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质量维修加油站
测量、检测和模拟——首选 Volume Graphics 软件



真正的洞察力，值得信赖
选择 Volume Graphics 软件，您即可依赖 20 余年的
无损检测以及计量软件研发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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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不断增长的用户群体，Volume Graphics 软件
绝对是首选。 

像雷诺DP World F1车队等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客户都对 
Volume Graphics 表示信任，他们不仅信任我们功能强
大的软件，而且还信任我们提供的全面的咨询、支持和
培训。Volume Graphics 为客户提供了决定性的优势：拥
有获得可靠洞察力和制造更好产品的能力。

成为我们的客户吧。 

就像进入维修站的每一毫秒在 F1 比赛中都非常重要
一样，在检测与安全相关的组件时，每个小细节也都非
常重要。Volume Graphics 就好比是您的维修加油站工
作人员。不论是从粉末到打印部件，还是从实验室到制
造，Volume Graphics 软件都能为您提供洞察力，帮助您
不断突破增材制造部件的质量极限并建立有效的工作
流程。该软件可处理最新 CT 数据。 

您可以使用 Volume Graphics 软件识别出最重要的 3D 
打印缺陷，无论从原材料中还是从经过后期加工的成品
中。无论形状多么复杂，您的计量部门都能借助 Volume 
Graphics 确定流程并准确检测您的 3D 打印部件。

Volume Graphics 和雷诺DP World F1车队
以雷诺DP World F1车队为榜样，并依靠 Volume Graphics 
的检测专业知识：作为多年协议的一部分，Volume 
Graphics 荣幸地为雷诺DP World F1车队提供支持。自 
2016 年以来，雷诺DP World F1车队就已使用  
VGSTUDIO MAX 分析和可视化 CT 数据。从那以后，CT 
和 Volume Graphics 大大提高了雷诺DP World F1车队
测试实验室的分析能力。

从实验室到制造，
一切尽在掌控
使用 Volume Graphics 软件即可实现



公认的市场领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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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Frost & Sullivan  

奖的报道 
volumegraphics.com/en/frost

 



您的全能工具箱
测量、检测和模拟——一款软件足矣

粉末分析
粉末是许多增材制造部件的基础。全新和回收的粉末颗
粒的尺寸和形状分布会影响成型工艺：它会影响粉末的
分布方式、影响熔融工艺，以及可能会导致部件成品出
现缺陷。借助 VGSTUDIO MAX，您可以自动分析成千上
万个颗粒的微粒污染、截留空气，以及粒度和形状。

您可以使用 VGSTUDIO MAX 识别出最重要的 3D 打印缺陷，无论从原材料中还是从经过后
期加工的成品中。您还可以进行粉末和熔池数据分析，对所有表面进行尺寸测量（即使它们
在增材制造部件内部），以及发现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缺陷。

尺寸测量
增材制造部件中也会发生尺寸变化，这可能会导致复
杂的翘曲。VGSTUDIO MAX 为您提供了从复杂对齐到
可自定义测量报告的一整套的测量工具。尺寸标注和 
GD&T 分析可以自动化，并可应用于 CT 和网格数据。
结合 3D 比较、壁厚分析和面轮廓度分析，VGSTUDIO 
MAX 能够提供全面的首件检验功能，有助于保证您的
增材制造工艺。VGSTUDIO MAX 还可以测量 3D 打印模
拟产生的几何形状，从而帮助您为 3D 打印作业选择正
确的参数。

熔池分析
熔池数据从熔化过程一开始就从每个构造
层传递信息。借助 VGSTUDIO MAX，您可以 
3D 可视化由增材制造系统的熔池监控生
成的图像，然后对其进行分析，并将其与部
件的 CT 数据进行比较。当检测到工艺异常
时，您可以在 CT 结果中检查部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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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隙度和缺陷检测
采用基于粉末的金属打印工艺，往往要面临最终产品中
出现孔隙、孔隙度和裂纹等挑战。使用 VGSTUDIO MAX，
您可以轻松识别单个孔隙和夹杂物，并确定其大小和形
状。通过使用诸如球度、紧密度或与表面的距离之类的
属性过滤缺陷，您还可以区分各个缺陷形成机制。



如果增材制造产品用于具有高风险的环境中，则需要通
过彻底检测对其进行认证。工业计算机层析成像（CT）
是识别 3D 打印缺陷和实现最佳 3D 打印质量的最可靠
技术。

由于 CT 重建可以从大量的 2D X 射线图像中重塑一个
完整的 3D 组件，因此，用户通过 CT 可以获得有关组件
外部和内部结构，以及其材料特性方面的信息。因此，与
例如接触式或光学检测方法相比，CT 可以提供更全面
的信息。

通过完全集成的 CT 重建功能，Volume Graphics 可以实
现与其软件全面分析及测量功能的无缝衔接。 

此外，软件可良好地运行于来自不同制造商的不同 
CT 系统中。大多数主要的 CT 系统供应商将 Volume 
Graphics 软件与他们的硬件一同销售。我们还依靠遍布
全球的分销商网络，向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产品。 

为什么选择 CT？
3D 检测最可靠的技术

结构力学模拟
使用 VGSTUDIO MAX 可以直接在 CT 扫描上执行结构
力学模拟（SMS）。载荷和约束不仅可应用于 CAD 文件，
还可应用于 CT 扫描模型。可以模拟和可视化由于几何
缺陷和孔隙导致的应力集中，而无需进行体积网格计
算。

体积网格计算
为了在第三方软件中进行模拟， 软件可以生成高质量的
四面体体积网格，并通过这些网格可以看到实际的几何
形状和打印部件的内部缺陷。不需要中间表面网格，从
而避免了几何信息的丢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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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度
体积分数、灰度值（如熔池数据）、纤维方向和纤维体积
分数。



Volume Graphics 的优势
提供具有指导性的结果并能够为您的所有任务建立有效工作流程

相关产品
 > VGSTUDIO MAX
 > VGSTUDIO MAX 增材制造软件包
 > 坐标测量模块
 > 制造几何修正模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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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构力学模拟模块
 > 体积网格计算模块

进一步了解
如果需要进一步了解，请访问 www.volumegraphics.com/am

功能齐全
 > 集全套计量和缺陷检测功能于一身
 > 测量内外几何形状和缺陷
 > 提供对粉末（粒度、缺陷）和打印部件（打印层、未熔

化的材料、缺陷）的微观结构分析 

具有指导性
 > 可以使用诸如尺寸或形状之类的属性过滤相关缺

陷，以区分各个缺陷形成机制
 > 计算相对于局部壁厚的缺陷尺寸
 > 直接在 CT 扫描上进行应力模拟，以确定孔隙度对

机械强度的影响
 > 提供熔池和 CT 数据的比较 

高效率
 > 自动执行测量计划和缺陷检测
 > 可以从实验室中的手动和半自动化分析无缝过渡

到生产中的全自动质量保障，包括可选的手动操作
员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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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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