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STUDIO MAX
高端的工业 CT 软件

VGSTUDIO MAX

用于 CT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的高端软件
凭借 VGSTUDIO MAX，您可以在从设计到批量生产的整个过程中细致地观察产品内部全貌，这是
高质量的保障。
您能够监督生产流程中的每个步骤，完全不受地点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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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Graphics
制造更好的产品

选择 Volume Graphics 软件，您即可依赖 20 余年的无损检测软件研发经验。
如今已有众多汽车工
业、航空航天工业与电子工业的客户选择 Volume Graphics 软件进行产品研发与生产环节的质量
控制。
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了 Volume Graphics 软件。
自2020年起，Volume Graphics隶属于Hexagon。
Hexagon 是传感器、软件和自主解决方案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
欲了解更多关于Hexagon（斯德哥尔摩纳斯达克：HEXA B）的信息，请访问 hexagon.
com 并关注我们 @HexagonAB。

Frost & Sullivan 这家举世闻名的市场调研与咨询公司将 Volume Graphics 评定为 CT 软件业
的市场领先企业。
2017 年，VG 软件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80%。
凭借着“强大的整体性能”、
“凭一己之力持续推动了 CT 系统市场的发展”
，以及“透彻地理解终端用户的需求”这些特
质，Volume Graphics 荣获 2018 年的 Frost & Sullivan 市场领先奖。
*

全球工业与科学界的 用户都了解 Volume Graphics 软件给他们带来的决定性优势：它能够可靠地
观测到产品的内部，从而帮助客户制造更好的产品。
成为我们的客户吧。

2018
GLOBAL INDUSTRIAL
COMPUTED TOMOGRAPHY SOFTWARE
MARKET LEADERSHIP AWARD

* 来源：Frost & Sullivan 奖的报道
www.volumegraphics.com/en/fr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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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靠 VGSTUDIO MAX 软件即能满足您的所有要求。

拥有 VGSTUDIO MAX，
轻松获得精确可靠的结果。

您的产品对于质量有着复杂而苛刻的要求。
VGSTUDIO
MAX 的工具为您提供可靠的结果。
您可以此为依据作出
正确的决定，从而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无论您使用的是
包罗万象的 CT 技术还是其它的 3D 数据格式（例如点
云、网格与 CAD）
，一套 VGSTUDIO MAX 软件即可满足
您针对度量、缺陷探测与评估、材料属性或模拟方面的
全部需求。
其中所有的分析、模拟与可视化工具都能够
完美地融入您的数字式工作流程。

快速且轻松地获得结果——而且准确度令人惊叹。
度
量算法已通过了 PTB（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与
NIST（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测试。
* 不仅如
此，VGSTUDIO MAX 可以测定已扫描对象的表面，包括
其中最不起眼的细节（精确到亚体素）。

* 获得 PTB 和 NIST 认证：本软件包含了 Volume Graphics Metrology Kernel VGMK 3.2.0 140356，其不仅分别通过了“Evaluation software based
on least-squares method for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s”
（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坐标测量仪评估软件）的 PTB（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测试
和“Evaluation software based on minimum-zone method for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s”
（基于最小区域法的坐标测量仪评估软件）的 PTB 测
试，而且还通过了 NIST（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Algorithm Test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 for Coordinate Measuring Systems”
（坐标测量系统的
算法测试和评估程序）的验证。
测试结果均在 Windows（64 位）操作系统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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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率的工具

您可以立刻运用 VGSTUDIO MAX 给出的各项结果，包
括清晰有深度的图像与内容全面的报告。
它能用来观测
各式各样的对象，即使是较大的数据集也不在话下。
当
需要重复执行任务时，您可以运用强大的自动化功能来
加快作业速度。
轻松复制各种分析，使您分析对象的周
期性结构变得轻而易举。
分享您的结果，无需费时费力地转换格式：每个人都能
用免费的 myVGL 查看软件打开 .vgl 格式的文件。
.vgl
是工业 CT 界广泛使用的标准 3D 数据交换格式。

放心地使用

选择了 VGSTUDIO MAX 以后，您就可以放心地使用，
因为我们的技术专家团队深刻地了解您要执行的任务。
我们的服务始于您购买之前。
销售专员会帮助您选配您
的 VGSTUDIO MAX；我们的顾问会专门评估您面临的
挑战，并在购买之后长期跟进；选择我们的升级/服务，
即可随时更新您的软件；我们专业的技术专家团队会在
短时间内回答您的提问；此外还有 VG 学院提供的各类
培训课程帮助您熟练运用 VGSTUDIO MAX。

