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标准的售后增值服务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核心目标是为不断增
长、不同领域和不同品质要求的用户提供高质量
的产品、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
从固定式测量系统到便携式测量系统；从复合式
影像测量系统到基础量具；从探测系统到测量软
件；从在机测量系统到完善的增值技术服务，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具备全系列的产品和技
术，满足了工业计量领域的各种需要。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麾下拥有众多测量产品的
知名品牌，并代表着当今几何量计量领域的领先
与翘楚！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坐标测量机包括对硬件、软件 12 个月的保
修期。由于产品性能的不断改进，Hexagon 保留在未通知情况下进
行产品技术参数更改的权利。
(C) Hexagon 版权所有。中国印刷。1A - AFM- Rev.B

北京销售服务中心：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科创二街 10 号
新瀛工业园一期 A1-2 厂房
Tel: 010 6789 2461 Fax: 010 6789 2462
成都销售服务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 2-4 号时代广场 B 栋 1102A
Tel: 028 8671 6718 Fax: 028 8671 6730
广州销售服务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9 号耀中广场 B 座 2415 室
Tel: 020 3810 7978 Fax: 020 3810 7979
宁波销售服务中心：
宁波市江东区彩虹北路 48 号波特曼大厦 2604 室
Tel: 0574 8737 6262 Fax: 0574 8733 5159
南京销售服务中心：
南京市中山东路 300 号长发中心 1 幢 11 楼 A 座
Tel: 025 8698 8800 Fax: 025 8698 8801
青岛销售服务中心：
青岛市株洲路 188 号
Tel: 0532 8089 5188 Fax: 0532 8870 3060
上海销售服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
蔡伦路 399 号 6 号楼 6108 室
Tel: 021 6353 1000 Fax: 021 5106 2273
沈阳销售服务中心：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109 号
和泰运恒国际 A 座 705 室
Tel: 024 2334 1690 Fax: 024 2334 1685
深圳销售服务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中区 M-8 栋首层西座
Tel: 0755 8602 8088 Fax: 0755 8602 7270
苏州销售服务中心：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88 号建屋大厦 1007 室
Tel: 0512 6280 0880 Fax: 0512 6280 0990
武汉销售服务中心：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园二路一号
Tel: 027 87928428 Fax: 027 87196191
西安销售服务中心：
西安市高新四路 1 号高科广场 A709 室
Tel: 029 8836 1018 Fax: 029 8836 1019
台湾销售服务中心：
台北县林口乡文化一路一段 109 号
Tel: 866 2 2600 6360 Fax: 886 2 2600 6362

海克斯康中国客户服务热线: 400-6580-400

请访问 :

www.hexagonmetrolog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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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aftermarket services
如何提供全球标准的售后增值服务

售后增值服务产品概览：
以旧换新
充分发挥现有濒临报废测量系统的效用，轻松获取最新技术和产品

翻新机销售
低碳经济时代，一台配备最新探测与软件技术、符合测量标准的二手机将成为您
经济的选择

升级改造
我们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可帮助您实现任何测量系统的升级与改造，包括：控制
系统、测量软件、测头系统、乃至传动系统、行程加长、单臂改双臂……

软件升级
拥有两大优势软件：PC-DMIS 和 QUINDOS，无论您是要求强大的 CAD 测量功
能还是实现各种复杂形状测量，海克斯康为您提供无限的升级潜力……

校准调修
使您的测量系统始终保持最高水平的精度，获取来自海克斯康专家及其合作伙伴
的维护和校准服务

委托服务
无论是合约服务、保修期延长、系统移机乃至非海克斯康的测量系统服务，我们
的丰富经验将使您的委托更加安心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是 Hexagon 计量产业集

解决遍及其产品售前、售中、售后每一个阶段所需求的服

团的核心重要成员之一，主要面向中国和亚洲市场，提供

务。这种独具特色的服务，有赖于 Hexagon 计量产业集

世界一流的测量产品、全面的几何量计量解决方案以及完

团强大的专业技术实力，遍布全球的客户服务网络和数十

善的技术支持与技术服务。

年来所积累的关于测量行业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

技能培训

为客户正确选型、应用、维护、升级以及改造提供最优化

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基础培训、高级培训和专项培训，将协助用户实现测量功
能的最大化

帮助客户最大限度的发挥测量系统的应有效用，是海克斯
康多年来不变的方向和努力目标，为此我们采取了各种行

的专业保证。

之有效的措施以更好的响应客户日益提高的测量要求：这

在中国，凭借多年来服务中国市场客户所积淀的测量专业

包括第一时间将全球领先的几何量计量技术带到中国，在

技术和经验，海克斯康组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售后增值服

青岛设立全球最大的测量产品研发、制造、应用、培训基

务团队，可为广大的测量机客户提供针对其测量产品生命

地，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区域的销售服务中心，通

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需要而精心设计和提供的技术方案，从

过“区域化”缩短我们同客户的距离。同时，我们还致力

一体化的测量“交钥匙”工程、测量机改造、软件升级、

于通过建立总部客户关怀中心，配备经验丰富的测量技术

校准与修正，直到备件供应、操作培训……

专家，利用网络、电话等先进的沟通手段和方法打造与客
户间全天候、无地界的技术交流和沟通。

今天，我们把多年来售后技术服务的专业经验汇集成这个
手册，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满足用户关

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计量解决方案和最优服务的同

于采用最新测量技术的需求，协助企业实现品质提升、效

时，海克斯康独具特色的全球售后增值服务，将协助用户

率提高、成本降低以及竞争实力增强的目标。

检测与编程
面对突发性、高难度、小批量的测量任务，海克斯康可以协助您解决措手不及的
测量任务，顺利实现各种困难测量任务的过度

配件供应
完备的本地化测量机配件供应体系，通过青岛中心和全国 12 个销售服务中心的
区域备件库，为客户提供快捷的配件供应，包括测量机备件、探测系统、测量夹
具等等

系统规划
我们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向您提供测量机选型、测量规划、机房建设、地
基施工等方面的咨询，并可承担测量系统的交钥匙工程以及与各种系统的接口乃
至数字化检测工厂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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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系统置换与回收
如何发挥测量系统的最大效用

L

无论大小
无论好坏

L

无论品牌
无论精度

L

Global Plus 技术要点

G

测量系统置换升级的优化方案
提供符合现代设计的最新类型测量系统，配备功能强大的
软件与探测技术，使您通过较少的投入，就可获得一套满
足现代生产技术所需要的测量系统。
只需满足如下条件，您就可以与海克斯康联系，进行测量系
统的置换与回收：
三轴导轨无划伤；
外罩齐备；
工作台无明显重大碰撞。

