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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是精密运动控制产品的专业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于2001年8月

在苏州成立。2017年SERVO集团在香港上市。主要经营控制系统、交流伺服电机、直线电机，

高精度减速箱、导轨丝杆、光栅传感、机器视觉、机器人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公司

产品覆盖整个运动控制领域。苏州钧信具备独立研发团队和遍布全国的营销服务网络，与国内各

高校科研院所和军工单位有着长期合作。自主开发软硬件系统，广泛应用于军工科研、航空航天、

机器人、高速铁路、印刷包装、纺织印染、数控机床等领域。

关于苏州钧信

苏州钧信在中国30多个城市、地区开设分公司、办事处，专注服务整个中国市场。

服务热线 0512-82079388

天津

长沙

长春

东莞

常州

济南



ACS和XLSCAN振镜扫描系统在激光加工设备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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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产品在上下料机械手上的应用

安川运动控制器在医疗Micro-CT上的应用

贝加莱OPC UA通讯应用

30轴运动控制平台在汽车钣金检测上应用

封闭式高刚性打磨切割通用机器人

钧信系列产品在机器人关节上的应用

雷尼绍比对仪在3C行业测量的应用

雷尼绍超高精绝对式圆光栅REXA安装四个读数头在转台上的应用

雷尼绍激光干涉仪应用于双驱直线电机平台的精度检测

三轴转台在雷达、微波天线测试等领域的应用



       整体系统连接简图如下：

       振镜部分为德国SCANLAB公司提供，运动控制部分为ACS EC+SLEC+UDMhp

       相比于传统的振镜与平台独立控制系统，振镜联动系统能够大幅度提升激光加工效率及精度，实测最高

效率提升40%，整体精度能够控制在5μm     以内。

       整个激光加工都面临客户要求的提高以及产品性能升级的双重需求，我们可以通过 XLSCAN 这个方案去

帮助想要提高竞争力的激光加工企业，使得整体设备水平得到提高。钧信公司作为 ACS 产品的核心代理商，

是整个运动控制行业的领军企业，将会通过技术服务去开拓引导更多的激光加工企业实现自己价值。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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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行业需要进行电路板网版制作以及对一些例如液晶显示器的大幅面材料的快速加工，高精度激光加

工设备在切割半导体材料与金属材料在行业中广泛使用。大量的设备厂家从低端设备生产制造在向高精度的

高效率的激光加工设备前进，对于一款既高效率又高精度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提供了机会。

       传统的高精度激光加工设备独立控制扫描头和 XY工作台，由于系统的误差，往往只能通过控制器的补

偿去尽量减小误差，但往往对于扫描头与 XY工作台只能低速运动才能达到高精度加工结果，而且高精度扫

描系统必须配置短焦距的光学系统，然而短焦距意味着加工幅面受到限制。我们需要解决加工精度与效率都

要求很高的问题。

行业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由以色列ACS 运动控制公司与振镜SCANLAB公司联合开发的一整套振镜扫描系统XLSCAN，它创新的

理念运用扩展的加工范围使大范围的打标和大面积的处理成为可能。XLSCAN通过软件应用了智能过滤器来

控制和移动一个振镜扫描头和一个XY平台，从而让每一个系统的物理约束在集成轨迹规划考虑范围内，扩展

了激光扫描系统的工作区，提供清晰的激光加工优势，例如高加工吞吐量，具有前所未有的精度水平。

       其中运动控制部分我们可以提供客户以下ACS产品，

       以其中一个客户产品配置为例：

              含有交互软件的ACS控制器：SP+EC-08000032NAN4NDN1

          带有XLSCAN功能的ACS驱动：UDMhp2BXL1

          同SCANLAB进行同步交互的 ACS 转换模块：SLEC

       三者关系如下：

解决方案

.

.

.

ACS和XLSCAN振镜扫描系统在激光加工设备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精密激光加工设备

推荐产品  带有XLSCAN功能的ACS控制器与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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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着陆指的是执行器的轴或者夹指以可程序化的高速度、低力量的方式接近物体表面。这种独特的功能

对精密易碎或高价值的零件的组装相当有帮助。那么音圈电机如何实现软着陆呢？在速度模式下控制较低力

量接近物体表面，同时持续地监控位置误差，一旦接触到物体表面时，位置误差增大到预先设置的值时，执

行轴就会保持在物体表面那个位置。“软着落”的好处是按照物体表面的位置，接触表面；由于表面位置的

误差，会过冲和不及；所用时间太长，影响生产效益；保证速度、确保精度。

       驱动器内部CVM程序根据工艺要求，不断切换控制模式，限制电流等，以达到贴合时力的控制效果。

方案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此方案可以很好的实现客户快速定位及贴合时精密力控的要求，而且降低了对控制器的要求。

用COPLEY实现SMAC音圈电机软着陆功能.

产品组成

COPLEY ACJ-055-18

SMAC LCR16-025-55-2-FVSA5A

.

       随着手机相关的产品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其内部相关组件的组装要求就变得更加严苛，对于贴合这类

工艺除了以往要求的尺寸精度外，对贴合的压力也有控制，而COPLEY对音圈电机能实现精密电流控制正好

能完美实现精度控制。

按键 手机摄像头贴合

COPLEY驱动器 SMAC音圈电机

行业背景

COPLEY驱动器＋SMAC音圈电机软着陆功能方案

1、RFID 电子标签

       RFID标签低成本的需求,推动RFID标签封装设备向着更高封装效率、更高可靠性的方向发展，且芯片放

置过程中快速进给与低力冲击特别需要软着陆功能。

2、手机摄像头的贴合

       现在手机摄像头越来越多，在组装过程中既要保证效率也要提高良率，所以很需要软着陆这种功能。

客户需求

工艺要求

COPLEY驱动器+SMAC音圈电机在3C贴装行业的应用 

所属行业  3C产品组装

推荐产品  COPLEY驱动器，SMAC音圈电机

RFID电子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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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接触表面
而不至于冲击力太
大，分为两段位移
进行。

第一段为长距离的
位置控制模式，无
限制电流，速度加
速度尽可能大。

第二段位移尽可能小，在限制电流大小的情况下

转为速度模式控制并监控跟随误差大小，当大于

等于设置的跟随误差后将当前电流设为限制电流。
工件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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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Phytron能提供控制、驱动、减速机等配套产品，以满足客户的综合指标需求。

        Phytron是一家专业研发和生产高端特种步进

电机及其驱动控制产品的企业，成立于 1947年，

总部位于德国，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科

学研究、核物理、电子制造、机械加工、医疗、

印刷等众多行业，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

       Phytron步进电机，如VSS/VSH系列和phy

SPACE系列，主要应用在真空环境下，它能够克

服极限高温(最高可达300℃)或极限低温(最低可

达-270℃)的恶劣环境，解决真空条件下(真空度

可达10-11hpa)的电机线圈散热问题，使电机能

够长期稳定地运行，确保设备在计划周期内的正

常运转。

       在eROSITA项目中，7个望远镜模块的成像系统尤为重要，

其对焦动作的精度和可靠性，直接影响到拍摄图像的精确程度，

进而决定项目成败。Phytron真空电机在这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对焦动作的执行机构。

具体应用
Phyrton的特点和优势

.

