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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产品综合册

做全球3D数字化整体解决方案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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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由海克斯康集团控股的一家全球性摄影测量与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高科技公司，致力于3D数字
化测量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开发。

COMPANY PROFILE
中观简介

技术实力

依托武汉大学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背景和技术优势，中观始终位于行业技术最前沿。

130+
专利/软著技术

20+
国家省部级以上资质奖励 

20+
全系产品自主研发 

9位

博士，28位测量学专家/3D扫描专家

智慧城市

打破传统的信息孤岛，实现跨部门互联互通，以智慧城市
网络基石，创造更美好、更智能的生活

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实现了覆盖设计、生产以及检测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
可达成绿色、高质量、低成本的智能工厂目标

海克斯康，秉承“智慧引擎，共赋未来”的理念，全面打造“智能制造”和“智慧城市”双智战略，引领全球制造业的智能与
创新革命，推演智慧城市的演进之路。

GLOBAL INFLUENCE
全球影响力

「 智慧引擎，共赋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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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3D工程项目

为企业和用户提供世界一流的3D数字化解决方案

立足中国市场

总部位于中国武汉，全国各区域均有本地化服务支持

全球化市场开拓布局

依托集团全球化资源优势，销售网络发展至全球市场，
在欧洲、北美洲及东南亚都拥有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

重点产品

三维数据采集设备

智能反向定位系统、工业级手持激光扫描系统、工业级光学追踪激光扫
描系统、智能在线检测系统、智能全彩手持扫描系统、大空间手持激光
扫描系统

三维数据处理系统

三维数据处理软件、管件检测软件、高清纹理自动贴图软件、低空及地
面摄影测量软件

三维数据智能分析与可视化系统

误差分析软件、体积测量分析软件、路径自动规划软件、实时定位与测
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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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9-14

智能反向定位系统

MarvelScan MarvelProbe

工业级光学追踪激光扫描系统

P21-26 HyperScan

工业级手持激光扫描系统

P15-20 RigelScanAtlaScan

大空间手持激光扫描系统

P43-46 RigelSLAM

智能在线检测系统

P27-32 AutoMetric AutoMetric-MW MarvelScan Galaxy

便携式摄影测量系统

P33-36 PhotoShot PhotoShot Pro

智能全彩手持扫描系统

P37-38 GScan

PRODUCT CATALOG
产品目录



SOFTWARE FEATURES
软件特性

实时三角网格 扫描过程中实时生成三角网格，所见即所得，细节更
加细腻清晰

三维检测模块 内置三维检测模块支持各类不同类型尺寸与特征测量
方式，并支持自动 3D 比对、注释、创建报告等功能

智能按键系统 用户通过扫描仪按键即可完成扫描模式选择、校准、
结束扫描等主要功能，无需返回电脑端进行鼠标键盘
交互即可完成扫描工作

网格优化与
局部分辨率功能

保留细节的同时，极大地减小了扫描数据文件所占空
间，节省系统资源与运算时间，提升工作效率

高分辨率

低分辨率

高精度
精度最高可达0.01mm

高效率
扫描速率最高达210万次测量/秒

高适应性
适用于各类环境、不同材质及大小的工件

无线操作
可选配无线模块，灵活适应大尺寸工件，轻松应对复杂场景

通讯接口标准化
可与机器人、自动化流水线等集成，实现扫描检测自动化

便携式CMM
支持便携式小光笔，扩展接触式测量功能

PRODUCT FEATURES
产品特点

双目视觉原理
完美模拟人体双眼成像原理，形成高品质三维模型

便携式设计
设备轻量化，小巧便携，可手持任意扫描，携带轻松

超强硬件配置
全新升级的相机镜头、芯片与光源系统，设备性能强大可靠

纯蓝光技术 
大大提高扫描精细度和适应性

全球首创孔位闪测技术 
大大提升测孔适应性和便捷性

自定位技术
工件自由移动对扫描精度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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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反向定位系统

02 MarvelProbe
便携式反向定位CMM

01 MarvelScan
智能反向定位蓝色激光3D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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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MarvelScan