面向未来的设计

无论是在实验室阶段、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在从实验室
到生产的过渡期间，VGSTUDIO MAX 都能够实现无缝
衔接的操作。
它所拥有的全面的功能是基于深入了解您
当前和未来在 CT 数据分析领域的需求。
凭借其模块式的设计，VGSTUDIO MAX 随着您的需要
不断地发展。
一步一个脚印。
无论您使用的是哪种 CT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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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要求多么细致地观察您的产品，您都可
以借助 VGSTUDIO MAX 的各种配置选项来达
到您的目的。
*

基本版

基本版是您的起点。
它具备有创新意义的测量
量具、用于目视检验的可视化功能，以及众多
报告与演示功能。

附加模块

有众多用于材料分析、几何分析、模拟与 CT 重
建的模块供您选择。
如果您的需求进一步增
长，VGSTUDIO MAX 也会随之作出调整。

软件套装与软件包

为了方便您的选购，VGSTUDIO MAX 提供预
配置的软件套装，适用于大多数常见的应用
领域。
软件套装组合包含了一份 VGSTUDIO
MAX 许可证，经过选择的附加模块，以及为
期一年的升级/服务。
如果您已经拥有了一份
VGSTUDIO MAX 许可证，那么您可以为您的
VGSTUDIO MAX 添加一套预配置的软件包。
软件包内含有经过选择的多个附加模块，以及
为期一年的升级/服务。
第 28 与 29 页有完整
的概览。

不断进步

VGSTUDIO MAX 定期推出新功能，从而不断
完善。
选择了我们的升级/服务，您即可紧跟工
业 CT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的发展步伐，并享受
相较于常规升级更为便宜的价格。
*根据平台的不同，不同操作系统的功能
范围有所不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我们不断更新的产品信息页面：https://
www.volumegraphics.com/cn/assistance/
product-inform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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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材料
分析
的
附
加
模
块

拥有 VGSTUDIO MAX，
一切都不是问题
扩展版孔隙/夹杂物分析模块 ，
根据 P202 与 P201 标准，执行
缺陷分析。
更多内容在第 22 页

纤维复合材料分析模块，计算
纤维方向和复合材料的其它相
关参数。
更多内容在第 23 页

泡状/粉末结构分析模块，测定
多孔泡沫与过滤材料中的泡
状结构。
更多内容在第 24 页

数字体积相关计算模块，用于量化
初始体积与变形体积之间的位移。
更多内容在第 25 页

 积网格计算模块，用于将
体
CT 数据转化为网格，随后在
模拟中使用。
更多内容在第 27 页

 构力学模拟模块，直接在
结
CT 数据上模拟机械应力。
更多内容在第 28 页

用
于
模

拟

的

附

加模
块

孔隙/夹杂物分析模块，对铸件
进行无损缺陷检测，包括预测孔
切口。
更多内容在第 21 页

坐标测量模块，即使是在组件上
最难接触到的表面上也能够执
行测量。
更多内容在第 14 页
CAD 导入模块，用于导入原始
CAD 文件，例如 CATIA V5 与
Creo/Pro/ENGINEER。
更多内容在第 16 页

分
几何
用于

CAD 导入（包含 PMI）模块，能够
另行导入产品制造信息（PMI）。
更多内容在第 16 页

加模块
析的附

 计件/实物比较模块，使用
设
CAD、网格或其它体素数据，对制
造出的部件进行比较。
更多内容在第 17 页

基本版

壁厚分析模块，找出壁厚或间隙
宽度不足或过量的区域。
更多内容在第 17 页

制造几何修正模块，是用来对注
塑件模具、铸件模具与 3D 打印
几何形状进行修正的理想工具。
更多内容在第 18 页

逆向工程模块，用于将 CT 扫描转换
为可用于 CAD 系统中的 CAD 模型。
更多内容在第 19 页

传递现象模拟模块，可以在诸如
多孔材料或复合材料上模拟液
体、电流或热流的流动与扩散。
更多内容在第 29 页

CT 重建模块，使用 CT 扫描仪
拍摄的图像，重建三维体积数
据集。
更多内容在第 12 页

建
CT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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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

球度

直径

与表面的距离

使用活跃栏，快速在各种用颜色编码显示的分析结果参数之间切换。

基本版

这是您踏入 Volume Graphics 世界的起点。
用户界面

> 昏暗主题 适用于处理灰度值图像
> 明亮主题 适用于执行测量任务
> 3D 旋转选项 改善可用性

数据完整性和安全性

> 保护原始数据 免受意外变化或篡改
> 检测是否同时访问 同一个项目文件
> 将所有的文件、文件夹和源数据 合并成一个文件

* 可能需要附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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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栏