.

.

       长期以来，人类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从未停止，关于黑洞、

星系团、中子星、超新星等天文学和物理学领域，有无数的科

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之奋斗。其中，由德国科学家和俄罗斯

科学家主导的eROSITA项目在2019年收获颇丰。

       eROSITA，即“带成像望远镜阵列的扩展伦琴测量”，它

是全天空X射线监视器和X射线观测望远镜ROSITA的升级版，

被誉为太空中最好的X射线望远镜。该望远镜于2019年7月发

射到太空，且于2019年10月开始宇宙空间观测。2019年10月22 

日，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PE)和德国航天局(DLR)发布由

eROSITA 拍摄的第一张光图像。图像显示，eROSITA捕获到

大麦哲伦星云(LMC)和两个相互作用的星系团(A3391和A3395)。

项目背景

       eROSITA通过探测近8亿光年距离的遥远的星系团来显示其强大能力。它由超高精度的CCD摄像机和7个

望远镜模块来提供高灵敏度的测量。

        该CCD摄像机具有极高的光谱和定时分辨率，而 eROSITA的第一张光图像是在所有7个望远镜模块的一

系列曝光中获得的。通过eROSITA系统，天文台可以监测到这些遥远的星系，并捕获其中复杂的细节。

项目原理

Phytron真空电机在eROSITA太空望远镜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航空航天

推荐产品  德国Phytron真空电机

eROSITA 太空望远镜

捕获星系团图片

          高集成度，拥有紧凑的结构，体积小

          高精度，能提供精确定位

          性能稳定可靠，有多年的成功经验和技术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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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是专业的精密运动控制系统集成商，多年以来在航空航天等科研领域有丰富

的技术积累，能为客户提供标准化和定制化的技术服务，提供专业的产品及成套解决方案。

        Phytron 电机作为苏州钧信的核心产品之一，其在 eROSITA 太空望远镜的成功应用，充分证明了苏州

钧信产品的卓越性能和品质。在未来的航空航天领域中，Phytron 电机将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

结束语

          真空度可达10-11hpa

          绕组线圈适应的温度范围-20℃~300℃(或-270℃~40℃)

          辐射等级达到106J/kg

          洁净度：TML <1 %, CVCM <0.1%

          通过了符合太空应用要求的振动冲击试验

          标准品型号齐全，选择面广，可提供定制产品

.

.

.

.

.

.

        Phytron真空步进电机性能优越，质量可靠，已经有超过 3000多个电机在宇宙空间中运行。

典型合作项目如下：

NASA好奇号火星车(2011) 水星探测计划BepiColombo(2018) JUNO(2011)光谱仪中的镜组旋转

Phytron真空步进电机在其它太空项目中的应用

德国EnMAP卫星(2020) NASA火星探测器MAVEN(2013)韩国科学卫星多目标红外成像系统MIRIS(2013) 

Phytron真空电机在eROSITA太空望远镜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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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电子行业中，手机的更新换代周期随着元器件的不断升级，手机的各项性能也在不断随之提高。其

中显示面板也是现在各大手机制造商一直关注的焦点。近些年，OLED显示面板的生产技术愈发成熟，已经

开始在销售电子行业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例如以A为代表从iPhone X一代开始已经在其旗舰机型上全面使

用OLED显示面板，国产手机以H为代表的Mate xx Pro系列也同样全线采用OLED显示面板。

       由于手机类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手机生产相关的零部件需求量不断增加，设备的加工效率要求也在

不断提高。其中，OLED显示面板工艺中，发光基板在经过CVP工序后，还需要经过切割，涂胶、贴合、UV 

固化等几道工艺才能诞生一块OLED显示面板，完成以上工艺的设备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精度极高，工艺

复杂，产量巨大等特点，新手机的生产显示面板是生产的关键环节之一。传统的试产设备已经可以满足良

品生产能力，但是OLED面板的产能不足会严重导致手机终端生产效率低下。我们常见的UV固化设备大部分

都是一个机台配一个激光头，这样一台设备的一个加工周期就只能生产出一块OLED面板。因此，OLED面板

产能低是当下制约OLED面板大规模商用化的关键问题。

行业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OMRON公司全面控股的Delta Tau(泰道)产品线中Power UMAC系列运动控制系统具有多轴、高精度、高

响应的特点，针对高产能UV固化应用，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为客户解决了一个机台、多达14轴高性能运动控

制，12个激光头高精度的能量控制及各个激光头可独立运动的功能。通过Power UMAC CPU单元与NX系列

远程IO单元控制多达96点Din以及96点Out。从而实现了一台设备可以同时加工多个OLED面板的功能，在一

定程度上成倍提高原有的UV固化设备生产效率。

解决方案

Power UMAC在OLED面板封装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FPD

推荐设备  激光精加工、检测

推荐产品  Power UMAC控制系统，Yaskawa EC总线型伺服，Copley通用驱动器，Omron NX

系列远程IO单元

Power UMAC.
1. Power UMAC机架——提供电源以及各功能模块的插槽。

2. PowerUMAC CPU——与上位机通信，对下位的EtherCAT

    设备发出控制指令。

3. 模拟量轴控制模块：ACC24E2A——对Copley驱动器发出

    转矩/速度指令，接受Copley的编码器位置信号。

4. 模拟量激光控制模块：ACC24E2A——对激光器进行实时

    能量控制。

NX系列远程IO单元.

1. NX-ECC203——EtherCAT通信耦合器，通信周期：125

   ～10000μs 用于与上位控制进行数据交换。

2. NX-ID5342 ——16点数字量输入模块24Vdc，内部公共线

    处理NPN方式，自由运行刷新或输入输出同步刷新切换，最

    快响应时间(ON/OFF)20μs 以下/400μs 以下。

3. NX-OD5121——16点数字量输出模块12~24Vdc，0.5A/

    点，内部公共线处理 NPN方式，自由运行刷新或输入输出

    同步刷新切换，最快响应时间(ON/OFF)0.1ms以下/0.8ms

    以下。

Power UMAC 控制方案框架：

Power UMAC控制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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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UMAC在OLED面板封装上的应用

       Power UMAC具有顺序执行多线程的PLC程序。UMAC 中的PLC程序是一个运行在UMAC中的通用程序，

可以运行在后台时间或前台时间。Power UMAC允许在下一个伺服中断来临之前，从头到尾以处理器的运算

速度快速扫描每一个PLC程序，对于任何不同步的逻辑程序逻辑可以是理想的，如：JOG和回零程序。Power 

UMAC中最多可以同时存在31个PLC程序，每个PLC程序可以用于指挥运动、监控输入输出、多伺服增益运

动等，通过多任务处理可以将12个激光头的运动轨迹、能量控制以及机台的运动程序按照任务优先级进行调

度，从而实现12个激光头的实时能量控制以及运动轨迹处理。

       Power UMAC具有架构灵活，硬件丰富的特点，多插槽的机架可以根据应用需要，在机架中配置模拟量 

 /脉冲轴模块、I/O模块，编码器模块等各种功能性的接口卡，CPU更具备EtherCAT通信功能，可以将伺服的

模拟量控制与总线控制集于一体，具有灵活的硬件架构，并且还具有Power软件平台的多任务处理能力。可

为用户根据需求提供一个软硬件灵活的高性能解决方案。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Yaskawa EtherCAT 总线型伺服 (需安川授权).

