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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工作環境為 0°C 至 40°C，根據電子零組件適用溫度等級劃分，不適用更高等條件的軍工級（-55°C 至

125°C）要求。 請在滿足使用場景的環境下合理使用該產品。  
 

POP2 3D 掃描器 

如需最新版的軟體和資料，請登錄我司官網 

www.revopoint3d.com 

http://www.revopoint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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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概況 

產品介紹  
POP 2 三維掃描器結合手持式三維掃描器和平台式三維掃描器功能，彙集了公司最新的研發成果。 採用自主

研發的 3D 攝像頭硬體和高速智慧晶片，性能更高，掃描物體時能夠直接輸出高精度的點雲數據。  
POP 2 三維掃描器核心硬體採用雙目微結構光原理，藉助專有的微投影晶元，確保快速獲取高精度（高達

0.05mm）的 3D 點雲數據。 支援彩色掃描，直接生成栩栩如生的三維模型進行彩色 3D 列印。 智慧演算法，POP 2
內置高性能 3D 運算晶片，即使使用普通電腦掃描，也能有效保證掃描的流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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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產品名稱 3D 掃描器 

產品型號 POP 2 

採用技術 雙目紅外結構光 

中央處理器 雙核 ARM Cortex-A7 

單幀精度 0.05 mm (毫米) 

單幀掃描範圍 210 x 130 mm（毫米） 

工作距離 150~400 m（米） 

最小掃描尺寸 20×20×20 mm（毫米） 

幀率/掃描速度 10 幀/秒 

光源 一級紅外光 

拼接模式 特徵拼接，標記點拼接和色彩拼接 

是否有開關按鈕 有 

可輸出格式 PLY， OBJ， STL 

是否支援彩色掃描 支援 

特殊物體掃描注意事項 掃描透明物體，高反物體時，請使用掃描用顯影劑。 

戶外掃描注意事項 需增加遮擋物，避免強烈太陽光干擾。 

掃描器重量 195 克 

掃描器尺寸 154.6 ×38.2 × 25.6 （毫米） 

輸出資料是否可列印 可匯出 3D 模型，直接用於 3D 列印; 

支援的系統 Windows 8\1011 （64 位）， Android， iOS， MAC， Harmony 

無線網路  5 GHz 

介面類型 Micro-B – Type-A USB 

備註 
*上述精度是在實驗室標準環境採用標準測試方法取得，使用者具

體使用環境有可能會影響精度。  

*不支援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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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箱清單 

POP 2 標準版 

 

POP 2 豪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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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連接 

電腦連接 

 

手機無線連接方式 
無線連接中，預設模式為 Host 模式。 默認模式下，手機可直接連接 POP 2 三維掃描器的 Wi-Fi。  
預設的 SSID 為：POP2-REVO-XXXXXXXX  
預設的密碼為：Revopoint3d 
 
詳見下例：  
如果 POP 2 三維掃描器的序列號（SN 碼）是：A21A0001206F00A54。 
預設的 SSID 為： POP2-REVO-A21A0001 
預設的密碼為： Revopoint3d 

   

 
如何修改 SSID 和密碼： 
1. 有線連接 POP 2 三維掃描器至電腦;  
2.打開 Revo Scan 軟體 —> 點擊“關於” 按鈕   --點擊“設置”;  
3.  輸入新的 SSID 和密碼。  
⚠ SSID 名稱，輸入 1-32 個字元;  

       對於密碼，輸入 8-32 位數位、英文字母或標點符號的任意組合（無空格）。 

*注意: 確保 POP2 掃描器連接到電腦

USB 3.0 及以上介面;如果是 USB 2.0 介

面，會引起供電不足，POP2 掃描器反覆

掉線等問題。  

*螢幕解析度：192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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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燈狀態  

                                                               

⚠ 警告:不要長時間近距離緊盯投射器前燈！ 詳情參考 Standard Class 1。  

軟體安裝 
系統要求  

 

USB 模式及 Wi-Fi 模式一覽表 

 Windows Android iOS/iPad 蘋果電腦 

USB 模式 支援 支援 不支援 支援 

Wi-Fi 模式 支援 支援 支援 支援 

軟體安裝  

我司提供三款軟體，分別為： Revo Scan， Revo Studio 和 Revo Calibration， 方便使用者安裝使用。 其中 Revo Scan
是一款掃描軟體，捕捉物體的點雲數據，生成三維模型; Revo Studio 是後處理軟體，對三維模型進行剪切、補洞等

