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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elements TM

VXelements TM

三维测量软件平台和应用程序套件
Creaform 3D 测量技术产品背后的智能平台
VXelements 是一个 功能 强大的集成 3D 软件平台，可与 Creaform 
的整个 3D 测量和扫描解决方案完全协同工作。它将所有的基本要
素和工具聚集在一个直观的、用户友好的工作环境中。

由于其先进的算法，VXelements 使用户能够生成具有高精度和数
据质量的 3D 测量数据，赋能他们充分使用 Creaform 的光学解决
方案。

VXelements 是 3D 测量和扫描设备背后的智能平台，补充了它们
的应用程序，为您的业务挑战提供了真正的解决方案。该软件不
断改进，以确保您始终能从您的 Creaform 测量技术产品中获得最
大收益。

免费的 VXelements Viewer
VXelements Viewer 是一款可下载的免费软件，使用户能够同时看到
三维网格和完整的 VXinspect 检测程序。通过 VXelements Viewer，
用户还可以查看检测结果，以改善与同事和客户的合作，并加快验证
和批准过程。

软件平台
VXelements 将采集和应用程序模块结合到同一个简单、易用的界面中，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测量设备。

包括在 Creaform 的所有 3D 测量技术产品中
采集 应用程序

可用于处理 3D 扫描数据

三维扫描采集和优化模块，在提供高性能的同时，对所有用户（不管他们以前的经验或专业水
平如何）来说都很直观。

VXscan 为用户提供了不断改进的创新功能，在扫描过程中可以为用户提供指导，使他们获得高
质量的网格，它的创新功能包括：

采集模块

VXelements 能为您提供什么？

高质量的三维测量
因其先进的图像处理和网格生成算法， 
VXelements 可以为三维测量提供高质量的
精度和数据，使结果不受用户技能水平的影
响，并最大化设备在应用中的性能。

直观和集成的平台
有了 VXelements，三维数据采集和后处理
都在同一个直观和集成的平台上进行，以
保证良好的用户体验、与设备无缝交互并
在短时间内获得可用的网格或三维数据。

持续改进
VXelements 不断改进，赢得了宝贵用户的
信赖，他们都从新增加的功能中获益。我
们定期开发新的算法，以提高 VXelements 
的三维测量能力，同时致力于更简便、更
快速、更直观的用户体验。

用户友好的接触式探测模块，用于 3D 数据采集，
与所有主流的计量软件兼容。

强大且独特的摄影测量软件模块，由于其易用性和
实时用户指导功能，可帮助用户获得出众的精度和
优质的摄影测量结果。

实时网格可视化
所见即所得

智能分辨率
根据需求智能选择不同等级的分辨率

网格增强
先进的算法提供理想的的网格质量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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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到 CAD  
软件模块
从 3D 扫描到计算机辅助设计或增材制造工作流
程的捷径
VXmodel™ 集成在 VXelements 中，是一个后处理软件模块，旨
在优化网格并为 3D 打印准备三维扫描数据。VXmodel 还赋能
设计师和工程师最终完成三维扫描数据，并将其用于逆向工程
和产品开发工作流程。 

由于它可以快速优化网格并提取所有必要的几何信息，设计师和
工程师可以迅速回到他们熟悉的 CAD 工作流程中。

VXmodel 的性能和完整的工具集使各种行业的用户深感满意，
对它予以高度认可，并选择它作为他们 CAD 软件的必备补充
模块。

VXmodel 是一个巧妙的辅助工具，可以在整个产品开发周期中
支持您。由于其直观和高效的特点，VXmodel 使您能够加快您
的产品开发过程，从而加快您的产品上市时间。

