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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

三维检测 三维可视化

逆向工程

全方位三维数字化专家

思看三维测量系统针对不同的行业领域提供专业化测量技术

超强细节获取能力一机多用 工业级高精度

TrackScan 三维测量系统

单机体积精度最高

三维扫描仪三维扫描仪三维扫描仪 三维扫描仪

全球首创  双色激光
极致细节  完美体现

超高精度、高速测量、极致细节、
接触式测量、智能边界测量

扫描面幅极大，单台设备体积
精度最高，可快速高效完成中
大型物体三维重建。

高速扫描  超高精度
稳定高效  灵活便携

告别线缆与PC

一体式全局摄影测量系统

无线测量       超高精度
实时运算      实时反馈

接触式光笔测量

硬测头测量模式保证关键点获
取精度极高的三维数据，光笔
测量范围可升级，能完美实现
深孔检测。

跟踪式三维扫描

挪威进口，顶尖品质，主动跟踪，
无需贴点，LED光学跟踪技术具
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和更大的
工作量程。

三维重建 无处不在

3D扫描的应用

思看科技拥有系统全面的三维数字化解决方案，专
注于高精度三维测量的实现。思看科技的三维测量
技术可广泛应用于汽车整车及配件、航空航天船
舶、轨道交通、机械设计及制造、家居家装、建筑文
物、教育科研、3D打印配合、三维可视化、刑侦等多
个行业领域，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对象、不同需求，
思看科技为您专业打造只属于你的三维数字化方
案，利用最先进的三维测量技术协助您在您所在的
领域占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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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 PRINCE HSCAN + 
 MSCAN

TRACKSCANKSCAN PRINCE/HSCAN

不同尺寸物体的高精度三维测量方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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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扫描物体尺寸

产品

5 0.5m~10m0.02m~10m 0.5m~10m
0.2m~8m

0.01m~4m 0.05m~4m



PRINCE双色激光扫描仪

双色激光，极致细节，超高精度，高速扫描

M-TRACKER 跟踪定位相机

30年技术沉淀、工作模式灵活多变

TrackScan跟踪式三维扫描仪

LED主动跟踪、超大测量范围、超高扫描精度

TrackProbe光笔

接触式测量、超大跟踪范围、超高检测精度

KSCAN复合式三维扫描仪

超高精度、高速测量、极致细节、接触
式测量、智能边界测量

工业三维测量完整解决方案
三维测量技术再度革新  颠覆现有三维测量

03 04

工业三维测量完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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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CAN复合式三维扫描仪技术规格

超高精度
精度最高0.02mm，内置摄影测量，体积精度高达0.035mm/m，
单机即可实现从0.02m到10m的全尺寸高精度三维测量。

高速测量
深度优化各个扫描环节，扫描面幅最大550mm*600mm，标记
点数量大大减少，扫描速率650,000次测量/秒，有限工作距离更
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极致细节

支持接触式测量
可选配接触式探针，快速获取关键点高精度三维数据，满足对
精度苛刻的需求。

支持智能边界探测
可选配边界探测模块，通过拍摄不同角度高分辨率图片，自动
提取边界信息。

红蓝双色激光，兼顾灵活高效和细节度，蓝光0.01mm超高分辨
率，呈现极致细节。

KSCAN系列复合式三维扫描仪，同时具
备全局摄影测量、红色激光快速扫描和
蓝色激光精细扫描三种模式，不仅具有
远超其它激光三维扫描仪的细节捕捉能
力，同时内置的摄影测量系统模块极大
的扩展了仪器所支持的最大扫描尺寸和
扫描精度，产品融合了思看科技红蓝双
色激光和全局式三维测量两项全球首创
的专利技术，为工业现场提供了从0.02m
到10m的全尺寸解决方案。
KSCAN支持接触式测量，可获取孔位、平
面、边界等关键点高精度三维数据。配套
的ScanViewer软件搭载了管件测量、形
变检测、三维检测等丰富的测量分析功
能，为产品设计和检测专业人员提供高
效、可靠、全面的3D测量技术支持。

管件检测

扫描模式

型号

光源形式

精度

摄影测量

体积精度

高精度标杆（体积精度）

最高分辨率

扫描速率

扫描面幅

接触式光笔（单点重复性）

基准距

智能边界探测（边界精度）

激光类别

景深

输出格式

接口方式

工作温度

专利

Mode R(红色激光） Mode B(蓝色激光)