> 快捷地在各种用颜色编码显示的分析结果参数之间
切换。
*
> 在可视化某一缺陷时，可以通过点击鼠标，在缺陷的
体积与直径之间切换。

量具

> 用于简易地测量距离、灰度值和角度
> 支持各种宏和模板
> 支持公差

基本版

瓶颈的圆柱形表面已经展开，成为了一张“展平的”切片图像。

可处理弯曲结构

> 展开对象，然后将切片图逐一卷入对象。
>将
 弯曲的表面调平，分割已经调平的表面，再将被分割
的面重新转移到弯曲的表面上。
>组
 合连续的切片，将它们组合成单张 2D 视图。
这样一
来，这些切片图上的所有信息就一目了然。

书签

> 将 3D 和 2D 视图、裁剪、选中的坐标系与渲染设置另
存为书签。
> 导出和导入书签，即使是宏里的书签。
> 将书签应用于各种不同的数据集。
> 在报告里包含书签视图。

支持的 3D 格式

> 可以处理原始的体素、点云、网格与 CAD 数据。
> 测量不确定度更小，因为针对每一种支持的数据类型
（体素、CAD、网格与点云数据）都优化了几何元素拟
合。
*
> 在导入过程中修补并优化损坏的 CAD 与网格数据。
> 将 CAD 或网格数据转化为体素，将体素转化为网格，
或者将点云转化为网格。
> 在 CAD 或网格数据上创建感兴趣区（ROI）
，然后将它
们用于设计件/实物比较与壁厚分析。
*
> 正式开始 CT 扫描之前，在 CAD 模型上创建 ROI 模
板，然后搭配各种评估模板，自动且快速地执行几何
检测任务。
*
> 一并导入网格的纹理与点云的颜色，给对象进行归档
与视觉分析时更有意义。

* 可能需要附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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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版

在体素数据上进行数学计算

组合分析

动画选项

评估

> 加、减与平均体素数据集。
> 例如：将使用不同技术扫描过的多个数据集组合成一
个有意义的数据集。
> 从多次扫描的平均值中创建一个“黄金”表面。

> 创建高质量渲染。
>“对象分解器”以动画形式展现被分割的对象的分
解图。
> 在影片中，通过画中画可以看到相应切片图在 3D 模
型中的确切位置。

分割工具

> 使用手动选择和绘制工具以及半自动工具，将数据集
分割成多个单独的部分（感兴趣区，或称为 ROI）
，每
个部分可能包含不同的组件、材料等。
> 分割采用亚体素级精确度，进一步提升准确程度。
> 将 CAD 模型作为起始轮廓，用于（局部）自适应表面
测定，并轻松地生成精确的表面，尤其是含有多种材
料的对象。
*
> 从裁剪对象中创建 ROI。
> 仅针对个别 ROI 进行分析与可视化。
> 使用具有阈值上限与阈值下限的绘制工具，轻易地对
具有不同灰度值的数据集进行分割。
> 利用包络 ROI 专门分析近表面性质。

分析

> 基于 ASTM E 1695 标准创建数据质量分析，持续监
控 CT 扫描质量。
> 文字识别功能，读取对象识别符，如 CT 扫描中的腔体
标示。

> 组合连续的分析结果。
**
> 组合多项分析，例如：将壁厚分析与孔隙/夹杂物分
析组合，根据某一缺陷相对于局部壁厚的大小，将其
归类。

> 将各种全面的检测计划另存为评估计划，用来半自动
或全自动式检测各种零件。
> 结合各种不同的分析结果，借此作出结论性的“合格/
不合格”判定。
> 将 VGSTUDIO MAX 生成的评估用于 VGinLINE 中的
序列检验。

归档与导出

> 以常用的文件格式导出图像（在 3D 与 2D 窗口中用
颜色编码显示）、直方图与数据表，以便在其它应用程
序中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 将所有的分析结果导出到标准化文件夹内，并具有标
准的文件结构。
> 搭配 Microsoft Excel，创建全面且完全可以自定义的
测试报告（这一功能要求安装 Microsoft Excel）。
> 保存切片图像时，通过画中画可以看到相应的切片图
在 3D 模型中的确切位置。
> 生成与对象相关的所有分析的报告。
> 定义各种规则，VGSTUDIO MAX 将按照这些规则来
生成图像或注解，例如：生成所有超出一定尺寸的缺
陷的图片。
*
> 通过广泛应用的 Q-DAS 数据交换格式，将测量和分
析的结果导出到第三方质量管理软件或数据进程控
制软件中。