测量系统回收方案
当您对现有的测量系统不再有测量使用的需求时，可联系
海克斯康，我们的测量专家会根据测量系统的现有状况对
其进行合理估价，回收您的设备。

Global Plus，升级您的测量系统

G
G

一体式燕尾形导
轨，提高了整机
的运行精度

TRICISIONTM ( 精密三角梁TM )式横梁设计，降
低了重心，同等宽度轴承跨距较其他形式横梁
重量减轻 24%，重心降低 50%。

获得专利的气动平衡
设计提高了机器的测
量性能

光栅热膨胀系数获得
PTB 认证，装配时，一
端固定，另一端可随温
度变化而自由调整

先进的设计技术，确保强大的性能
应用方面：最具实用性的测量系统
Global Plus 测量系统配置了功能强大的 PC-DMIS T M 通用测量软件和
TESASTAR 测头系统。丰富灵活的配置和良好的服务、培训和保修体系，使
得 Global Plus 测量机成为目前最具实用性的测量系统。

技术方面：最新结构和温度补偿技术
精密三角梁加之以轻质挤压铝合金制造工艺，充分利用了铝合金优异的刚性
/密度比和热导率高的特点，结合线性温度补偿技术，保证了机器的精度，并
提供了更广泛的适用性。

功能方面：满足任何需要的能力
扫描与点到点，触发与光学测头，固定与旋转测座，车间和计量室，Global
Plus 能够全部包容；基于其强大的灵活性和模块化的结构，Global Plus 能够
通过不同配置满足您关于尺寸控制的任何需求。

获得专利的精密三角梁结构，具
备良好的刚性，并降低了整机的
重心，从而提高了测量的精度和运
动稳定性。
全铝合金框架结构，采用了先进的
表面阳极化挤压铝合金制造工艺

采用高分辨率金质光栅尺，其热膨
胀系数获得 PTB 认证

电机远程放置减少了移动质量，提高
了速度，也避免了电机发热对机器性
能的影响

移动桥式结构，提供更开敞的测量空间

瑞士TESA
精密制造的
TESASTAR-m自动旋转测头系统
Brown & Sharpe，全球著名的桥式测
量机品牌。

行程范围：涵盖大多数的工件
从 600 x 800 x 600 [mm] 一直到 1000 x 2100 x 800 [mm]，Global Plus
可满足绝大多数工件的精密测量要求。

轻质量的外罩减少了整机的重量，从而
提高了效率

厚重稳固的花岗石工作台减少了
振动产生的影响，其平面度特征
符合DIN 876 标准
采用线性温度补偿技术，在外部
温度波动时确保机器的测量精度

每轴均采用空气轴承，完全消除摩擦力
和磨损的影响，对灰尘具备不敏感性
燕尾式导轨整体加工在花岗石平台上
（该技术获得专利），提高了机器的
精度和重复性
独特的飞行特性减少了运动中的停顿
和拐角，从而确保测量机的工作效率
及运行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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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翻新机
提供更为经济的解决方案
Global Plus 性能指标
什么是翻新机？
Global Plus - 配置 TESASTAR 系列触发式测头
配置 TESASTAR-i / TESASTAR-p / TESASTAR-mp
依据 ISO10360-2 标准(μm)

型号

最大空间速度
(mm/s)

最大空间加速度
(mm/s2)

MPEE (1)

MPEP (2)

06.xx. 06

2.5+3. 0L/1000

2.6

520

1732

08.xx. 06

2.6 + 3.3L/1000

2.7

520

1732

10. xx.08

2.9+3.3L/1000

3.2

520

1732

最大空间速度
(mm/s)

最大空间加速度
(mm/s2)

Global Plus - 配置 LSP-X 系列三维扫描测头
配置 LSP-X1 / LSP-X3 的性能指标,
依据 ISO10360-2 / 4 标准(μm)

型号
MPEE

(1)

MPEP

(2)

MPETHP/τ

(3)

06.xx. 06

2.2+3.0L/1000

2.3

4.0/120s

520

1732

08.xx. 06

2.3+3.3L/1000

2.4

4.0/120s

520

1732

10.xx. 08

2.6+3.3L/1000

2.7

5.9/120s

520

1732

全新的控制系统
全新的操纵盒
全新的计算机
最新版本的 PC-DMIS 测量软件
全新的机床电缆
全新的气路和保护系统
重新喷漆的外罩
重新修研上光的花岗石平台或重新刮研的铸铁平台
21 项误差补偿
按照 ISO10360 (JJF1064-2004)标准进行的出厂校验
新的产品标识
同时，翻新机将享受到和新机一样的安装、保修承诺和技
术服务。客户在选购翻新机的时候，可以了解到该测量机主
机的原制造年代。

(1) 长度测量最大允许示值误差 MPEE 依据 ISO 10360-2 标准
(2) 最大允许探测误差 MPEP 依据 ISO 10360-2 标准
(3) 最大允许扫描探测误差 MPETHP/τ 依据 ISO 10360-4 标准
性能指标在下述条件下有效： - 环境温度：18 - 22 °C
- 温度梯度：1°C/m

翻新机是按照最新的检测规范和出厂标准，将使用过的测量
机经过翻新改造而成。这些使用过的测量机可能来自于海克
斯康各大精密计量中心的演示、培训用测量机或客户现场的
机器。机器翻新可包括以下内容：

- 温度变化：1°C/h，2°C/24h
- 相对湿度：25% - 75%

翻新机包括的四种类型？
行程范围、尺寸、重量

演示机：
演示机通常是在海克斯康各大精密计量中心用于客户演示、
软件培训和委托编程工作。演示机一般情况下只使用了 1
- 2 年，使用程度很轻，机器状态相对完好。
认证二手机：
认证二手机是指对二手测量机进行状态检测，并确定不用经
过大修改造的测量机。我们会为认证二手机配备新电脑、最
新版本的测量软件以及按照最新的出厂标准和检定规程执行
严格检测。
工厂认证：
对二手机进行微小的升级改造，例如更换气管、修复工作平
台、破损部位进行喷漆修补等。工厂认证的翻新机配备新电
脑、最新版本的软件以及严格的出厂检定和品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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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Y

Z

Dx

Dz

Dz1

06.08.06

600

800

600

1117

1613

2654

734

144

780

300

06.10.06

600

1000

600

1117

1813

2674

734

144

780

300

890

08.10.06

800

1000

600

1317

1813

2674

934

144

780

500

1074

08.12.06

800

1200

600

1317

2013

2674

934

144

780

500

1196

10.12.08

1000

1200

800

1550

2177

2837

1123

118

940

1300

1785

10.15.08

1000

1500

800

1550

2477

2837

1123

118

940

1500

2090

10.21.08

1000

2100

800

1550

3077

2837

1123

118

940

1800

2625

730

工厂大修改造：
测量机的主要部件需要更换，例如驱动系统、控制器、传动
系统以及气管。工作台修复以及损伤面喷漆也是改造的一部
分。改造后经过检测，并配备最新电脑、最新版本的软件以
及严格的检测与品质认证。
以上翻新机将根据客户要求，提供适合的探测系统。

