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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范围：

•	 扩展导航（三维视图和产品树之间的双向连接）
•	 智能测量功能
•	 扩展截面功能
•	 加载	/ 卸载组件
•	 显示附加信息
•	 元素镜像
•	 用户定义的含文本和图像的注解
•	 检查功能
•	 报告检查结果
•	 导出包含所有文件的三维数据（例如注解）
•	 扫描二维码

FARO Technologies, Inc. Internal Control File Locations:
https://knowledge.faro.com/Software/Factory_Metrology/Visual_Inspect/User_Manuals_for_Visual_Inspect_Apps
Product number: Prdpub95_FARO_Visual_In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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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用程序设置 iPad 的一般应用程序设置包含目视检查区域，可在此处进行多项设置。

1. 导入/导出

在 FTP 设置下面，可以定义 FTP 下载服务器（用于导入数据）和 FTP 上
传服务器（用于导出数据）。

填写 FTP 服务器、端口和用户。仅当为您的服务器定义了密码时，才能填
写密码字段。

2. 常规设置

在尺寸单位下面，决定测量功能是应使用毫米还是英寸单位。	

在注解文本下面，您可以定义稍后在创建注解时使用的默认备注。分配可
以快速插入的常用词组或备注，而不是反复输入相同的词组。您最多可以
定义十个词组。

在功能检查下面，将功能开关滑到右侧可激活功能。激活的功能将用于检
查功能；而停用的功能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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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地文件区域 1. 导出文件

在本地文件下面，通过敲击工具栏上的导出命令导出数据。要导出完	 	
整的文件，请选择最高级别。您还可以从文件的更深级别导出，从而仅导出
子结构。此外，还可以从树状视图中的任何级别导出。
→→ 请参阅第 14 页 
在每种情况下，都会打开一个弹出框，可在此处选择导出类型。
敲击发送文件可使用稍后选择的传输方法导出。
敲击发送文件到其他应用程序可导出到设备上安装的支持所导出格式→
（例如，如果您导出→Excel 表格，则支持应用程序数字）的其他应用程序。

选择导出类型后，将显示一个对话框，以便选择数据格式。mwPak 命令随时
可用，发送完整的 mwPak，包括产品结构、几何形状数据和所有相关信息。

如果文件中有任何可选中的元素，ExcEl 检查命令将可用。在此处，将导出 
Excel 列表，其中包含文件中所有可选中功能的信息。
→→ 请参阅第 14 页
如果文件中含有属性为用于评估的注解，ExcEl 注解选项将可用。在此处，
将导出 Excel 列表，其中包含所有注解的信息。
→→ 请参阅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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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将显示含有不同导出选项的视图。选项会随导出类型、设备、安装的
应用程序和用户设置而变化。选项如下所述：

Airdrop：
如果激活了 airdroP，则可以将选定文件发送到也激活了 Airdrop 的设备。
电子邮件：
一封新电子邮件打开。自动附加选定文件。	
FTP：
如果在应用程序中的导入/导出下面定义了 FTP 上传服务器，将建立服务
器连接。过程与通过 FTP 导入文件相同。选择导出命令后								，文件就上
传到合适的级别。	
iTunes：
如果您在导出到 iTunes 之后连接 iPad，可以在 iTunes 的目视检查的文
件共享区域中找到导出的文件。您可以从该处复制文件。
其他应用程序：
导出的文件将发送到选定应用程序，可以从该处打开文件。导出对话框中
可用的应用程序取决于安装了哪些应用程序以及哪些应用程序支持选定
导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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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复制注解

在本地文件下面，您可以敲击工具栏上的复制注解命令			 	 	 	 	，将用户定义
的注解从一个产品复制到另一个产品。
→→ 请参阅第 30 页

如果选择了一个元素，该元素将自动用作源元素。如果未选择，首先选择
包含注解的源元素。
在随后的选择中，定义将接收注解的目标元素。
做出了两个选择后，敲击完成以开始复制过程。

