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GSTUDIO MAX 的新功能
发现 3.5 版本中令人兴奋的新功能

（截至 2021 年 5 月，版本 3.5.0)   





补偿方式 

选择刚性补偿几何元素可以更好地控制尺寸和方向来补
偿规范几何。 如果要补偿几何形状（例如基准平面），现在
可以添加约束以将平面移动到最佳位置，而无需更改其形
状或法线，并同时保持可制造性。
而且，您现在可以将具有约束的面片组合刚性移动到其他
位置。这使您可以补偿由一组面片组成的区域，同时在将
它们移动到最佳补偿位置时可保持其连续性，从而确保了
可制造性。 补偿区域将更易于被重新构建到 CAD 模型中。
你可以控制所有自由度。

查找需要补偿的点

补偿几何图形时，可以使用新的过滤器选项来查找那些导
致补偿结果不准确的拟合点。
通过补偿封闭的几何体（例如圆柱体、圆锥体或更复杂的
腔体）的截面，您可以更好地控制在 CAD 系统中使用放样

（Loft，从一组曲线创建表面或实体的一项功能）导出的
复杂几何体的补偿结果，从而可以比自由造型表面更好地
绘制脱模斜度。

制造几何修正

在版本 3.4.x 的创新基础上，您将受益于版本 3.5.0 中的以下新功能*，其中包括：

请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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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volumegraphics.com/cn/support/product-information.html

http://www.volumegraphics.com/cn/support/product-information.html


通过显示点和表面之间的偏差，可获得有关表面补偿质量
的视觉反馈。瞄准线现在可以指示在公差范围内以及超出
公差范围的区域，并可以更好地解释所使用的参数。

您可以立即看到所做的更改如何影响表面拟合。如果设置
更改，则基于参数化的已过滤的点的表面将实时更新。实
时的表面拟合可以改善用户体验并加快工作流程。

拟合表面到补偿点 

可为任何自由造型表面获得更好的拟合结果。通过可用户
控制的表面平滑度，改善了对表面的拟合，从而提供了更
好的输出质量和更易使用的功能。

可显示补偿点

补偿几何形状时，显示的补偿点可为您提供对于结果的视
觉反馈，以便您能够更好的解释所使用的参数。



改进了用于网格补偿的用户界面

在版本 3.5 中，对网格补偿的用户界面进行了重新设计，
以在增加新功能的同时改善现有功能的用户体验。

补偿网格颜色叠加层 

新的补偿网格颜色叠加层可帮助您清楚地看到补偿网格
中的位移，从而可以对位移进行分析和创建注解。

用于增材制造的补偿网格 

可以轻松地创建表面网格，以补偿实际对象和参照对象之
间的差异。从版本 3.4.5 开始，使用此功能可节省您的时
间，因为与用于最终印刷几何优化的反复试验方法相比，
减少了迭代次数。您可以补偿传输到 3D 打印机的网格，以
消除标称几何形状中因变形而导致的偏差。可是，这样的
变形是在 3D 打印工艺中不可避免的，甚至可能在采用了
基于 3D 打印模拟的先前优化之后仍然存在。

网格补偿（制造几何修正模块的组成部分）



针对较大偏差将获得更好结果 

现在，使用尺寸差异很大或显示其他明显偏差的扫描对象
和参照对象时，您将获得更稳定和更可靠的结果。

可手动放置控制点

如果控制点的自动放置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则现在可以
使用几何元素和定义的点来手动定义用于补偿的控制点
的位置。

可显示控制点和补偿向量

通过显示控点和补偿向量/变形，您可以更好地了解模型
的行为。



迭代补偿过程

可将补偿网格结果相加，用于迭代补偿过程。如果一次迭
代不能完全补偿偏差，则将结果相加是有意义的。

可使用 ROI 作为参照对象

当只需要补偿模型的一部分时，您现在可以使用 ROI 来限
制在某一特定区域上的补偿。

更多新的网格补偿功能

• 在场景树中显示补偿网格：为了更轻松地导航和更好地
理解元素之间的关系，现在在场景树中将变形的网格显
示为分析的一部分。

• 更新补偿网格的速度更快：第一次计算后，更新的计算
速度大约快了10 倍，因此，在更改参数之后，可以更快
地获得计算结果的预览，并且可以更快地找到合适的补
偿参数，而无需在场景树中创建不必要的对象。

• 没有指定的最大控制点数：更多的控制点可以对非常
复杂的零件（例如晶格结构或具有大量小特征的零件）
进行更细致、精确的补偿。由于删除了最大控制点数，所
以现在最大控制点数主要受到系统处理能力的限制，并
且可以高达 1000（而不是以前版本中的 100）。