後續處理; Revo Calibration 是檢校軟體，標定掃描器的參數，確保掃描器獲得高品質的三維模型。 
 

 
以上三款軟體均可在我司官網 https://www.revopoint3d.com/download-2/獲取。 
 
 
 

⚠ 後續會相繼提供 Revo Studio 和 Revo Calibration 的使用說明書，其相關內容不包含在本手冊中，單獨提供。  

Windows: Win 8/Win 10 (64 位)  
内存：≥ 8G  
*不支持 Windows 7 

Android 版本： ≥ Android 9.0 
RAM：≥ 6G  
*支持鴻蒙系統 

Mac with Intel × 86 chip: Mac OS 10.15 及其以上版本；  

Mac with Apple M1 chip: MacOS 11.0 及其以上版本； 

内存：≥ 8G 

iPhone，iPad Pro，iPad 和 iPad Air，配備 M1 晶片;   
平板電腦： iPad 六代或更高版本機型 
系統版本： ≥ iOS 13.0  

藍色：啓動 
 

綠色：正常作業 
 

https://www.revopoint3d.com/download-2/


POP 2 3D 掃描器使用者 手動 

  版權所有 ©2022REVOPOINT 3D 版權所有 8 
 

Revo Scan- 使用者介面介紹 
本章主要介紹 Revo Scan 軟體的用戶介面。  

1. 主面板 

 

 
（1） 掃描： 包含預覽，新建掃描和模型清單。 預覽介面顯示掃描時將要展示的掃描內容.  新建掃描顯示掃描

配置視窗（詳見第 9 頁）。  模型清單顯示所有掃描的模型檔。  
（2） 指南： 顯示官網軟體下載位置及《使用者手冊》，《快速操作指南》及《高階掃描教程》說明書。  
（3） 支援： 包含在線服務，產品 FAQ ，我司論壇及客戶反饋連結。 使用在線服務，我司客戶服務組可及時

回應使用者的求助; 客戶反饋連結直達我司支援郵箱 support@revopoint3d.com， 使用者可發送任

何產品相關的反饋。  
（4） 偏好設置：使用者可指定語言和數據儲存位置，以及計算機 GPU 的硬體加速渲染開關。  
（5） 關於： 顯示 掃描儀 SN 和軟硬件版本資訊， Wi-Fi 設置，使用者還可在此頁面 報告錯誤。  
（6） 狀態列： 顯示掃描器的連接狀態，連接方式（USB 或 Wi-Fi）及掃描情況。  
（7） 展示列：    顯示掃描、指南及支援等命令項目中的內容。  
 

mailto:support@revopoint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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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掃描 

 

（1） 名稱： 顯示要創建的模型的預設名稱。  用戶可根據需要重新命名。  
（2） 位置： 顯示要保存的模型的檔案位置。  用戶可根據需要進行更改。  
（3） 是否匯入已有模型： 打開該按鈕並按「瀏覽」可將 . PLY、. OBJ 或 . STL 格式的 3D 模型導入 Revo Scan 軟