7

选择翻新机的理由：

翻新机应用案例：
黄岩新瑞吉模具有限公司

放心购买

黄岩新瑞吉模具是一家民营企业，老板杨总以前在黄岩

做为世界最大的测量系统制造商，Hexagon 拥有广泛、
长期的测量专业经验，充分了解各种时代、不同类型的测
量系统。随着二手机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做为专业的
设计和制造商，我们拥有二手机代理商、第三方服务商所
没有的设计、工艺、零部件制造、安装、验收、培训、服
务和长期保障实力，并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为客户寻找状
态良好的测量机。

另一家企业担任副总的时候，曾经使用过海克斯康的三
坐标测量机。当他独自组建公司，开展模具、检具生
产业务时，第一时间想到了采用海克斯康的三坐标测
量机。

机器可追溯性
海克斯康的每台翻新机都提供具体的技术指标，这样客户
可以更好的衡量机器的性价比。因为我们是翻新机的原始
制造商，拥有完整的服务记录和维修历史。我们还会为您
提供与购买新机相同的服务标准。

使用最新版本软件
购买我们的翻新机，除了整机，我们还为您提供：最新测
量软件包、探测系统以及其它附件，并获得我们的专业培
训和技术支持。并包括热线电话、技术论坛、邮件等形式
的技术支持。

软件培训与支持
海克斯康翻新机配备最新版本的 PC-DMIS 软件，不用担
心因过时或缺乏后续开发与支持而影响使用。而且，购买
海克斯康翻新机，可以获得服务中心的软硬件技术支持，
六位全职的技术专家将随时为您解答技术问题。
先进的技术，专业的制造能力

购买海克斯康翻新机同样可以参加我们的客户培训。遍布
全国的 12 个销售服务培训中心可以使您就近获得培训的
机会，公司网站还会定期为用户提供在线研讨会等形式的
技术专题讨论。
海克斯康坐标测量技术论坛是中国最大的三坐标测量技术
论坛，拥有上万名注册用户，为客户提供实时的在线的
PC-DMIS 技术交流平台。在论坛中你可以提出疑问，寻
找测量技巧并和同行讨论技术难题。

严格的出厂验收标准与控制

经过认证的质量保证
我们每一台出售的翻新机都经过工厂的严格检测，使得机
器恢复到原始的出厂状态，并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认证。

但是，当他向海克斯康宁波销售服务中心询价后，却感
到有点沮丧，按照他所需要的配置，一台新测量机至少
要一百多万一台，而他的预算却只有七十万。如何弥补
这超过 30 万的巨大差距？经过和海克斯康宁波销售服
务中心人员的深入交流，他了解到海克斯康还提供翻新
二手机的销售服务。经过挑选，杨总选中了一台经过海
克斯康公司翻新的原北京 303所生产的 IOTA 2204 型测
量机，配置了海克斯康公司最新的控制系统 B3C-LC，
PC-DMIS CAD++ 测量软件。这台机器的购买，对新瑞
吉模具公司的起步与稳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公司
的质量控制和计量检测上了一个大台阶，公司业务有了
长足的发展。

经过海克斯康翻新 IOTA 2204 型测量机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新瑞吉公司业务量增长很快，一台
测量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生产检测需求。购买新的测量
机，成为摆在杨总议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
基于对第一次购买与使用的满意，新瑞吉直接找到海克
斯康宁波销售服务中心，要求购买一台更大尺寸的翻新
机。这样，一台由海克斯康公司完全翻新过的原雷顿公
司生产的 NCL 152515 型测量机成为新瑞吉的精明之
选，配置和以前一样的 PC-DMIS CAD++ 软件，简化
了人员培训，并能够相互进行数据和程序的共享。

经过海克斯康翻新 NCL 152515 测量机

又过了半年，第三台翻新机 - 一台原西班牙生产的
Explorer 12157 测量机采购提案又摆到了杨总的案头，
这次，杨总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
三台二手翻新机在新瑞吉汽车检具的设计、制造、检测
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帮助企业立足行业，
获得稳步的发展与提高。
详情请访问：
http://rjgauge.com/sb.htm

卓越的服务
海克斯康公司的翻新机业务具有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在
中国地区拥有超过 200 多名的服务工程师为您提供上门
服务。训练有素的服务工程师将为您提供专业快速机器安
装，技术难题的迅速反应，帮您免除后顾之忧。

8

经过海克斯康翻新 Explorer 12157 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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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系统升级改造
海克斯康升级改造图谱
探测系统
测量机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全球
技术发展的集合

测量软件

数据处理控制系统

所有的关键部件，均由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专业开发与制造，
使系统兼容性更好，适应未来的能力更强。

主机

控制系统

探测系统

大修改造

手动机改为自动机

控制系统升级

探测系统置换

控制系统和
软件的升级改造

手动型测量机，通过传动改
造，升级为自动型测量机。通
过数控改造，测量效率可以提
高 60%， 测量准确性也因消除
了人为因素的影响而大大提
高。改造后测量软件采用PCDMIS Pro，同时提供升级的计
算机系统。

这是让一台旧测量机再次焕发
青春的最经济方法，通过彻底
更换测量机的控制系统，保留
原来的计算机系统、测量软件
系统.

对客户原有探测系统进行换号
维修。

单臂改为双臂

源于经验

为什么要做升级改造：

海克斯康的测量机升级改造是利用在
控制系统、测量软件、技术支持和技
术服务方面的优势，提供给测量机老
客户的一种测量机增值服务，通过测
量机升级改造，配备最新的软件、控
制系统与探测系统，可以使一台旧测
量机焕发新的光彩。

技术的提升

费用的节约

一台使用超过 10 年的测量机，控制
系统老化，进入故障多发期，简单的
维修已经很难保证其长期稳定使用，
更换控制系统可以使其进入另一个10
年稳定使用期。

一台保养良好的测量机，其主机框架
可以长期使用，升级改造的费用远远
低于购买一台新机的费用。

深厚的技术底蕴、长期的合作潜力、
优良的服务组织、世界级的品牌等，
是选择一家合格的测量机升级改造供
应商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在全球范围
内拥有着最广泛的测量系统技术和应
用经验，为用户提供了高性能、高效
率和高可靠性主机、控制系统、探测
系统和软件系统整合，只有在世界范
围内提供全系列测量机产品的生产商
和供应商才能做如此承诺。