可均匀放置控制点 

为了在复杂零件上获得更好的结果，您现在可以使用新模
式放置均匀的控制点。如果未正确确定控制点的位置或
特征在模型上均匀分布，则使用此模式可改善控制点的放
置。



支持 BDG P 203 标准规定 

按照德国铸造工业联合会（BDG）的 P 203 标准规定对铸
件进行孔隙度检测。从版本 3.4.5 开始，扩展版孔隙/夹杂物
分析模块就支持了 BDG P203 分析。现在，借助遵循 BDG 
P203 标准规定的孔隙度秘钥，您可以对完整铸件和自由定
义的子区域（例如具有特殊属性的功能区域）中检测到的体
积不足进行 3D 评估。现在，VGSTUDIO MAX 与 Q-DAS 的 
qs-STAT 的搭配使用就可以帮助您完成从产品设计人员根
据 BDG P 203 确定孔隙度公差标准到质量工程师执行统计
过程控制的整个周期：

• 通过直观的界面生成孔隙度秘钥，使用 VGSTUDIO 
MAX 的ROI 功能根据测试计划确定参照体积，以及快
速概览所有全局公差标准和 BDG P 203 分析的结果。

• 评估体积缺陷并对不同的 ROI 分别设置公差，都可在 
BDGP 203 分析中得到实现，根据其特征灵活地组合不
连续性的公差和过滤，并评估对象边界（表面）内的自由
造型参照体积（ROI）。

• 记录 BDG P 203 分析的结果的方法是使用“使用 
Excel 生成报告”功能或新的集成报告功能。

• 将 BDG P 203 分析结果导出到 Q-DAS，以鉴定和统计
分析您的铸造工艺。

孔隙/夹杂物分析

新的 BDG P203 功能

基于版本 3.4.5 中引入的功能，版本 3.5 中的 BDG P 203 
分析提供了简化的用户界面和用于细分孔隙率的“仅阈
值”算法（该算法可能是检测计划所必需的）。可用性方面
的改进包括可以在一个对话框中创建和编辑全局和自由
造型孔隙度秘钥，以及新增了 BDG P 203 名称字段，使用
该字段可以为每个孔隙度秘钥添加注释。



孔当量直径

在分析模式 VGEasyPore、VGDefX/仅阈值和 P 203 分析
中，可计算三维孔隙/夹杂物分析的孔当量直径。在版本 
3.4.3 中引入的体积缺陷当量直径是指与体积缺陷（例如
气孔或缩孔）体积相等的球体的直径。优点是，不会将仅具
有很小紧密度和/或球度的细长和软管状的体积缺陷显示
为具有过大孔径的巨大孔。

全新的集成报告功能

您可以在 Volume Graphics 软件中编辑报告，并查看其在 
PDF 中的显示方式。使用在 3.4.4 版中引入的完全重新设
计的集成报告功能，您可以自定义报告，自动创建报告，并
将其直接保存在 .vgl 项目中：

• 借助新的集成报告功能，您可以快速创建可呈现的 
.pdf 报告，而无需切换到 Microsoft Excel 等外部软件，
并且您可以在我们的所有产品中使用该功能，这也包
括我们的免费查看软件 myVGL 和 VGMETROLOGY 
VIEWER。由于可以对创建报告和导出报告进行宏录
制，因此该新的报告功能也可用于自动化和 VGinLINE。

• 使用全新的 WYSIWYG（所见即所得）编辑器，您现在
可以以易于阅读的方式轻松创建您的项目数据。您可以
创建报告，其中包含场景中与报告相关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并自定义图像、表格列和页面布局等要显示的内容。
此外，您可以重新排序或完全删除报告中的所选元信
息、体积信息、分析设置和结果图像等数据部分。创建自
定义布局后，你可以保存它并将其用于类似的报告。

• 新的报告功能是一个附加选项，将来会不断改进。使用
Excel 生成报告将继续得到支持，而使用 .html 及其当
前功能范围生成报告这一现有集成报告功能仍将在有
限的时间内可用。

报告与可追溯性



报告编辑器中的高级表属性

使用全新的 WYSIWYG（所见即所得）编辑器中的高级表
属性，您可以完全控制报告中的页数，也可以将报告的内
容完全集中在特别相关的方面。软件始终会生成完整的结
果组，但是您现在可以指定表行的排序，并将要显示的行
限制为结果部分中某一个子集（例如缺陷）或控制图像的
顺序（例如，首先显示包含最大缺陷的图像）。