宏和模板

> 使用各种宏和模板自动分析单个数据集或一组数
据集。
**
> 如同搭积木一般组合各种宏，并在各种情境中灵活地
使用它们。
> 使用通过 VGSTUDIO MAX 创建的各种宏、模板与检
测计划，在 VGinLINE 中实现自动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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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坐标测量模块。
可能需要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用于 CT 重建的附加模块
为您的扫描仪提供最合适的算法，让您充分利用扫描
结果：由 Volume Graphics 提供的、用于 CT 重建的附
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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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 重建模块可以与您的日常工作流程无缝衔接。

CT 重建模块

> 快速而精准地将 CT 扫描仪拍摄的图像计算为 3D 体
积数据集。
随后，VGSTUDIO MAX 可以分析这些体
积数据集并将之可视化。
> 支持锥束、扇束、平行束、平面与螺线（螺旋）CT。
> 借助视场扩展，重建大型零件。
> 具有强大的自动扫描几何修正（例如探测器移位与旋
转轴倾斜）功能。
> 支持 FDK（Feldkamp, Davis and Kress ）和 ART（代数
重建算法）
，进行图像重建。

* 弗劳恩霍夫 X 射线技术研发中心（Fraunhofer EZRT）
12

> 使用标准的 Volume Graphics 射束硬化修正，或者（可
选的）迭代伪影减少（IAR）*，改善图像质量。
> 减少金属与环形伪影。
> 提供切片预览图和体积预览图，便于更快地评估 CT
测量。
> 整合了 OpenCL，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 GPU 来加快
计算速度。
> 支持自动导入多种 CT 系统的参数。
> 重建可以限于具有任意形状的多个感兴趣区域（ROI）。

附加模块

用于几何分析的附加模块
几何分析,评估哪怕是最复杂的外部与内部几何形状：
由 Volume Graphics 提供的、用于几何分析的附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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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地将常规测量计划应用于体素数据。

坐标测量模块

> 即使是在组件上最难接触到的表面上也能够进行
测量。
> 测量体素、点云、网格与 CAD 数据。
> GD&T 功能（按照 DIN EN ISO 1101 的规定执行）。
> 针对体素、CAD 和网格数据优化了几何元素拟合。
> 可附带边界条件对齐，例如：对象仅围绕一根轴进行
旋转，而锁定其它轴。
> 在解决特别复杂的对齐任务时，各种对齐技术（例如
3-2-1 对齐）可以允许出现偏移和随后的旋转。
> 在基于特征的对齐模式下，将样品某一部分的扫描与
整个零件的 CAD 模型对齐。

> 启用对齐结果公差，从而确定它们的质量。
> 自动选择要拟合的几何元素类型。
> 自动化生成基准系统。
> 创建共同基准。
> 线条与表面轮廓公差。
> 用几何元素构建。
> 提取拟合点最小/最大值。
> 数以千计自动生成的拟合点，从而减少测量的不
确定性。
> 在 CAD 数据、CT 扫描或网格数据上准备检测计划。
> 保存为简洁的 .mvgl 文件，用于 VGMETROLOGY ES。

VGSTUDIO MAX 中的 Volume Graphics Metrology Kernel 已经通过了 PTB
（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与 NIST（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测试。
*

* 获得 PTB 和 NIST 认证：本软件包含了 Volume Graphics Metrology Kernel VGMK 3.2.0 140356，其不仅分别通过了“Evaluation software based
on least-squares method for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s”
（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坐标测量仪评估软件）的 PTB（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测试
和“Evaluation software based on minimum-zone method for coordinate measuring machines”
（基于最小区域法的坐标测量仪评估软件）的 PTB 测
试，而且还通过了 NIST（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Algorithm Testing and Evaluation Program for Coordinate Measuring Systems”
（坐标测量系统的算法测试和评估程序）的验证。
测试结果均在 Windows（64 位）操作系统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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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空气

表面

材料

材料和空气之间的部分即为表面。
表面通常由单个灰度值定义。
然而在使用高级表面测定时，软件会根据周围体素的多个灰度值来处理某一个体素的
灰度值。
得到的结果表面要精确得多。

高级表面测定

坐标测量模块的一部分

> 亚体素精度的表面测定，即使是比一个体素还要小的
细节也变得清晰可见——您可以选择自动模式、手动
模式和基于区间的模式。
> 根据周围体素的灰度值来处理单个体素的灰度值，使
得表面测定的精确度显著提高。
> 采用基于区间的模式，可以执行高精确度的局部自适
应表面测定，即使是在自动化环境下以及具有不同灰
度值的条件下。
>“多材料模式”可以一次性同时测定体积内的每种材
料的表面，并为每种材料创建一个分量。