模式 标准模式 精细模式

测量速率 1,350,000 次测量 / 秒 600,000 次测量 / 秒

扫描区域 最大 600×550mm

激光光源 22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扫描深孔 + 额外 5 条扫描细节

激光类别 II 类（人眼安全）

分辨率 最高 0.02mm

精度 最高 0.02mm 最高 0.01mm

第三相机摄影测量
（标配）

体积精度 0.020mm/m

平均偏差 0.007mm/m

景深（最近、最远） 600~5000mm

体积精度

不贴点模式扫描 0.05+0.020mm/m

贴点模式扫描 0.015+0.035mm/m

结合第三相机摄影测量 0.015+0.020mm/m

结合 PhotoShot 0.015+0.015mm/m

孔位闪测精度 最高 0.03mm

孔位闪测
体积精度

不贴点模式扫描 0.06+0.020mm/m

贴点模式扫描 0.025+0.035mm/m

结合第三相机摄影测量 0.025+0.020mm/m

结合 PhotoShot 0.025+0.015mm/m

基准距离 350mm 150mm

景深 450mm 150mm

最大景深 550mm

重量 1.3kg

尺寸 300×130×75mm

传输方式 USB 3.0

工作温度 -20~40℃

工作湿度（非冷凝） 10~90%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MarvelScan
智能反向定位蓝色激光3D扫描仪

全球首创不跟踪不贴点手持激光扫描模式

01 / 真正的“拿来即扫”

· 物体表面无需粘贴定位标点
· 无需跟踪器和球形靶标框架
· 显著提高扫描工作效率

02 / 独立摄影测量功能

· 摄影测量相机独立对焦
· 蓝色LED光源，成像清晰度高
· 大大提升摄影测量精度

03 / 支持多环境使用及贴点扫描

· 借助稳定的参照物或便捷式支架，
    均可实现反向定位扫描
· 同时支持贴点扫描

PRODUCT HIGHLIGHTS
产品亮点

独立摄影测量功能

超越空间的精度保证

测量速率
135万次测量/秒

精度
最高 0.01mm

单幅扫描范围
最大600×550mm

分辨率
最高0.02mm

11 对交叉蓝色激光束

1 条深孔扫描激光束

5 条精细扫描激光束

测孔功能

Inside-Out单目定位技术

物体表面无需粘贴标志点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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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velProbe
便携式反向定位CMM

以小制大 · 重新定义CMM

* 注：体积精度 0.02 为基础精度，跟随手持设备精度而定

M
arvelProbe

便
携
式
反
向
定
位CM

M

测量精度 最高 0.03mm

单点重复精度 0.03mm

体积精度 1（CMM 测量） 0.05mm+0.02mm/m

体积精度 2
（作为摄影测量时，结合手持产品扫描）

*0.02mm+0.02mm/m

景深（最近、最远） 600mm~5000mm

重量 500g

尺寸 60×125×250mm

探    

针    

组

型号                           M4D3-1805-2-13                                     M4D6-17-405-1303                            

测球材料 红宝石

测球直径 3.0mm / 6.0mm

加长杆长度        30mm                              60mm                              100m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03 / 灵活便携的测量方式

小巧轻便，适用于模具生产、
检具质检和调装检测，同时
一机多用，支 持与三维扫描
仪配合使用

04 / 兼容RationalDMIS软件

支持与RationalDMIS等多种
第三方软件搭配使 用，提供
完整的测量解决方案

01 / 反向定位光笔

目标点自动定位，无 须 其他
跟踪设备，实现接触式测量
功能

02 / 在线摄影测量功能

边 拍 照 边 实 时 查 看 计 算 结
果，采集的数据可一键导出，
直接用于高精度三维扫描

PRODUCT HIGHLIGHTS
产品亮点

摄影测量功能

大场景下用于提高扫描仪的体积精度

接触式测量功能

实现形面、关键几何尺寸及形位公差
等的高效精准测量

光源
蓝色LED光源

测量精度
最高 0.03mm

单点重复精度
0.03mm

景深（最近、最远）

600mm~5000mm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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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级手持激光扫描系统