应用

网格优化 + 3D 打印
凭借其强大的准备和改进工具，VXmodel 使用户能够快速编辑网格并对齐 3D 扫描数据。  

一旦 3D 扫描结果被改进和清理，一个经过优化的网格就可以用于 3D 打印或任何其他应用。

应用

产品开发 + 逆向工程
VXmodel 只提供用于将 3D 扫描数据整合到您喜欢的 CAD 软件中的必要工具和功能，在整合之后，您可以在 CAD 软件中进行所需的设计和

建模。凭借其直观的功能，您可以轻松地从网格中提取所需的信息，并将其转移到 CAD 平台，然后为您的三维建模生成 CAD 实体。

VXmodel 能为您提供什么？
直观的界面
得益于 VXmodel 的直观界面，重视易用性和速度的用户可以很容
易地在软件中找到所需的功能，而无需事先学习。

完整的工具箱
由于高级设计和建模功能已经包含在 CAD 软件中，VXmodel 提供
的是所有补充工具和功能，可用于优化网格和无缝集成到基于扫描
的设计和逆向工程流程中。

工作流程整合
VXmodel 提供了一个连接 3D 扫描和 CAD 建模工作流程的快速通道， 
使设计师能够快速返回到他们更喜欢的 CAD 软件中工作。

第 1 步
编辑网格
VXmodel 提供了很多操作简单且高效的工具，可用来为逆向工程
或 3D 打印准备三维扫描网格。

 - 清理网格
 - 填充孔
 - 合并网格
 - 简化网格
 - 使网格水密

第 3 步
提取实体
VXmodel 使用户能够轻松地生成 NURBS 曲面来表征自由形状
区域。几何实体可以很容易地从网格中提取出来，以在任何 
CAD 软件中完成设计。

 - 自动表面
 - 手动曲面
 - 2D/3D 实体
 - 曲面
 - 横截面

第 2 步
对齐
三维扫描数据在导出前必须与坐标系对齐，这是一个简单但很关
键的最终完成步骤。VXmodel 对齐工具高度灵活、操作直观。

 - 基于实体的对齐
 - 最佳拟合对齐

第 4 步
传输到 CAD
VXmodel 允许用户使用标准格式（.iges、.setp、.dxf）将 3D 数据
导出到任何 CAD 平台。只需单击右键，几何实体就可以直接传输到
以下 CAD 软件：

 - SOLIDWORKS 
 - Autodesk Inventor
 - Solid Edge

观看它的实际应用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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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检测 
软件模块
非常直观的集成检测解决方案
VXinspect™ 是一个集成在 VXelements 中的三维检测软件，使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专业人员能够根据严格的工程要求进行尺
寸检测并生成检测报告。

无 论 是 执 行 简 单 的 尺 寸 分 析 还 是 创 建 一 个 详 尽 的 检 测 任
务，VXinspect 都可以提供完整的工具集来完成各种检测工作流
程，不影响测量质量或几何尺寸和公差（GD&T）要求。

VXinspect 的性能和直观性使各种行业的用户深感满意，对它予
以高度认可，认为它作为一款检测软件物超所值。

VXinspect 是一个功能丰富的辅助工具，可以在整个检测过程中
支持您。因其简单易用和高效的特点，VXinspect 使您能够验证
制造零件是否符合要求，并更快地向客户提供更高质量的零件。

VXinspect 有两个版本，您可以根据您的检
测要求和工作流程选择合适的版本。

VXinspect 是一款用户友好的扫描数据检测
软件，可以简化单个零件的根本原因分析。

VXinspect|Elite 是一款完整的检测和尺寸分
析软件，用于高级质量控制应用。

第 1 步
测量
VXinspect 通过无缝集成摄影测量、单点
触控探头和非接触式测量（扫描），可以
在多种测量模式下工作。

 - 3D 扫描
 - 探测
 - 摄影测量

第 2 步
导入
VXinspect 支持导入 CAD 或任何网格，以
便直接将测量结果与参考 3D 模型进行比
较，从而更好地了解制造缺陷。

 - .IGES
 - .STEP

第 3 步
对齐
由于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和方向在检测过
程中至关重要，VXinspect 包括一个完整的
对齐工具集，以满足检测要求并生成更准
确的结果。

