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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工作环境为 0℃至 40℃，根据电子元器件适用温度等级划分，不满足需要更高适应条件的军工级（-55℃
至 125℃）要求。请在满足使用场景的环境下合理使用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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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最新版的软件和资料，请登录我司官网

https://www.revopoint3d.com.cn/ 

https://www.revopoint3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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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况 

产品介绍                                                                             
Revopoint MINI 是一款高精度蓝光三维扫描仪，机身小，性能好，单帧重复精度达到 0.02mm，点距可达 
0.05mm，能够清晰呈现物体细节，媲美专业扫描仪。MINI 的扫描速度达 10 帧/秒，加上优异的算法，无论是在电

脑还是在手机上都能流畅扫描。在牙模扫描、珠宝设计、逆向工程、工业检测、手办和微缩模型制作等建模精度

要求较高的领域，MINI 可为三维建模节省 80%的时间与成本，深受设计师、工程师、创客、医疗和科研工作者们

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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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产品名称 3D 扫描仪 

产品型号 MINI 

采用技术 双目蓝光 

单帧重复精度* 0.02 mm 

单帧扫描范围 118 x 64 (mm) 

工作距离 100 ~ 200 (mm) 

最小扫描尺寸 10×10×10 (mm) 

帧率/扫描速度 10 fps 

点距 0.05 mm 

光源 一级蓝光 

拼接模式 特征拼接，标记点拼接 

是否有开关按钮 有 

可输出格式 PLY, OBJ, STL 

是否支持彩色扫描 支持 

特殊物体扫描注意事项 扫描透明物体，高反物体时，请使用扫描用显影剂或其他粉状

物。 

扫描环境 室内扫描 

扫描仪重量 160g 

扫描仪尺寸 120 ×38.5 × 25 (mm) 

输出数据是否可打印 可导出 3D 模型，直接用于 3D 打印； 

支持的系统 Windows 8\10 (64-bit), Android, iOS, MAC, Harmony 

Wi-Fi  5 GHz 

接口类型 Micro-B – Type-A USB  

备注 
[1]上述精度是在实验室标准环境采用标准测试方法得到，用户具

体使用环境有可能会影响精度。 
*不支持 Window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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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清单 
MINI 标准版  
 

 

①标定板；②三脚架；③MINI 扫描仪；④手机夹；⑤二合一数据线；⑥样品雕像； 
⑦拓展板；⑧迷你转台；⑨ USB 数据线（Type A）+ 转接头（Type A 转 Type C） 
 

MINI 全家福 
   

 

①手持稳定器；②标定板；③扫描仪支架；④MINI 三维扫描仪； 
⑤手机夹；⑥样品雕像；⑦双轴转台；⑧双轴转台电源线； 
⑨手机二合一数据线；⑩USB 数据线（Type A）+ 转接头  



MINI 三维扫描仪用户手册 

  此说明书最终解释权归革点科技所有  6 
 

硬件连接 

电脑连接  

 
 
 
 

手机无线连接方式 
无线连接中，默认模式为 Host 模式。默认模式下，手机可直接连接 MINI 三维扫描仪的 Wi-Fi。 
默认的 SSID 为：MINI-REVO-XXXXXXXX  
默认的密码为：Revopoint3d 
 
例如:  
如果 MINI 三维扫描仪的序列号（SN 码）是：A2210012A6F00A64。 
默认的 SSID 为：MINI-REVO-A2210012 
默认的密码为： Revopoint3d  

   

 
如何修改 SSID 和密码 
 
1. 有线连接 MINI 三维扫描仪至电脑； 
2.打开 Revo Scan 软件 —> 点击“关于” 按钮  --点击“设置”;  
3. 输入新的 SSID 和密码。 
 
⚠ SSID 名称，输入 1-32 个字符； 
       对于密码，输入 8-32 位数字、英文字母或标点符号的任意组合（无空格）。 

确保 MINI 扫描仪连接到电脑 USB 3.0 及

以上接口；如果是 USB 2.0 接口，会引起

供电不足，MINI 扫描仪反复掉线等问题。 

*屏幕分辨率：1920×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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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状态  