01 AtlaScan
多模式多功能量测3D扫描仪

02 RigelScan
智能手持式激光3D扫描仪

15



17 18

01 / 全球首创孔位闪测技术

大大提升测孔适应性和便捷性，还有
专门的孔位测量附件，轻松应对复杂
环境下的孔位测量

02 / 超高效率、超精细扫描

17线扫描，5个激光器，总计49条激
光，测量速率高达210万次测量/秒；
分辨率最高达 0.01mm

03 / 更广泛的材质适应性

除了能轻松适应黑色、反光材质及多
彩色外，黑白混合亦无惧

PRODUCT HIGHLIGHTS
产品亮点

AtlaScan
多模式多功能量测3D扫描仪

集大成之作，“测”无止境

测量速率
210万次测量/秒

精度
最高 0.01mm

单幅扫描范围
最大600×550mm

分辨率
最高0.01mm17 对交叉扫描激光束

1 条深孔扫描激光束

7 对精细扫描激光束

测孔功能

产品型号 AtlaScan Pro AtlaScan Max AtlaScan Ultra

测量速率 - 标准模式 650,000 次测量 / 秒 1,600,000 次测量 / 秒 2,100,000 次测量 / 秒

测量速率 - 精细模式 450,000 次测量 / 秒 900,000 次测量 / 秒

扫描区域 最大 600×550mm

激光光源 14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
扫描深孔 + 额外 5 条扫描细节

26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
扫描深孔 + 额外 14 条扫描细节

34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
扫描深孔 + 额外 14 条扫描细节

激光类别 II 类（人眼安全）

分辨率 最高 0.02mm 最高 0.01mm

精度 - 标准模式 最高 0.02mm

精度 - 精细模式 最高 0.01mm

体积精度 - 标准模式 0.015+0.035mm/m 0.015+0.03mm/m

体积精度 +PhotoShot 0.015+0.015mm/m

孔位精度 最高 0.03mm 最高 0.02mm

孔位体积精度 0.025+0.035mm/m 0.015+0.03mm/m

孔位体积精度 +PhotoShot 0.025+0.015mm/m 0.015+0.015mm/m

基准距离 - 标准模式 325mm

基准距离 - 精细模式 150mm 200mm

景深 - 标准模式 450mm

景深 - 精细模式 150mm 200mm

最大景深 550mm

重量 1.0kg

尺寸 295×135×75m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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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速率
135万次测量/秒

精度
最高 0.01mm

单幅扫描范围
最大600×550mm

分辨率
最高0.02mm

产品型号 RigelScan Pro RigelScan Max RigelScan Ultra

测量速率 - 标准模式 650,000 次测量 / 秒 1,350,000 次测量 / 秒

测量速率 - 精细模式 — 450,000 次测量 / 秒

扫描区域 最大 600×550mm

激光光源 14 条红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扫描深孔

14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
扫描深孔 + 额外 5 条扫描细节

22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
扫描深孔 + 额外 5 条扫描细节

激光类别 II 类（人眼安全）

分辨率 最高 0.05mm 最高 0.02mm

精度 - 标准模式 最高 0.03mm 最高 0.02mm

精度 - 精细模式 — 最高 0.01mm

体积精度 - 标准模式 0.03+0.06mm/m 0.015+0.035mm/m

体积精度 +PhotoShot 0.03+0.015mm/m 0.015+0.015mm/m

基准距离 - 标准模式 300mm

基准距离 - 精细模式 — 150mm

景深 - 标准模式 250mm 450mm

景深 - 精细模式 — 150mm

最大景深 — 550mm

重量 1.0kg

尺寸 300×150×70m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01 / 可靠的计量系统

RigelScan系列的计量级精度
获国家计量科学院认证

02 / 测量高效、适应性强

测量速率高达135万次测量/
秒，能够轻松获取深色或高
亮表面数据

PRODUCT HIGHLIGHTS
产品亮点

11 对交叉扫描激光束

1 条深孔扫描激光束

5 条精细扫描激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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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elScan
智能手持式激光3D扫描仪

可靠的计量系统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工业级光学追踪激光扫描系统

01 HyperScan
智能光学追踪3D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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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Scan
智能光学追踪3D扫描仪

三维扫描的“无限可能”

测孔功能

H-Track光学追踪器

实时跟踪HyperScan，
确保在车间现场环境下

高精度动态测量

HX-Probe便携式三坐标测量笔

高精度、灵活性和适应性

HXFreeBox-S无线模块

最大限度享受扫描自由

17对交叉蓝色激光束

1条深孔扫描激光束

7条精细扫描激光束

测量速率
210万次测量/秒

精度
最高 0.025mm

单幅扫描范围
最大600 x 550mm

分辨率
最高0.02mm

23 24

01 / 全无线自由扫描

无线模块HXFreeBox-S和HXFreeBox-T
分别搭配球扫和跟踪器，实现扫描数
据的无线传输和处理，扫描更加灵活
自由

03 / 多系统联合工作模式

支持多跟踪器H-Track+单扫描仪联
合工作模式，大大扩展扫描范围；还
支持多套HyperScan系统联合工作模
式，可完美匹配在线检测需求

PRODUCT HIGHLIGHTS
产品亮点

02 / 对大型工件、复杂环境适应性强

扫描速度突破210万次测量/秒；支持
不贴点跟踪扫描和贴点手持扫描的混
合工作模式

PRODUCT MODE
产品模式

无
线
模
式

扫描仪+HXFreeBox-S 跟踪器+HXFreeBox-T

有
线
模
式

扫描仪 跟踪器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产品型号 HyperScan Pro HyperScan Max HyperScan Ultra