體繼續掃描。  
（4） 掃描偏好設置： 
精度： 快速掃描和高精度掃描 

快速掃描： 掃描速度更快，但此模式下的精度相對低於高精度掃描。  

高精度掃描： 可滿足使用者對更高精度點雲數據抓取的需求。 高精度模式下，三維模型精度高，但點雲融合/構網/貼圖的

處理時間會相對較長。  

掃描模式： 特徵、標記點、深/黑色物體、人臉、頭部/頭髮和人體掃描 
特徵： 用於掃描雕塑等幾何特徵比較明顯的物體。  

標記點： 用於掃描木板等平面或球、碗等對稱類幾何特徵不明顯的物體。 用戶可將標記點無規律地貼在掃描物體上或掃描物

體周圍，幫助掃描對齊。 掃描時，三維模型預覽視窗應顯現五個或更多標記（紅點）方能確定標記點粘貼有效。  

深/黑色物體：用於掃描黑色或深灰色的衣服、黑匣子等表面較暗的物體。 但是並非所有深色物體都可以成功掃描，像黑亮的皮鞋，

需要先對其高亮表面進行處理，使其變為漫反射表面再進行掃描。 掃描時，相應調整 RGB 相機和深度圖相機的亮度。  

人臉： 用於掃描人臉。  

頭部/頭髮： 用於掃描頭髮（包括深色頭髮）和面部區域。  

人體：           用於掃描人體等較大物體。  

紋理貼圖： 白模和彩色 
白模：  獲得的三維模型僅有形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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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  獲得的三維模型既有形狀資訊又有顏色資訊（如需彩色模型，請保存模型格式為.ply 或. obj）. 

3. 掃描介面 

點擊「新建掃描」的「確認」按鈕后，頁面跳轉到掃描介面： 

 

（1） 名稱：  展示「新建掃描」 彈出視窗中指定的名稱。  
（2） RGB 相機：  展示 RGB 相機捕獲的圖像。  

備註： 「參考線」 説明定位要掃描的物件。  
（3） Depth 相機：  展示捕獲的三維點雲數據。  

備註：「消除平面」移除掃描預覽框內無關的平面，像轉台，桌面或地板等。 掃描需要與

否，請酌情處理。  
（4） 三維模型預覽視窗：展示掃描的模型。 可通過滑鼠拖拽放大或縮小該區域模型（按住滑鼠左鍵可旋轉模型，

轉動滑鼠滑輪放大/縮小模型）。  
（5） 工具列： 

  圖示：  將模型重置為三維模型預覽區域中的預設位置。  

圖示： 在預覽框內顯示或隱藏物體背景。  

圖示： 查看白模或彩色點雲數據。  

備註：如果選擇“白模”掃描，點雲 RGB 預覽圖示為鎖定狀態（ ）。  

（6） 掃描距離：太近，最佳，較好，太遠; 掃描距離在「極佳」進行掃描時，輸出的模型效果最好。 掃描時，根

據距離提示進行距離調整。 同等條件下，距離越近，精度越高。  
（7） 亮度調整：可手動調節亮度（小太陽圖示 ） 至最佳效果。 調節亮度時，推薦先“自動”再“手動”。 掃描

時，請將選項調節至「手動」位置，以防掃描過程中亮度反覆變換，影響掃描效果。  
（8） 倒計時：  顯示點擊「開始」 後，距正式開始掃描剩餘的時間（預設值為 3 秒）。  
（9） 功能列：  

 /  ： 開始或暫停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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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當前項目掃描。 彈出框內會顯示完成掃描或重新掃描選項; 此外使用者還能選擇是否在完成掃描后

立即進行補洞。 詳見作業流程章節。  

 和  ： 撤銷或取消撤銷掃描的多幀數據。  

構網 ： 將掃描的點雲生成三維面片數據。  

如選擇「白模」掃描，則模型僅有點雲及構網資訊; 

若選擇「彩色」掃描，還可進行「貼圖」，模型除點雲數據及構網資訊外，還包含各個點雲的顏色資訊。  

貼圖 ：  貼圖后，模型數據會包含掃描物體的顏色紋理資訊。  

匯出 ：  匯出掃描的三維模型並保存。  

⚠ “保存自定義場景”的文字圖示可用來 保存“新建”專案和實際掃描中的參數設置。  

4. 模型清單 

 

 
（1） 模型預覽區域： 包含所有掃描的模型，掃描時間及模型處理狀態等條目。  

圖示 表示模型已完成掃描;  

圖示 表示模型已完成掃描，並且點雲也已融合;  

圖示 表示模型已完成掃描，點雲已融合，且已構網;  

圖示：用戶可由此對模型進行操作（如打開模型，重新命名，刪除或導出模型）。  

 

（2） 導入模型：  將模型導入模型清單。  
（3） 縮圖： 顯示模型預覽區域（1）內選中模型的縮圖。  
（4） 專案詳情： 顯示掃描模型的資訊。  
（5） 批處理： 一次選中多個模型，批量進行後處理（如點雲融合，構網和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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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 Scan – 掃描流程 
按兩下開啟「Revo Scan」軟體---> 確認設備已連接 ---> 點擊「新建」選擇精度、掃描模式 和紋理貼圖--->調節距

