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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运营商在寻找 NDT 服务公司时非常看重
无损检测服务的技术和质量。所选择的技术不
仅要以高精度高效地执行检测，而且还必须用
可靠的诊断结果和值得信赖的深入分析过程来
记录管道状况。

Creaform 拥有十分可靠的 3D 扫描技术解
决方案，可完成腐蚀、凹痕（机械损伤）
和褶皱分析。通过 Creaform 3D 扫描仪与 
Pipecheck 软件这一组合，服务公司能够帮
助管道运营商得以严守预算和进度安排， 
同时最重要的是，使管道运营商能够确保管道
的完整性和公共安全。

这一独特的 3D 扫描技术和创新软件解决方案
领先现行标准和法规，可在现场快速部署，并
提供独立于用户的结果、多功能几何分析、简
单报告以及内外表面的完整三维视图，将服务
质量提升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CREAFORM 3D 扫描仪与  
PIPECHECK 软件组合套装 
成熟技术提供优质服务

咨询我们的专家

https://utm.io/ud15T


真正意义上的便携式 
计量级 3D 扫描仪 
作为便携式计量级 3D 扫描仪中的典范，HandySCAN 3D 可在
各种工作条件下（无论是在阳光直射下还是在恶劣环境中）
提供准确且可重复的测量结果。服务公司不仅可以充分信赖 
HandySCAN 3D 的可靠数据，还可以依靠它的速度来快速且高
效地进行测量、获取结果并完成检测工作。

Creaform 的旗舰计量级扫描仪具有独
特的高分辨率 3D 扫描能力，这对于
获取深入分析和令人信服的诊断结果
至关重要。HandySCAN 3D 是您精确
检测大直径管道的材料损耗和机械损
伤的理想解决方案。

快速且简便的  
3D 扫描体验
Go!SCAN 3D 为 NDT 技术人员提供了非常快速且方便操作的 
3D 扫描 体验，使他们能够对弯曲、半径、褶皱、椭圆度等
不同类型的管道损伤进行评估。测量腐蚀所需的目
标 点 更 少 ， 从 而 加 快 了 设 置 时 间 和 现 场 部
署。Go!SCAN 3D 缩短了服务公司在
沟渠中花费的时间，帮助他们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

CREAFORM 3D 扫描仪 
两套满足您需求的解决方案

Pipecheck 软件与 Go!SCAN SPARK 相结合，现在支持 3D 网格
的纹理和颜色。部件表面上的关键信息，如表面光洁度、绘图参
照物和涂层状况，现在可以在 Pipecheck 软件中直观地看到。利
用这个方便的新功能，将您的管道分析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向客户传达您的检测结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简单。

向客户传达您的检测结果从
未如此简单

咨询我们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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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辨率捕捉所有腐蚀区域
• 快速采集表面，提高效率
• 改善了对点蚀等小特征的扫描性能

• 快速、独立于用户的 360°测量
• 在一次采集中同时扫描多个褶皱 

• 高分辨率结构化网格文件，增强分析能力
• 在任何条件下均可快速完成测量

• 使用真实管道几何形状进行特征检测
• 自动应用交互规则
• 预估爆破压力计算
• 焊缝和障碍物附近的增强虚拟深度尺功能

• 波纹的峰谷深度
• 波长
• 周长
• 直径限制

• 自动最大深度检测
• 使用直尺和管道卡钳进行深度测量
• 基于应变的分析
• 肩部可用

• Excel 报告包含最坏情况配置文件和预测故障路径
• 可导出为 CSV，供进一步分析
• 可导出网格
• 可自定义通过/失败标准
• 使用快照工具进行 3D 报告

• Excel 报告，包含褶皱分析的所有标准信息

• 横截面（轴向和周向）详细信息
• CSV 深度网格导出
• 可导出网格
• 为椭圆度测量提供 Excel 报告（使用卡钳测量直径）

PIPECHECK 解决方案 
管道完整性管理项目中各阶段的得力助手 

腐蚀软件模块

Pipecheck 腐蚀软件模块提供了快速的
表面采集和可靠的数据处理能力，可在
现场即刻生成结果报告。与传统的测量
方法不同，Pipecheck 能够同时测量内
部腐蚀（通过超声波探伤或内部 3D 扫描 
<如可行>）和外部腐蚀（通过 3D 扫
描），获得完整的 3D 损伤图像，从而进
行更详细、更深入的分析。

符合 ASME 标准：B31.G，B31.G 修改
版，有效面积 

高级功能
机械损伤腐蚀评估

从机械损伤变形中提取材料损失深度值已
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Pipecheck 
软件解决方案是市面上通过提供技术成熟
且久经验证的工具来提取机械损伤中的腐
蚀深度数据的理想解决方案。 

ILI 关联工具

Pipecheck 可将深度尺数据与来自 3D 扫
描仪的管道表面数据和/或导入的 超声波
探伤 (UT) 数据进行对比，以此监控线上
检测 (ILI) 性能水平。相关用户界面已经
过优化，只需单击鼠标即可进行深度、
长度、宽度的比较。然而，管道运营商
积累的分析数据越多，精度越高。ILI 关
联工具能够帮助更精准地确定实际需要
挖掘的地域，从而减少直接评估和维修
所需的挖掘量。 

