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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元座標量床(手動)

台灣研發 國際製造最佳選擇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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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體結構 
三軸均採用德國DIN00級高精度黑色花崗石構件，剛性好、熱膨脹係數小、溫度一致性佳
全封閉式框架移動橋式結構，精密鑄造鏟花加工航太鋁合金支柱，結構堅固，穩定性高

2)傳動方式 
三軸均採用環抱式空氣軸承設計，並配置德國FESTO氣壓控管和日本SMC自潔式空氣浮動
和過濾系統運行順暢穩定、無磨損、無阻力，Z軸動平衡裝置，傳動更平穩順暢可靠性高 

3)移動方式 
三軸快速移動，鎖緊等程序均採取一鍵式空氣控制開關裝置，可將各軸由快速移動狀態轉
換至鎖緊狀態，並配置無牙螺桿全程微調裝置，對工件狹小部位可做精密定位量測

高精度三次元座標量床 最佳選擇標章

創新研發技術獎

國際頂尖技術整合

4)影像量測系統 (選購附件)

   1/3" 41萬像素高解析彩色CCD

   0.7-4.5X光學連續變倍鏡頭

   高亮度可調式LED表面照明光源

   影像校準光學校正板 

   影像擷取卡及影像系統聯結件

L40INSTRUMENT量儀類L79

台灣國際名牌



5)量測系統: 
三軸均採用國際先進光學測距指標英國
RENISHAW反射式金屬光柵計量系統，
系統分辨率0.5um 

6)軟體系統:
採用國際計量最新標準美國VISUAL DMIS 
德國PTB認證3D圖表式計量新標準量測軟體

7)電子測頭系統: 
採用國際最先進及可靠性英國RENISHAW MCP
和MH-20I手動觸發式電子測頭
陶瓷精密原點球和紅寶石測針組 

MCP MH-20I

陶瓷精密原點球

高精度三次元座標量床 最佳選擇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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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猛龍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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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介面                    標準觸發介面PI4-2
感測方向                     ±X、±Y、+Z
單向重複性                 0.75um
預程變動量(XY面)     ±1.5um
觸發測力(固定)          12g
測針裝置                     M3
測頭狀態                     LED
測頭信號聯接 　        5 Pin Din
超程防護                     Z軸5mm  XY軸±20°

MCP組合件

MCP手動電子測頭
PL1T連結線
L：20mm延長桿
Ｍ3xL21mm不鏽鋼桿Φ1、Φ2、Φ3mm紅寶石測針組

MCP 固定式測座手動電子測頭

MH20i

M2 thread styli

M3 / M2 
adaptor

M3 thread styli

LF SF MF EF 6W
EM1
STD

EM2
STD

測頭模塊

測針

Detail information see  www.renishaw.com

手動分度測座電子測頭

電子測頭聯結系統示意圖

特點
分度
可重複以15度增量分度可免除持續地重新檢測的動作
精度
位置重複精度: 1.5um(TP20SF) 2.5um(TP20EM2)
生產效率
藉由測頭模組交換和分度不需重新檢測,
可提升生產效率
增加量測距離和靈活性
可使用延長桿,最多可延伸75 mm額外距離 
(從TP20夾座開始至最長測針距離可達125mm)

可交換性的測頭
TP20可提供測頭模組之重複交換, 
允許採用不同結構之測針在使用時不需重複檢測
防撞保護
TP20模組可在各方位容許超程, 
磁力式的裝備可提供在XY軸額外的防撞保護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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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元座標量床【手動】 迅猛龍系列

傳承德國工藝設計  全機國際技術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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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CMM-564M CMM-785M CMM-7105M CMM-7155M 

量測範圍 
(X.Y.Z 軸) 

500x600x400mm 700x800x500mm 700x1000x500mm 700x1500x500mm 

解析度 0.0005mm / 0.00002” 

量測精度 MPEE：2.5+L/300(um) MPEE：3.0+L/300(um) MPEE：3.5+L/300(um) MPEE：4.0+L/300(um) 

重複精度 MPEP：3 um 

主體結構 三軸 DIN00 級高精度黑色花崗石構件 

傳動方式 三軸德國 FESTO 氣壓控管配置  日本 SMC 自潔式空氣浮動和油水過濾系統 

移動方式 三軸高精度鉻鋼全行程無牙微動螺桿裝置 

量測系統 三軸英國 RENISHAW 高精度反射式金屬計量系統 

測頭系統 
(選購式) 

