细节

技术参数

精细模式精度0.01mm、分辨率0.01mm，不受环境影响，工件结构和用户能力限制



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DB1)

采用新型手持式设计、重量轻、易携带、即拿即

用，工作效率高。蓝色激光光源、26条激光束+1条深

孔扫描+22条扫描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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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应用场景，不受环境影响，可根

据用户需求灵活制定扫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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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型号 HOLON DB1

兼容软件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电源

工作温度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USB3.0

交流电（110～220V)

-20～+40℃

（非冷凝）

操作湿度范围 10～90%

PTC（pro/ENGINEER)、Siemens（NX和Solid Edge）、

Dassault Systemes（CATIA V5和SolidWorks）、

Autodesk（lnveb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Rh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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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模式

扫描范围

测量速率

分辨率

拼接方式

激光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数据精度

基准距

扫描景深

尺寸

体积精度

体积精度

（结合HL-3DP)

标准模式

最大1400X1100mm

26条蓝色激光线+22条细节扫描+1条深孔扫描

Ⅱ（人眼安全）

最高0.01mm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最高0.02mm

290 x 125 x 70 mm

0.02+0.03mm/m

精细模式

最高0.01mm

1000mm 450mm

450mm 200mm

/

0.02+0.015mm/m /

Technical parameter

1500000次测量/秒 1300000次测量/秒

26条激光束+1条深孔扫描+22条扫描细节

技术参数

汽车体积大，表面不规则轮廓多、弧度大，且反光需做表面处理。整体扫描起来是一个大工程，具有一定

的扫描难度。传统的测量方式采集数据密度不够，无法对曲面弧度精准测量。而且体积大，扫描工作耗时多，

产生工作量大，数据精度低，不能做到高效率、精准的完成工作。

       整车体积大，扫描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使用手持式三维扫描仪HOLON DB1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

3DP。先是准备工作喷显像剂提高底色对比度跟贴标志点、编码点。接着使用三维摄影测量拍摄车身多幅图

像，通过软件自动将这些影像结合起来经过运算，得到每个编码点圆心的3D坐标，计算出3D坐标值。将车身表

面3D坐标数据导入扫描系统中，然后使用手持式三维扫描仪HOLON DB1快速扫描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扫描

速度快，数据精度高，稳定性强。

汽车整车三维检测

精细模式



     先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拍摄车底架不同角度的影像，将拍摄影像导入HL-3DP软件中，通过三

角测距方式，H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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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 700扫描车架，从不同的位置对车架进行扫描，细小地方可以使用精细模式提

高精准度，加快工作效率。获取三维数据导入到三维逆向软件，进行数据逆向建模。

VX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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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扫描深孔共计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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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型号 VX 700

兼容软件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电源

工作温度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USB3.0

交流电（110～220V)

-20～+40℃

操作湿度范围

（非冷凝）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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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

扫描范围

测量速率

分辨率

拼接方式

激光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数据精度

基准距

扫描景深

重量

体积精度

（结合HL-3DP)

体积精度

最大600X550mm

14条蓝色激光线+1条深孔扫描

Ⅱ（人眼安全）

最高0.02mm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最高：0.02mm

0.83kg

0.02+0.035mm/m

290×120×70mm

300mm

450mm

0.02+0.015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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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 parameter

3、测量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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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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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光源形式：15条扫描激光线，扫描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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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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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工业设计：重量轻、易携带、即拿即用、高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手持三维扫描仪(VX 700)

650000次测量/秒

技术参数



VX 300采用最新手持设计、重量轻、极易携带；即拿

即用；采用6条激光线+1条扫描深孔共计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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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型号 VX 300

兼容软件

输出格式

传输方式

电源

工作温度

.stl,.obj.asc.ply.txt.xyz.等,可定制

USB3.0

交流电（110～220V)

-20～+40℃

操作湿度范围

（非冷凝）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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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

扫描范围

测量速率

分辨率

拼接方式

激光光源

激光安全等级

数据精度

基准距

扫描景深

重量

体积精度

（结合HL-3DP)