软件业的飞速发展，让很多老测量
软件由于功能的缺失进入被淘汰的
行列；而有些软件虽然穿上了新的外
衣，但是有些宣传的功能在实际应用
的时候却被发现这些功能只停留在纸
面上。
测头行业在不断的创新，从触发测头
到扫描测头，到激光测头。通过升级
测头，可以让以前不够准确的测量
更准确，以前不能测量的尺寸可以
测量，以前需要 1 天的测量在 1 小时
内完成。
通过使用海克斯康的最新技术升级，
再加以海克斯康最新的补偿技术(21
项误差补偿、温度补偿)，可以恢复
测量精度到新机出厂时的状态，有些
案例甚至能提高测量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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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系统不稳定的测量机，维修的成
本不断增加，由于测量机故障无法检
测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给公司带来的
损失更是无法估量。使用稳定的控制
系统升级改造可以将这些损失降低到
最小。
采用海克斯康最近技术的升级，可以
是测量效率提高 40%。
管理的便捷
非海克斯康公司的测量机在升级改造
后，可以直接享受 Hexagon 计量产
业集团的全球化的网络和本地化的服
务，配件供应更快捷，使测量机的管
理变得容易。
升级成海克斯康的测量软件，软件的
功能及兼容性大大增强，由于是全球
化公司的主导软件，其应用领域也更
加广泛。

原有测量机的测量范围增加一
倍，在解决测量行程范围不足
的同时，还有效的控制了成本
投入。
双臂测量机采用新型的双臂补
偿技术，是用于大型薄壁件尺
寸测量的理想解决方案。

控制系统升级目前可以采用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
B3C-LC 控制系统，FBII 控制
系统，UMP 360 控制系统，我
们的升级改造专家会根据您的
实际要求，向您介绍并推荐最
适合您的控制系统。

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客户提供
同种规格的探测系统配件，避
免因为返厂维修的超长等待周
期，影响客户的检测工作。

手动测头改为自动测头
在手动测座已经不能满足对测
量效率要求的情况下，海克斯
康可协助客户升级到自动测座
系统。通过这种升级，测量效
率至少提高 30%，而且减少了
人为因素可能引起的误差。

超过 10 年的测量机，故障
率、维修、配件成本都在不断
增加。通过定制的升级改造方
案，解决控制系统老化问题，
并实现对机械部件的检修。
改造项目一般包括控制系统、
PWM 伺服驱动和电源、操纵
盒、计算机、控制电缆、测量
软件和气浮轴承检修等方
面 。在改造前，我们的专业工
程师将到客户现场进行技术调
研和交流，进行相关技术的确
认。

传动系统升级改造
增加接触扫描功能
通过利用扫描技术，大大提升
测量的效率，满足对于不断提
升的测量精度、效率以及日益
复杂工件的测量要求。

增加激光扫描测头
利用非接触激光扫描测头，是
完成复杂形状钣金件快速检测
的理想选择。

同步齿形带传动，具有传动稳
定、可靠性高等特点，我们的
专业工程师根据客户高负荷的
测量要求，设计了专门用来升
级钢带传动系统方案。该方案
全部采用成功的 Global 测量机
的设计理念、技术和部件。通
过对 X、Y、Z 三轴传动的改
造，不但降低了传动的故障
率，而且提高运行效率达
40%。

增加影像测量功能
将影像与接触测量集中到一台
测量系统，实现对微小特征的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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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升级改造速查手册：适合机型

三丰

三丰

三丰

三丰

三丰

三丰

三丰

三丰

ZEISS

ZEISS

ZEISS

ZEISS

ZEISS

ZEISS

机
型
概
览
型号

KN810

BH504

Bright706

BHN305

Euro-C CNC

Crysta Apex CNC

Bright Strato HA

BHN 1315

UMC850,VPM550

UMC850,550

VISIA CNC

ECLIPSE

CONTURA

Prismo

方案

E

E

A, E

A, E

A, E

E

A

A

A, D

A, D

A, D

A, D

A, D

A, D

ZEISS

ZEISS

ZEISS

ZEISS

Steifmayer

IMS

IMS

LK

LK

LK

LK

LK

LK

Wenzel

机
型
概
览
型号

UPMC

CARMET

SMC

Pro

Steifmayer

Merlin

Gantry

LK G80

LK G80 Extend

LK G80 Extend

G90 CS

LY 90 C

HC90

LH54/65/87

方案

A, D

A, D

D

A, D

A, D

D

D

A, D

A, D

A, D

A, D

A, D

A, D

A, D

Wenzel

Wenzel

Wenzel

Coord3

Coord3

Coord3

Coord3

DEA

DEA

DEA

DEA

DEA

DEA

DEA

机
型
概
览
型号

LH2015

LHF

RAF Plus

ARES

HERA

MCT

SWAN

IOTA

Gamma

Scirocco

Typhoon

Beta

Vento

Vento/Bravo

方案

A, D

A, D

A, D

D

D

D

D

D

D

A, C, D

A, C, D

A, C, D

A, C, D

A, B, C, D

Leitz

Brown & Sharpe

Brown & Sharpe

Brown & Sharpe

Brown & Sharpe

Brown & Sharpe

Sheffield

Sheffield

Sheffield

Sheffield

Zett Mess

Poli

Poli

Mora

机
型
概
览
型号

PMM

Micro Val

Micro Val CNC

Micro Xcel

Xcel/Chameleon

Global

Cordax

Discovery

Apollo

Endeavor

ZETT MESS

Poli Galary

Poli Sky

MORA

方案

A, D

A, D

A, D

A, D

A, B, C, D

A, B, C, D

A, D

A, D

A, D

A, D

D

D

D

A, D

备注：以上图片仅为下述测量机升级改造方案的部分实例，海克斯康测量技术专家团队为更多不同品牌、不同型号
的测量机，量身定做了升级改造方案，
详情请咨询：400-6580-400，或者登陆专业的测量机技术网站：www.hexagonmetrolog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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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克斯康升级改造速查手册：解决方案

改
造
方
案
方
案
优
势
适合
机型
改
造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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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A：软件升级

方案B：光学/接触复合测量

方案C：扫描、反求与对比检测

方案D：大修改造

升级计算机，保留所有测量机硬件，测量软件升级为 PCDMIS。同时对测量机精度进行检测和修正，免费提供操作

在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测量机上，安装 CMM-V 光学

保留现有测量机的所有软件和硬件，增加 Perceptron V4iX

测头，使测量机实现光学和触发复合测量，免费提供操作

技能培训。

技能培训。

测头，使测量机可以实现激光扫描、反求和对比检测，免
费提供操作技能培训。

彻底的改造，只保留测量机主机，升级控制系统、测量软
件，对测量机整机进行全面检修并进行 21 项误差补偿，
Hexagon 可提供各项服务，包括配件供应、免费提供操作
技能培训。