       由于机台需要诸多自动化辅助轴用于面板的纠偏等动作，但是为了节约成本以及

将控制系统化繁为简，选用Yaskawa总线型(EtherCAT)驱动器，采用一网到底的方式

将多个伺服辅助轴串联在一起，利用EtherCAT分布式时钟的特点，来实现多个辅助轴

的实时控制。

Copley 通用驱动器：XTL230-18.

1. 控制模式：

    a) 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力矩控制模式

    b) 电子齿轮、电子凸轮

2. 支持编码器信号类型：

    a) A/B正交编码器

    b) 模拟量1Vpp编码器

    c) 电位器

    d) 支持第二编码器通道，编码器分频输出

    e) 数字霍尔

3. I/O资源：12点Din，4点Out

4. 驱动能力：

    a) 输入电源：100~240Vac，6.4Arms，±10%，47~63Hz

    b) 输出驱动电流：额定电流6A，峰值电流18A

        在本应用中，XTL230-18工作在转矩模式下，完成功率输出与电机换相的工作。另外，接受Power UMAC 

控制系统发出的±10V电压指令，10V指令电压对应驱动器输出的最大电流。

        XTL230-18工作在电流模式下的好处，驱动器单纯当做功率放大器使用，运动轴的速度环、位置环在Power 

UMAC的DSP中进行运算和处理，Power UMAC的编码器位置输入信号由XTL230-18的编码器分频输出传输

至Power UMAC，这样可以依靠Power UMAC强大的闭环算法，高效的实现插补运动以及速度前瞻功能。

XTL230-18工作在电流模式下



Power UMAC在振镜系统的应用 Power UMAC在振镜系统的应用

       PowerUmac完整的软件系统，强大的软件分析、计算、编程环境,为用户提供上位软件开发包，支持C#、

C++、LabView 和VB，方便客户进行上位编程开发。PowerUmac控制器内部支持运动程序，PLC程序，C

语言，正逆解方程方便用户灵活开发自己的控制系统，同时控制器还支持G代码，方便用户移植自己的运动

程序。上述的高功能开发自由度将客户的创造性从限制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制作独有的控制程序。控制器

内存1GB，足够客户把运动程序下载到控制器里执行。

软件开发

       OMRON 的 PowerUmac振镜控制系统具有开放式结构的激光运动控制开发平台，基于此平台，用户可以

开发各种行业的激光应用系统。只要振镜支持XY2-100协议，就可以集成到PowerUmac振镜控制系统。

PowerUmac提供强大的运动控制，加上可以适配支持的振镜，我们可以跟市面上很多公司振镜合作推广。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CPU+ACC-24E3(4轴)+ACC-84E

系统框图如下图

XY2-100通讯 

 

 

 

CPU  
ACC -2

4E3 

ACC -

84E 

电机

驱动

器 

电机 

PC 

激
光P

WM
 

模拟量控制信号 

电机驱动 XY 平台 

       激光振镜运动控制技术是将振镜运动控制、电机运动控制和激光及其能量控制相结合的专业控制技术，

针对不同的激光器提供PWM输出。欧姆龙Power UMAC提供ACC-84E这块板卡，支持XY2-100通信协议，

也就是说只要振镜支持XY2-100，就可以和Power UMAC集成，实现振镜随动加工，加工大尺寸图形。Power

UMAC振镜系统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激光加工设备的速度和精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前言

       激光加工技术实现了光、机、电技术相结合，是一种先进的制造技术。由于其具有无接触、清洁、效率

高以及适合于特殊加工等优点，使得激光加工技术广泛渗透于传统制造技术的很多工艺过程中。目前很多行

业需要加工大尺寸图形，以前振镜和平台只能单独去控制，这样激光加工就有拼接误差和加工速度慢等问题。

      现代众多加工领域对精度更高的要求和一些特殊加工工艺的出现，不但需要对激光能量进行实时的控制，

而且需要更加复杂的运动控制。

行业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Power UMAC控制器 组成有如下：

系统构成

       激光振镜运动控制继承了Power UMAC良好的运动控制功能，同时提供高性能的激光能量控制。而且把

振镜电机控制和伺服电机控制相结合，能完成更加灵活的运动控制。

       Power UMAC激光振镜运动控制系统有如果特定：

       1. 多轴联动，能实现直线、圆弧和样条插补；可以任意指定控制轴为电机或振镜。

       2. 可现实大尺寸直线或圆弧连续加工。

       3. 可根据不同的振镜进行非线性误差校正。

       4. 支持单轴补偿，同时也可以2D补偿。

       5. 控制器有提供3种控制模式。振镜电机伺服和电机随动模式、单伺服电机控制模式和单振镜电机控制

           模式。Power UMAC提供正逆解方程，方便坐标变换。

解决方案

Power UMAC在振镜系统的应用

所属行业  精密激光加工设备

推荐产品  Power U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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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AMIC模块搭配COPLEY驱动器在点焊机设备上的应用

       电子行业对PCB板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会涉及到PCB板上电子元器件的焊接数量也逐步增加，所以需

要有点焊设备来像流水线作业一样把电容，电阻，这些元器件焊接在板子上。

ME3 转接板ME3 TMCM-6213

行业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TMCM-6213 6轴控制卡，1.1A，256细分支持EtherCAT总线通讯，外形尺寸215*100

       ME3 3 轴控制卡可驱动直流无刷，步进，伺服支持EtherCAT总线通讯，外形尺寸101*85*21

       转接板是我们研发工程师根据客户要求完全按照应用需求所设计出来的。一张转接板可以配置2块ME3

解决方案

       相较于传统的焊接设备或者焊接系统，他们这套点焊设备相对精度上有很大的提升，包括整套机器上用

的配置包括安川直线电机，雷尼绍的反馈系统，及工业相机，对整体的焊接速度及精度都是很大的一个提升。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TRINAMIC模块搭配COPLEY驱动器在点焊机设备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PCB板行业

推荐产品  点焊设备TMCM-6213，ME3控制卡

.

.

.

.

.