不仅更平滑，而且更精确：使用亚体素精度的表面测定（右）减少
了测量的不确定性。
它展示了以体素为基础的表面测定（左）无
法展示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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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相应的附加模块，VGSTUDIO MAX 就能识别 PMI 数据中存储的额外信息。

CAD 导入模块 *

> 识别如 CATIA V5 与 Creo/Pro/ENGINEER 等原始
CAD 文件，以执行设计件/实物比较、分割、以及其它
任务（还包括 VGSTUDIO MAX 基本版中的 STEP 与
IGES 格式）。
**
> 提供增强版的自动完成模式。
> 用匹配的几何元素取代 CAD 几何图形。
> 自动将 CAD 视图平移到书签内。

CAD 导入（包含 PMI）*

> 识别所谓的 PMI，即当前许多 CAD 系统生成的产
品制造信息（PMI）
，并提供附加的零件信息，例如尺
寸、GD&T、分层、注解或标题。
***
> 通过智能评估 PMI 数据，即可在准备测量计划时节约
大量时间，令您的质量控制更有效率。
> 具备 CAD 导入模块的所有功能。

CAD 平移技术由 Tech Soft 3D 提供。
支持的 CAD 格式：
CATIA V5（至 V5-6 R2018）、Creo（6.0）；测试状态下：CATIA V4（至 4.2.5）、JT（至 10.2）、Pro/ENGINEER（至 19.0）、
Unigraphics/NX（V11.0 至 NX 12.0 、1847）、Solid Edge（V19 – 20、ST – ST10 、2019）和 SolidWorks（97 至 2019）。
*** CATIA V5 与 Creo 支持产品制造信息（PMI）导入，测试状态下的 Pro/ENGINEER 与 Unigraphics/NX 也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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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将已扫描的对象与它相应的 CAD 数据集作比较。
用颜色编码显示偏差结果以及局部注解。

设计件/实物比较模块*

> 可以对体素、网格与 CAD 数据进行几何比较。
> 针对“设计件/实物比较”采用具有不同参数的各种公
差，例如：偏差（最小值、最大值和累计）。

壁厚分析模块

> 自动且快捷地分析壁厚。
**
> 适用于接近平行的表面（射线法）以及曲面或有分支
的表面（球体法）
，包括复杂的 3D 打印形状。
> 直接在体素、点云、网格或 CAD 数据集内自动找出壁
厚或间隙宽度不足或过量的区域。
> 可以使用具有不同参数的各种公差，例如：厚度（最小
值、最大值、平均值和偏差）。
> 用噪声滤波器减少错误探测的数量（这对于自动化检
测尤其有用）。

*
**

用颜色编码显示的一项壁厚分析结果

需要坐标测量模块
建议与坐标测量模块一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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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颜色编码进行可视化处理，令制造件与目标模型之间的偏差一目了然。

制造几何修正模块

> 修正注塑件模具、铸件模具与 3D 打印几何形状的理
想工具。
数字式工作流程无缝衔接，迭代次数更少——
保证质量高水准和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
> 在一个软件内一同使用体素、.stl 文件与 CAD 数据。
> 运用样品零件的扫描结果，精确地计算出针对注塑模
具、冲孔工具或 3D 打印零件的几何形状所做的改动。
> 用颜色编码进行可视化处理，令制造件与目标模型之
间的偏差一目了然，包括曲率和底切。
> 运用零件的扫描数据，快速且轻易地生成 CAD 格式
的修正区域，以适应零件与工具的形状。
> 直接将新计算出的表面信息导出为 CAD 面。

* 需要坐标测量模块与设计件/实物比较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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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使用自动曲面功能，可以将 CT 扫描转换为 CAD 模型，以用于 CAD 系统。

New
in 3.4

逆向工程模块

> 使用逆向工程模块中的自动曲面功能，可以轻松地将
CT 扫描转换为 CAD 模型，以用于 CAD 系统。
一体
化软件，不需要另外的 CAD 设计人员或逆向工程专
员。
> 使用这些 CAD 模型，
– 可用于没有以 3D 形式展现面貌的产品，从而令手
动生成的设计模型数字化——经济高效地直接从
CT 或网格数据中获取；
– 可为没有 CAD 信息（或只有 2D 图纸）的旧零件生
成 CAD 模型；
– 可以更新模型（实物或模具看上去与主 CAD 模型
有出入）；
– 可以让 CAM 系统能够使用 CAD 模型而不是网格
进行铣削。