 - 最佳拟合
 - 基于特征（PLP、点等）
 - 基准
 - 参考点系统（RPS）

第 4 步
分析
VXinspect 结合了简单且强大的工具和功
能，得益于其成熟的算法和计算方法，
它可以全面地分析被检测部件。

 - 色谱图（三维偏差比较）
 - 几何特征
 - 横截面
 - 卡尺
 - GD&T

第 5 步
报告
VXinspect 可以轻松创建和共享多种格式
的检测报告。

 - 可自定义的报告
 - 多种格式（PDF、Excel、XLS、CSV）

第 6 步
重复
当需要重复检测时，VXinspect 可以用很少
的步骤快速从一个零件转移到下一个零件。

 - 多部件检测
 - 自动测量数据提取

VXinspect 能为您提供什么？

直观的界面
严谨的开发过程使 VXinspect 具有强大的
工具和功能，可简单获取，直观的界面便
于学习、集成和操作。

完整的工具箱
通过 VXinspect，制造和计量专业人员可以
获得在制造过程中进行首件检测（FAI）、
质量控制（QC）和质量保证（QA）所需的
所有功能。

硬件集成
除了在单个软件模块中同时提供采集和检
测功能外，VXinspect 还可以与 Creaform 
技术设备很好地集成，增加它们的价值。

VXinspect™ VXinspect™|Elite

IGES/STEP CAD 文件导入 • •
单点检测 （探测、摄影测量） •
网格检测（扫描) • •
完整的零件对齐工具集 • •
完整的尺寸检测工具集 • •
报告工具集 • •
多部件检测 •
2D & 3D GD&T •

观看它的实际应用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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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
测量
VXscan-R 指导车间操作人员执行测量零部件的任务。

 - 自动摄影测量
 - 三维扫描，自动生成网格
 - 智能分辨率功能
 - 保留和恢复程序

第 4 步
传输到检测软件
VXscan-R 符合现行标准，与市场上的主流的检测软件兼容。

 - VXinspect
 - Polyworks
 - Metrolog X4

VXscan-R Plan  l  用于项目准备、模拟和验证的完整模块

VXscan-R Plan 使自动化质量控制专业人员能够导入 CAD、
配置扫描参数、创建机器人路径、模拟扫描并将模拟结果导
出到计量软件中。

VXscan-R Execute  l  面向车间操作人员的直观用户界面

VXscan-R Execute 使操作人员能够导入零部件参数、启动
测量程序并在机器人返回原位后更换零部件。

VXscan-R 能为您提供什么？
可供非专业人员使用
有了 VXscan-R，任何人，无论以前是否拥有三维扫描或机器人方面
的经验，都可以自信轻松地对机器人进行编程和操作。

数字孪生功能
VXscan-R 的离线编程功能避免了独占机器人单元太多的时间，同时
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编程和仿真环境。

软件智能
VXscan-R 可以集成机器人路径规划、扫描参数调整和智能分辨率功
能，提供理想的扫描结果，并缩短扫描时间。

两个模块

第 1 步
为机器人编程
VXscan-R 使用 CAD 模型为表面检测创建理想的传感器位置。 
用户可以在 CAD 模型上为自动生成路径挑选表面、边界或点。 
或在 VXscan-R 检测奇点和避免碰撞时，通过点动模式手动编程
机器人路径。

 - CAD 对齐
 - 通过选择表面、边界、点进行参数化编程
 - 点动功能

第 2 步
模拟 + 验证
通过真实的模拟，VXscan-R 可以根据扫描仪的特性生成不会发生碰
撞和没有奇点的机器人路径。

 - 扫描模拟
 - 连接到机器人
 - 碰撞检测和避免
 - 程序执行

数字孪生环境 
软件模块
三维扫描采集和编程平台，直观且集成
VXscan-R™ 是一款离线编程软件，赋能非三维扫描或机器人技
术专家也能在非常短的循环周期内获取理想的尺寸测量数据。