TRINAMIC模块在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上应用

所属行业  体外诊断医疗设备

推荐产品  TMCM-3351

       荧光免疫分析仪是一种用于测量含量很低的生物活性化合物的仪器。免疫荧光技术是在免疫学、生物化

学和显微镜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项技术。它是根据抗原抗体反应的原理，先将已知的抗原或抗体标记

上荧光基团，再用这种荧光抗体(或抗原)作为探针检查细胞或组织内的相应抗原(或抗体)。利用荧光显微镜

可以看见荧光所在的细胞或组织，从而确定抗原或抗体的性质和定位，以及利用定量技术(比如流式细胞仪)

测定含量。

行业背景

       由TRINAMIC公司研发提供的多轴步进伺服驱控器TMCM-3351，嵌入了先进的电机和运动控制功能以及

PLC功能。使用TMCL或可选的CANopen协议可通过RS485，RS232，CAN或USB串行接口进行主机通信。

结合免费且易于使用的TMCL-IDE，该模块可轻松实现独立程序流程和远程控制操作。

解决方案

高效运行，功耗低

综合保护

电机参数(如位置、速度、加速度)的动态变化

支持线性和 S 形斜坡

各轴独立可编程

特点

整体系统外部接口连接图如下：

TRINAMIC模块在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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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这个点焊设备12个轴的直流无刷伺服的运动控制部分就是由一台ACS控制器+ME3的驱动控制卡及

TMCM6轴驱动控制卡来解决他们的运动控制方案。

       我们给客户提供的TMCM-6213，ME3控制卡也是当中主要组成部分。



TRINAMIC模块在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仪上应用 XY双轴精密平台在激光切割行业的应用

.

       在此之前，TRINAMIC高度集成的TMCM-351,TMCM-6110智能驱控模块在数以千计的全自动化学发光

仪器中被大量使用，在此基础上，推出的新一代的TMCM-3351增加了闭环控制，涵盖了多种通讯接口，并提

供stallGuard™(负载检测堵转检测)、coolStep™(电流随负载调节)、spreadcycle™(平稳减振运行)、stealthChop™

(静音驱动)这四项技术在其中。

结构优势

       作为TMCM-351的升级款，TMCM-3351是用于两相双极步进电机的三轴电机控制器/驱动板，每轴驱动

电流高3A RMS。提供大量通用的数字和模拟输入和输出，各轴均可实现闭环操作。

       一台分析仪上通过TMCM-3351进行X-Y-Z三轴的闭环控制，在运动控制方面，有了很好的反馈，并及时

修正位置，达到灵活、高效的控制方式，同时实施闭环控制的的抗干扰能力也是十分优异。实现快速定位控

制，加样速度快，满足各种复杂加样需求。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带外部编码器的闭环操作

框架结构简图如下：

XY双轴精密平台在激光切割行业的应用

所属行业  激光加工

推荐产品  苏州钧信自制精密平台

1、行业背景：

      激光行业上游主要为光学材料、光学元器件、数控等，中游包括各类激光器(CO2、YAG、光纤、半导体、

燃料)和对应的激光设备，下游已延伸至汽车、钢铁、造船、航空航天、电子通信、医疗、军事、科研等多个

方面。目前，激光正以其优质的性能在各行各业加速渗透，并延伸到更多的行业，属于渗透率与增量应用都

在提升的一个领域。全球激光行业发展形势良好。切割、打标、焊接是重要的三种加工方式。

     在具体应用方向上，主要包括激光切割、焊接、打标、钻孔、医疗、显示、照明、测量、熔覆、通信、

微加工等。

2、客户背景:

     此客户集非标自动化领域研发方案设计、精密加工、组装调试、安装培训和服务支持于一体。在苏州自动

化行业中有一定知名度。

3、推介产品介绍

     320*200mm 十字精密平台标准件配置：

     ACS- CMnt2701N0N0400W 控制器、美新 U 型直线电机、雷尼绍光栅、THK 导轨

行业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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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产品应用在客户激光设备上的载台上，做圆弧插补运动。此设备功能是做手机屏的刘海切割和屏上的

打孔。由于激光头静止不动，因此对定位平台的刚性和精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通过配置 ACS 控制器+美新

直线电机+雷尼绍光栅+THK导轨等，大大保证的平台的精度和刚性，完全满足客户对于微小直径孔的加工要

求。后期市场推广中，我们可以根据激光行业的不同应用，X-Y双轴平台上再安装一个DD马达，做成三轴转

台应用的市场前景更好，类似这种客制化定制的方案是我们苏州钧信的优势所在。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XY双轴精密平台在激光切割行业的应用 安川MP3300高速冲床自动送料设备上的应用

2.1 整体结构介绍

   1、安川控制器：MP3300底座(电源)+CPU301(控制模块)+LIO-01

         (I/O输入、脉冲输入：可用作主轴编码器反馈)

具体解决方案

安川MP3300高速冲床自动送料设备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通用设备

推荐产品  安川MP产品

       近年来，机械产品日趋精密、复杂，改型也日益频繁，对机床的性能、精度和自动化程度提出来越来越

高的要求。机床送料也由一开始的人工、机械凸轮慢慢转化为具有电子凸轮功能的自动送料设备。与传统的

人工相比，它具有稳定性好、灵活性高、维护成本低、生产效率高、送料精度高、不被机械限制等特点。随

着伺服技术的成熟，伺服送料系统在机床送料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因此针对此类需求，我们发挥自己优势，

给客户建立了一套稳定、高效的运动控制系统。

客户需求与行业背景

19 20

4、技术指标

     X 轴，有效行程：320mm    负载30KG    重复精度±1um    速度 500mm/s 

     Y 轴，有效行程：200mm    负载2KG      重复精度±1um    速度 500mm/s



安川MP3300高速冲床自动送料设备上的应用 安川MP3300高速冲床自动送料设备上的应用

   2、安川伺服：伺服驱动器+电机

   3、人机界面：Proface触摸屏

   4、电控总图

主编码器 
（ 

2.2 机械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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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MP2310及伺服电机在涂布机张力控制应用

 1、减少人力成本，提高生产率。

 2、全套安川产品，长时间运行稳定，值得信赖。

 3、24 位编码器精度高，定位精度高，控制器性能行业顶尖，响应性快控制效果好。

 4、柔性高，可生成各种不同产品，可扩展性强，MP3300最多可以控制16个伺服轴，21站，无需硬件更换，

行业价值

方便改造升级。

2.3 主要功能

       通过机械安装，使主编码器与机床主轴保持同步，主编码器读取机床位置，控制其余两个轴位置。并且

在触摸屏上可以任意设定开始送料角度(主编码器角度)、停止送料角度(主编码器角度)、加紧起始角度(主编

码器角度)和放松起始角度(主编码器角度)，触摸屏里保持30种配方，方便使用者调用，上电自动回零。安全

和限位保护功能，保护操作者和机械安全。除此以外，还具有高速送料能力，几十毫秒内，可以完成电机轴

动作为一圈的送料，每分钟送料达四百余次。

安川MP3300高速冲床自动送料设备上的应用

       涂布机主要用于薄膜、纸张等的表面涂布工艺生产，

此机是将成卷的基材涂上一层特定功能的胶、涂料或油

墨等，并烘干后收卷。

       涂布机需要将胶或者油墨类物质均匀粘连在铝箔、

塑料薄膜或者布料纺织品表面，对涂布工艺要求比较高，

不仅要求涂布高度均匀而且要能够实现高速不停机换卷

以提高生产效率。佛山市三简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

于镭射模压机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科技企业，是全

球最主要的镭射设备供应商之一，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

地位。

行业背景和公司简介

工艺要求

安川MP2310及伺服电机在涂布机张力控制应用

所属行业  包装印刷

推荐产品  安川MP，安川7系列伺服

名称 型号 每台设备用量 备注

1

1

1

4 单轴驱动

MP2310

IO2310

JEPMC-OP2300-E

SGM7G-30AFC61+SGD7S-330A10A002

主控制器

IO模块

盖板

3KW伺服

张力控制原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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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MP2310及伺服电机在涂布机张力控制应用 安川产品在上下料机械手上的应用

.

