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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三维扫描成像仪中国唯一代理商：Mantis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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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性-外壳针对条件苛刻的室内及室外环境而

简单可学性- 简单地培训后即可操作成像仪独立

Mantis Vision  

 

 

 

 

 

 

Mantis Vision's MVC-F5 手持成像仪

Mantis Vision从事三维成像工具及配套软件的研发

与生产。它的主打产品，MVC-F5的手持式成像仪是三

维成像方便的一款突破性的产品。是惟一的严格满足

现场操作的仪器。

Mantis Vision产品体积小，便于移动，可以满足

各种细小构件、汽车及同等大小等，复杂场景与物

体的快速扫描。由此，在国防部门、执法机构、

法医鉴定部门、建筑与工程公司，汽车制造商、

教育机构，石油和天然气组织等有广泛的应用。

关于

Mantis Vision所特有的技术，可获取高动态场

景的三维模型。其核心是一个突破性的单框编码

结构光成像方法。MVC-F5手持式成像仪每一帧自

动获取一个密集的环境的三维点云模型。并在数

以百计的点被译码的同时保持较高的准确度。

核心技术

高效性- 每秒获取影像，高效率。

无需担心成像模糊- 在获取移动对象影像时，

成像仪本身也在移动。

无需现场准备- 无需任何前期准备可直接获取

设计，坚固耐用。

多功能性-成像仪获取数据可近可远，适合于各

种各样的用途和应用。

用途广- 即使在复杂，混乱和难以到达的地方，

也可完成数据获取。

小而轻- 一个理想的手持式装置，可以在任何环

境中使用。

作业。

隐蔽性- 用肉眼看不到红外光，MVC-F5可以在几

乎任何光线条件下工作，而且悄无声息不易察觉。

数据。

MVC-F5手持式成像仪

北
京

富
斯

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全新MVP-3处理软件

MVP-3处理软件是 Mantis Vision手持成像仪的配

套软件。简单理解便于操作。

快速3D数据下载- 以每个帧50,000可测量点的速

度，从成像仪下载已经获取的数据

拼接- 自动拼接，实现整个场景数据整合

自动调整- 对已拼接数据进行调整，提高准确度。

组合工具- 从以获取的数据重建复杂场景。

测量工具- 点、平面、距离、角度、直径等

测量工具。

三角化及表面生成- 从点云到面模型，最终以

常用格式导出。

模型质量反馈- 可以分析以处理数据并得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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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证及执法

航海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Hardware Specifications
3D resolution Up to: 0.5mm
3D point accuracy Up to: 0.05mm @ 0.5m distance
XY point density 3mm in a single frame @1m 

Unlimited in stitched mode 
3D distance accuracy Up to: 0.5mm over 100cm
Continuous acquisition time 1 hour
Eye safety Class 1M Laser (no protection 

required)
Ambient lighting From complete darkness to day light.

Low 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 lighting 
conditions

Depth of field  0.5 – 4.5m / 1’6” – 14’7”
Linear field of view  HxW 344 x 410mm, closest range
Linear field of view  HxW 3100 x 3630mm, furthest range
Angular field of view HxW 38 x 44°
Video frame rate 10fps
Exposure time 0.005 - 0.025s
Data acquisition speed 500,000 points/s
Dimensions, HxDxW 160 x 60 x 330mm / 6.3 x 2.4 x 

13inches
Weight 1.7kg / 3.7lb
Power consumption Internal 12V battery operated, 60W
Interface USB2.0
Calibration No special equipment required
Environmental vibrations Unaffected due to dynamic referencing 

system
Working temperature -10 to 50’C / 14 to 122’F

Software Specifications
Multi-core processing Yes
Output formats OBJ, PTX, STL, ASCII,PLY 
Supported OS Windows 7 x 64 bit (preferred), Windows 

7 x 32 bit, Windows XP x 32 bit
Minimum computer 
requirements 

Intel Core Quad (I5 or I7 
recommended), 8Gb RAM, NVIDIA 
GeForce 9000+

Stereo support requirements NVIDIA Quadro or better

 

 

 

 

 

 

 

已经广泛应用于：

在运动的海上平台获取数据

国防与军事

坚固耐用的针对苛刻野外环境的整体设计

不接触或篡改现场的证据

高速记录犯罪现场

MVC-F5型是F5-SR型的升级，具备F5-SR的一

切优点，并且将距离延伸至4.5米，使手持

式三维扫描成像仪适合与更广的用途。

建筑与工程

在任何可到达的地方获取3D数据

石油与天然气

获取难以到达的复杂的甚至微小细节

的信息，如管道

科研、教育

先进的算法开发，从动态场景以及数

据分析人体运动

三维扫描服务行业

作为补充工具与长距离扫描仪配合使用

Http: www.fs3s.com Email: fs3scontact@163.com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7号楼日月天地B-2207室
Tel: 010-58076899     Fax: 010-58076178

中国唯一代理：北京富斯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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