離為「最佳」---> 調節 RGB 相機和深度圖相機的亮度（先」自動“再”手動“）--->  開始/暫停掃描---> 完成掃描或重

新開始掃描---> 點雲融合---> 構網  ---> 紋理貼圖（僅適用於彩色掃描） ---> 匯出三維模型 
 

 

按兩下打開“Revo Scan”軟體 

確認設備已連接 

點擊「新建」選擇精度、掃描模式和紋理貼圖 

調節距離為“最佳” 

調節斷續器相機和深度圖相機的亮度（先“自動”再“手動”） 

開始/暫停掃描 

點雲融合 

構網 

紋理貼圖（僅適用於彩色掃描） 

導出三維模型 

完成掃描或重新開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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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設備已連接 

軟體打開后，請確認設備連接狀態： 
如果設備成功連接，狀態列左下角會顯示：設備已連接。 否則，請檢查設備連接情況。 

 

點擊「新建掃描」 選擇掃描精度、模式和紋理貼圖 

設備連接成功后，即可新建項目掃描。 用戶可根據第二部分軟體 UI 介面介紹中的「新建掃描」（詳見第 9 頁）選

擇需要的精度，掃描模式和紋理貼圖。  

 

確認掃描距離為「最佳」 

選擇精度、掃描模式和紋理貼圖后，按「確認」按鈕進入掃描頁面。  三維模型預覽窗口的頂部區域為距離欄。 掃
描前，移動物體或 POP 2 掃描器，確保距離為「最佳」; 掃描過程中保持距離不變。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請拉近

POP 2 掃描器和掃描物體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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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 RGB 相機和深度相機的亮度 

調節 RGB 相機和深度圖相機預覽框下的小太陽圖示  （手機版本的亮度調節圖示為小齒輪 ）至合適值，避免

過度曝光或曝光不足。 調整參數時，推薦先點「自動」再點「手動」; 掃描時，選中「手動」，以免亮度不斷變化，

影響掃描效果。  

 

备注:  

曝光不足 (模型蓝色) 曝光适度 曝光过渡 ( 模型红色) 

                                                                        

開始或暫停掃描 

點擊  / 開始掃描或暫停掃描。 該按鈕上方的數為掃描倒計時數值，可按照需求調整。  



POP 2 3D 掃描器使用者 手動 

15  版權所有 ©2022REVOPOINT 3D 版權所有 
 

 

 
掃描過程中，確保深度圖預覽框內有足夠的點雲，掃描距離保持在「最佳」位置。 手持掃描時，緩慢穩定地移動

掃描器，並保持掃描距離相對固定。 已掃描過的區域顯示為藍色，當前正在掃描區域顯示為綠色。  

 

完成/重新掃描 

點擊「停止」按鈕 ，在彈出視窗中選擇「完成掃描」 並融合點雲; 或選擇「重新掃描」返回預覽介面（詳見第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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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點擊「完成掃描」，點雲會自動融合; 融合之後，如果模型有數據未捕獲到，可繼續點擊「開始」按鈕進

行掃描; 否則可繼續進行構網處理。  

 

   
如果下列彈出視窗中的「立即融合生成點雲」按鈕未被啟動，可手動操作進行點雲融合，如此可對點距進行相應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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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距越小，模型細節越多，處理時間越長，模型效果越好。 POP 2 掃描器能達到的最小點距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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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網 

點擊「構網」圖示 ，掃描的點雲數據會立即生成三維面片數據。  

 

在左側下拉按鈕處，可對「構網品質」，「降噪」及「補洞」與否進行調節。 
“構網品質”數值越高，模型細節越多，處理的時間也會越長;  
“降噪”數值越高，模型表面越平滑，模型越失真; 
“補洞”功能僅針對較小孔洞，如果模型表面孔洞較大，則不建議使用“補洞”功能。 

 

貼圖 

貼圖功能僅支援彩色紋理掃描模式。 （詳見第 9 頁“新建掃描”部分） 
點擊「貼圖」按鈕  ，掃描的模型數據會包含物體的色彩紋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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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 

點擊「匯出」 按鈕 匯出三維模型。  
支援的檔案格式有三種：. ply， .obj 和. 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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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命名約定 