.

       苏州钧信丰富的产品线和专业化的技术背景为此客户提供个性化，专业化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MP系列

控制器，安川伺服电机在此设备上成功应用，其优良的性能和稳定的控制已经赢得了用户的肯定。

结束语

高速、高响应

通过总线通讯方式，实时修正电机速度控制收放卷以及涂布滚使膜达到恒定张力

性能优势

安川产品在上下料机械手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工业机器人

推荐产品  安川伺服产品

       在国内，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结束，用工荒和用人成本的上升，严重困扰中劳力密集型企业的经营和发

展。在各种危险恶劣、重复枯燥的劳动场合中，机器人与人相比，具有安全性好，效率更高，调试完成不需

培训，长期使用成本低。因此在各行业中，都掀起了一股了机器人代替人的热潮。

       借此契机，国内的机器人相关企业发展极为迅速。如同其他新兴行业一样，国内企业面临技术积累不足、

应用经验缺乏，模仿与学习成为了发展的必然之路。安川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领先企业，安川伺服也在机器人

用户中具有良好的口碑和接受度。本文将简单介绍安川伺服产品在上下料机械手上的应用。

       上下料机械手是机器人其中的一个大类，顾名思义：上下料机械手主要是配合其他的加工设备，进行工

件的上料和下料。按照机械手的原理分为：串联型、并联型、平面坐标型等。

行业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该客户为高科技公司，行业应用经验较高，客户主要集中在汽车配件加工行业。客户开发的上下料机械

手主要是用于对2台车床的工件进行上下料。

       需实现如下功能：

       A. 能控制机床运转，并检测机床的启停

       B. 能控制机床夹具的自动夹紧与放松

       C. 实现2台机床上自动下料，及实现机床时节拍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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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产品在上下料机械手上的应用 安川产品在上下料机械手上的应用

       基于客户的技术实力，利用Delta tau等控制卡或控制器自行开发控制系统的方案被最先否决，出于成本

的考虑，如果采用Keba等国外现成机器人系统也不可行。

       根据客户情况，向客户推荐如下 2 个方案：

       1、 新代Robot controller +安川Mechatrolink II总线绝对值伺服。

客户可选的方案：

       E. 可设定检验频率，实现抽样送检。

       F. 可实现工件的自动摆放。

       1、 安川伺服品质可靠，价格适中，最新的Σ7系列和前代相比，编码器精度更高(24位)，功能更强大，

调试更方便。绝对值伺服保证机械手位置，不用上电会原点。

      2、 维宏提供技术服务，满足客户快速开发的要求。安川伺服的MII总线保证后续机械手的升级性，增加

伺服轴数成为可能。

       维宏RC机器人系统+安川绝对值伺服

       客户选择这个方案的原因：

       维宏RC300机器人系统

客户采用的第2套方案：

       2、 维宏RC系列机器人系统+安川绝对值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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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产品在上下料机械手上的应用 安川运动控制器在医疗Micro-CT上的应用

      本方案客户要求：

      在本方案中，客户要求运动控制器控制CT床升降和进退到检测位置后样品静止，DD直驱电机搭载转盘

上X线球管和探测器运动实现CT扫描。

      这个方案优点是：扫描速度快，射线剂量小，空间分辨率较低，多用于活体动物扫描。

问题的提出

安川运动控制器在医疗Micro-CT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生物医疗

推荐产品  安川运动控制器

      Micro-CT成像原理，是采用微焦点X线球管对小动物各

个部位的层面进行扫描投射，由探测器接受透过该层面的

X射线，转变为可见光后，由光电转换器转变为电信号，

再经模拟-数字转换器转为数字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成像。

       Micro-CT简介：

       Micro-CT，也称为显微CT、微焦点CT 或者微型CT。

它是采用了与普通临床CT不同的微焦点X线球管，对活体

小动物或多种硬组织和相关软组织进行扫描成像分析的技

术，它的分辨率高达几微米，仅次于同步加速X线成像设

备水平，具有良好的“显微”作用，扫描层厚可达10μm。

Micro CT能提供有价值的解剖诊断信息，特别是对肺和骨

骼的微小病变有很高的灵敏度，还能利用对比剂进行灌注

成像，对心脏、肿瘤新生血管等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Micro

-CT技术，可以动态分析活体动物内相关组织的形态特征，

并在对样本扫描的基础上，进行组织三维重建、骨形态学

分析等，同时可通过软件进行3D图像高级处理、力学分析

等相关分析。

       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中国市场中的机器人使用密度，远远落后于发达国

家，随着中国汽车及电子厂商的生产线引入更多机器人、行业自动化生产程度不断推进，到2017年，中国已

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蓬勃发展的市场，将会带来安川伺服的更多机会，通过我们的努力耕耘，肯定

能获得更多的成果。

结束语

       伺服

       旋转伺服驱动：

No. 名称 型号 数量

SGM7J-01A7C6E+SGD7S-R90A00A002 

SGM7J-02A7C6E+SGD7S-1R6A00A002

SGM7J-04A7C6E+SGD7S-2R8A00A002

SGM7G-09A7C6C+SGD7S-7R6A00A002

SGM7G-13A7C6C+SGD7S-120A00A002

1

1

1

1

1

旋转伺服驱动器+电机

旋转伺服驱动器+电机

旋转伺服驱动器+电机

旋转伺服驱动器+电机 

旋转伺服驱动器+电机 

1

2

3

4

5

       旋转伺服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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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川运动控制器在医疗Micro-CT上的应用 安川运动控制器在医疗Micro-CT上的应用

       Micro-CT的主要应用于医疗生物领域的骨骼样本分析，小动物扫描以及新药开发的研发领域。他也可以

扩展到医疗以外的领域，比如：微型器件的质检和探伤，建筑材料内部孔隙度、连通度和渗透性分析，珠宝的

真伪识别和最佳切割方案设计，以及化石结构分析等。

       Micro-CT设备目前基本靠进口，全世界所有Micro-CT的使用用户中，SCANCO用户超过50%。国内Micro-

CT企业才刚刚起步，国内对Micro-CT的需求市场巨大。本案例行业推广复制性强，行业市场推广价值大。

行业市场推广的价值

       安川MP控制器具有优势：1、高速、多轴控制；2、高精度同步功能；3、卓越的操作性能；4、高扩展性；

5、最适于定位用途。

       安川DD具有优势：结构简单，稳定可靠性更好，精度高。

       整套Micro-CT运动控制平台方案，采用安川MP控制器+安川DD，整体控制方案相比客户初始方案控制板

卡+伺服皮带轮传动结构，优势：1、传动结构优化简洁，稳定可靠性更好，精度更高。2、传动结构简单模块

化，后期可维护性高。

方案的优势

       1、电气系统控制组成

方案简介

       针对客户的需求，运动控制部分为客户提供配置方案如下：

序号 品牌 型号 数量 数量

竖直轴

水平轴

MP3000控制器 

绝对值带刹车MIII总线电机驱动

绝对值不带刹车MIII总线电机驱动

绝对值MIII总线直驱电机驱动

THK紧凑型单导轨模组

1

1

1

1

2

安川运动控制器

安川(驱动+电机)