> 创建一个四边面片图案，该图案遵循模型的边缘和主
要特征。
> 在提取了这些特征线之后，会创建一个有用的、包含
NURBS 曲面的面片布局（通常被称作自动曲面模型）
。
您可以将其作为 STEP 文件导出到任何 CAD 系统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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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材料分析的附加模块
材料分析，揭示扫描件表面下方的细节：由 Volume Graphics
提供的、用于材料分析的附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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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在 3D 视图中用颜色编码显示有缺陷的夹杂物，在 2D 视图中显示模拟加工，并显示表格

孔隙/夹杂物分析模块

> 找出零件内部的孔、洞和夹杂物，并详细了解这些
缺陷。
> 计算每一个缺陷的各项参数
（缺陷位置、缺陷紧密度、缺陷大小与几何形状、与最
近的缺陷之间的间隙以及每个缺陷与参照表面之间
的距离）。
> 在正式加工零件之前，可以看到这些孔是否会在加工
过程中被切割，以及如何被切割
（需要这个零件的 CAD 文件）。
> 计算孔隙度的整体百分比，并将它在缺陷体积直方图
中可视化。
> 用过滤功能找出各种不同形状的缺陷。

> 将孔隙度高的区域识别为孔隙度热点。
> 在表格或散点图中，用颜色编码显示单个缺陷与局部
平均孔隙度。
> 以 .emv 文件格式，将分析结果导出到
MAGMASOFT ® ，或者将结果加载到现有的
PATRAN ® 或 NASTRAN ® 网格内，以进行 FEM 模拟，
或者与铸件模拟进行比较。
> 使用 VGEasyPore 算法，可以根据针对孔的最小局部
对比度的相对或绝对定义，快速而简便地探测缺陷。
> 采用 VGDefX 缺陷检测算法，根据不同的标准来优化
缺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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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P 202/P 201 标准，直接在 CT 数据上执行的 2D 分析

扩展版孔隙/夹杂物分析模块

> 支持符合 VDG 规定的 P 202（VW 50093）与 P 201
（VW 50097）标准的缺陷分析。
> 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省去繁琐的显微图横截面制作过
程以及样品准备工作。
> 自动地在 CT 切片图像中量化缺陷的表面尺寸。
> 支持各种模板，以便快速且重复地分析所有的部分，
无需手动干预。
> 包含了局部自适应模式，孔探测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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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分析纤维复合物，用颜色编码显示不同的纤维取向。
查看主方向，并显示方向分布。

纤维复合材料分析模块

> 查看纤维复合材料的内部状况，例如碳纤维增强塑料
（CFRP）或玻璃纤维增强塑料（GRP）。
> 计算局部纤维方向、局部纤维体积分数、全局纤维方
向分布，以及全局体积分数。
> 用颜色编码、向量或张量来表示局部纤维方向。
> 在 2D 直方图中查看任意数量方向的、详细的角分布。
> 测定织物或粗纱的主要方向。
> 显示全局方向分布，例如以直方图的形式显示。
> 创建取向张量的每一个分量的线图，以便于比较标称
值与实际值。
> 支持导入网格（因 PATRAN ® 和 NASTRAN ® 文件受
支持）。
> 导出已分析的材料属性，以便在模拟软件中使用。

上：三个主方向的取向张量。
水平轴显示水平位置（如插图中显示）。
下：相应的切片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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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泡状结构或类似泡状结构可视化，并计算各项属性。

泡状/粉末结构分析模块

> 分析多孔介质内的泡孔、以及粉末内的微粒的结构。
> 示例：
– 泡孔/微粒的体积、表面与球度
– 接触面
– 支柱厚度/间隙宽度
– 欧拉数
– 平均值与总曲率
> 在直方图或表格中用颜色编码显示结果。
> 使用活跃栏，可以在不同的参数之间切换。
> 排除边界区域，从而避免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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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以简单、直观的方式量化初始体积与变形体积之间的位移。

New
in 3.4

数字体积相关计算模块

> 以简单、直观的方式量化初始体积与变形体积之间的
位移。
> 在材料科学领域，可用它来量化可见内部结构的变
形。
它适用于采用增材制造生产的复合材料、泡沫材
料或多孔组件。
> 通过基于体素的前后比较，轻松计算和导出应变张量
并找出材料里的损坏部分。
> 使用 VGSTUDIO MAX 内置的对齐工具和精确到亚体
素的位移场和应变场测定，可以方便地对齐初始体积
和变形体积。
> 使用向量场和应变线，可以清晰地将结果（例如变形）
可视化。
> 应变张量的等效应变或单个分量可以显示为颜色叠
加层。
> 可以将应变张量直接映射到体积网格上，以此验证
FEM 模拟结果。
> 既可以从其它程序（例如 Patran (.pat) 或 Abaqus
(.inp)）导入这些网格，也可以使用体积网格计算模块
生成它们。