压力容器 - 大直径

Pipecheck 支持对直径达 152 m 的圆柱
体进行检测，这使检测小组能够评估大型
圆柱形部件，如压力容器和蒸馏塔。利
用 Pipecheck 的所有优点，包括虚拟深
度尺，可以评估任何尺寸和直径的部件。

多分辨率能力

Pipecheck 支持在一次扫描中使用多个分
辨率水平。多分辨率功能允许用户在数据
采集期间提高特定损坏区域的分辨率。用
户甚至可以在扫描其余没有损坏的区域时
降低采集分辨率。这样，就可以更容易地
进行更大规模的扫描，而不影响重要部位
的分辨率。此外，多分辨率功能在得到适
当的优化后，可以提高采集速度，减少文
件大小，以获得更好的整体用户体验。褶皱分析

Pipecheck 的褶皱分析模块经过编程，可
以计算波纹从波峰到波谷的深度以及波
长、周长和直径限制，提高了管道检测
分析和报告的质量。

凹痕（机械损伤） 

Pipecheck 凹痕软件模块提供了令人满意
的测量质量和高级分析功能，有助于在
需要维修时做出决策。Pipecheck 的关键
功能，如自动检测最大深度，是传统测
量方法难以触及的领域。

符合 ASME 标准：B31.8R，应变分析

报告分析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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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为专业级应用提供具备高精度、易操作、便携性和真正快速测量特性的创新技术。

HandySCAN BLACKTM HandySCAN BLACKTMlElite Go!SCAN SPARKTM

重量 0.94 kg 1.25 kg

尺寸（长 x 宽 x 高） 79 x 142 x 288 mm 89 x 114 x 346 mm

测量速率 800,000 次测量/秒 1,300,000 次测量/秒 1,500,000 次测量/秒

扫描区域 310 x 350 mm 390 x 390 mm

光源 7 条蓝色激光十字线 11 条蓝色激光十字线 
（外加 +1 条直线） 白光（99条）

激光类别 2M（人眼安全） 不适用

测量分辨率 0.025 mm 0.100 mm

网格分辨率 0.100 mm 0.200 mm

精度 (1) 0.035 mm 0.025 mm 高达 0.050 mm

体积精度(2) 
（基于部件尺寸） 0.020 mm + 0.060 mm/m 0.020 mm + 0.040 mm/m 0.050 mm + 0.150 mm/m

体积精度 
采用 MaxSHOT Next™ l Elite (3) 0.020 mm + 0.015 mm/m 0.050 mm + 0.015 mm/m

基准距 300 mm 400 mm

景深 250 mm 450 mm

部件尺寸范围（推荐） 0.05–4 m 0.1–4 m

软件 Pipecheck

(1) HandySCAN BLACK 和 HandySCAN BLACKΙElite（ISO 17025 认证）：基于 VDI/VDE 2634 第 3 部分标准。基于可追踪球体直径测量数据对探测误差性能进行评估。 
Go!SCAN SPARK：校准球体的标准件直径测量的典型值。

(2) HandySCAN BLACK 和 HandySCAN BLACKΙElite（ISO 17025 认证）：基于 VDI/VDE 2634 第 3 部分标准。在工作范围内借助可追踪长度标准件从不同位置和方向进行测量，来评估球体间距误差。  
Go!SCAN SPARK：采用定位目标点或充分呈现几何形状/颜色纹理的物体进行定位。采用定位目标点借助可追踪长度标准件来评估性能。

(3) HandySCAN BLACK 和 HandySCAN BLACKΙElite（ISO 17025 认证）：使用 MaxSHOT 3D 时，系统的体积精度不可高于所选型号的默认精度。  
Go!SCAN SPARK：使用 MaxSHOT 3D 时，系统的体积精度不可高于默认精度。

授权经销商

Pipecheck, HandySCAN 3D, HandySCAN BLACK, HandySCAN BLACKlElite, Go!SCAN SPARK, MaxSHOT NextlElite 及其各自
标识均为 Creaform 有限公司的商标。 © Creaform inc. 2022。保留所有权利。V2

形创.中国 Creaform Shanghai Ltd.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东三路526号1幢2层A1、A4部位 
邮编: 200131
电话: +86 21 60905288 | 传真: +86 21 60905286

creaform.info.china@ametek.com | creaform3d.com

附件

CREAFORM 便携式工作站

这款多功能运输箱采用坚固耐用的
设计和适合多种地形的滚轮，可转
换为一个方便的便携式工作站，专
为优化现场效率而设计。

3D 扫描仪外接电池

它的续航时间长达 8 小时，方便
在没有电源的地方进行数据采集。
当外接电池与 HandySCAN 3D 或 
GO!SCAN 3D 结合使用时，您可以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方便地进入狭
窄空间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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