安川(驱动+电机)

安川(驱动+DD) 

THK模组 

1

2

3

4

5

       2、Micro CT运动控制平台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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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加莱OPC UA通讯应用 贝加莱OPC UA通讯应用

贝加莱OPC UA通讯应用

所属行业  通用设备

推荐产品  贝加莱OPC UA技术模块

       OPC UA是一个新的工业软件接口规范，其目的在于提出一个企业制造模型的统一对象和架构定义，具

有跨平台、增强命名空间、支持复杂数据内置、大量通用服务等特点。

简介

       OPC(OLE for Process Control)技术在当今过程控制领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数据交换技术。由于它的

COM原型集成，使开发难度加大；其次是OPC规范覆盖范围不够广泛，没有提供必要的网络安全性，统一

的地址空间和定义对象映射；再次是现行OPC平台不独立，它受限于微软的操作系统，对Linux和OS等系统

缺乏支持。基于这种情况，OPC基金会推出新一代OPC UA(OPC Unified Architecture)规范。

1、基于TCP/IP通信，解决了跨越微软系统平台，实现了多平台的互操作性。

2、集成的OPC UA数据加密功能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3、增强的命令控件。在目前的OPC规范中支持将数据组织成层次结构，OPC UA更支持无线的节点命令和无

      线的关系设定，同时每个节点均可以对其他节点有无限的关系设定。

4、采用 UA 二进制编码，使数据快速编码和解码，提高了数据的传说速度。

5、可以多个上位软件同时通过 OPC UA 访问 PLC。

OPC遇到的问题

技术优势

贝加莱OPC UA应用案例系统架构

 

 

 

  

PC 显示应用 

O PC  UA  

POWERLINK 总线 

       在统一的国际标准下，开发者可以很容易从市场上获得软件解决方案(SDK、工具等)，不需要再做大量

开发工作。

       关于OPC UA开发软件开发包，C++有开源开发包Open62541，C#有开源开发包OpcUaHelper。在实际

软件开发中，这两个开发包比较容易上手。

软件开发

       以前大家遇到PLC项目，基本想到的PLC+触摸屏方案。

       贝加莱OPC UA通讯应用，可以实现PC上位软件通过OPC UA直接控制PLC里的变量，

这样实现控制PLC运动等,开发方便高效。

       OPC UA技术是未来工业控制接口的发展方向，由于其具有的巨大优势，吸引了众多系统厂商的关注。

运用OPC UA技术，各生产厂家将实现企业上层网络与现场设备层的无缝集成，并推动OPC规范向企业级领

域扩展。OPC UA的出现必将引发工业系统尤其是软件理念的一轮技术革新。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上图硬件配置:贝加莱PLC PC2100，电机采用ABB E190。

       这个案例，软件需要实现功能就是单轴点到点移动和回零。

       贝加莱PLC提供集成好的单轴、多轴运动ST程序，同时程序提供各种电机的状态报警信息，方便把这些

信息加载到OPC UA中，上位软件去读写这些变量实现各种控制功能。客户也可以自己写自己的运动PLC程

序或算法，把接口变量加载到OPC UA中。

       上图为 OPC UA 映射列表，高亮的代表上位软件可以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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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轴运动控制平台在汽车钣金检测上应用 30轴运动控制平台在汽车钣金检测上应用

       本项目需要多轴联动，AC2100与ABB驱动器走实时总线通讯模式(POWERLINK)。贝加莱控制器目前在

印刷，3C/半导体，包装等都有应用，是一款比较稳定可靠的控制器。

1、多轴可以随意联动，高响应，高速度。

2、稳定性比较好。

3、各轴可以随意拆卸，操作简单，维护简单。

4、控制器选择贝加莱，与ABB之间以PowerLink总线通讯，系统响应快，减少成本。

方案优势

       本公司多年以来在运控控制有着丰富的技术积累，能提供标准化和定制化的技术服务，为客户提供专业

的产品及成套解决方案。也以其性能优良的产品和高效及时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可和信赖。

总结语

30轴运动控制平台在汽车钣金检测上应用

所属行业  汽车

推荐产品  贝加莱PLC+ABB驱动器+美新直线电机+电缸模组

       根据客户需求，需要多轴联动，走固定点位，对汽车各种各样的钣金进行检测。本方案采用贝加莱控制

器，美新直线电机模组，电缸模组，可以实现高响应，速度快，精度高。

整体方案

       如下图：10套XY轴直线模组，十套电缸模组

机械机构组成

       贝加莱 PC2100 + 30 套 ABB 驱动器 +直线模组+电缸模组

电气控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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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高刚性打磨切割通用机器人 封闭式高刚性打磨切割通用机器人

传统方式

设备简介

社会需求变化 高自动化程度

中国2003~2018铸件产量(万t)和增长率 铸件市场需求占比情况

单双主轴的机床打磨设备

             铸造后处理行业的变化

铸件产量图，从05年开始铸件第一大国

封闭式高刚性打磨切割通用机器人

所属行业  精密机加工

推荐产品  欧姆龙 PMAC

       公司主要产品有汽车零部件、机车零部件、工程机械零部件、制冷压缩机零部件等各种灰铁铸件和球墨

铸铁件及机械加工业务产品。

客户情况

人工成本增加 产品质量控制

无人化车间 劳动强度大

铣削机工艺流程

客户期望

特点：刚性强、加工速度快，精度高，通用性强。机床形式具备可自带旋转夹具功能，可适应水平与垂直方

向360度旋转打磨。

设备指标&特点

1、 加工精度可达0-0.5mm，加工工件质量0-150kg

2、 特点：高刚性：串联机械臂的20倍以上，厘米级浇口、冒口打磨、切割。

磨削机是通过工件示教转为空间坐标集记录到设备控制器中，通过运动学逆解算法转为关节运动指令。

OC解决方案架构

针对结构实现自主核心算法

高速下精准的磨削加工0-0.5mm

.