体积精度

最大275X250mm

6条蓝色激光线+1条深孔扫描

Ⅱ（人眼安全）

0.02mm

标志点全自动拼接

最高0.02mm

0.83kg

0.02+0.06mm/m

60×145×307mm

300mm

270mm

0.02+0.025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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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 parameter

1、光源形式：7条扫描激光线，扫描速度快、精度高、稳定性强

4、工业设计：重量轻、易携带、即拿即用、高工作效率，全新自主研发技术有保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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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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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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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测量精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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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三维扫描仪(VX 300)

205000次测量/秒

大型复合材料模具尺寸(长约7米，宽约2米)，体积大、移动不便、边缘轮廓不一，菱角曲面凹槽较多。传统

测量工具(如检具、二次元、三坐标等)根本无法进行检测工作。由于复合材料模具体积大，轮廓不一使用传统的

三维扫描仪，耗时较长且数据质量不高、误差较大，无法满足客户对大型模具的质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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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获取大型模具高精度的三维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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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复合材料模具三维检测

技术参数



2、实现大型工件快速三维检测

4、测量范围：适合大 中 小不同物体测量，10m、30m、50m、100m

1、航空专用抗压仪器箱，防撞击设计保护。

6、稳定性：采用碳纤维部件，抗热冲击

3、精度高：±0.04mm/4m；±0.01mm/m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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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朗的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来快速获取有关车身的数据。

赛车扫描方案

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

Pr oduct Model
 HL-3DP Industrial Three-dimensional Photogrammet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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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00 × 4000 像素

镜头   20mm, 24mm, 28mm 镜头

视角(°)            58 度水平, 36 度垂直.

靶杆规格             精度 ≤ 0.001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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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等

操作系统

 

操作环境   兼容Windows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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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0 ~40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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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金属架构检测

   产品型号  HL-3DP工业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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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hnical parameter         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3DP是以一架手

持式的高分辨率（6000×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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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ion)及变型分析

(Deformation)上都能够有效的节省量测时

间。

Windows XP/Windouws 7/Windows 10 32位/64位 中文/英文

Related cases

扫描案例

技术参数



游艇舱体扫描 大型矿山机械三维扫描

Yacht cabin scan Mining Machinery Scan

石油钻头三维检测

Oil drill bit inspection

       设备体积大（长8米，宽4米，高4米）不便

移动，表面布满很多螺丝状的小凸点，表面结构

复杂，部位联结易形成夹角，加大扫描难度。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摄影测量系统

HL-3DP和手持式三维扫描仪 HOLON D71

获取三维扫描数据，两者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降低

扫描数据拼接产生的累计误差，实现大型工件快

速扫描，能够有效的解决问题。

Aircraft tail scan

�D71

中国工业先进三维测量技术

771

771



Steam Turbine Scan

大型汽轮机三维扫描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大幅面三维扫描仪α7000和三维摄影测量系统H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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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直观的数据分析报告，为保温舱的生产设计提供有力数据。

风力叶片模具三维检测

Blade mold inspection

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新型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771对铸钢件进行全面扫描获取高精度三维数据，

扫描仪扫描速度快，用时短，且工作效率高。将获取数据导入三维检测软件与原始数模进行拟合对比，获取简

而易懂检测报告。客户从报告中可以得到详细的对比数据，知道存在的问题，从而解决了客户的难题。

Gas turbine scan

Wind blade scanning

风力叶片三维检测

中国工业先进三维测量技术

根据客户的需求及工件情况，华朗三维技术工程师使用三维摄影测量HL-3DP配合手持式三维扫描仪

HOLON 771扫描获取数据，能够降低三维扫描数据拼接的累计误差。

       先是用三维摄影测量3DP获取检测部位的3D坐标。接着使用手持三维扫描仪HOLON 771进行扫描，获取

高精度数据，扫描速度快，高效完成工作。将数据导入到三维检测软件中与原始数模进行对比分析，导出数据

分析报告，从而得知变形量。



Corporate partners| 华朗企业客户群展示

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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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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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相关: 德国汉莎集团、沈阳飞机工业集团、西安飞机工业集团、中航工业集团、贵州飞机集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通用航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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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研究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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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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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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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权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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