无需追加硬件投资，即可拥有全球通用的 PC-DMIS 测量软
件，而且和老系统之间还可自由切换，并共享全球超过35,
000 家 PC-DMIS 软件用户的测量经验。

在现 有 测 量 机 上 增 加 一 个 光 学 测 头 ， 即 可 完 成 复 合 测

在现有测量机增加一个测头系统即可完成扫描和测量的完

量 。不但可以降低投资，实现对细小特征的测量，而且光
学测头和触发测头共享同一个测量平台，能够实现测量数
据和坐标系的统一。

美结合，不但可以降低投资，而且扫描和触发测量共享一
个测量平台，实现数据和坐标系统的统一。PC-DMIS 可以
管理自动更换测头系统，充分利用程序测量的优势，测量

使一台进入暮年的测量机再次焕发青春的最佳方案。通过
改造，测量机具备了Hexagon 最新测量机的所有控制技术
和软件技术，并可以得到像 Global 一样的专业服务，享受
400 免费电话技术服务。

效率提高超过100%。

标注 A 的所有机型

标注 B 的所有机型

标注C的所有机型

所有品牌的测量机

功能强大的 PC-DMIS 通用测量软件，CAD 或 CAD++ 配
置方案可完成数模编程和测量，并支持 CATIA、UG、

PC-DMIS 可以实现一套测量软件管理多种测头，从而大大
节约了编程、测头校准、数据共享、报告输出的时间。这
特别适合于电子、电器等制造行业。

为反求快速提供高精度点云，并可在点云中自动提取几何
量元素特征，进行形位公差的评价。
此外，扫描后数据还可和理论 CAD 数据进行比对，形成对

全新拥有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最新控制系统、最新测
量软件以及海克斯康金牌保修服务，配件供应周期至少延
长 10 年。

Pro-E 等多种数据格式。

比色差图，从而降低测量规划的风险。

方案E：三丰专用改造方案

复合方案F：D + B

复合方案G：D + C

复合方案H：E + B或C

改
造
方
案

保留三丰测量机的主机，并保留电机和光栅系统。更换其
控制系统和测量软件，对测量机整机进行全面检修并进行
21 项误差补偿。

采用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最新控制系统对测量机进行
升级改造，增加 CMM-V 光学测头，实现接触与影像的复
合测量。

采用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最新控制系统对测量机进行
改造，增加 Perceptron 激光扫描测头，实现反求功能和对
比检测功能。

采用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最新控制系统改造三丰测量
机，使其具备支持 CMM-V 光学测头和 Perceptron 激光扫
描测头的能力。

方
案
优
势

保留了 Mitutoyo 测量机的光栅和读数头系统、电机系统，
尽可 能 少 的 改 变 原 机 的 机 械 结 构 并 确 保 改 造 后 的 稳 定
性。改造后的测量机将得到和 Global 测量机一样的专业服
务，享受海克斯康 400 免费专业咨询电话技术支持。

系统升级改造之后，使之具备支持更多测头系统的能力，
不但可以支持 CMM-V，而且为以后的进一步功能扩展打好

系统升级改造之后，使之具备支持更多测头系统的能力，
不但可以支持 Perceptron 测头，而且可以支持更多的测量
软件应用。

系统升级改造之后，使之具备支持更多测头系统的能力，
不但可以支持 CMM-V，Perceptron 测头系统，而且为以
后的进一步扩展测量能力奠定了基础。

适合
机型

标注 E 的所有机型

所有品牌的自动型测量机

所有品牌的自动型测量机

所有的三丰(Mitutoyo)自动型测量机

改
造
效
果

全新拥有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最新控制系统和测量软
件。新的测量系统和原系统可以自由切换，妥善解决
Mitutoyo 测量机的服务支持问题，Hexagon 提供配件支持。

使一台测量机升级为复合式测量特征，利用触发测头完成
一般特征测量，利用光学测头完成细小特征的测量。

将一台过时的系统升级到最新配置，利用激光扫描，直接
进入到 CAD 比对测量的新时代。

完美的功能，帮助测量系统适合未来效率更好，零件更复
杂的测量要求。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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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系统：如何实现升级
手动升级为自动

增加接触扫描测头

增加激光扫描测头

增加光学影像测头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测量系统，具有良好
的兼容能力，能够采用自动探测系统替换现有
的手动探测系统。

利用现有的测量系统和测量软件，增加接触扫描测头(可以是固
定式或旋转分度式)，以高效完成测量、实现复杂形状工件的测
量、评价与反求，从而扩展现有测量领域。免费提供操作技能
培训。

在现有测量机的基础上，增加非接触式扫描测头，使测量机可
以实现激光扫描、反求和对比检测，协助您轻松完成逆向工程
及其他检测需求。免费提供操作技能培训。

在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的测量机上，安装 CMM-V 光学测头，
使测量机实现光学和触发复合测量，免费提供操作技能培训。

典
型
方
案

现有 Renishaw MH20i：升级为 TESASTAR-m
测座与 TESASTAR-p 测头

现有 PH10M 或自动测座：增加 LSP-X1扫描测头增加 LSP-X5
固定式扫描探测系统

现有 PH10M、TESASTAR-m测座的基础上增加ScanWorks 非接
触激光扫描测头

现有 PH10M、TESASTAR-m 测座的基础上增加 CMM-V 非接触
影像测头

适
用
机
型

Inspector 系列测量机
Explorer 系列测量机
Global 系列测量机

Global 系列测量机

Global 系列测量机
Alpha、Delta系列测量机
Vento、Prima 系列测量机

Global 系列测量机
Alpha、Delta 系列测量机

产
品
特
点

TESASTAR-m 自动旋转测座，相对同类产品
能够进行更快速分度。结构牢固，可携带超
过 300mm 的加长杆；并支持包括 TESA 测
头在内的多种触发式测头。 TESASTAR-p 全
系列高精度全方位触发式测头，有四种触发力
可选(低、标准、中等、增强)。

Leitz 扫描测头能够支持所有的探测模式，如：单点探测、自定心
测量以及连续高速扫描，以完成快速精确的轮廓和外形测量。超
长探针，允许探测工件内部的深孔等特征，包括自动重量平衡系
统；自动探针更换功能，在测量过程中执行自动探针更换，而不
需要重新校准。

激光扫描测头 ScanShark 适用于逆向工程、点云的 CAD 比对等
应用。ScanShark 每秒钟采集的点数是其它激光扫描系统的 25
倍；非常适合大型、复杂工件的快速表面检测以及逆向工程点云
的采集；适合于各种类型的表面检测，尤其是易被触发测头损坏
的有弹性、易碎的或者软体工件等。