测量速率 - 标准模式 1,340,000 次测量 / 秒 2,100,000 次测量 / 秒

测量速率 - 精细模式 — 640,000 次测量 / 秒 850,000 次测量 / 秒

扫描区域 最大 550×500mm 最大 600×550mm

激光光源 26 条红色交叉激光线 +
额外 1 条深孔扫描激光线

26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
扫描深孔 + 额外 7 条扫描细节

34 条蓝色激光线 + 额外 1 条
扫描深孔 + 额外 7 条扫描细节

激光类别 II 类（人眼安全）

分辨率 最高 0.02mm

精度 最高 0.025mm

跟踪模式体积精度
（含孔位闪测）9.6m³（3.5m）

0.064mm 0.060mm

跟踪模式体积精度
（含孔位闪测）17.6m³（4.2m）

0.078mm 0.075mm

体积精度 +PhotoShot 0.044+0.015mm/m

基准距离 350mm

景深 400mm

贴点模式 - 激光扫描
（无需跟踪器）体积精度

0.02+0.035mm/m 0.02+0.03mm/m

贴点模式 - 激光扫描                                  
（无需跟踪器）体积精度 +PhotoShot

0.02+0.015mm/m

贴点模式 - 孔位闪测
（无需跟踪器）体积精度

— 0.03+0.035mm/m 0.03+0.03mm/m

贴点模式 - 孔位闪测
（无需跟踪器）体积精度 +PhotoShot

— 0.03+0.015mm/m

扫描物体尺寸范围（推荐） 0.1~8m

扫描头重量 1.5kg

跟踪器重量 7.5kg

扫描头尺寸 190×310×310mm

跟踪器尺寸 1030×195×140mm

产品型号 HXFreeBox-S HXFreeBox-T

产品外观

重量 1.0kg 1.3kg

尺寸 164×144×66mm 235×130×90mm

电池容量 3400mAh 6800mAh

工作温度 -10~60° C

工作湿度 45~75%R.H.

工作时长 3 小时（常规扫描）

无线网络 WIFI 5G 802.11ac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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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在线检测系统

01 AutoMetric
智能在线检测系统 03 MarvelScan Galaxy

三维检测自动化集成系统02 AutoMetric-MW
移动式自动化测量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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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tric
智能在线检测系统

高端智能制造的最佳选择

自动出报告

05
STEP

04
STEP

自动检测智能追踪扫描

03
STEP

路径采集规划

01
STEP

02
STEP

机器人自动控制

WORK FLOW
工作流程

产品型号 AutoMetric

通讯接口 网络、USB 等

可扩展项 根据用户需求提供外部 IO 控制等

可定制项 机器人类型、检测项目、检测报告等

系统供电 AC220V

工作温度 -20~40℃

工作湿度 10~90%

系统组成 机器人、HyperScan、H-Track、工作站

软件包 扫描模块、检测模块、AutoMetric 模块

* 扫描仪具体参数请参照 HyperScan 智能光学追踪 3D 扫描仪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AUTOMATION DIGITIZATION
全流程的自动化、数字化方案

适配机器人的平台软件 - AutoMetric

核心控制中心，对其余软件做信号交流
输出控制使扫描仪、机器人、智能旋转
平台等高效配合、自动完成测量工作

扫描软件 ZGScan

功能强大，操作简单
根据工件特征，可选择不同测量模式

检测软件

可自动对测量数据进行对齐和尺寸计算
检测结果数字化存档，并自动输出检测报告

机器人

可定制，可采用龙门式或
机器人式，无需依赖机器
人精度，模块化集成

扫描仪

支持中观多种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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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etric-MW
移动式自动化测量工作站

