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维扫描到 CAD 软件的捷径

Geomagic® Design X ™ 是业界最全面的逆向工程软件，它结合了基于特征的 CAD 数模与三维扫描数据处理，

使您能创建出可编辑、基于特征的 CAD 数模，并与您现有的 CAD 软件兼容。

拓展您的设计能力

利用现有资产

手。Geomagic Design X 是一种非常简捷的方法，您可以通过它

到 CAD 系统。学习此对象或模型以进行重用。并对其进行改进。轻

不再以空白的屏幕为起点，而是从现实世界所创造的数据入

从 3D 扫描仪中创建可编辑的、基于特征的 CAD 模型并将其整合到
现有的工程设计工作流程中。

加快上市时间

将产品由想法到完成设计的时间缩短几天甚至几周。扫描原型、现

有部件、模具或相关对象，以及创建设计，这些工作所消耗的时间只
是从头手动测量和创建 CAD 模型所需时间的一小部分。

增强您的 CAD 环境

将 3D 扫描无缝融入到您的常规设计流程中，从而帮助您提高工
作效率并节省工作时间。Geomagic Design X 对您的整个设计

生态系统进行了补充，方法是向 SOLIDWORKS®、Siemens NX®
、Solid Edge、Autodesk Inventor®、PTC Creo® 和 Pro/
ENGINEER® 中进行原始输出。

许多设计都受到了其他设计的启发。轻松将一个对象或模型扫描

松将旧部件重新构建到当前的 CAD 数据中，进而创建绘图和产品设
计。

完成不可能的工作

创造那些只能通过反向工程进行设计的产品，以及需要与人体完美
契合的部件。创造能够与现有产品完美集成的组件。重新创建无法
以其他方式测量的复杂几何形状。

降低成本

如果对已构建部件和已设计部件进行建模，则会节省大量资金和时
间。对 CAD 模型进行变形处理以拟合 3D 扫描。通过使用实际部件
几何形状来修正 CAD 并消除部件回弹问题，从而减少工具重复成
本。减少因为与其他组件拟合不佳而造成昂贵费用的错误。

在 Geomagic Design X 中创建的参数化实体模型

从 3D 扫描到 CAD 软件的最快途径
与现有 CAD无缝工作

针对高要求项目的高强度功能

括 SOLIDWORKS®, Siemens NX®, Solid Edge, Autodesk

描处理工具以及处理最具挑战性的项目所需的全部“火力”。它可以

Geomagic Design X 直接连接流行的 CAD 软件，包

Inventor® 和 PTC Creo®。Design X 使用独有的 LiveTransfer 技术
传输包括特征树在内的完整模型，因此您可以快速从 3D 扫描中创
建实体和曲面模型。

Geomagic Design X 的扩展工具集结合了 CAD 工具、业内领先的扫
处理数以亿计的扫描点，而且具备凭借解决数据问题的完善功能，
让您可以跳过扫描清除，立即开始创建 CAD 模型。

兼具强大的功能与灵活性

运行方式与 CAD 软件类似

量 CAD 模型而打造的。它可实现包括提取自动的和导向性的实体模

Design X 进行工作。全面焕新的用户界面和工作流程工具使其易用

Geomagic Design X 是专为将 3D 扫描数据转换为基于特征的高质

型、将精确的曲面拟合到有机 3D 扫描、编辑面片以及处理点云在内
的诸多功能，从而完成其他软件无法完成的工作。现在,您便可以对
几乎所有物体进行扫描并创建随时可供制造的设计。

工作流
点云或面片

•直接扫描

如果您能够在 CAD 中进行设计，您便可以立即使用 Geomagic

性更胜从前，供您快速精确地创建已设计和已构建的 3D CAD 和模
型数据。

处理点云和面片数据

防水面片

设计理念特征提取

基于特征的 CAD 模型

已建部件建模
自动且精确
曲面创建

高精度 CAD 转换

•文件导入

•通过精确分析

•制造或模拟

•CAD系统

•制造或模拟

Geomagic® Design X™ 功能

• 可用于多种当下最主流设备的 3D 扫描仪直接控制工具
• 与 Geomagic Capture 扫描仪完全集成

• 支持导入包括多边形、点云和 CAD 在内的 60 多种文件格式

• 专业处理大规模面片和点云数据对齐、运算和优化、面片构建

• 简单易用的面片修理工具提供的智能刷有自动穴填补,平滑控制,面片优化,重新包覆和润色工具等
• 直接从 3D 扫描中自动提取基于特征的实体和曲面
• 快速创建实体或曲面，与在 CAD 中创建类似

• 自动精度分析™ 工具根据原始的扫描数据比较和验证曲面、实体和草图
• Live Transfer™ 支持将数据导出至业内领先的 CAD 系统

• 业内领先的“精确”曲面创建方式可将有机形状转换为精确的 CAD 模型
• 支持以多种方式导出中性数据格式的 CAD 或多边形文件
• 在 Keyshot 中立即为设计打造令人惊叹的渲染效果

Geomagic Capture® for Design X™

满足严苛应用需求的基于扫描的强大设计工具。在 Design X 中创建

CAD 模型，并将模型与完整的特征树一同传输到 Siemens NX, PTC
Creo, Pro/E, Inventor 和 SOLIDWORKS。
套件中包括：

Capture 或 Capture Mini 扫描仪、
Geomagic Design X 软件

联系信息
美国

APAC（亚太地区）

中国

EMEA（欧洲、中东、非洲地区）

日本

韩国

geomagic.sales.americas@3dsystems.com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卡里：
+1.800.691.1839
巴西：
+55.11.3318.5100
墨西哥：
+52.(644).114.6401
geomagic.sales.emea@3dsystems.com
德国达姆施塔特：
+49.6151.357.0

geomagic.sales.apac@3dsystems.com
东南亚：
+60.12.398.847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61.450.593.739
印度：
+91.98404.78347
geomagic.sales.japan@3dsystems.com
东京：
+81.3.5798.2510

geomagic.sales.china@3dsystems.com
热线电话：
+86.400.890.7899

geomagic.sales.korea@3dsystems.com
首尔：
+82.2.6262.9900

3D Systems 提供全面的 3D 产品和服务，包括 3D 打印机,打印材料,云计算按需定制部件和数字设计工具。公司的生态系统覆盖了从产品设计到工厂车间的先进应用。3D Systems 精准的医疗解决
方案包括模拟,虚拟手术规划,医疗,牙科设备以及给患者定制的外科手术器械的打印。作为 3D 打印的创始者和未来 3D 解决方案的开发者，3D Systems 花费了 30 年的时间帮助专业人士和企业优
化他们的设计,改造工作流程，将创新产品推向市场、驱动新的商业模式。规范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3D Systems,Geomagic 和 3D Systems Logo 是 3D Systems 公司的注册商标。所有其他
商标为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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