所有注解都将复制到目标元素的产品结构中的相应节点中。
→→ 无法将注解复制到单个元素中。必须有可用的产品结构。

如果因为在产品结构中未找到相关节点而无法分配注解，注解将收集在
新的丢失注解节点中。此节点将在产品结构末尾插入。通过编辑这些注解
的锚点，您可以轻松将其分配给产品结构中可用的节点。
→→ 请参阅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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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扫描二维码

      敲击本地文件区域中工具栏上的二维码命令，可启动扫描二维码功
能。通过使用此功能，您可以扫描从三维文件的产品名称生成的二维码。
软件可以识别二维码并在本地文件中搜索具有相应名称的元素。

将打开相机视图，其中含有完整的二维码。软件立即开始识别和解释该代
码并开始搜索。 

一旦找到匹配项，就打开含有预览图片和已找到元素名称的视图。此处提
供以下选项：

再次敲击该二维码命令可丢弃结果并打开新窗口进行扫描。
 

敲击三维命令可打开已找到文件的三维视图。

敲击树状命令可打开已找到文件的树状视图。

敲击工具栏上的取消可取消扫描到本地文件区域。

如果没有匹配项，将打开含有注释的相同视图。选择二维码命令															可
重新开始扫描过程，敲击取消可退出扫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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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本地文件区域中工具栏上的导入命令后，将打开含有多个导入选项
的弹出框。第一个条目是新产品。敲击该条目可从设备上可用的所有元素
加载新产品结构。 

 
 

4. 新产品/加载

从列表中选择该条目后，将为您打开键盘，以便定义新产品的名称。选择
完成后，将打开空白的三维视图，并自动打开树状视图。

双击组件名称可打开选项的上下文菜单。

敲击加载到结构命令可打开一个弹出框，其中显示所有可用的本
地文件（最高级别）。→ 

 

双击单个组件的缩略图可将组件插入新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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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具有产品结构的组件的弹出窗口可打开弹出框视图，其中填充了选
定组件的产品结构。 

敲击打开命令可展开结构。

双击扩展产品结构的组件可将元素插入新产品的结构中。

敲击最高级别的关闭命令可折叠产品结构并返回到可用的本地→
数据。

可以随时对所有级别的新产品结构进行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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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自 CAD 系统的数据

除了相应组件及其几何形状之外，产品结构可以包含几个功能，具体视转
换器版本和原始数据格式而定。数据转换器将从 CAD 系统提取这些功能。	

单个组件始终含有几何块，它拥有几何形状的一般表面。 

3. 树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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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组件可以含有以下功能：

NC 功能（孔和表面）
这些功能可以在组件的几何块（如一般表面）下面找到。它们拆分为几个
子组。	

冷却功能（冷却孔、分隔板、挡块和流量）
冷却功能可以在组件下面其自己的节点（冷却系统）中找到。它们分为几
个冷却周期，并且在子组的周期内。

接合功能（焊接点、粘合缝、焊接缝、螺栓、结合点、冲铆、盲铆钉和专用部
件）
这些功能收集在组件的专有节点（接合技术节点）中。单个功能拆分为几
个子组。

注解
可以在组件下面其自己的节点中找到注解。根据 CAD 系统中的结构将它
们拆分为几组。

中线
中线也收集在组件下面其自己的节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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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检查功能检查 NC 功能、冷却功能、接合功能等不同功能。在树
状视图中，可选中功能无论处于什么状态，都具有颜色，因此可以轻松识
别。	
如果树状结构中存在可选中功能，则上面的工具栏的设置弹出框中包含额
外的过滤器条目。

如果您选择此条目，将打开一个弹出框以过滤不同功能的状态。
在选择功能时，在应用程序设置中选择的所有功能类型以及模型中可用
的功能类型将显示出来。在此处，您可以选择一种功能类型进行过滤。