在报告编辑器中排列页面元素

可以更改页面上元素的叠放次序和位置，以在 WYSIWYG
（所见即所得）编辑器中创建自定义报告布局。现在，您可

以通过输入数值来确定元素位置，以便可以使元素彼此对
齐，并可以通过上下文菜单指定元素的叠放次序来轻松地
组合文本内容和图形元素。



可自定义报告部分以及外部图像

可自定义的报告部分和来自外部来源的图像为您的报告
布局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在 WYSIWYG（所见即所得）编
辑器中，您现在可以添加空白部分，对部分重新命名以更
准确地描述其内容，以及启用/禁用各个部分的背景。由于
可以整合来自外部来源的图像，因此您可以将由 Volume 
Graphics 软件生成的内容和与之相关的来自外部来源的
内容进行组合，以创建令人惊叹的图像，例如令人印象深
刻的封面。

支持对孔隙/夹杂物分析结果的 Q-DAS 导出

使用孔隙/夹杂物分析结果可以进行工艺鉴定或统计分
析。 从版本 3.4.5 开始，您可以将已应用了公差的、全局的
孔隙/夹杂物分析结果和相关的公差导出为 Q-DAS ASCII 
传输格式，以便用于诸如 Q-DAS 的 qs-STAT 之类的统计
软件中。

支持对更多分析结果的 Q-DAS 导出

改进的 Q-DAS 导出功能可用于已应用了公差的、全局的壁
厚分析、设计件/实物比较和纤维复合材料分析的结果， 
使您能够轻松地将这些结果传输到诸如 Q-DAS 的 qs-STAT 
 之类的统计软件中，以进行工艺鉴定或统计分析。



自动创建最小/最大偏差注解

使用新选项，您可以在执行设计件/实物比较时自动创建最
小/最大偏差注解。 这样一眼便可以看到两个极端点。

设计件/实物比较

设计件/实物比较的计算速度更快

我们加快了设计件/实物比较的计算。您会注意到计
算时间都普遍缩短了。 此外，新的预览模式可在短短
几秒钟内显示快速的假彩色图像，从而极大的加快了
检测计划的创建。 您也可以通过取消激活统计计算来
节省大量处理时间，这在在线检测场景中尤其有利。



支持 HiXCT 多体积导入

您可以从 Hitachi Industrial CT 系统加载体积数据。 
3.4.3 版（或更高版本）能以 Hitachi Industrial CT 系统常
用的 HiXCT 文件格式导入文件。该格式可选地支持来自多
圆扫描的体积。

支持导入 TXM 体积

您可以直接从 ZEISS Xradia CT 系统导入高分辨率体积
数据，包括方向和尺寸的正确设置。由于 TXM 格式（通常
在分析材料样本的微观结构时使用）从版本 3.4.5 开始受
到了支持，因此现在省去了在 CT 系统上费时导出 DICOM 
或 TIFF，然后再将其手动导入 VGSTUDIO MAX 的麻烦。

文件的导入和导出

保存图像时的窗口选项

版本 3.4.5 中引入了一个新的保存图像选项，您可以保存
工作区中当前选中的窗口，也可以保存手动选中的多个窗
口。对于这两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更方便完全取决于您的
手动审阅流程。对话框中的新选项可以同时保持其他图像
设置的快捷方式和自动存储不变。



机械手角度位置列表

为了获得更好地图像质量，您现在可以在通过 Project 
SDK（3.4.3 版或更高版本）进行的自动重建中使用扫描对
象的实际角度位置。

支持使用角度位置

可导入 JSON 文件，以使用实际角度位置。从版本 3.4.3 
开始，软件支持基于开放的、非制造商特定标准的 JSON 
文件。

CT 重建

保存包含整个工作区的图像

按原样保存整个工作区的图像。由于此新的保存图像选项
为所见即所得，因此，即使对于不规则布局，所创建的图像
也会呈现工作区的整体大小并保持精确的窗口位置。

更多新的文件导入和导出功能

• 使用“快速导入”功能一次导入多个文件：为特定
文件类型选择的设置将应用于以后所有相同类
型的文件，从而减少了用户交互的数量

• 使用拖放来导入文件：按住 alt 键，并同时按住
鼠标左键将文件拖放到应用程序中。这比之前使
用鼠标右键来执行这一操作更加直观。



由“修改尺寸”生成的新几何元素类型

使用“修改尺寸”而生成的新型组合几何元素，可以在不更
改其拟合点的情况下调整几何元素的大小。您可以使用此
功能使几何图形元素更加可见，例如，将轴延伸到某个点，
以便在其原始元素之外也可以看到该几何元素。