.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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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高刚性打磨切割通用机器人

产品优势

       因为运动学算法功能的存在，客户可以按照需求设计特殊的高刚性结构，这样保证了设备机构的稳定性；

前瞻功能完美实现加工速度的提升。

向客户提供的价值

       缩短了开发周期，这种方案提供了多种成熟的轨迹规划指令，采用开放的SSH通讯协议使上位开发更加

快捷。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设备采用前瞻功能，在高速下实现超高精度，针对异形机器人结构，通过内部

算法实现。CK3M搭载的标准Ethcat总线协议，支持MODBUSTCP和SSH协议的以太网口，这样系统开放性

更强。

市场推广和升级改造

       现有的磨削机采用了Turbo PMAC ，我们可以用Power CK3M产品逐步替代Turbo ，让客户获得超高性

价比的产品。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封闭式高刚性打磨切割通用机器人

       Pmac为控制核心,用labview完成上位界面的设计，并通过动态链接库和物理网口实现与控制器的通信连

接。本地数字io处理各种开关量信号高精度模拟量控制多个关节伺服电机及刀具电机手轮经手轮接口接入控

制器。

       为了实现高刚性设计的特殊结构，因为不像一般的xyz电机对应xyz坐标系结构，需要实现关节角度和空

间xyz坐标系的转换。这就用到了pmac中的运动学正逆解算法。客户根据结构自己编写核心算法，实现空间

坐标系逆解为关节电机的运动指令。

       通过打开前瞻功能可提前计算运动轨迹，在不修改加工程序的前提下，通过五阶曲线保证过点加工和高

速平滑。控制器卓越的计算能力和20MHz的伺服周期是有效的保障。

①：如何从机器人的抓手端求出各关节的角度运算(反解)

       如何从关节电机回转角度求出抓手端空间坐标(正解)

②：如何保证加工精度情况下保证加工轨迹的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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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信系列产品在机器人关节上的应用 钧信系列产品在机器人关节上的应用

钧信系列产品在机器人关节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工业机器人

推荐产品  Copley驱动、谐波减速机、圆磁栅、交叉滚子轴承

       随着工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工业机器人做为现代生产技术革新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各行各业中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基于机器人关节组成的协作机器人，以更灵活，更方便，更安全的优点，得到了

广大用户的欢迎。

       机器人关节中，一般由驱动器，无框架电机，电机编码器，谐波减速机，负载端圆光(磁)栅，交叉滚子轴

承等部件组成，其中苏州钧信可以为客户提供大部分的关键部件，满足机器人关节对于部件产品性能，可靠

性和紧凑结构的需要。

背景

关节机器人主要结构介绍

某品牌机器人关节外观图

       驱动器：COPLEY AEV系列和IES-060-30

系列产品特点

减速机：Harmonic谐波减速机

       主要功能：支持有刷和无刷直流电机，EtherCat总线，双编码器闭环(其中AEV支持双路绝对值编码器)，

支持 CSP，CSV，CST，CSTCA等高级运动控制功能。

CSG / CSF 系列组件型

CSG / CSF系统组件型应满足高机能化、高速化、高负载容量、高密度化、

细微化等加速技术革新的需求，实现丰富的产品阵容，使客户能够根据自己

的情况选择最佳机型。

CSG / CSF系统组件型仅由3个基本部件构成。属于直接组合到机械、装置

的类型，提升了设计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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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G / CSF 系列的特点

紧凑简洁的设计 高转矩容量 高刚性

无齿隙 优良的定位精度和旋转精度 输入输出同轴

.

.
.
.

.

.



钧信系列产品在机器人关节上的应用 雷尼绍比对仪在3C行业测量的应用

       在THK RB交叉滚柱轴环中,因圆筒形滚柱在呈90

的V形沟槽滚动面上通过间隔保持器被相互垂直地排

列。这种设计使得单个轴承就可承受径向载荷、轴向

载荷及力矩负荷等所有方向的负荷,在足够小的尺寸

中，保持很高的刚性和精度。

       在机器人关节中，根据性能和价格的要求，可以采用Renishaw的AksIm2圆磁栅(价格更低)和RESA圆光

栅(精度更高)，上述产品可以提供最小内径10mm，外径29mm，最高20位BISS绝对值精度，可以满足机器人

关节中狭小空间和精度的需求。

       苏州钧信能提供机器人关节中大部分关键部件，为客户提供更方便，便捷，一站式的服务，为客户创造

更大的价值。

轴承：THK交叉滚柱轴承

总结

负载端反馈：RENISHAW圆光(磁)栅

机器人关节中，因为受制于电机尺寸、扭矩和惯量

限制，往往需要再配置减速机。以Harmonic为代表

的谐波减速机在更小的体积和质量下下可以提供更

大的扭矩，更好的刚性和更好的精度。

雷尼绍比对仪在3C行业测量的应用

所属行业  金属加工、3C 测量

推荐产品  雷尼绍比对仪

       近几年随着3C行业的快速发展，更新周期越来越短，快速抢占市场份额才有生存空间，催生大批3C代加

工金属制造商。而这些制造商所面临的是短周期及产品合格率问题，传统的测量方式不能满足大批量产出的

测量需求，作为自动测量行业标准的三坐标也不能完全解决批量性全检尺寸测量，严重影响生产部门控制产

品合格率问题。而雷尼绍比对仪具有的快速测量特性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还具有适应性强且重复精度高、

移动方便；可应对温度变化对热效应不灵敏、专为车间现场使用而设计的优点。

行业背景

1、比对仪结构组成

2、比对仪方案简介

          用比对仪代替三坐标测量手机、外壳中框的五、六夹加工的尺寸，时间由八分钟缩减到三分三十五秒，

完美解决客户问题。

雷尼绍比对仪测量方案

•

•

•

• 比对仪本体

控制器

显示器

测头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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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生产的手机外壳、中框等五、六夹加工后首件批量尺寸全检测在三坐标上测量的时间达八分钟之久，

客户希望测量时间能在保证精确性的情况下缩减一半。

客户需求



雷尼绍比对仪在3C行业测量的应用 雷尼绍超高精绝对式圆光栅REXA安装四个读数头在转台上的应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是半导体器件的制造还是常规

金属材料的加工制造，都需要有高精度的设备生产出来，为了中国

制造2025的目标实现，国家投入大量的政策与经费去支持高校、研

究所去研发高精度的部件设备，其中作为常规的设备部件——转台

的精度对于整个高精度的产品加工可以说重中之重。

       客户为科研院所，准备研发一款直径300MM高精度转台，需

要雷尼绍的绝对式圆光栅与转台组装之后把实际位置信息反馈到

控制器里，其中整个转台的转动精度要达到±0.5角秒。

行业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圆光栅的系统精度包含了刻线误差与电子细分误差，当圆环

越大系统精度越高，面对客户的需求，我们通过雷尼绍工厂进行

REXA精度挑选服务，从一批产品中选出刻线精度最高的光栅，把

REXA-300mm的刻线误差控制在±0.3角秒以下，电子细分误差

可控在0.04角秒以下，这样剩下的误差有安装带来的偏心误差，

我们通过4个32位的biss协议读数头去纠正偏心并优化成一路最准

确的信号，4个读数头通过比较算法在PMAC卡里做运算。

解决方案

雷尼绍超高精绝对式圆光栅REXA安装四个读数头在转台上的应用

所属行业  高校、研究所

推荐产品  四个读数头与REXA绝对式圆光栅

       此方案提供给客户的产品如下：

       圆光栅：REXA30USA300B        

       读数头：RA32BAA300B50A       数量 4

       控制器：PMAC4轴                      数量 1

       其中 4 个读数头的算法思路如右图：

数量 1

       测量速度快，可以进行尺寸、位置，轮廓的比对测量；不同工件快速切换, 一机多用；各式前端软件通用

性强，三坐标PC-DMIS语言直接导出整理到比对仪上使用，省时省力；即插即用 — 快速设定仅需单相电源，

无需气源。

比对仪方案优势

       此方案己在富士康大量用于iPhone7、iPhone8手机零件尺寸测量，同样适用于有此需求的不用产品线的

客户。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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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绍超高精绝对式圆光栅REXA安装四个读数头在转台上的应用 雷尼绍激光干涉仪应用于双驱直线电机平台的精度检测