中小型工件智能检测利器

配置 标准配置

扫描仪校准方式 全自动

扫描工装（二选一） * 标配

扫描仪夹具一套 ●

外挂显示器 ●

调试笔记本工位 ●

整体稳压模块 ●

车体主动散热 ●

车体柜门开门亮灯 ●

定制化工装 ○

注：●  有此配置    ○  可选配置

PRODUCT HIGHLIGHTS
产品亮点

02 / 无缝集成，适应性强

可与各种生产流程无缝衔接，部署简单；机器人可定制，同时支持双相机贴点模
式，适应性强

01 / 工件表面无需粘贴标志点

依靠MarvelScan Galaxy工作站框架结构一次性贴点，单目相机实现反向定位，工
件表面无需贴点

MarvelScan Galaxy
三维检测自动化集成系统

更加简便高效的自动化检测方案

扫描模块

检测模块

自动化模块
* 扫描仪具体参数请参见 MarvelScan 智能反向定位蓝色激光 3D 扫描仪

机器人

扫描仪*

控制台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扫描仪

支持中观多型号手持扫描仪

工装

提供有两种标配工装，
针对特殊工件，可专门

定制设计非标类工装

显示器

高清显示器，实时
显示动态扫描结果

协作机械臂

支持多种品牌的机械臂
机械臂臂展可达 910mm

校准模块

全自动校准，一键启动，
自动完成所有校准动作

工控机

高品质硬件确保高可靠性、
稳定性和强环境适应性



便携式摄影测量系统

01 PhotoShot
3D摄影测量系统

02 PhotoShot Pro
便携式摄影测量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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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hot
3D摄影测量系统

大工件坐标测量分析的不二之选

无与伦比的稳定性

能够在1~20米范围内始终保持
0.015mm/m的超高计量精度

兼容性强

基于强大的软件计算能力，
能兼容市场上主流的数码相机

产品型号 PhotoShot

扫描范围 1~20m

体积精度 0.015mm/m

平均偏差 0.008mm/m

工作温度 -20~40 ° C

工作湿度（非冷凝） 10~90%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PhotoShot Pro
便携式摄影测量模块

显著提高大工件测量精度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PhotoShot Pro

体积精度 0.020mm/m

平均偏差 0.007mm/m

景深（最近、最远） 600mm~5000mm

体积精度
（与其他产品搭配使用时）

RigelScan Pro 0.03+0.020mm/m

RigelScan Max / Ultra
0.02+0.020mm/m

AtlaScan 系列

HyperScan 系列 0.044+0.020mm/m

重量 300g

尺寸 175×56×56mm

在线摄影测量功能

实时查看拍照计算结果，拍完
即可直接导出用于三维扫描

纯蓝光技术

使用蓝色LED光源，成像清晰度
远远优于白光或者红外光源

搭配三维扫描仪

可搭配中观全系列
三维扫描仪

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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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can
智能全彩手持式3D扫描仪

真色彩，如你所见

真色彩

工业级彩色相机，实时捕获扫描件表面色彩纹
理，自动贴图，真实还原本真色彩

无需贴点

采用特定光栅条纹投影，利用扫描件表面特征
进行三维拼接，无需标记点

扫描模式 手持快速扫描 固定式全自动扫描

产品外观

投影方式 散斑 / 条纹投影 光栅条纹投影

精度 最高 0.1mm 最高 0.05mm

体积精度 0.3mm/m 不适用

扫描速度 550,000 次测量 / 秒 单幅扫描时间 <2s

分辨率 最高 0.5mm 0.2mm

建议扫描物体尺寸 0.15~4.00m 0.03~0.25m

定位方法 特征拼接、标记点定位、混合拼接 转台拼接、特征拼接、标记点定位

基准距离 400mm 

景深 200mm

单幅扫描范围 250×185mm

光源 白光 LED

纹理贴图精度 1 像素

系统支持 Win7（64bit）、Win10（64bit）

重量 0.56kg

尺寸 280×130×50mm

输出格式 .stl, .obj, .wrl, .ply, .txt, .xyz, .asc 等，可定制37

智能全彩手持扫描系统

01 GScan
智能全彩手持式3D扫描仪



航空航天
快速成型、质量控制 / 检测
MRO 与损伤评估、空气动力学
应力分析、OEM 和旧部件再造
逆向工程、部件和装配的检测与调整

模具制造
虚拟装配、逆向工程
质量控制与检测
磨损分析与维修
工装夹具设计与调整

汽车制造
逆向工程、竞品分析
汽车改装、内饰定制
车辆造型与设计、质量控制与零配件测量
仿真与有限元分析（FEA）

消费品
产品造型和设计
质量控制 / 检测
逆向工程、工具升级
包装和广告

生物医学
矫形器 / 假体的设计与制作
斜头畸形治疗
伤口愈合监测
整形假体、生物标本及活体

机械重工
质量检测与控制、逆向设计
MRO 与损伤评估、机械 / 工装设计与调整
OEM 和旧部件再造
原型、工具及模具调整

文化创意
文物、艺术品、雕塑

铸造成型
毛坯的质量控制与检测
毛胚加工方案设计参考

更多领域：教育科研 | 工业
设计 | 文博家具 | VR·AR
了解更多应用信息，请前往
中观官网 www.zg-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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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CASE
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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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产品与工程师
线上租赁服务