                                                                  

⚠ 不要长时间近距离盯着投射器前灯！详情参考 Standard Class 1。  

软件安装 
系统要求  

 

USB 模式及 Wi-Fi 模式一览表 
 Windows Android iOS/iPad Mac 

USB 模式 支持 支持 不支持 支持 
Wi-Fi 模式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软件安装  
我司提供三款软件，分别为: Revo Scan, Revo Studio 和 Revo Calibration， 以方便用户安装使用。 
其中 Revo Scan 是扫描软件，捕捉物体的点云数据，生成三维模型；Revo Studio 是后处理软件，对三维模型进行

剪切、补洞等后续处理；Revo Calibration 是检校软件，标定扫描仪的参数，确保扫描仪获得高质量的三维模型。 
 

 

 
此三款软件均可在我司官网 revopoint3d.com.cn/download-center-2/获取。 
 
⚠ 后续会相继提供 Revo Studio 和 Revo Calibration 的使用说明书，其相关内容不包含在本手册中，单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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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卓版本： ≥ Android 9.0 
运行内存：≥ 6G                              
*支持鸿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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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Pad Air with M1 chip；   
iPad: iPad 六代或更高版本机型； 
系统版本: ≥ iOS 13.0  

蓝色:启动 绿色: 正常作业 

https://www.revopoint3d.com.cn/download-cen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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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 Scan- 用户界面介绍 
本章主要介绍 Revo Scan 软件的用户界面。 

1. 主面板 

 

 
① 扫描: 包含预览，新建扫描和模型列表。预览界面显示扫描时将要展示的扫描内容. 新建扫描显示扫描

配置窗口（详见第 9 页）。 模型列表显示所有扫描的模型文件。  
 
② 指南: 显示官网软件下载位置及《用户手册》，《快速操作指南》及《高阶扫描教程》说明书。  
 
③ 支持: 包含在线服务，产品 FAQ ，我司论坛及客户反馈链接。使用在线服务，我司客户服务组可及时

响应用户的求助；客户反馈链接直达我司支持邮箱 support@revopoint3d.com , 用户可发送任何产

品相关的反馈。  
 
④ 偏好设置:        用户可指定语言和数据存储位置，以及计算机 GPU 的硬件加速渲染开关。 
 
⑤ 关于: 显示 扫描仪 SN 和软硬件版本信息， Wi-Fi 设置，用户还可在此页面报告错误。 
 
⑥ 状态栏: 显示扫描仪的连接状态，连接方式（USB or Wi-Fi）及扫描情况。  
 
⑦ 展示栏：          显示扫描、指南及支持等命令项目中的内容。 
 

mailto:support@revopoint3d.com


MINI 三维扫描仪用户手册 

9  此说明书最终解释权归革点科技所有 
 

2. 新建扫描 

 

 
① 名称: 显示要创建的模型的默认名称。 用户可根据需要重新命名。 
 
② 位置: 显示要保存的模型的文件位置。 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③ 是否导入已有模型: 打开该按钮并单击“浏览”可将 .PLY、.OBJ 或 .STL 格式的 3D 模型导入 Revo Scan 软件

继续扫描。  
 
④ 扫描偏好设置: 
 
精度: 快速扫描和高精度扫描  

快速扫描: 扫描速度更快，但此模式下的精度相对低于高精度扫描。 

高精度扫描: 可满足用户对更高精度点云数据抓取的需求。高精度模式下，三维模型精度高，但点云融合/构网/贴图的处

理时间会相对较长。 

 

扫描模式: 特征、标记点、深/黑色物体  
特征: 用于扫描雕塑等几何特征比较明显的物体。 
标记点: 用于扫描木板等平面或球、碗等对称类几何特征不明显的物体。用户可将标记点无规律地贴在扫描物体上或扫描物