       当两路对角信号回到PMAC里时，PMAC卡通过两个数值去比较，最终得出一路信号，以此类推在算出另

外两个对角的第二路信号，最后综合第一路与第二路信号得出四路信号的综合值。

       雷尼绍光栅系统以其产品精度高质量稳定而在全世界广泛应用，苏州钧信把雷尼绍的产品结合控制器通过

自身的技术服务优势从而帮助客户解决了技术问题。

       在帮助整个高校、研究所研发高精度产品的同时，继而拓展了高校、研究所成果转化的相关企业，不只是

帮助研发阶段提高客户精度，还带动整个转台行业精度得到提成，实现钧信与客户共赢的目标。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雷尼绍激光干涉仪应用于双驱直线电机平台的精度检测

所属行业  高精度机台生产

推荐产品  雷尼绍激光干涉仪

直线电机双驱难点：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双驱运动平台在航天、机器人、

汽车等领域已有广泛的应用。双驱直线电机平台主要由

平行布置的双直线电机共同驱动一个位移轴来体现的，两

个电机之间存在这机械耦合关系，在仅给过程中，两个

电机的负载参数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为了提高双驱工作

轴的运动控制精度，研究同步控制问题就比较关键了。

目前，大量的研究工作集中在控制算法的设计上，以改

善周之间的运动性能，提高双电机的同步。

直线电机双驱特点：

1、高刚性，摩擦力小

2、高加减速，最大的运行速度可以到2.5m/s

3、高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4、运行噪音低，速度波动小

行业背景及面临的问题

把误差细分：

1、回零误差(双驱的零点位置会有差异，所以需要两次回零)

2、运动过程中两个运动轴的相对误差

1、一台激光干涉仪测量相对误差

2、利用两台激光干涉仪测量双轴的绝对误差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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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尼绍激光干涉仪应用于双驱直线电机平台的精度检测 三轴转台在雷达、微波天线测试等领域的应用

1、需要激光干涉仪线性测量系统

2、固定转向镜或者旋转镜

3、镜组安装组件

测量过程

1、高精度点胶机

2、激光切割机

3、激光焊接机

4、光刻机

应用行业

5、SMT

6、AOI 和视觉检测

7、龙门机床

两个激光头与 LaserXL™软件结合使用，具有自动同步采集平行轴数据的能力。

双激光检测

 

 

两个反射镜同时固定在横梁的两端，跟随着双驱轴同步运动，这个时候测量的就是相对误差值，如果检测数据是

0.000mm的话，说明双驱位移同步性很好。

       三轴转台的驱动元件采用电动转台：控制台体运动的伺服系统全部是伺服系统。对于小负载的转台,采用

电机驱动方案为佳。驱动型式选择直接驱动，其优点是有利于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和精度。我司有丰富运动

控制经验、同时是很多高精度直驱产品的核心代理，可以满足客户不同精度的同时保证高性价比。

客户提出的特殊需求：

1、使用环境必须低温运行：满足零下 40℃正常运行

      解决方案：选择耐低温的电机、线缆等，并且在电机上加上加热片，这样可以保证电机能够在合适的工

作温度下运行。并且通过加装温度传感器来监控电机温度，从而可以准确的知道电机是否需要加热。

2、客户想要实现近远程控制：

      解决方案：在有互联网的条件下，在近端工控机和远端笔记本上安装TeamViewer远程软件。全部控制功

能安装在近端工控机上。远端笔记本可以通过网线或WIFI连接近端工控机进行操控。

解决方案

三轴转台在雷达、微波天线测试等领域的应用

所属行业  航空航天和雷达测控行业

推荐产品  苏州钧信精密机台和ACS控制器

       X-Y-Z三轴转台是一种复杂的机电一体化设备，在航空航天、雷达测试、微波天线等多个行业领域中，

进行设备仿真测试时起着关键作用。目前市面上有不同形式和用途的精密伺服转台，要求客户能运用专业的

运动控制经验搭载高精度控制器和控制软件，力求做到转台的小型化、高精度、高性价比、可定制性化。

行业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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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转台在雷达、微波天线测试等领域的应用三轴转台在雷达、微波天线测试等领域的应用

  1)  转角位置伺服控制

       转台工作在位置伺服控制力一式，可以按给定位置指令要求伺服调节各框的位置，并具有所要求的频率

响应品质。

  2)  转角速度伺服控制

       转台工作在速度伺服控制方式，可以按给定速度指令要求伺服调节各框的速度，并具有所要求的频率响

应品质。

  3)  微机监控

       转台数字控制器采用微机数字控制，转台控制具有与上位微机接口的能力。转台控制器可以接受监控器

的指令或上位微机的指令，并可使转台的位置传送到上位微机。

  4)  紧急停车

       当出现异常情况时，或当操作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按下应急键，使转台控制系统进入紧急停车状态。

当转台进入紧急停车状态时，转台的控制动作与保护动作相同。

同时为了确保精密转台的使用和维修方便，设计还考虑了以下措施：

  1) 采取降额设计，增加安全系数，确保系统安全可靠地工作。

  2) 驱动电机采用直接安装，减少安装误差，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精度要求。

  3) 转台设限位装置。

      转台限位有软限位和硬限位两种:转台的软限位是在控制器面板上任意设置限位值，当转台转角大于软限

位值时，由软件程序处理发出限位告警指示和保护指令。转台硬限位由安装在台体的限位开关实现，当转台

的转角大于硬限位值时，限位开关闭合，接通转台的保护与告警电路，转台转入保护动作。

  4) 采用密封措施，严防雨水、尘土进入腔体。

  5) 对关键结构件采用多种工艺处理，提高其机械性能和抗腐蚀能力。

  6) 使用环境条件：-20℃到 50℃。

转台系统基本功能

        此项目一共有三个轴，直线轴、旋转轴、偏摆轴。直线轴采用了安川伺服加丝杆结构，旋转轴采用的是 

YOKOKAWA横河电机，偏摆轴用的是MAXON电机。

机械结构

       使用的是ACS，具体是SpiiPlusEC+XEC+XEC+AEP+WAGO模块，通过EtherCAT总线连接。

电气控制

 

SpiiPlusEC  XEC

AEP WAGO 模块

51 52



三轴转台在雷达、微波天线测试等领域的应用

       为了满足更多应用方式，增加直线轴。同时考虑到便携性，各轴相对独立可拆。

应用延伸方案

       如前所述，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做到转台的小型化、高精度、高性价比、可定制性。

产品优势及行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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