敲击片段状态，如下所示：
1.	 过滤选定类型的所有状态的功能。	
2.	 过滤选定类型的处于“未处理”状态的功能。
3.	 过滤选定类型的处于“正常”状态的功能。
4.	 过滤选定类型的处于“不正常”状态的功能。

过滤后，树状视图将刷新。只能看见选定类型和状态的功能，包括其上级
结构。

在弹出框外面敲击可以关闭对话框而不重置树状视图。

在树状视图的功能选择中选择不选择可以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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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

双击组件/功能名称可打开可用选项的上下文菜单。 
敲击信息按钮可打开选定元素的信息视图。

根据所选的元素，信息命令会显示元素的不同详细信息，例如：	

1.	 对于组件，显示从 CAD 系统提取的部件列表信息。 
2.	 对于 NC 孔功能，显示位置以及每个步骤的详细信息。 
3.	 对于冷却功能流量，显示冷却周期的所有孔的总长度、这些孔的有
效长度和两个值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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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导出命令可以将选定组件和包括的所有子组
件导出到其自己的文件中。行为与在本地文件中导出相同。

→→ 请参阅第 5 页

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注解报告命令可以打开注解报告。如果树状
视图包含用户定义的具有用于评估属性的注解，则该命令可用于
所有级别的包含这种注解的结构，即使在更深的级别亦然。

→→ 请参阅第 30 页

将打开一个新视图，显示的表包含有关单个注解的信息，包括编号、文本、
具有锚点的功能命中（如果可用）以及图像。
含有注解的组件显示在表格的相关部分的标题中。

敲击上面工具栏中的导出报告命令，将以 .xlsx 格式导出表格。随
着在设备上安装的应用程序和用户设置的不同，在弹出框中有不同的
选项，例如 mail；表格将导出为电子邮件的附件并可以在 PC 上编
辑，或者 NumbErs；表格将在 Apple NumbErs 应用程序中打开且可
以直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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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检查报告命令可以打开功能报告。如果树状
结构包含可选中功能，则该命令在结构的包含这些功能的所有级
别均可使用。

将打开一个新视图，显示的表包含单独可选中功能信息。单独元素在组和
子组中分类。将在表格部分的标题中显示这些内容以及上级组件。

对于每个可选中元素，显示以下信息：	
第一列：名称	
第二列：状态	
第三列：含有元素的组件的名称。
第四列：相应的注解，如果可用。

       敲击导出命令可以导出报告表。

在最高级别的根上下文菜单中敲击可选中重置命令，可以检查所
有可选中功能的状态。为了避免无意重置状态，将显示是/否提示。
确认后，产品结构中包含的所有可选中功能将重置为默认的取消
选中状态。如果树状视图中有任何活动的过滤器，也会将其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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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览功能
敲击下面工具栏上的树状命令可以查看组件的树状视图。 

敲击过滤器命令。当在应用程序设置中激活了可选中功能，而且这
些功能包含在打开的组件中时，此命令可用。此时将开始过滤可选
中功能。     
敲击下面工具栏中的测量命令以开始测量。 
          
敲击截面命令以开始截面。          

敲击注解命令以创建注解。        

敲击上面工具栏中的屏幕快照命令以拍摄三维视图的屏幕快照，并
保存在 iPad 的 Photos 应用程序中。您可以从该处将图像用在注解中。

敲击上面工具栏中的设置命令以打开三维视图的设置。弹出框中
有不同选项，包括搜索功能。可以通过使用三维视图中的搜索栏过
滤树状结构。树状结构打开，搜索结果将以灰色突出显示，树状结
构将根据需要扩展。从该弹出框中，您还可以打开视图选项。

    
敲击三维对象以打开上下文菜单：

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突出显示命令以打开突出显示被敲击对象的
树状视图。
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信息命令（如果可用）以查看关于该对象的附
加信息。

→→ 请参阅第 18 页

→→ 请参阅第 21 页
→→ 请参阅第 23 页
 →
→→ 请参阅第 28 页

→→ 请参阅第 30 页

→→ 请参阅第 33 页

4. 三维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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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维树状视图