体周围，帮助扫描对齐。扫描时，三维模型预览窗口应显现五个或更多标记（红点）方能确定标记点粘贴有效。  
深/黑色物体:  用于扫描黑色或深灰色的衣服、黑匣子等表面较暗的物体。但是，并非所有深色物体都可以成功扫描，像黑亮的皮

鞋，需要先对其高亮表面进行处理，使其变为漫反射表面再进行扫描。扫描时，相应调整 RGB 相机和深度图相机的

亮度。  
 

纹理贴图: 白模和彩色    
白模:  获得的三维模型仅有形状信息；  
彩色:  获得的三维模型既有形状信息又有颜色信息（如需彩色模型，请保存模型格式为.ply 或.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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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扫描界面 
点击“新建扫描”中的“确认”按钮后，页面跳转到扫描界面： 

 

 
① 名称:  展示“新建扫描”弹出窗口中指定的名称。 
 
② RGB 相机:  展示 RGB 相机捕获的图像。 

备注: “参考线”帮助定位要扫描的对象。 
 

③ Depth 相机:  展示捕获的三维点云数据。  
备注：“消除平面”移除扫描预览框内无关的平面，像转台，桌面或地板等。扫描需要与

否，请酌情处理。  
 

④ 三维模型预览窗口:  展示扫描的模型。可通过鼠标拖拽放大或缩小该区域模型（按住鼠标左键可旋转模型，

转动鼠标滑轮放大/缩小模型）。 
⑤ 工具栏： 

  图标:  将模型重置为三维模型预览区域中的默认位置。  
图标: 在预览框内显示或隐藏物体背景。 
图标: 查看白模或彩色点云数据。 

备注：如果选择“白模”扫描，点云 RGB 预览图标为锁定状态( )。   
 

⑥ 扫描距离:        太近，最佳，较好，太远；扫描距离在“极佳”进行扫描时，输出的模型效果最好。扫描时，根

据距离提示进行距离调整。同等条件下，距离越近，精度越高。 
 
⑦ 亮度调整: 可手动调节亮度（小太阳图标 ) 至最佳效果。调节亮度时，推荐先“自动”再“手动”。扫描

时，请将选项调节至“手动”位置，以防扫描过程中亮度反复变换，影响扫描效果。  
 
⑧ 倒计时：  显示点击“开始”后，距正式开始扫描剩余的时间（默认值为 3 秒）。 
 
⑨ 功能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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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始或暂停扫描。 
: 完成当前项目扫描。弹出框内会显示完成扫描或重新扫描选项；此外用户还能选择是否在完成扫描后立

即进行补洞。详见作业流程章节。 
 和 : 撤销或取消撤销扫描的多帧数据。 
构网 : 将扫描的点云生成三维面片数据。  

如选择“白模”扫描，则模型仅有点云及构网信息； 
若选择“彩色”扫描，还可进行“贴图”，模型除点云数据及构网信息外，还包含各个点云的颜色信

息。 
贴图 :  贴图后，模型数据会包含扫描物体的颜色纹理信息。 
导出 :  导出扫描的三维模型并保存。 

 
⚠ “保存自定义场景”的文字图标可用来 保存“新建”项目和实际扫描中的参数设置。  

4. 模型列表 

 

 

① 模型预览区域: 包含所有扫描的模型，扫描时间及模型处理状态等条目。 
图标  表示该彩色模型已完成扫描点云融合，并未构网和贴图； 
图标  表示该白模模型已完成扫描点云融合并构网； 

图标  表示该彩色模型已完成点云融合和构网，尚未进行贴图； 

图标  表示该彩色模型已完成点云融合，构网且完成了贴图；  

图标 ：用户可由此对模型进行操作（如打开模型，重新命名，删除或导出模型）。   
 

② 导入模型:  将模型导入模型列表。 
 
③ 缩略图: 显示模型预览区域①内选中模型的缩略图。 
 
④ 项目详情: 显示扫描模型的信息。  
 
⑤ 批处理: 一次选中多个模型，批量进行后处理（如点云融合，构网和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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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 Scan – 扫描流程 
双击打开“Revo Scan”软件---> 确认设备已连接 ---> 点击“新建”选择精度、扫描模式和纹理贴图--->调节距离为