以 Hexagon 新控制系统和 PC-DMIS 软件为基础，CMM-V 光学
测头可以实现冲压钣金件、印刷电路板等特殊零件的测量。CMMV 可与接触测量协同工作，在同一坐标系下快速建立基准，并完
成各种零部件的测量。

升级后的测量系统，可以充分满足客户对于高精度、高效率、高
性能的测量要求；

扫描快速而精确地产生关于一个物体的数字化表示。所产生的文
件是代表了物体表面和特性的点云，从而可完成逆向工程的应
用、检测、CAD 模型比较、造型以及其他更多的应用。

升
级
优
势

升
级
成
效

通过这种升级，测量效率至少提高 30%，而
且减少了人为因素可能引起的误差。

在现有测量机上增加 CMM-V 光学测头，即可完成复合测量，完
成大工件小尺寸零部件的准确检测。不但可以降低投资，而且光
学测头和触发测头共享同一个测量平台，能够实现测量数据和
坐标系的统一。

图
示

16

17

软件升级：拓展您的应用领域
两大优势软件，满足您的各种需要
功能强大、智能化的软件是确保整个
测量系统尽善尽美的必要条件。海克
斯康的用户，可以从以下两种解决方
案中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的软件升级方
案：PC-DMIS 或 QUINDOS。用户
友好的界面和基于 CAD 的测量功
能，一方面可以保证高效率的编程，
同时还能够有效实现对各类测量结
果的评价和分析。

PC-DMIS 是世界上功能最强大的测
量软件之一，完善的 CAD 功能和测
量程序的脱机模拟，使得该软件具备
便于进行测量程序的编制、可充分利
用 CAD 数据、图形化用户界面和丰
富的测量结果显示工具等特征。
利用 PC-DMIS CAD++，除了完成常
规几何量的测量和评价，还可以实现
对于自由形状曲面的评价和分析，从
而可利用扫描功能实现三维曲面的测
量。
PC-DMIS 的选项测量模块使得测量
诸如叶片和齿轮这样的工件变得容
易。
利用 PC-DMIS 的评价引擎，PCDMIS GEAR 和 PC-DMIS BLADE
实现了对叶片和齿轮这样难于测量工
件的评价功能，从而为齿轮和叶片的
专业用户提供了定制的方案。

PC-DMIS：企业级的数字化检测平台
QUINDOS 具有完善的评价分析功
能，可完成各种箱体类工件、自由曲
面零部件和复杂形状零部件的测量与
分析。
QUINDOS 具备超过 30 多个选项测
量模块，为各种复杂几何量的检测提
供了专业的软件方案。例如齿轮(直
齿轮、伞齿轮、齿条、未知齿轮、标
准齿轮等)，齿轮刀具(滚刀、拉刀
等)，蜗轮(蜗轮、蜗杆等)等的测
量。不仅仅是这些，在螺旋压缩机转
子、叶片等测量领域，QUINDOS 也
是行业的领先者，其特殊几何量的测
量和评价全部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
和国际标准。
QUINDOS
7，最新版本的
QUINDOS，具备 Windows 界面的用
户接口，提供了新型的编程和自动化
测量工具。利用 CAD数据和面向对
象的设计，QUINDOS 7 自动化程度
更强、更便于使用。

以 PC-DMIS 为核心，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推出企业计
量解决方案 EMS，为用户提供一系列软件产品，实现整
个产品制造过程中质量信息的收集、管理和共享。
来自EMS 企业计量解决方案的所有产品，具有相同的技
术内核，数据格式提供了互相兼容调用。同时，EMS 系
列产品提供了制造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适用的产品，通过
EMS，用户能够实现真正无缝的高效产品数据管理，并
能够大大降低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过程中的成本。
基于多年专业经验和对用户需求的深刻了解，海克斯康可
为用户打造基于 PC-DMIS 的企业数字化检测平台，利用
企业现有资源，凭借网络的贯通，优化设计、制造、检测
与统计分析和结果反馈等相关关成，从而协助制造业达到
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品质提升的目的。
无论用户采用何种测量软件、控制系统都可以联系海克斯
康，了解利用 PC-DMIS 进行软件升级的可能，从而获
得：
拥有最广泛的测量平台，与全球 35,000 家用户共享
软件技术的发展
利用 CAD 测量功能提高测量的能力和效率
与先进制造系统融合，让技术的应用和分享更加便利
海克斯康完善的技术服务与技术支持

产品设计

PC-D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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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造

贯穿制造全过程的 EMS 系列产品包括：
产品设计阶段：
PC-DMIS Planner® — 利用 CAD 规划检测要求，测量程
序将基于该 CAD 自动创建和优化。
加工制造阶段：
PC-DMIS NC® — 将精密自动化计量引入数控机床上的工
序测量。
品质检测阶段：
PC-DMIS CMM (PRO,CAD,CAD++) — 全球安装最广的
测量软件，能够用于各类通用三坐标测量机，实现零部件
的评价与分析。
PC-DMIS Vision® — 专用于影像测量仪，支持 CAD，能
同时支持接触和非接触光学测头。
PC-DMIS Portable® —专用于便携式测量系统，包括关节
臂测量机和激光跟踪仪。
数据管理阶段：
PC-DMIS Datapage/RT— 专业的统计分析软件，能够提
供各类专业统计分析报告。
PC-DMIS Web Reporter® — 将检测结果实时传送给网络
各端的客户，客户能根据需要自定制数据报告的格式。

品质检测

数据管理

QUIN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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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MIS：检测的数字化升级

通过数字化检测体系的构建，实
现了效率提高、成本降低和品质
提升
建立了跨部门/跨工厂的检测数
据管理体系
构架了基于信息系统的高效反应
和决策体系
减少了测量过程的人为错误和意
外损失
增强了数据的方便性， 安全
性 ，真实性和一致性
强化了检测数据的可利用性和历
史追溯性

部门

工作内容

工具 /软件

设计部门

设计工件的 CAD 模型

CATIA\Pro-E\UG

设计部门
(工艺部门、质检部门)