选配（0.02mm/m）

KSCAN20

14束交叉(+ 1束红色激光线) 5束平行蓝色激光线

标配

最高0.02mm

0.050mm 0.010mm

选配（0.03mm）

最大550mm

选配（0.03mm）

.stl, .ply, .obj, .igx, .stp, .wrl, .xyz, .dae, .fbx, .ma, .asc

USB 3.0

-10~40 ℃
CN204902790U, CN206905709U, CN107202554, CN204902785U, CN106403845, 
WO2018049843, CN106500627, WO2018072434, CN106500628 , WO2018072433, 
CN206132003U, CN104501740，US10309770

最大550mm×600mm

200mm ~ 420mm

选配（可生成 YBC/LRA 数据）

0.02mm+0.035mm/m 0.01mm+0.035mm/m

650,000 次测量/秒

ClassⅡ (人眼安全)



双色激光

超高精度

红蓝激光两种扫描模式快速切换，具备手持式三维扫描仪灵活便
携的特点，同时可获取超高细节度的三维数据。

精度最高达0.03mm，外部环境对扫描精度影响小，即使是阳光直
射也能正常工作。

极致细节
蓝光模式下采用5束平行线激光扫描，极高的分辨率可清晰获取
传统手持式红色激光难以获取的三维细节。

高速扫描
多束红色交叉线激光扫描，扫描速度快；单束红色线激光扫描，可
迅速获取深孔及死角三维数据。

PRINCE是思看科技自主开发的全球首
套具有两种截然不同工作模式的三维
扫描仪，突破性地采用双色激光原理进
行设计开发，充分利用红色激光高适应
性和蓝色激光超低噪点的特性，真正实
现了操作便捷和极致细节的完美融合。
PRINCE在扫描大体积物体时，可以配
合全局摄影测量系统MSCAN大幅提升
体积精度。PRINCE三维扫描仪可以方
便携带到工业现场，并根据被扫描物体
的大小、形状以及扫描的工况环境进行
高效精确的扫描。

PRINCE335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技术规格
扫描模式

激光汇总形式

扫描速率 265000次测量/秒

0.05mm

0.02mm+0.08mm/m

0.02mm+0.025mm/m

250mm

200mm~450mm 100mm~200mm

100mm

0.01mm+0.025mm/m

0.01mm+0.08mm/m

0.02mm

320000次测量/秒

激光类别

最小分辨率

精度

景深
有效工作范围

输出格式

工作温度

体积精度1

体积精度2
（配合全局摄影测量）

（单独使用扫描仪时）

R标准扫描模式

6束交叉+1束红色激光线 5束平行蓝色激光线

B超精细扫描模式

R标准扫描模式 B超精细扫描模式

.stl  .ply   .xyz   .dae   .fbx   .ma   .obj   .asc
-10°C~40°C

CLASS   II (人眼安全)

最高0.03mm

PRINCE775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技术规格

480000次测量/秒

0.05mm

0.02mm+0.06mm/m

0.02mm+0.025mm/m

250mm

200mm-450mm 100mm-200mm

100mm

0.01mm+0.025mm/m

0.01mm+0.06mm/m

0.02mm

320000次测量/秒

14束交叉 +1束红色激光线 5束平行蓝色激光线

.stl  .ply   .xyz   .dae   .fbx   .ma   .obj   .asc

-10°C~40°C

最高0.03mm

CLASS   II (人眼安全)

扫描模式

激光汇总形式

扫描速率

激光类别

最小分辨率

精度

景深
有效工作范围

输出格式

工作温度

体积精度1

体积精度2
（配合全局摄影测量）

（单独使用扫描仪时）

07 08

蓝光超精细扫描模式
硬币实拍 扫描数据



HSCAN 三维扫描仪采用多条线束激光
来获取物体表面的三维点云，操作者
将设备握在手上，实时调整仪器与被
测物体之间的距离和角度，操作灵活
方便简单易学。在扫描大体积物体时，
可以配合全局摄影测量系统，消除累
计误差，提高全局扫描的精度。该扫描
仪可以方便携带到工业现场或者生产
车间，并根据被扫描物体的大小、形状
以及扫描的工况环境进行高效精确的
扫描。

型号

重量

快速标定 软件具备用户快速标定校准功能，标定时间小于30秒

光源形式

扫描速率 205000次测量/秒

0.02mm+0.1mm/m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0.02mm+0.08mm/m 0.02mm+0.06mm/m