最优性价，任选适用机型

便捷预约，工程师上门服务

AtlaScan Pro/Max/Ultra
多模式多功能量测3D扫描仪

RigelScan Pro/Max/Ultra
智能手持式激光3D扫描仪

MarvelScan
智能反向定位蓝色激光3D扫描仪

MarvelProbe
便携式反向定位CMM

HyperScan Pro/Max/Ultra
智能光学追踪3D扫描仪

工程师租用

扫描、检测和逆向
专业工程师

为您提供上门服务

产品租用

不常用，不想买？
租用扫描仪

无需承担购机、维护和折旧费用

免费教程

从操作入门到扫描进阶
从硬件到软件

免费提供培训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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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分析

逆向设计

扫描样件 三维数据

WORK FLOW
工作流程

质
量
检
测

逆
向
工
程

造
型
设
计

三
维
展
示

虚
拟
装
配

APPLICATION DIRECTION
应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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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RigelSLAM RigelSLAM-S

扫描头 固定式扫描头 旋转式扫描头

工作范围 0~120m

点精度 0.7~2cm

激光线数 32 16

扫描头数量 1

扫描速率 640000 点 / 秒 320000 点 / 秒

扫描视场 360×31° 270×360°

定位方式 SLAM 技术（无需 GPS）

解算方式 实时解算

工作时间 3h( 单块电池，使用温度 10~30℃条件下 )

工作温度 -10℃ ~45℃

固态硬盘容量 500GB

激光等级 Class Ⅰ（人眼安全）

防护等级 IP54

产品材质 铝合金骨架 +ABS 外壳（高防护、高抗干扰）

重量 1.6kg（手持端） 1.8kg（手持端）

预览方式 高清触摸屏

RigelSLAM
大空间手持激光3D扫描仪

大开视界 精微捕获

PRODUCT HIGHLIGHTS
产品亮点

02 / 室内室外 自由移动

内置高精度惯性导航系统，不会跟踪丢
失，可在室内狭小空间或室外空旷环境
下自由移动

03 / 实时建图 导出即用

扫描过程中实时建图并可实时预览，扫
描完成无需后处理，建图结果导出即
用，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01 / 卓越算法 精细捕获 

性能 卓越 的SL A M算法，捕 捉毫 厘 之
微，在各种复杂场景下，均能保证扫描
完美闭合，点精度最高0.7cm（50m处）

实时显示屏

电机开关

雷达开关

触发开关

手柄

可拆卸底座

激光传感器

旋转云台

高精度 自由移动 实时建图 超广视角 耐候性强 简便高效

识别二维码
查看产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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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CENE
应用场景

地形测绘

建筑测量

电力巡线

古建筑保护

地下空间

数字工厂

室内结构

数字矿山

溶洞 / 巷道

林业调查

土方计算

基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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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G-PB-CN-202204  中观保留由于技术开发而进行结构、参数更改的权利 

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ZG TECHNOLOGY CO., LTD.

电话：+86 27 87741893                          邮箱：marketing.cnwzg.mi@hexagon.com                  

售后热线：400-027-7181                       地址：武汉市洪山区文化大道555号融创智谷A17— 中观官方微信 —

产品型号 中观全系列 3D 扫描仪

传输方式 USB 3.0

工作温度 -20~40℃

工作湿度（非冷凝） 10~90%

输出格式 .asc，.stl，.obj，.ply，.txt，.xyz 等，可定制

兼容软件
3D Systems（Geomagic Solutions）、InnovMetric Software（PolyWorks）、Dassault Systems（CATIA 

V5 和 SolidWorks）、PTC（Pro/ENGINEER）Autodesk（Inventor、Alias、3ds Max、Maya、Softimage）、
Siemens（NX 和 Solid Edge）等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技术参数

https://www.zg-3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