在 CAD 模型上添加 GD&T 等检测信息，
编制检测规划

PC-DMIS Planner

质检部门

脱机创建检测程序，进行程序优化与
模拟测量，调试后集中存储

PC-DMIS Offline

质检部门

检测设备，通过网络调用程序，执行工件检测

PC-DMIS

质检部门

测量结果生成图文并茂的检测报告
或统计图表，自动上传，
并通过网络与终端用户分享

PC-DMIS
Web Reporter

应用案例：
数字化和自动化助力富士康
创立于 1974 年，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总裁郭台铭
先生的领导下，以前瞻性的眼光与自创颠覆电子
代工服务领域的机光电垂直整合“eCMMS”商
业模式，提供客户囊括共同设计(JDSM)、共同
开发(JDVM)、全球运筹以及售后服务等全球最
具竞争力的一次购足整体解决方案。
正是基于集团核心的发展策略和技术创新目标，
富士康集团经过慎重选择和多方考察，选定海克
斯康作为其几何量计量和品质保证的核心合作伙
伴，并在其位于中国的深圳、北京、昆山、太
原、杭州、上海、廊坊等工厂，共安装了 400 余
台海克斯康的高精度测量机和超过 400 套 PCDMIS 测量软件。
采用先进的高性能测量系统和符合当代要求的测
量软件，不仅保证了在不同的生产线和质量控制
节点的产品质量控制，同时，基于富士康全球领
先的技术创新理念和电子类产品代工优势，富士
康科技集团与海克斯康开展了深层次的合作，借
助于海克斯康功能强大的 PC-DMIS 软件的二次
开发接口和快速技术支持，建立了面向大批量电
子类零部件检测、品质保证和数据管理的数字

PC-DMIS Planner

PC-DMIS Offline

从 CAD 系统生成检测

脱机编程，生成测量路径，进

规划

行路径优化和脱机碰撞测试

Reprot Viewer 任何终端客户通过
网络查看检测信息

CAD

CAD

CAM
Machining
Programs

Database

Rough
Piece
Measuring
Programs

Web
Report

富士康的数字化和自动化应用给企业来带了检测
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保证、资源成本的降
低，新产品的开发周期的缩短，企业生产规模的
扩大和市场的拓展。海克斯康作为富士康的战略
合作伙伴，也通过我们最新的产品、技术和方案
提供这不断的支持，使双方共赢，共同发展，引
领行业的先锋。

NC
Machine

Measured
data

Data
and
Report

设计

通过 PC-DMIS 的二次开发接口，富士康实现了
零件测量程序的数据库管理，所需测量程序通过
自动扫描条形码进行网络下载和检测，最终的检
测数据及产品质量信息自动上传到中心数据库和
相关部门，所有过程是通过完全无纸化电子信息
传递模式进行。

NC
Controller

PC-DMIS
NC

化、自动化方案。

DataPage
DataView

Finished
Piece

加工
Programs
PC-DMIS
IP

整套系统包括了产品设计的 CAD 模型、相关数
据和检测规划等信息。通过 PC-DMIS Planner，
实现了 CAD 设计模型与测量软件的无缝连接和
引用，通过 PC-DMIS Offline 自动识别检测规
划，进行自动编程、路径优化和碰撞测试，所用
的工作都是在完全脱机状态实现的。

PC-DMIS Web Reporter 网络报告数据库

数字化检测过程

PC-DMIS
IP

数字化检测的优势

检测

PC-DMIS
CMM

CMM
Controller

CMM

Measured
data
PDM

Data
and
Report

Piece
Passed

Piece
Failed

典型的企业计量解决方案流程图
1000
1000
最大产能
(个/台/天)

800
580

600

平均产能
(个/台/天)

500
400

300
230

QC 耗时
(秒/个)

200
120
0
人工检测

自动检测

通过自动化检测所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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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DOS：
无可匹敌的齿轮和特殊几何形状测量方案

软件维护协议(SMA)

QUINDOS 软件是功能强大的评价与分析工具，专长于完成
各种几何量的评价与分析，并可广泛兼容。该软件尤其适合
于在各种动力总成的测量应用，包括汽车、航空航天、能源
以及机床行业。
作为校准级的测量软件，QUINDOS 胜任包括常规几何量，
自由曲面和特殊几何形状在内的各类测量任务，包括：齿
轮、齿轮刀具、步进齿轮等等。

齿轮
齿轮 (圆柱，直/斜，内/外，锯齿状)

QUINDOS：具有完美的复杂形状测量和评价能力

未知齿轮(“逆向工程”)
齿轮样板
直伞齿轮
螺旋伞齿轮
链轮齿
花键
特殊定制齿轮评价
弯曲联合器

齿轮刀具

螺旋伞齿轮

齿轮滚刀
拉刀
插齿刀
剃齿刀

与此同时，遍及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团队，以协同的方式
致力于不断推出功能更强、技术更先进、性能更可靠的
PC-DMIS 软件新版本，以及时响应不断发展的测量需
求，协助用户更好的实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流程
的目标，帮助客户始终能够享有高精密计量技术所带来的
功能和优势。

成型刀具(用户定制)

齿轮刀具
圆柱蜗轮蜗杆
圆柱蜗轮
球形蜗杆

其他复杂形状

随着测量技术的发展，软件日渐成为体现测量系统性能的
重要因素。PC-DMIS 通用测量软件具有强大的 CAD 功
能，拥有着遍及全球最广的客户群，从产品设计、试制到
批量生产过程控制；从机床上的在机测量、车间内的在线
测量到计量室的质量检验；从毛坯测量、工序控制到成
品验证；从规则几何特征测量到不规则曲线、曲面的测
量及分析评价；PC-DMIS 专业的几何量分析及评价解决
方案遍及产品实现过程中的所有质量控制环节！

整体叶盘

螺杆压缩机转子
凸轮轴
步进齿轮
螺纹 (ISO 和 API)
叶片
互补凸轮
阀座和导管

为了帮助用户始终能够享受到通过 PC-DMIS 的不断发展
而带来的优势，我们推出了独具特色的软件维护协议
(SMA)项目，在协议期内，用户可以得到随软件新版本推
出的免费升级和各种技术支持与服务。如果用户拥有了
PC-DMIS，意味着拥有着世界顶级的基于 CAD 的测量软
件。为确保最好的性能，充分利用投资所能够获得的
收益，PC-DMIS 软件应该象机械主体一样得到维护。为
了帮助用户保持测量系统与 CAD 系统、公差与制图标准
甚至是 Windows 操作系统保持同步，我们推出了年度固
定费率的软件维护协议包(SMA)，并包括了附加的软件应
用支持和培训，帮助用户充分应用新版软件的功能 。

SMA — 让您永远和技术进步同行
作为专为 PC-DMIS 用户提供的一项软件升级特色服务，
通过软件维护协议(SMA) 服务，PC-DMIS 用户可以始终
使用最新版的 PC-DMIS 软件，享用 PC-DMIS 日新月异
的新功能带给测量的最新概念，并不断提高其测量效
率。SMA 服务向客户承诺：
合约期间的版本免费升级
赠送新版本升级说明和新功能介绍
1 - 2 个工作日中心培训机会，加强和其他用户的交流
每年至少为用户提供一次 PC-DMIS 高级培训和研讨的
机会
优先电话支持
优先区域服务
优先专家答疑
客户自动成为 PC-DMIS 协会会员，共享 PC-DMIS 用
户智慧，提升 PC-DMIS 应用水平
参与到所在区域的用户技术交流
免费赠送 PC-DMIS 应用案例光盘