如果檔保存為 PLY.，其他相應檔為： 

名稱.層（點雲） 

NAME_mesh.層（網眼無色） 

NAME_mesh_tex.層（帶顏色的網格） 

NAME_mesh_tex.jpg（紋理彩色影像） 

 

如果檔保存為 STL.，其他相應檔為： 

名稱.層 （點雲） * 

NAME_mesh.stl （網格無色） ** 

*點雲以 PLY 檔案格式保存，因為 STL 不支援點雲  

****彩色模型沒有 stl. 檔。  

 

將 3D 模型（帶顏色/紋理）另存為 .STL 檔：  
Revo Scan 的彩色掃描不支援 STL 檔案格式，因此它們被保存為 PLY 。 
 
如果檔案儲存為 OBJ.，其他相應檔案為：  
NAME.obj （Point Cloud 點雲） 

NAME_mesh.obj （網格無色） 

NAME_mesh_tex.obj （網格與顏色） 

 
NOTE： NAME_mesh_tex.obj 檔，NAME_mesh_tex.mtl 檔和 NAME_mesh_tex.jpg 檔共同組成一個彩色的 3D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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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技巧 

跟蹤丟失  

掃描時，如果頁面出現「跟蹤丟失」的提示，請將 POP 2移至掃過的（藍色區域）且特徵比較明顯的區域，靜止幾

秒重新對齊。 當穩定出現綠色幀時，即可繼續掃描。  

點雲較少 

 

如果出現“點雲較少”提示，檢查 POP 2 與掃描物體間的距離是否太近或太遠，調整到合適距離后再進行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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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到平面  

出現上述提示時，表示掃描物體表面幾何特徵不明顯，無法抓取足夠的點雲數據。  
若想掃描該物體，需要在物體表面粘貼標記點。 且粘完標記點掃描時，需選擇標記點掃描模式（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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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退/恢復  

如果掃描過程中出現點雲拼接錯誤，可以反覆點擊「回退」 撤銷拼接錯誤的幀至正確的為止。 如果誤刪正確

拼接的數據，可以點擊“恢復”  找回。  

 

繼續掃描 
有兩種繼續掃描操作方式： 
 
1. 點雲融合後繼續掃描 
點雲融合后，可點擊「開始」 按鈕繼續掃描。 如果電腦或手機記憶體有限，或者掃描物體較大，可在點雲融合

後繼續掃描。 如有需要，該步驟可重複進行，直至修復至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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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入掃描的模型繼續掃描 

如果掃描的模型不完整，缺失所需的點雲數據，可將模型導入 Revo Scan中，繼續掃描，補充其數據。 詳見下圖： 

 

批量操作 
“批量操作” 是將相同的設置應用到多個選定的三維模型上。 “處理”會依次對模型進行點雲融合，構網和貼圖。  
如果選擇「速度優先」，模型處理會在最短時間內完成;  
如果選擇「精度優先」，模型處理時會優先確保模型的精度; 
如果選擇「自定義」模式，用戶可按需求調整點距，構網品質和降噪指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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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鍵 

掃描時點擊電腦上的「空格鍵」 可以暫停或開始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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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產品外觀處的防撕標籤，一經撕毀，不予退貨！ 

 

 

 

Follow Revopoint 3D Technologies 

 

 

 

 

 

 

 

 

該文件會持續更新。  

如需最新版文件及軟體，請至官網 https://www.revopoint3d.com/download-2/  下載。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 support@revopoint3d.com  

https://www.revopoint3d.com/download-2/
mailto:%E8%AF%B7%E8%81%94%E7%B3%BBsupport@revopoint3d.com
mailto:%E8%AF%B7%E8%81%94%E7%B3%BBsupport@revopoint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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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中心 
如需任何説明，請登錄我司官網或論壇： 

 

 

 
 
 

聯繫我們 
電話（美國）： Toll-free +1 （888） 807-3339 

電話 （中國）： +86 18124196779 

在線客服： https://www.revopoint3d.com 

郵箱： customer@revopoint3d.com  

Skype： +1 323 892 0859 

 

 

 
 

我司客戶服務組提供 24 小時在線服務，如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聯繫！  

  

www.revopoint3d.com/support/ 
 

https://forum.revopoint3d.com/ 

https://www.revopoint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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