265000次测量/秒 480000次测量/秒 

单幅扫描区域

接口方式

激光类别

最小分辨率

基准距

景深

单线激光深孔模式

输出格式

工作温度

精度
体积精度1

体积精度2
（单独使用扫描仪时）

（配合全局摄影测量）

HSCAN300

0.9kg

6束交叉+1束红色激光线 14束交叉+1束红色激光线3束平行红色激光线

HSCAN331 HSCAN771

千兆网

最高0.03mm 最高0.03mm最高0.04mm

.stl  .ply   .xyz   .dae   .fbx   .ma   .obj   .asc

-10°C~40°C

HSCAN系列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技术规格

0.02mm+0.025mm/m

CLASS II (人眼安全)

0.05mm

250mm

300mm

225mm x 250mm 275mm x 250mm

高速扫描

抗干扰性

超高精度

自动定位

实时显示 灵活操作

09 10

可持续以每秒几十万次以上测量速
率获得三维数据。

精度最高达0.03mm，保证获取精准
的三维测量数据。

外部环境对扫描精度影响小，即使
是阳光直射也能正常工作。

目标点自动定位，无需配备跟踪定
位设备，可支持动态测量。

扫描数据实时呈现实时拼接，可快
速得到如深孔、死角等难以获取的
三维数据，在扫描造型复杂物体的
优势尤为明显。

仪器重量小于1公斤，操作简便，不
仅可以对大型物体进行扫描拼接，
也可在狭窄的空间内使用。



超高精度
单机体积精度全球最高，远超行业内其他手持式三维扫描
仪，无须借助全局摄影测量系统即可轻松扫描中大型物体。

超大视野
扫描仪视野远大于现有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扫
描面幅提升2倍以上，快速高效完成物体表面三
维重建。

灵活操作
手持测量，灵活便携，操作简便，更轻松地完成物体三
维测量过程；中大型物体高精度三维测量，一机解决。

超快测量
标记点数量减半，再加上双倍的扫描面幅和每
秒480000次的扫描速度，大大提升扫描效率。

AXE三维扫描仪是思看又一款全球首创的手持式三维扫描仪。AXE系列除了具备其他手持式激光三维扫描仪的一切
特性和功能，最大的突破在于颠覆了中大型物体测量的方式。AXE无须借助任何设备，即可完成中大型物体的高精度
扫描，单机体积精度远超其他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双倍的扫描面幅大大提升三维扫描速度。

型号

光源形式

扫描速率

千兆网

支持

激光类别

分辨率

最高精度
 （测量300毫米球棒）

（无需任何外部设备）

单幅扫描区域

单线激光深孔模式

输出格式

工作温度

接口方式

体积精度

14束交叉+1束红色激光线

480000次测量/秒

AXE-G7

最高0.02mm

stl.ply.xyz.dae.fbx.ma.obj.asc等，可定制

-10°C~40℃

AXE系列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技术规格

420mm×380mm 

0.02mm+0.035mm/m

0.1mm

CLASSⅡ（人眼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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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跟踪技术
LED光学跟踪技术，主动寻靶定位，无须贴点即可
进行三维检测，大大提升零件的三维测量效率。

接触式测量兼容
配合TrackProbe光笔，可实现接触式三维测量，1μ
m分辨率保证关键点高精度三维数据获取。

灵活的测量方案
支持单镜头、多镜头等多种光学跟踪装置方案，根据
需求调整工作区域，扫描区域和扫描精度之间完美
平衡。

超大的测量范围
激光扫描时最大工作距离可达10米，接触式光笔最
大测量距离可达15米，轻松实现大物体三维检测。

TrackScan系统结合了挪威METRONOR全球顶尖的LED光学跟踪技术和激光三维扫描技术，是一套同时具备
三维扫描和探测功能的三维检测系统。TrackScan最大的突破是摆脱传统贴点扫描，无须贴点即可在各种环境
扫描物体，快速获得高精度三维模型。
TrackScan系统为挪威原装进口，产品稳定可靠，得益于METRONOR长达30余年的三维测量领域资深研发经
验，TrackScan在精度、量程、效率、品质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为工业制造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Track-
Scan系统主要由定位相机、三维扫描仪、光笔测量仪和电脑组成，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扫描需求自由组合或升级。

