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时随地， 
相连了您的世界



当今之世经济连接硬件和实时数据的一 
站式生态系统。

FARO® Sphere 是基于云的信息平台来提供尽可能高效的数据交换 —  
包括在 3D 项目中的远程合作。

Sphere 通过安全的单一登录过程， 
提供 FARO 点云应用程序和服务导向型平台的 
集中式与合作式的用户体验。

就其核心而言，Sphere 是一种基于云的数据管理工具。使用 FARO WebShare 软件作为 Web 查看器，用户可以探索
并分享捕捉到的 3D 数据，将这些数据和 CAD 或 BIM 输出的设计进行比较。用户还将能够访问 FARO 的客户支持平
台：Knowledge Base (知识库)、FARO 支持和 FARO Academy。

通过单一登录 
获得客户资源，并直接访问  
FARO 云应用程序与项目。

对于想要上传其扫描数据到 Sphere 的 FARO Focus 用户来说，全
新的 FARO Stream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可实现现场预配准，同时
提高用户对数据捕捉完整性的信心。在上传后，全球团队可以即刻
访问这些数据，或在场外重新下载数据，而且可在 FARO SCENE软
件中完成点云登录。回到Sphere同步后，有关方有直接的视觉线
对于任何完毕的项目。

最终实现快速现场数据捕捉并优化项目管理，缩短扫描时间、配
准总用时和成果交付时间。

为何选择Sphere，为何现在呢？ 
360度的全球视角

Sphere 在软件即服务 (SaaS) 市场的关键时期推出。由
于全世界越来越倾向于 
采用远程办公和基于订阅的 
客户参与计划，FARO 的入场使平台用户 
能够最大程度利用该技术。

面对操作不连贯、过程繁杂的现状，更快速做出更明智
的决定，以便将质量、生产率和盈利最大化不仅对业务有
利，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时刻令您满意： 
Sphere 的拿手好戏

对当今测量专业人员来说，搭配使用 Sphere 和 Stream 的关键优势是，它们能够大幅节省与现场预配准过程有关的
时间。凭借这两项发挥着得力搭档作用的孪生技术，办公室团队可在现场团队 
离开现场后不久即可使用上传的数据。通过 Stream，不再需要等待存储有全部现场数据的  
SD 卡送回办公室了。

此外，Stream 的实时数据可视化和预配准功能意味着现场回访风险的降低。虽然作为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现场测
量人员会尽可能降低此风险，但对数据完整性的信心增强这件事，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现场工作人员现在可以告知其他项目有关方扫描已完成，
然后开始完工建模和质量分析。这使得现场工作的完成
速度最多可比过去快 50%，并且对数据的完整性充满信
心。Sphere 平台和 Stream 及 Focus 硬件的搭配使用，
将在每个项目当中为用户节约大量成本。

FARO Sphere 是您捕捉的全部  
3D 数据的中央信息枢纽。

工作流程优势

实现远程全球协作以缩小现有工
作流程的差距

所有项目进行中央存储意味着通
过实时项目管理提高安全性、多用

户访问和组织效率

基于上传的预配准扫描 
加快办公室内的 

配准速度

通过 WebShare 软件  
将工作直接分享给 
所有项目有关方的 

功能

使用其他 FARO 工具（如  
As-Built Modeler） 

创建最终的可交付成果， 
而无需导出第三方数据 

扫描定位不佳以及扫描阴影的不
完整数据会使配准失败，而预配
准消除了因此导致的不必要现场

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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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套餐的选项
FARO Sphere 提供三种使用级别，每种级别允许用户使用其用户自己的私人虚拟工作区：

立即通过定制满足您的需求
无论您选择何种套餐，所有 Sphere 工作区提供单独项目登录页面和项目访问权限，而且可对用户在某工作区或个别
项目当中所具有的权限进行定制。您还可以：

注解：查看者是指可以查看数据，却不能添加或编辑内容的人员

 y 定义与客户需求相符的独特“项目角色”（如 VDC——
虚拟设计与施工—— 管理器）

 y 为工作区设置首选语言并让数据存储在美国或欧洲

 y 按日期、项目所有者或 
对象类别和标签筛选并搜索项目

 y 免费 

 y 存储： 
20GB，不可扩展

 y 用户数量： 
一 (1) 名

 y 查看者人数： 
*无限制

 y 用法： 
适用于最多两个小项目，具有基本
用户及特色功能 – 优秀的入门产
品，无财务风险。

基本

 y 年费

 y 存储： 
1TB，不可扩展

 y 用户数量： 
五 (5) 名

 y 查看者人数： 
*无限制

 y 用法： 
适用于多个项目且具有高级用户管
理、扩展的用户和特色功能；是小
团队的理想产品。

专业

 y 年费

 y 存储： 
2.5TB，每名用户可扩展 200GB 存
储空间 或 500GB 块存储

 y 用户数量： 
十 (10) 名或更多

 y 查看者人数： 
*无限制

 y 用法： 
适用于多个复杂的项目，具有可扩
展特色功能，用户数量无限制，全
部支持单一登录，对于要管理数百
名用户使用公司登录信息进行登
录的公司来说至关重要。

企业

FARO Sphere 的无缝与统一的用户界面能够前所未有的
方式连接数据、人员和设备。借助 WebShare 的嵌入功
能，用户可以查看数据、进行测量、添加注释，将感兴趣
的区域以各种格式导出以及导入 CAD/BIM 文件，为了完
成设计 (CAD)和现实捕捉 3D 数据之间的视觉比较

从合作到完成，项目管理和远程数据上传不可同日而语。Sphere 将帮助您追踪利润和生产率。
今天联系我们来试试 Sphere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