通过 VXscan-R 的扫描智能和专用功能，您可以轻而易举地编程
机器人路径并优化视线和扫描速度，从而简化自动化质量控制
解决方案的部署。

VXscan-R 是更高效地管理机器人单元的关键，它解决了编程和
安全问题，使非专业人员也能毫不费力地使用机器人系统。

有了 VXscan-R，现在所有人都可以执行自动化质量控制工作，
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和提高零部件质量。由于现在可以让原来
负责执行测量任务的人去完成其他附加值更高的任务，整个组
织的效率将得到提高。观看它的实际应用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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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track 能为您提供什么？

定制界面
VXtrack 是一个可定制的、易于使用的解决方案，几乎不需要培训。
此外，该界面可以完全根据每位客户的具体应用和特殊需要进行 
调整。

流程集成
VXtrack 很容易集成到客户流程中，用于提供直接反馈，这意味着
客户可以做出更有效的决策，操作人员可以节省宝贵的时间，在整
个过程中提高效率。

完整的工具包
VXtrack 能够同时跟踪多个物体，能够以 6 个自由度（DOF）的精
度测量一组反射靶，同时捕捉位置和方向。

主要特点

 - 测量速度可达每秒 6600 个 3D 点 
 - 6 DOF 测量（位置和方向）一组刚性反射靶
 - 同步测量反射靶组 

 - 测量体积为 9.1 到 16.6 m3 
 - 用于 3D 检测和 3D 动态测量的专属系统 
 - 在 VXelements 中实时显示结果曲线 

 - 以 .csv 格式导出测量结果 
 - 用于与第三方应用程序对接的 API 
 - 通过外部触发器输入实现采集同步功能 

技术规格

C-Track™ C-Track™|Elite

9.1 m3 16.6 m3 9.1 m3 16.6 m3

测量速率（反射靶/秒） 高达 6,600 高达 6,600

重复性 0.013 mm 0.020 mm 0.010 mm 0.015 mm

体积精度 0.068 mm 0.100 mm 0.050 mm 0.075 mm

应用

动态跟踪测量   
软件模块
一个精确和可重复的工具，在时间和空间维度
跟踪多个物体
VXtrack™ 是一个动态跟踪模块，赋能生产和工艺工程师获取多
个物体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的位置和方向。由于测量是同时、精
确地进行的，VXtrack 可以很容易地控制位移、推进装配过程并
测量变形。

得益于光学跟踪的易用性，VXtrack 是众多应用的理想选择，包
括校准和引导机器人、监测复杂的装配过程、补偿制造过程中
的机床定位误差和测试过程中的变形。

VXtrack 是理想的跟踪搭档，可以帮助您在三维时空中监测多个
对象。得益于其精度和效率，VXtrack 使您能够加快您的制造和
质量控制过程。

航空航天
 - 装配控制与监测
 - 变形监测 (机翼、起落架和轮胎)

汽车
 - 运行部件的运动监测 

(发动机、排气管和车轮)
 - 动态过程控制 

(车门和发动机罩的关闭)
 - 变形监测 (底盘和座椅)
 - 碰撞测试准备 (预先定位)

机器人
 - 现场校准与评估
 - 实时方向修正
 - 计算机提供装配指导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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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系统配置
您对我们的 3D 测量解决方案感兴趣，但您想知道您目前的软硬件配置是否满足任务需求？

哪款应用软件适合您？
Creaform 的应用模块采用先进的算法，专为处理各种应用的三维扫描数据而设计。  

选择您的应用，找到适合您的模块。

产品开发 动态跟踪质量保证 数字孪生 环境

逆向工程 装配控制和 监控质量控制 自动化三维 测量

增材制造 机器人校准

访问官网

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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