型号

设备

测量范围

最高精度

光笔类型

探针类型

分辨率

扫描激光类别

扫描速率

扫描基准距

扫描景深

支持文件格式

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

存放温度

湿度要求

跟踪体积

 精度*

15m 15m

0.04mm0.08mm

0.15mm

0.30mm

0.15mm 0.08mm

0.12mm0.12mm

0.08mm

0.08mm 0.04mm2.5m

6m

10m

10m6m

TrackProbe

TrackScan-SOLO TrackScan-DUO

TrackScan系统技术规格

最高0.02mm最高0.03mm 最高0.03mm最高0.04mm

无线手持、碳纤维笔身

可支持快速更换探针、
红宝石探头

1μm

—

—

—

—

—

—

—

igs

无线手持、碳纤维笔身

可支持快速更换探针、
红宝石探头

1μm

—

—

—

—

igs

-10℃~45℃

-25℃~65℃

<95%，无冷凝

0.05mm

CLASS II（人眼安全）

480000次测量/秒

300mm

250mm
stl、stp、igs、ply、xyz、

dae、obj、asc

—

—

0.05mm

CLASS II（人眼安全）

480000次测量/秒

300mm

250mm
stl、stp、igs、ply、xyz、

dae、obj、asc

TrackScan TrackProbe TrackScan

TrackScan-SOLO TrackScan-DUO

无须校准
无须热机
直接扫描

极高精度
灵活调整
更大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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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精准高效
AutoScan扫描速率高达480000次测量/秒，精度最
高可达0.03mm；配合TrackProbe光笔，可实现接
触式三维测量，精准高效地获取工件三维数据。

挪威军工品质
挪威原装进口，Metronor倾力打造，由碳纤维航天
级轻质强力材料制造，顶级品质保证。

报告自动生成
AutoScan系统配备的ScanViewer软件自动完成从
3D扫描到检测报告生成全过程，检测结果一目了
然，实时监测产品生产质量，实现制造业生产效率最
大化。

批量三维检测
一键启动，离线编程，AutoScan系统自动完成在线
批量工件三维测量，操作人员无须任何经验即可
快速上手，帮助制造业零门槛实现工业4.0。

独特的跟踪技术
采用独特的LED光学跟踪技术，无须贴点，无须依
赖机械手定位精度，主动寻靶使得AutoScan系统
在到位精度、重复精度上具有强大优势，大幅提升
三维测量效率。

在线自动测量
AutoScan系统运行期间无须人工干预，可自动24
小时无间断地完成在线工件测量，全面解放人力，
以机器之眼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 

AutoScan集成了自动化技术、挪威METRONOR全球顶尖的LED光学跟踪技术、激光三维扫描技术，在精度、量
程、效率、品质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操作简单零门槛，无须人工参与就能自动完成在线批量工件的三维测量过
程，是一套高效的自动化三维测量系统。与大部分在线三维测量方案相比，AutoScan定位无须依赖机械手的位
置信息，而是利用跟踪相机完成光学扫描头的定位，无须贴点，主动寻靶，使得该系统在到位精度、重复精度等方
面都具有很强的优势，为制造业迎接工业4.0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型号

最远测量范围

系统精度

扫描速率

扫描基准距

扫描景深

支持文件格式

环境要求 存放温度

温度要求

最高0.04 m 最高0.03 m

0.08mm0.15mm

— 0.12mm

6m空间精度

10m

扫描激光类别

6 m

AutoScan-SOLO AutoScan-DUO

AutoScan系统技术规格

0.08mm2.5m 0.04mm

480000次测量/秒

250mm

-10℃~45℃工作温度

-25℃~65℃

<95%，无冷凝

10 m

AutoScan-SOLO AutoScan-D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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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II（人眼安全）

300mm

stl、stp、igs、ply、xyz、dae、obj、asc



MSCAN全局摄影测量系统采用高精度相机，通过拍摄被测物体的
多幅2D图像，利用特定算法对上述图像进行迭代，计算出物体表面
关键信息点的三维坐标值，获得物体3D数据及三维坐标。

MSCAN全局摄影测量系统通常被用于大型物体或者零件的测量和
定位。一方面，它可以搭配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大幅提升三维扫描过
程中的体积精度；另一方面，MSCAN系统也可以单独使用，用于中
大型工件的三维测量，以检测产品尺寸、几何形变等。

MSCAN全局摄影测量系统技术规格
型号

体积精度 0.025mm/m

工业相机及工业镜头（非单反相机）

拍摄结果实时显示，无需盲拍

千兆网

设备类型

重量

标记点位置获取

接口方式

MSCAN

≤0.5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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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AN-Plus一体式全局摄影测量系统技术规格
型号

