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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服务⼿册

覆盖多领域、全⾏业

专业⾃动化三维建模解决⽅案



THE CORE OF 3D DATA

三维数据的核心所在

智能制造时代
⼯艺的颠覆者



⼯程服务领域

ENGINEERING SERVICES

泛家居 工业检测

工业设计 修复

医疗 文博

ENGINEER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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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家居⾏业

HOUSEHOLD INDUSTRY

高保真三维模型通过现实增强技术（AR）可在实景中进行任意搭配；

所有三维模型均1:1尺寸完美还原，用户可以提前观看家具的摆放效果

检测⾏业

INDUSTRA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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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领域

CULTURAL RELIC

利用MagicBox对文物进行无损3D扫描存档，建设3D数字博物馆；

在文物损坏时作为修复的依据，实现对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研究以及传播。

⽂化产业

CULTURAL INDUSTRY

3D博物馆

将历史与文化，以趋于时代的数字化体现，永久的保

存下去，为后人提供学习与观赏的机会与条件。

文物建档→文物修复

由于文物本身的脆弱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受着不

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为了保护重要文化、艺术的传

承，文物模型的建档、存档与修复，显得尤为重要。

数字博物馆是文物向外传播的另一扇窗口，突破了

空间和时间的藩篱，是传播博物馆文化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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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业

CULTURAL RELIC

所见即所得。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被人们接受，3D模型是虚拟现实的关键，

使用Magic Box快速将商品转换为3D模型，为电商行业提供逼真展示。 

教育⾏业

EDUCATION

积木易搭开展中小学3D打印普教课程，顺

应国家关于3D打印技术的普及要求，以中小学

生个性化发展的培养目标为本，为中小学生创

造一个情景化学习环境与体验式的学习模式。

积木易搭帮助中小学生快速探索先进的3D打印

技术， 寓教于乐，有效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

造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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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解决⽅案介绍

ENGINEERING SOLUTIO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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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易搭开展中小学3D打印普教课程，顺

应国家关于3D打印技术的普及要求，以中小学

生个性化发展的培养目标为本，为中小学生创

造一个情景化学习环境与体验式的学习模式。

积木易搭帮助中小学生快速探索先进的3D打印

技术， 寓教于乐，有效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

造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智能·⾼精度·⾼保真·⾼效率

扫描精度高，使用便捷，无需贴点，具备连续24小时工作能力，适合大规模工程化作业

一键快速建模，为文物、工艺品、中小型零部件、小商品等物品高效建模

手持三维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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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盒

5分钟可出模型

每天可以扫描模型

200件！

高精度同步、光学非接触扫描、

专业级测量镜头、白光LED投影系统、

即插即用，无需等待，快速开始工作。 



⼿持⽩光扫描仪

将现实数字化，为工程化建模而生，多传感器高精度同步，工业级品质

工作距离

400mm-1000mm

测量精度

±0.5mm

扫描速度

16fps

拼接方式

自动（不贴点）

PAGE�15/16

⼿持扫描仪模型展⽰



智能箱式扫描仪

为文物、工艺品、中小型零部件、小商品等物品傻瓜式建模而生

工作方式

全自动

测量精度

±0.5mm

扫描速度

数分钟

数据成果

带纹理高保真

PAGE�17/18

箱式扫描仪模型展⽰



⼀体化解决⽅案

INTEGRATION 
SOLUTIONS

ENGINEERING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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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数据工程化采集硬件设备、三维数据协同生产平台、三维数据生产体系及工艺文档、

三维大数据服务平台（云存储、云发布）、PC端+移动端3D云应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

3D数据应用平台

· 3D云设计软件

· “家e搭”AR工具

模型服务平台

· 三维数据云存储 

· 三维数据云发布

· 三维数据云渲染

· 三维数据云调用API

· 三维数据AR展示、VR展示开发包、

  WEBGL开发包

建模软硬件一体化解决方案

· 手持扫描仪 

· 箱式扫描仪

· 三维数据协同生产平台

· 三维数据生产流程方案

· 三维数据生产培训教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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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协同数据⽣产平台

为大规模、工程化、多人协同数据生产而生

点云处理 网格处理 纹理映射 纹理修复 数据发布

三维协同数据生产平台

自主研发的大规模协同建模软件，针对不同的用户群分为单机版和协同联机版

单机版适用于购买少量设备的用户群体，

协同联机版适用于“数字建模工场”用户，用于大规模数据建模

•  基于自研跨平台开发框架研发，支持Linux、Windows和Mac系统，多语言支持

•  支持多人在线协同作业，各工序流程自动分配作业任务，在线监控作业进度，实时输出作业统计数据

•  支持服务器任务包处理、工作流处理

•  支持在线API调用

扫描处理解决⽅案

SOLUTION

扫描
编辑

对齐

点云

三角化

网格优化

纹理映射

渲染



拍摄环境

空间场地大于8m*8m*3.2m（H）

拍摄场地大于7m*7m*3.2m（H）

拍摄空间场地电压稳定（单个场地耗电压5000W-7200W）；

拍摄空间场地避免有射灯、亮度较高的照明灯以及广告灯箱等；

以上所有空间场地地面平整无水无尘。

专业化纹理拍摄

纹理映射�修复与发布

· 多种纹理接缝处理工具，如：自动接缝处理、匀光匀色、羽化等；

· 强大的三维模型纹理修复工具，支持画刷、模糊、图章、投影等

  方式。方便、快捷，轻松上手，学习成本极低。

· 全新的纹理映射模式，比传统手动展UV的方式简单、方便、易学，

  可快速完成一个模型的纹理映射。

· 高保真无损贴图，单反级别清晰度。贴图大小无限制，满足任何

  清晰度的需求。

· 自动数据质检，可自定义质检规则；支持大多数通用格式的自动

  转换；

· 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数据压缩算法，压缩比可达1/30，满足互联网

  上的三维模型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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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式便捷操作

开机→放入物品→点击“启动按钮”→成果输出→一键发布

软硬件一体化数据处理，一键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发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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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扫描

适配不同材质，可对金属、陶瓷、皮革、竹木等普通扫描仪

无法扫描的物品进行高质量扫描可支持高亮、深色、纯黑色

等扫描难度大的物品进行高质量扫描

⾼保真纹理

自动消除反光和阴影，反应真实材质，可在

不同应用场景中实现完美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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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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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发布

数据采集软件支持一键发布采集的数据到线上，

支持WEB端、移动端快速展示及应用

基于积木云服务平台对扫描的模型进行数据展示及调用，可在PC端、移动端

Web端进行全方位呈现，适用于多领域、全行业



⼯程服务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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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超真实家居模型 逼真表现商品细节



真实还原场景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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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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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应⽤案例

DATA APPLICATION CASES



客户服务与培训

COSTUMER SERVICE

AND TRAINING

客户服务

· 资深建模工程师上门扫描

· 专业技术团队协助开发行业应用

· 服务热线：400-050-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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