双击属于已打开产品结构的更深级别的组件名称，可以查看含有如下所
述选项的上下文菜单。如果您选择的组件级别高于打开的级别，则仅打开
三维上下文菜单。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三维命令可打开选定组件的三维视图。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隐藏/显示命令可切换选定组件的可见性。如果
打开了产品结构的更高级别，将采用此值。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重置可见性命令可显示所有隐藏的组件。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信息命令可打开选定组件的信息视图。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突出显示命令可在三维视图中突出显示选定
组件。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加载到结构命令可将组件加载到产品结构。

→→ 请参阅第 9 页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卸载命令可从产品结构卸载选定元素并在本
地数据中另存为单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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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三维卸载命令可从选定元素卸载三维数据。
该元素的真正几何形状不再显示在三维视图中。如果您有大量数
据要查看，则使用此选项。如果您已卸载三维数据，该命令将变	
为												。敲击该命令可再次显示数据。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丢弃命令将从产品结构中删除选定元素。删
除的元素无法找回。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镜像命令可对与全局轴系统相关的选定元素
进行镜像。此命令仅在产品结构中的单独零件或子产品上显示。将
打开附加的弹出框，可在此处选择镜像平面。元素将在 XY、XZ 或 
YZ 平面上映射，具体视所做的选择而定。如果元素已镜像，镜像丢
弃命令													将变为活动状态。敲击此命令将删除完整的镜像。

敲击关闭命令以关闭树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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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冷却特性，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在冷却周期的上下文菜单中，存在以
下额外的可能性：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显示/隐藏冷却孔命令以切换名称的可
见性，孔类型将隐藏/显示。

          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显示/隐藏冷却注解以切换冷却片段注
解的可见性。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顶部片段注解命令将注解放在相应孔的起点。 
该命令变为												。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中片段注解命令将注解放在相应片段的中
间。该命令变回											。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注解可见性命令时，仅当冷却孔起点可见时
才呈现冷却注解，而当相应孔由于对象旋转而看不到时隐藏注解。 
该命令变为												。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注解始终可见命令时，无论冷却孔是否可见，
都始终显示注解。该命令变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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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三维视图中检查功能和过滤

如果您已在应用程序设置中激活特定可选中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在三维
视图中可用，则可以在此处将它们编辑成三种状态：	
未处理
确定
不正常

在三维视图中双击功能（例如，孔）以打开小图像及含有复选框的窗口。	

在复选框中选择一种状态：
功能的状态就变为选定状态。

敲击展开命令以展开小窗口并在空间中查看与选定功能有关的
所有功能。在此处可以编辑所有这些功能的状态。该命令变为			 	 	 	 	。	
敲击折叠命令以折叠窗口。
敲击关闭命令以关闭窗口；选定功能的标记状态将消失。

在树状视图中也可以更改功能状态。在此处使用在三维视图中显示的那
些选中按钮。功能状态改变时，树状结构中的条目会改变颜色。状态直接
显示在功能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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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下面工具栏上的过滤器命令以打开弹出框，用于过滤不同功
能的状态。在选择功能时，在应用程序设置中选择的所有功能类型
以及模型中可用的功能类型将显示出来。选择一种功能类型进行
过滤。

敲击状态命令以便使用以下各项过滤选定类型的功能：
 所有状态。 
 未处理状态。
 正常状态。
 不正常状态。

过滤后，相关功能显示的颜色取决于它们的状态（未处理为蓝色，正常为
绿色，不正常为红色）。为清楚起见，剩余的几何形状以灰色显示。

敲击关闭命令以关闭对话框而不重置三维视图。

通过在功能中选择不选择来重置三维视图。将恢复原来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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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测量

 敲击测量命令以打开“测量”弹出框。打开此弹出框时，将显示模型的
线框（如果可用）。
弹出框打开时没有上下文菜单，因此弹出框包含旋转点命令	 。	敲	击
时，软件会等待敲击三维模型以定义新的旋转点。在测量过程中，您还可
以使用旋转点命令。

