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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前的数据准备
—— 基于三维扫描数据的逆向设计和自由造型设计

何登峰，GS华南区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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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eomagic Solutions

• 1986年，3D Systems公司成立
• 1997年，Geomagic公司成立，总部位于美国北卡州
• 2004年，Geomagic在上海成立中国办事处
• 2005年，全资子公司杰魔(上海)软件有限公司成立
• 2012年，Geomagic公司收购Sensable公司
• 2013年，3D Systems公司收购Geomagic公司
• 全球安装了10,000多套软件 ，中国安装了1000多套
• 具有11国语言的本地化软件(英、法、德、西班牙、意大利、

日、简中、繁中)
• 全国本地语言技术支持

纽交所代码：DDD

全球最大的三维打印机制造商

http://www.3dsystems.com/�


关于 Geomagic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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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软件团队合并成一个世界级团队



The Right Software for Each Application

机械设计 有机设计 逆向工程 质量检测

设计师软件工具包



逆向工程软件

参数化设计的逆向工程软件
•参数化基于历史的逆向设计，创建原始模型:

SolidWorks, NX, Inventor, Creo and Pro/E

即使扫描不完整也可以进行正向建模

•强大的点云和三角面片处理

•快速而自动化设计

智能向导从扫描数据创建CAD特征

混合实体和曲面建模涵盖不同零件类型

Accuracy Analyzer™ 确保模型精度

(原 Rapidform XOR)



航空及叶片叶轮行业



航空及叶片叶轮行业



汽车及其零部件



汽车及其零部件



电子电器行业



工作流程Workflow

• Geomagic Studio 逆向工程软件



定制化设计和制造



触觉式设计系统产品线

Geomagic 
Freeform

Geomagic Touch

Touch
触觉式力反馈设备

(基本型)

Freeform
自由造型设计软件

(基本型)

Geomagic 
Freeform Plus

Geomagic Touch X

Touch X
触觉式力反馈设备

(高级型)

Freeform Plus
自由造型设计软件

(高级型)

Geomagic® Freeform® 是唯一的、多层图像表示的、启用触摸功能的数字
建模系统，采用自由形状和设计，为细节丰富的快速 3D 造型提供了极大
便利。它可集成于传统的 CAD 工作流，也可直接发送至原型设计和制造。
利用与 Geomagic® Touch® 触觉装置的配合，Geomagic Freeform 为您提
供了充分利用数字工作流程的优势加快手工造型的速度并增强其感觉。

Geomagic 
Freeform Plus



工业设计



玩具设计



日用消费品设计



…and the models are so 
good that we are reducing 

pullover time in China from 
over a month to 6 days. 

Bryan Cioffi,
Manager of 3D Engineering and 3D 

process Creator, Converse 

制鞋业



钱币浮雕设计



www.heathergorham.com

雕塑艺术品设计



医学假体修复体



医学假体修复体



“设计师软件工具包”案例

• 客户：在韩国的恐龙博物馆

• 目的： 为博物馆设计吉祥物

• 解决方案： Geomagic Design + Geomagic Freeform

概念图片 三维模型 三维打印



机械设计工具Geomagic Design

• 使用Geomagic Design软件参考汽车的二维图片进行三维机械设计



有机设计工具Geomagic Freeform

• 使用Geomagic Freeform软件参考恐龙二维图片进行三维有机设计



合并模型

• 合并汽车和恐龙的三维模型



三维打印

• 使用3D Systems的全彩色3D打印机打印出模型



扫描仪与Freeform结合创建模型

Freeform

Sense扫描



三维扫描后细节数据的修复

• 问题: 三维扫描仪无法扫描出细节或者被扫描物体已经失去细节

• 流程: 三维扫描 ->Design X 或 Studio处理扫描数据 ->Freeform
修复和添加细节 + NURBS曲面

• 结果: 完美的STL数据，CAD模型用于数控加工



更多细节的修复



Geomagic in China 在中国

• Geomagic China head office in Shanghai
Geomagic中国总部在上海
负责Geomagic软件部门在中国的销售、市场、技术支持等工作

• Geomagic China Support Center in Dalian
技术支持中心在大连

• Geomagic China local support in Beijing
and Shenzhen 
本地支持在北京和深圳



获奖和认证 Award and Certificate

• 获得PTB(德国国家计量学院)最高精度认证
• 获得NIST(美国国家标准研究所)全面认证

• 获得Solidworks认证软件合作伙伴
• 获得PTC公司(Pro/E软件的开发商)的2006年度软件合作伙伴
• 获得Autodesk认证为最快的逆向工程软件
• 获得Microsoft认证2011银牌软件合作伙伴
• 获得菲亚特(Fiat)认证达到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ANFIA)标准
• 获得Ford，Honeywell和Pratt&Whitney的企业认证



www.geomagic.com/zh



Thank you

13600195460

何登峰，华南区销售经理，2014

Allen.he@3dsystem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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