“最佳”---> 调节 RGB 相机和深度图相机的亮度（先“自动”再“手动”）---> 开始/暂停扫描---> 完成扫描或重新

开始扫描---> 点云融合---> 构网 ---> 纹理贴图（仅适用于彩色扫描） ---> 导出三维模型   
 

 

双击打开“Revo Scan”软件 

确认设备已连接 

点击“新建”选择精度、扫描模式和纹理贴图 

调节距离为“最佳” 

调节 RGB 相机和深度图相机的亮度（先“自动”再“手动”） 

开始/暂停扫描 

点云融合 

构网 

纹理贴图（仅适用于彩色扫描） 

导出三维模型 
 

完成扫描或重新开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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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设备已连接 
软件打开后，请确认设备连接状态： 
如果设备成功连接，状态栏左下角会显示：设备已连接。否则，请检查设备连接情况。 

 

点击“新建扫描” 选择扫描精度、模式和纹理贴图 
设备连接成功后，即可新建项目扫描。用户可根据第二部分软件 UI 界面介绍中的“新建扫描”（详见第 9 页）选

择需要的精度，扫描模式和纹理贴图。 

 

确认扫描距离为“最佳” 
选择精度、扫描模式和纹理贴图后，按“确认”按钮进入扫描页面。 三维模型预览窗口的顶部区域为距离栏。扫

描前，移动物体或 MINI 扫描仪，确保距离为“最佳”；扫描过程中保持距离不变。如果需要更高精度，请拉近

MINI 扫描仪和扫描物体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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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RGB 相机和深度相机的亮度  
调节 RGB 相机和深度图相机预览框下的小太阳图标  （手机版本的亮度调节图标为小齿轮 ）至合适值，避免

过度曝光或曝光不足。调参时，推荐先点“自动”再点“手动”；扫描时，选中“手动”，以免亮度不断变化，影

响扫描效果。 
 

 

 
备注:  

曝光不足 (模型蓝色) 曝光适度 曝光过度 ( 模型红色) 

                    

 

开始或暂停扫描  
点击 / 开始扫描或暂停扫描。该按钮上方的数为扫描倒计时数值，可按需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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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过程中，确保深度图预览框内有足够的点云，扫描距离保持在“最佳”位置。手持扫描时，缓慢稳定地移动

扫描仪，并保持扫描距离相对固定。已扫描过的区域显示为蓝色，当前正在扫描区域显示为绿色。 
 

 

完成/重新扫描 
点击“停止”按钮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完成扫描” 并融合点云；或选择“重新扫描”返回预览界面（详见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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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点击“完成扫描”，点云会自动融合；融合之后，如果模型有数据未捕获到，可继续点击“开始”按钮进

行扫描；否则可继续进行构网处理。 
 

 

  
如果下列弹出窗口中的“立即融合生成点云”按钮未被激活，可手动操作进行点云融合，如此可对点距进行相应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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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距越小，模型细节越多，处理时间越长，模型效果越好。MINI 扫描仪能达到的最小点距为 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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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网  
点击“构网”图标 ，扫描的点云数据会立即生成三维面片数据。  
 

 

 
在左侧下拉按钮处，可对“构网质量”，“降噪”及“补洞”与否进行调节。 
“构网质量”数值越高，模型细节越多，处理的时间也会越长； 
“降噪”数值越高，模型表面越平滑，模型越失真； 
“补洞”功能仅针对较小孔洞，如果模型表面孔洞较大，则不建议使用“补洞”功能。 
 

 

贴图 
贴图功能仅支持彩色纹理扫描模式。（详见第 9 页“新建扫描”部分） 
点击“贴图”按钮 ，扫描的模型数据会包含物体的色彩纹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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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点击“导出” 按钮 导出三维模型。  
支持的文件格式有三种：.ply, .obj 和.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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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文件名称 