> 可以帮助您通过比较初始图像和变形图像来识别肉
眼难以察觉的诸如裂缝和孔之类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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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模拟的附加模块
直接在 CT 数据上进行模拟，或者为您准备 CT 数据，
以将其导出用于模拟：由 Volume Graphics 提供的、
用于模拟的附加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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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

体积网格计算模块能够生成高质量的、可立刻求解的网格

体积网格计算模块

> 从 CT 扫描结果中创建精确且高质量的四面体体积网
格，以用于第三方软件中的机械、流体、热力、电力与其
他 FEM 模拟。
> 直接基于扫描部件或材料样本（包含单一材料或多材
料）的亚体素精度表面测定。
*
> 为选中的每一个材料分量创建一个具有正四面体的
面和在材料边缘区域拥有共享节点的四面体网格。
> 不需要中间表面网格 —— 从而避免了几何信息的
丢失。
> 可以灵活地调整每种材料的体积网格的几何精确度。

*
**

> 可以选择为特定的感兴趣区创建更为精细的网格。
> 生成高质量的、可立刻求解的网格。
> 可以利用有关四面体的数量、形状参数（纵横比、半径
比、二面角）与尺寸方面的统计信息来检查网格质量。
> 以 .pat (PATRAN ®) 或 .inp (Abaqus) 格式导出生成的
体积网格。
> 可以为生成的体积网格中的每一个单元格加载模拟
所需的附加信息，例如：纤维方向、纤维体积分数、孔
隙度体积分数**，或者灰度值。
> 软件涵盖了从 CT 扫描到体积网格的完整工作流程。

需要坐标测量模块
需要相应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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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件增材制造的机舱支架的扫描图上，直接用颜色编码标示的薄弱点位置

结构力学模拟模块

> 在被扫描的零件上执行虚拟应力测试，由此协助您评
估间断面对于零件稳定性的影响。
> 通过自动热点分析，识别断裂最可能发生的位置。
> 直接在体素数据上执行，省却网格生成（生成网格可
能导致错误）。
> 支持三种静态负荷：定向力、扭矩和压力。
> 计算力线、局部位移以及与断裂相关的各种变量（例如
冯·米塞斯应力或绝对最大主应力）
，并将它们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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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实际件（包括它的所有间断面与形状偏差）与
CAD 模型，可以将两者互相比较。
> 易于使用。
> 可用于极复杂的结构，例如泡状结构或其它多孔介质。
> 适用于由一种或多种线弹性材料制成的组件或样品。
> 快速地将计算任务分配给最多 16 台网络计算机（需
要结构力学群集扩展）。

附加模块

用颜色编码展示传递现象。
左：压力；右：流线型视图

传递现象模拟模块

> 直接在多孔与多成分材料的 CT 扫描上运行微观结构
层面的虚拟流动与扩散试验——无需绘制网格。
> 计算均匀分布的材料的属性，例如绝对渗透率、弯曲
度、地层因数、分子扩散率、电阻率、热导率或孔隙度。
> 计算各向异性样品的张量赋值材料属性。
> 您可以选择暂停并继续计算，以便检验中间结果。
> 在大规模的模拟过程中，使用微观结构层面的模拟结
果。
方法是：将 VGSTUDIO MAX 测定的均匀分布的材
料属性添加到不同格式的已导入的网格单元格中（例
如 NASTRAN ®、PATRAN ®）。
然后在第三方模拟软件
中使用这些添加了各种属性的网格单元格。
> 凭借 OpenCL，可以使用一个或多个 GPU 来加快计
算速度。

毛细管压力模块

传递现象模拟模块的一部分

> 提供地质学中使用的各种量，以表现泥土和岩石样品
的特征。
> 为某个扫描过的多孔材料计算孔径分布与毛细管压
力排驱曲线。
> 运行虚拟 MICP（压汞毛细管压力）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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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与软件包
许可证选项

> 四种许可证模式：本地浮动、时区浮动、全球浮动或加
密狗许可证。
> 六种语言：英语、德语、法语、日语、中文和韩语。
> 免费且功能完整的评估许可证：
www.volumegraphics.com/evaluation
> 凭借（可选的）升级/服务，获取常规的产品更新，并优
先享受技术支持。
> 可以单独组合的各种附加模块，令 VGSTUDIO MAX
满足您的专门需求。