1.英國 RENISHAW  MCP 手動觸發式電子測頭  

2.英國 RENISHAW  MH20I 可 360°旋轉及 15°分度手動觸發式電子測頭  

3.標準附件：紅寶石測針組、延長桿、Φ20mm 陶瓷原點標準球 

量測軟件 美國 VISUAL DMIS 手動 3D 圖表式計量新標準軟體 

電腦系統 雙核 2.5G 電腦主機、WIN 7 作業系統、21.5”LED 液晶顯示器 

機台尺寸 

(LxWxH) 
950x1000x2200mm 1150x1200x2400mm 1150x1400x2400mm 1150x1900x2400mm 

機台重量 550kg 700kg 800kg 1000kg 

最大荷重 300kg 500kg 500kg 600kg 

供氣壓力 0.6~0.8 Mpa 

電源 100~240VAC ±10% 50-60HZ 

操作環境 存放溫度 15°C~32°C  濕度< 70%RH  量測最佳溫度 18°C~22°C  濕度 45%~65%RH 

另購附件 夾具組、特殊測針組、CAD 軟體模塊、影像量測系統 

 



美國Visual DMIS
三次元座標量床量測軟體

Visual DMIS 量測軟體是目前全球支援DMIS標準最高和最簡易操作的智慧型檢測軟體，
其演算法的可靠性、有效性和準確性，均通過了世界權威的德國國家物理科學院(PTB)的
認可。

Visual DMIS 量測軟體主要應用於各種工業零件及產品的量測，尤其是航太、汽車、模具
、檢具等領域產品的幾何元素測量、形狀公差的評定及零件表面形狀的評定

Visual DMIS 量測軟體的主要功能
測頭系統管理：包含測頭的組裝及校驗

幾何元素測量：具備國際CMMA規定的測量元素，如點、線、平面、圓、圓柱、圓錐、球

、圓弧、橢圓、鍵槽、曲線、曲面等功能，能夠在圖形視窗直接顯示

構造幾何元素：用已測知之元素來構造成所需之幾何元素並自動顯示在螢幕上，如投影、

相交、中分、擬合、平行、垂直、相切、平移、旋轉等

幾何元素評定：能夠在圖形視窗直接點擊幾何元素的圖標，即可快速完成量測和評定

形狀誤差和位置誤差之評定：依照ISO標準計算求出所測元素的幾何公差，如直線度、平

面度、角度、真圓度、圓筒度、真球度、錐度、平行度、垂直度、傾斜度、對稱度、位置

度、同心度、同軸度、偏擺、點線面之輪廓度等，並將被評定的幾何元素進行拖放即可完

成量測

工件座標管理：包括座標系的創建、儲存、調用、轉移及刪除

自學習測量功能：對於批量工件的多次測量，使用自學習功能能夠高效率完成DMIS程式

創建

CAD功能模塊(選購)：可支援IGES、STEP等多種格式，可實現CAD找正座標系建立及導
入、導出，CAD理論元素之識別選取，快速編程，被測元素與CAD模型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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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Visual DMIS
三次元座標量床量測軟體

DMIS程式的輸入、輸出、編輯及各種報表輸出

圖形功能:具備真實的3D實體機器模型的顯示，能將被測工件的幾何元素直觀的顯示，並
列印輸出被測幾何元素的三維圖形和尺寸，能即時顯示三座標的運動狀態和真實的三維反
應測頭的實際測量運動，移動滑鼠即可轉動三座標的位置、調整視窗的大小、比例，以便
觀察測量的過程和結果

測量結果輸出:可將三維立體的圖形顯示輸出，量測的結果以內建格式或EXCEL格式等循
環輸出尺寸報告，以及可自行設計列印結果報告，輸出報告可顯示設定之上下限公差，以
自動判別測量結果是否超差

逆向量測功能:可將幾何元素的測量結果以IGES格式輸出，以便在CAD軟體中直接讀取測
量數據，方便設計者形成CAD數學模式圖形

系統主菜單

測量介面

主工具區 系統狀態一區

系統狀態二區數據顯示區DMIS程式區

圖形區

數據庫區

多種格式輸出，豐富的測量報告打印形式，易於理解的測量結果輸出報告，更加便捷

直觀，清晰的測量介面與測量結果

測量過程中可隨時顯示測量機的運動狀態

、機器模型、工件模型、幾何圖形，虛擬

測量操作的過程及反應測頭測量的實際運

動，可輕鬆通過滑鼠來轉動旋轉輸出圖片

和量測位置，調節視角及大小比例內容，

方便觀察即時測量過程

主工具區

測量工具條、構造工具條、公差工具條、

測頭工具條、座標系工具條

L44INSTRUMENT量儀類 L84

台灣國際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