选择了要测量的元素时，应用程序可以识别，然后显示点图标：
选择了端点。	
选择了线条上的点。
选择了面上的点。

以下功能可用于测量：
 

敲击绝对命令可进行绝对测量。再次敲击时，可以选择要测量的	
对象（例如一个点）。

如果敲击面上的点或端点，测量结果将显示选定点的 x、y、z 坐标。

如果敲击了线条上的点，还会显示线条长度。	
如果测量过程不成功，将显示一则警告，过程将被取消。

 



24

敲击相对命令可进行相对测量。随后敲击三维对象两次时，将定义
在哪两个点之间测量。	

如果首先选择了线条/面上的点，无限命令										将显示在选定点。敲击该
命令以删除它并将选定点图标变为蓝色。如果随后敲击线条/面，则在无
限到下一个敲击的点之间测量。

或

敲击第二次而不选择该命令。在此情况下，不测量到无限线条/面，而是测
量到在线条/面上选择的点。

如果第一次敲击时没有选择无限命令，则选择了线条/面上的点时，第二次
敲击后将再次提供此命令。如果敲击它，将在无限和第一个元素之间测量
第二个元素。

可能有不同的组合，例如：
1.	 在面上的两个点之间测量。
2.	 在线条上的点和无限面之间测量。
3.	 在端点和无限线条之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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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的测量选择中敲击了半径（例如孔）上的点，则半
径的轴以红色显示，轴命令										将显示在选定点的旁边。

如果选择该命令，它将消失，而且点图标将变色蓝色。随后敲击选定半径
的轴，将在无线和第二个选定元素之间测量。

可能有不同的组合，例如：
1.	 在孔轴和边缘之间测量。
2.	 在两条孔轴之间测量。

如果测量成功，测量结果将显示两个选定对象之间的距离。如果测量不成
功，将显示一则警告，过程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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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测量半径命令以测量半径。随后敲击时，定义要测量半径的元
素。
例如：

1.	 测量圆角的半径。
2.	 测量孔的半径。

如果测量成功，测量结果将显示在选定点旁边。如果测量不成功，将显示
一则警告，过程将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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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测量角度命令以测量角度。随后敲击三维对象两次时，将定义
在哪两个元素之间测量。	

如果敲击面或线条上的点，则显示这两个元素之间的角度。
如果在圆柱形上选择，则使用圆柱中线测量角度。

可能有不同的组合，例如：

1.	 两个面之间的角度。
2.	 线条和中线之间的角度。
3.	 两条中线之间的角度。

在所测量角度的点处，将显示翻转命令											。敲击该命令可翻转角度并更
新结果。如果测量成功，测量标签将显示在弧中间。如果测量的元素平行，
角度将显示为 0 度。

敲击关闭命令以关闭测量菜单，同时所有现有测量元素都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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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在分区 

           敲击截面命令以打开“截面”弹出框。以下功能可用：

敲击 X 命令将以 x 方向截面。 

敲击 Y 命令将以 y 方向截面。

敲击 Z 命令将以 z 方向截面。

敲击面命令，然后敲击要在用户定义的方向中使用的面。

敲击边缘命令，然后敲击要在与该边缘正交的用户定义截面中使
用的边缘。移动截面平面时，将沿此边缘执行。 

在步长字段中敲击，然后输入截面平面的步长值。

在位置字段中敲击，然后输入选定方向的截面平面的值。→

  敲击正/负命令将以正/负方向使截面通过对象。



29

敲击截面视图片段：  
1.	 未填充三维截面。
2.	 已填充三维截面。
3.	 未填充二维截面。
4.	 已填充二维截面。

敲击翻转平面命令以翻转截面平面。

敲击关闭命令以关闭弹出框而不删除截面平面。

敲击截面平面以打开上下文菜单。
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丢弃命令可以删除截面平面。