软件套装/软件包

软件套装与软件包

> 经过预先配置，适用于多个行业内的大多数常见任务。
> 与分别购买各种模块的做法相比，我们的软件包能为
您节省大量成本。
> 软件套装组合：包含了一份 VGSTUDIO MAX 许可证、
经过选择的附加模块、以及为期一年的升级/服务。
> 软件包：包含了经过选择的多个附加模块，以及为期
一年的升级/服务。

几何分析

用于各种行业的计量
与质量控制

包括

坐标测量模块
设计件/实物比较模块
壁厚分析模块
孔隙/夹杂物分析模块
扩展版孔隙/夹杂物分析模块
纤维复合材料分析模块
泡状/粉末结构分析模块
制造几何修正模块
体积网格计算模块
结构力学模拟模块
传递现象模拟模块
逆向工程模块
数字体积相关计算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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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分析

用于轻型结构与材
料研究

铸造 & 成型分析

用于铸件与注塑件，
例如汽车与航天航空
工业

系统要求

VGSTUDIO MAX 需要在现代商用成品计算机上运行。
操作系统可以是 Windows、macOS 和 Ubuntu Linux。
请
访问我们的网站，并阅读最新版的系统要求：
www.volumegraphics.com/requirements

用于铝铸件（主要是汽车工业）

复合材料 & 塑料分析

用于加工塑料注塑件与纤
维复合材料的行业

增材制造

用于检查增材制造部
件，包括检查粉末

全套 *

适用于在质量保证实验室里工
作的、并在日常工作中要处理
各种不同分析与测量任务的高
级用户

* 不包括 CT 重建、CAD 导入、CAD 导入（包含 PMI）、结构力学群集扩展这些附加模块。

扩展版铸造 & 成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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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咨询

拥有广泛而深入的专业知识，值得信赖。
凭借我们 20 多年以来在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与其他
3D 成像技术方面积累的经验，我们的顾问能够为您提
供真知灼见，值得您的信赖。
Volume Graphics 的技术咨
询部门可以帮助您使用 CT 硬件与 Volume Graphics 软
件解决您的特定需求，并就如何能最好地满足您的需求
解答您的具体问题。
我们对您的应用要求进行专门评估，创建最优化的
Volume Graphics 配置与常规 CT 硬件规格，甚至可以
用合同的形式，提供完整的评估服务。

系统采购咨询

如果您尚未拥有 CT 系统，我们会与您一同评估您的任
务是否可以用 CT 来解决。
如果可以，又应该如何解决。
我们把您的需要转化成可靠的技术规范，同时考虑到可
行性、预算、待检材料、所需的分辨率、地点（靠近生产设
施还是实验室）、以及其它相关要求。

复杂任务咨询

针对更复杂的问题（例如：现有系统的扩展或购买新的
系统）
，我们会执行可行性研究，并研究如何使用我们的
软件最大程度地实现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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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可视化服务

我们的咨询团队根据您的要求分析您的 CT 数据。
如有
必要，我们可以为您推荐扫描服务提供商。

VGinLINE 服务

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必要的专有技术，特别是在检测流程
的自动化方面。
我们的咨询有助于将您的检测任务效率
最大化。

如果您使用 VGinLINE 与我们合作开展更大的自动化项
目，我们可以根据您的要求，为您创建测试计划。
我们与
VG 学院合作，可以为您提供有关如何在日常工作中使
用 VGinLINE 的培训。
除了这些，在您购买 VGinLINE 系
统时，我们全程为您提供咨询服务。

VG 学院
培训信息

VG 学院目标：用我们的产品更好地解决您的检测任务。
作为所有 Volume Graphics 软件产品培训课程与研习会的合作伙
伴，我们帮助您提高使用 VG 软件的效率与信心。
只需简单报名，即可参加培训课程。
所有课程均可用中英文授课。

如果您从 Volume Graphics 中国公司购买了您的软件许可证、软件升级或升级/服务，那么可以获得两个免费参加我们在
北京的入门培训课程的名额。

培训地点

> 中国北京 VG 学院
> 客户所在地

培训选择

> VGSTUDIO MAX 基础和强化培训课程
> VGMETROLOGY 入门培训
> 专题研讨会
> ……其他更多

报名方法

如果您希望参加培训课程，或者有其他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发送电子邮件至 sales@volumegraphics.cn 或致电 +86 10 8532 6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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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

海德堡

北京

名古屋

新加坡

Volume Graphics GmbH 在美国、日本、中国和新
加坡均设有分公司。
我们依靠遍布全球的分销商网
络，为世界各地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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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Graphic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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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15 Heidelberg, Germany
电话: +49 6221 739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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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olumegraphics.com

Volume Graphics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唯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方东路 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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