如果文件保存为 PLY.，其他相应文件为： 
NAME.ply (Point Cloud) 
NAME_mesh.ply (Mesh no color) 
NAME_mesh_tex.ply (Mesh with color) 
NAME_mesh_tex.jpg (Texture color image) 
 
如果文件保存为 STL.，其他相应文件为： 
NAME.ply (Point Cloud) * 
NAME_mesh.stl (Mesh no color) ** 
*Point clouds are saved in the PLY file format, because STL does not support point clouds  
****彩色模型没有 stl.文件。 
 
Save the 3D model (with Color/Texture) as an .STL file:  
Revo Scan does not support color scans in the .STL file format, so they are saved as .PLY. 
 
如果文件保存为 OBJ.，其他相应文件为:  
NAME.obj (Point Cloud) 
NAME_mesh.obj (Mesh no color) 
NAME_mesh_tex.obj (Mesh with color) 
NAME_mesh_tex.mtl 
NAME_mesh_tex.jpg (Texture color image) 
 
NOTE: NAME_mesh_tex.obj 文件，NAME_mesh_tex.mtl 文件和 NAME_mesh_tex.jpg 文件共同组成一个彩色的 3D
模型。   
 



MINI 三维扫描仪用户手册 

21  此说明书最终解释权归革点科技所有 
 

扫描技巧 

跟踪丢失  

扫描时，如果页面出现“跟踪丢失”的提示，请将 POP 移至扫过的（蓝色区域）且特征比较明显的区域，静止几

秒重新对齐。当稳定出现绿色帧时，即可继续扫描。 

点云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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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点云较少”提示，检查 POP 与扫描物体间的距离是否太近或太远，调整到合适距离后再进行扫描。 

检测到平面  

出现上述提示时，表示扫描物体表面几何特征不明显，无法抓取足够的点云数据。 
若想扫描该物体，需要在物体表面粘贴标记点。且粘完标记点扫描时，需选择标记点扫描模式（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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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退/恢复   
如果扫描过程中出现点云拼接错误，可以反复点击“回退” 撤销拼接错误的帧至正确的为止。如果误删正确

拼接的数据，可以点击“恢复”  找回。  

 

继续扫描 
有两种继续扫描操作方式： 
 

1. 点云融合后继续扫描 
点云融合后，可点击“开始” 按钮继续扫描。如果电脑或手机内存有限，或者扫描物体较大，可在点云融合后

继续扫描。如有需要，该步骤可重复进行，直至修复至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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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入扫描的模型继续扫描 
 

如果扫描的模型不完整，缺失所需的点云数据，可将模型导入 Revo Scan 中，继续扫描，补充其数据。详见下图： 

 

批量操作  
"批量操作" 是将相同的设置应用到多个选定的三维模型上。“处理”会依次对模型进行点云融合，构网和贴图。 
如果选择“速度优先”，模型处理会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如果选择“精度优先”，模型处理时会优先确保模型的精度； 
如果选择“自定义”模式，用户可按需调整点距，构网质量和降噪指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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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键 
扫描时点击电脑上的“空格键”，可以暂停或开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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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产品外观处的防撕标签，一经撕毁，不予退货！ 

 
 
 
 
 
 

关注我们 
 

官方微信公众号                                    官方 B 站账号 

               
 

 

 

 

 

 

 

 

 
该文件会持续更新。 
如需最新版文件及软件，请去我司官网 revopoint3d.com.cn/download-center-2/下载。 
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support@revopoint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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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中心 
 
 

如需任何帮助，请登录我司官网： 
 

 

 
 
 
 
 

联系我们 
 

客户服务: 181 2418 6779                     
                    0755-8670 5254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9:30-19:00) 
 
 
销售: sales@revopoint3d.com 
销售电话：400-168-1992 
 
 
市场与公关：pr.cn@revopoint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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