敲击上下文菜单中的旋转命令可以将视图旋转到截面平面的法
线。

敲击上下文菜单(仅当截面平面为绿色时才可用)上的拖移命令,使
选择平面变为红色，以便可以在模型中用手指拖移它。

敲击上下文菜单(仅当截面平面为红色时才可用)上的重置命令，将
平面重置为绿色以便正常处理。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翻转平面命令以翻转截面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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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户定义的注解

→→→→→→→→→敲击注解命令以平移“注解”弹出框。
弹出框打开时，没有上下文菜单，因此弹出框显示旋转点命令										。敲击它
时，软件会等待敲击三维模型以定义新的旋转点。在注解过程（例如在创
建时）中也可以使用此按钮。

敲击添加命令以创建新注解。第一次敲击三维模型时，会生成锚点
将注解连接到模型。锚点以橙色点标记，选定元素将突出显示。

新注解的投影平面始终与查看方向正交。在三维模型上的第二项选择是
选择文本字段的起点，此时一个对话框将打开。还会打开键盘以便输入所
需的文本。

通过敲击所需的样式来选择字号、字体颜色和字样。 

敲击预定义文本，从在应用程序设置中定义的默认备注列表中选择词组。
请参阅第 4 页

敲击列表中的一个选项以填充文本字段。敲击保存以插入文本，或敲击取
消以删除文本并关闭窗口。

备注：仅当以前定义了词组时，预定义文本才可用。否则该命令将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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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图像命令以打开含有应用程序中可用的照片和视频的窗口。
选择所需的文件，该文件将显示在图像/视频字段中，稍后显示在三
维视图中。
备注：视频在三维视图中显示预览图片。 

敲击相机命令以打开相机应用程序。拍摄新照片或视频以便插入。

可以将多个图像或视频附加到一个注解。也可以同时附加图像和视频。如
果选择了多个元素，可以敲击后退/前进命令 浏览它们。在三维视图
中，始终显示选定元素中的第一个元素。

敲击丢弃命令可从注解中删除选定图像和视频。

敲击放大命令可在新窗口中放大选定图像和视频。可以在此处播
放视频。

敲击后退命令可关闭放大的图像视图并还原到注解对话框。

将用于评估开关滑到右侧可在“注解”报告中显示注解。如果停用此开关，
则不在报告中显示注解。
→→ 请参阅第 14 页

敲击取消命令可放弃注解过程。

敲击保存命令可保存注解并在三维视图和树状视图中使用定义的参数生
成注解。在树状视图中，图标表示注解是否包含图像或视频：
										存在图像或视频。
										不存在图像或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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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编辑命令以编辑注解。敲击注解以打开对话框。编辑注解的所
需参数。 

敲击编辑位置命令以放置注解，然后敲击一个注解以选择它。注解
框架变为红色，可以用手指将它拖移到新位置。 

敲击编辑锚点命令以更改注解的锚点，然后敲击锚点以选择它。敲
击注解的新锚点和起点；该注解可以添加到产品结构中的另一个
元素。 

敲击丢弃命令以删除注解，然后敲击要删除的注解。

敲击关闭命令以关闭注解弹出框并放弃尚未保存的任何过程。

单击没有打开弹出框的注解，以显示含有与其他元素相同的一般功能及
以下功能的上下文菜单。

敲击上下文菜单上的信息命令以打开仅查看注解对话框。 

上下文菜单上的编辑、编辑位置和丢弃命令的功能与
上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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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视图选项

敲击边缘命令（仅当打开的组件中有冷却功能时才可见）以便在边
缘包括三维对象视图。包含的所有冷却功能都不透明。如果此选项
处于活动状态，则不透明度几何块开关停用。	

敲击注解片段：
1.	 如果注解可用（从 CAD 系统导出或使用软件生成），则与屏幕平行显
示。

2.	 可用注解将以框架样式显示在显示屏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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