体积精度

设备类型

重量

标记点位置获取

屏幕

0.025mm/m

工业相机及工业镜头（非单反相机）

1kg

MSCAN-Plus

触屏

实时拍摄、实时运算、实时显示

无限测量

摆脱电脑束缚，测量距离不再受限，真正实现大范围
自由测量。

实时运算

自带运算单元，实时计算获取标记点，代替传统电脑
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运算。

超高精度

通过拍摄直接获取物体表面高精度空间坐标值，
可用于拟合平面，检测形变，测量轴心距、测量孔
位、获取关键点数据等。

精准稳定

精度极高，体积精度高达0.025mm/m。
传输高效，千兆网传输数据更稳定，传输速度可达1Gbps。

光源辅助

在黑暗环境下，开启光源按钮，辅助光源提升现场拍摄
环境亮度，保证2D图像的正常采集。

灵活组合

MSCAN单独工作模式时，自定位，无须配备外部跟踪定位设备。
配合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时可大幅提升三维扫描过程中的体积精度。

轻巧便携

MSCAN尺寸小巧，设备重量不到0.5kg，操作简单轻松
便携。

实时反馈

触屏式软件交互、声音报警，实时反馈数据，保证
实时获取高质量数据，杜绝错拍、漏拍，测量更加
高效。

MSCAN-Plus一体式全局摄影测量系统最大的特点在于一机测量，内部运算，实时显示，实时反馈，彻底告别传统电脑时代，将
传统的摄影测量和计算机合二为一，单机实现三维测量的全过程。
MSCAN-Plus自带运算单元及显示屏幕，数据采集流程简单，实时拍摄、实时计算，拍摄时可以实时查看运算后获得的目标点模
型，无需在所有拍摄完成后导入到电脑长时间统一运算，极大程度上杜绝了漏拍、误拍等情况。无线测量工作模式摆脱传统电
脑的束缚，可以实现大范围轻量化测量，使三维测量过程更加自由高效。MSCAN-Plus尤其适合测量大型工件，搭配手持式三维
扫描仪，可大幅提升三维测量体积精度。

超高体积精度 支持仅数据导出 超长续航能力 软件支持形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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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全局摄影测量系统 大型工件三维测量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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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扫描与检测一体化3D软件

ScanViewer由思看科技自主研发，是一款集成了扫描和检测比对功能的扫描软件。Scanviewer
强大的功能使扫描、检测以及报告生成等工作流程大大简化，为使用者提供了高效快捷的解决
方案。三维扫描生成的数据可用于快速原型、逆向工程、检测比对、三维可视化等等领域。

软件检测功能
ScanViewer贯穿从产品研发、设计到生产的各个环节。

几何尺寸和公差
在检测功能模块中，用户可以根据扫描数
据直接进行特征创建、特征分析、特征间
距离测量以及特征间形位公差分析等等。

检测比对
检测比对功能可根据扫描实际数据和数模
文件获取偏差值，以色谱图的形式呈现各
部位的偏差大小，并可将所得结果快速生
成报告，便于工件产品后续的分析和调整。

管件检测
专业管件检测分析模块，可将扫描数据拟
合的管件模型与理论模型比对，获取参数
偏差，还可直接导出YBC/LRA文件，无缝对
弯管机进行参数补偿。

AirGO智能模块技术规格
型号

工作模式

支持软件

外形尺寸

重量（含电池）

液晶屏尺寸

续航能力

支持扫描仪系列

电池容量

无线扩展扫描模式（联网工作）智能标准扫描模式（单独工作）

ScanViewer标准版ScanViewer智能版

190×150×50 （mm）

AirGO

19400mAh

HSCAN系列；PRINCE系列；AXE系列

待机6小时/扫描2小时   电池可更换

5.5 " 

0.98kg

无线测量
摆脱电脑束缚，测量距离不再受限，真正实现大范
围自由测量。

内部运算

内置运算单元，代替传统电脑对采集到的数据进
行运算。

实时反馈

无线传输
运算结果可支持实时传输至电脑终端，借用移动工作站强大
运算能力处理海量数据，运算结果可在PC和智能模块同时显
示。

内置的高清显示屏，可实时显示扫描数据结果。

思看科技AirGO智能模块搭配手持式三维扫描仪完全打破了传统三维扫描模式，彻底摆脱了电脑和线缆的束缚，并能实时展
示扫描获取的3D模型，无需电脑，真正实现高效自由的三维测量。
AirGO智能模块内置运算单元、显示单元和能量单元（电池），扫描仪工作时由能量单元供电，AirGO模块代替传统电脑对采集
到的数据进行运算并显示。

智能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