坐标测量

镜像映射 CAD 模型

直接在 Volume Graphics 软件中对 CAD 模型进行镜像映
射。如果您需要测量镜像的零件，但是设计者或客户仅提
供了非镜像的 CAD 模型，则现在无需第三方软件即可执
行镜像映射。

更多新的坐标测量功能

• CAD 选择速度得到改善：当您要选择大量的 CAD 面
并将其添加到自由造型面片组合中时，只对所选择的面
进行可视化（不包含拟合点）将大大提升创建面片组合
的速度。

• 选择所有 CAD 面片：选择几乎所有表面以创建 GD&T 
标注时，与手动逐个选择表面相比，全选（使用 Ctrl + 鼠
标中键）并取消选择一些表面可能要快得多。在您必须
选择大量的 CAD 面并将其添加到自由造型面片组合中
时，这会给您带来很大的便捷。



四边形网格预览

使用新选项，您可以预览四边形网格，以便您可以在开始
计算密集型表面之前评估面片布局。

逆向工程

泡孔/微粒当量直径

在泡状/粉末结构分析中可以计算泡孔/微粒当量直径。这
是在版本 3.4.3 中引进的新功能。泡孔/微粒当量直径是
指与泡孔/微粒体积相等的球体的直径。它的优点是，比泡
孔/微粒体积更易于理解。

泡状/粉末结构分析



评估模板颜色条的导入设置

您可以导入评估模板并同时保留其颜色条的设置。您只需
确定是否希望评估模板里的全局分析颜色条将取代项目
里所有的全局分析颜色条即可。

对齐体积网格

现在，您可以更改集成网格的位置和方向，以便将各种
分析的结果映射到体积网格中。通过复制和粘贴任何场
景对象（例如，体积网格、表面网格、CAD 模型和体积）之
间的转换，现在可以轻松地根据所检测的体积对象或外
部提供的坐标系对齐体积网格。

可将 ABAQUS 作为集成网格导入

以 .inp 格式导入 ABAQUS 集成网络，其中除了四面体
元素外还包含六面体元素。我们在 3.4.3 中扩展了用于
导入 ABAQUS.inp 格式的接口，从而您能够将 
 VGSTUDIO MAX 中的各种分析结果映射到六面体 
 ABAQUS FE 网格上。因此，您可以使用支持 .inp 文件的
软件包中的微观力学信息来增强 FE 模拟。

所有分析



四面体网格创建中的锐边

您现在可以为具有锐边的零件创建四面体体积网格，从而
使四面体元素的数量明显减少，以便更好地显示零件的几
何形状。
激活该新选项（在版本 3.4.4 中引入）后，算法会识别出零
件中的锐边，并通过在其上对齐 FE 节点来创建反映这些
边缘的网格。

“翻转边缘”选项可优化网格质量

使用“翻转边缘”选项可以优化四面体体积网格的元素质
量。从版本 3.4.5 开始，该算法可以让网格节点以不同的
方式重新连接，从而显著提高局部网格的质量

体积网格计算

用于体积网格计算的简单和专家模式

可以在 CT 数据上更轻松地创建高质量的四面体体积网
格。从版本 3.4.3 开始，我们将用于体积网格计算的用户
界面分为用于定义基本网格属性的“简单”模式和用于定
义高级网格计算选项的“专家”模式。“简单”模式可以快速
轻松地定义主要设置，从而为典型的网格计算任务提供高
质量网格。“专家”模式可用来控制高级设置，以进一步优
化网格的质量（如果需要）。



可在以前的版本中使用浮动许可证

VGSTUDIO MAX 和 VGMETROLOGY 浮动许可证现在可
以在以前的版本中使用，从而使您可以在浮动服务器上安
装新的浮动许可证文件，而不必强制同时升级所有客户
端。当您要将许多浮动工作区升级到新的主要版本时，这
会使更新过程变得更加容易。向后有效性适用于 3.4.4 版
及更高版本的 VGSTUDIO MAX 和 VGMETROLOGY 。

许可证

支持对体积网格的 NASTRAN 导出

在基于 CT 数据构建 NASTRAN 模拟模型时，对体积网
格使用NASTRAN 导出可以简化您的工作流程。 从版本 
3.4.5 开始，您可以直接使用在 VGSTUDIO MAX 中创建
的四面体体积网格进行 NASTRAN 模拟，而无需使用例
如 FE 预处理将其从PATRAN 或 ABAQUS 格式转换为 
NASTRA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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