活塞椭圆度
等速万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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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测量完整的螺旋压缩机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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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升级图谱
TOTOR 升级到 PC-DMIS

软件维护

软件升级改造案例

MMIV 升级到 PC-DMIS
其他厂商测量软件升级到 PC-DMIS

三丰软件升级

脱机软件

启用年代：2000 年

PRO/CAD 功能扩展为 CAD++

机型：Beyond Crystra

UG/CATIA 等数据直读

软件：COSMOS

扫描

PC-DMIS

升级要求：要求在设计过程中的 CAD 模型数据与产品
检测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并且在检测报告中
的要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标注出相应的尺寸偏
差。现用的 COSMOS 软件只能增加一个并
列的模块软件来实现，经过调研发现软件的
操作非常繁琐，并且不能输出想要的报告
格式，因此既不能满足工厂提高测量效率和
测量准确性的要求，又不能满足客户的报告
要求。

薄壁件
更换件
叶片
齿轮
统计分析
测量管理软件
Q-DAS 数据输出
导入三维 CAD 数据

实现方法：将 COSMOS 升级到 PC-DMIS CAD，拥有
更好的 CAD 编程与比对功能，并可产生客
户自定制的统计分析报告。

曲线曲面扫描
齿轮
齿轮刀具
涡轮、涡杆
统计

功能扩展

凸轮轴

软件功能扩展案例

共轭凸轮

QUINDOS

步进三维曲线
螺纹
压缩机转子
叶片
活塞
气阀导管和阀座
I++ 仿真器
连杆
2 维量规/等速万向节

成发科技升级改造

托盘式检测

机型：QI TECH

指定元素测量

改造项目：软件由 EZ-DMIS 升级到 PC-DIMS，并增加了扩展功能 GEAR 模块，传动系统由钢带传动换成 Global
传动系统，控制系统由 QIC 控制系统升级成 FBII，外罩进行重新喷漆翻新。

软件升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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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DMIS 升级为最新版本
QUINDOS 升级为 QUINDOS 7

改造成效：经过升级改造后，成发科技公司使用了 13 年的 QI TECH 测量机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能够适应企
业新的检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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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修校准
计量合作伙伴：无锡市计量测试中心
海克斯康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测量机技术服务工程师队伍，
具有国家计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的检定员资格，不但可以为
客户提供测量机定期的校准与修正服务，并可在校准过程
中，根据测量机的实际状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偿，使测
量机恢复到最佳工作和精度状态。

无锡市计量测试中心(前身为无锡市计量所)成立于 1957
年。1986 年被原国家计量总局定为全国 103 个大区级的
测试中心之一，建立有十一大类计量专业 198 项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可开展 453 项检定项目、474 项校准项目、54
项计量产品型式评价项目、5 项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
检验项目以及 95 项计量产品测试项目。

我们的测量专家，将根据测量机具体的使用频率和年限，为
客户提供有针对性的调修校准服务，从简单的基本校准、一
般校准一直到大修/校准，每一步都由专业的服务工程师完成。

无锡市计量测试中心在王道恒所长的领导下，以开拓进取
为行动宗旨，以服务地区用户为行动目标，建立有一支实
力雄厚的检定/校准队伍，以优质高效的服务得到所在区域
客户的广泛支持和信赖。

通过签订长期校准合同的模式，完成校准长期规划，例如第
一年一般校准、第二年基本校准、第三年大修校准。通过定
期检修和校准，测量机精度始终处在监控之中，这样可以有
效节省校准费用。

调修校准完成，数据发往青岛总部质
保部，经严格审核后，产生校准检测
报告

用量块校准测量机，内容包括垂直
度、长度测量的最大允许示值误差
MPEE

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海克斯康在无锡地区
拥有着众多的客户群和很高的品牌知名度，并多年来与无
锡市计量测试中心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就测量系
统的检定/校准、演示、培训以及样件测试方面开展着广泛
合作。

用激光干涉仪校准测量机，内容包括
测量机空间 18 项误差：位置度误差、
直线度误差、角摆误差

ROMER 关节臂测量机检修校准实验
室，向所有 ROMER 关节臂用户提供
测量机检修和周期校准服务

桥式测量机调修校准项目涵盖内容列表
序号
1

检查计算机和有关备份文件

基本校准
★

一般校准
★

大修校准
★

2

清理机器导轨

★

★

★

3
4
5

检查外罩

★

★

★
★
★

6
7
8

检查 Z 轴安全保护装置，检查气动平衡机构

★

检查调整电气和机械行程开关

★
★
★

★
★
★

9

检查和调整传动机构，并做常规保养

★

★

★

★
★

★
★
★

★
★

★
★

★
★

★
★

★
★

★
★

10
11
12
13
14
15
16
26

调修校准项目

检查所有的气路系统，更换老化的气管
检查气体过滤机构，并对之进行基本保养和维护
检查和清洗气浮轴承

检查和调整测量机水平
检查和调整测量机横梁与 XY 工作平面的平行
用激光干涉仪检测和补偿测量机各轴误差
调整补偿 XY、YZ、ZX 垂直度
用球棒或块规对测量各轴弯曲误差进行检测和补偿
综合精度检测
按照 JJF 1064-2000 校准规范提供检测报告

无锡市计量测试中心王道恒所长(左)在“海克斯康—无锡
市计量测试中心几何量计量技术合作实验室”揭牌仪式上

无锡市计量检测中心专业、规范、权威的校准和样件测试
工作，加上海克斯康完善全面的几何量计量产品、技术和
经验，不仅使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受益，同时，最为重要
的是为无锡客户提供了一种技术先进、品质保证的先进几
何量计量应用环境和空间，使之能够更加充分发挥测量系
统的最大效用。
随着无锡市计量测试中心占地 2 万余平米的测试新大楼的
落成，将双方的合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2010 年 3 月 11
日，海克斯康-无锡市计量测试中心几何量计量技术合作
实验室的成立，拉开双方未来紧密合作的序幕，目前，
实验室共安装有三台海克斯康的测量机和其他几何量计量
产品，相信将会为推动区域测量技术发展、提高双方技术
实力，继而更好的服务好区域客户做出贡献。
无锡市计量测试中心，仅仅是海克斯康众多计量合作伙伴的
一个缩影。2010 年，陆续已经有超过 20 个权威的区域计量
检定机构与海克斯康签订合作协议，它们将联合海克斯康，
为广大中国用户提供专业、权威的计量校准服务，从而成为
海克斯康持续深化客户服务所迈出的又一标志性大步！

覆盖十一大类计量的专业测试能力

高精度的几何量计量测试能力，与专业的校准资历与经验，
使无锡市计量检测中心增强了为制造业用户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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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服务
合同服务
把“保健”和“保险”的理念引入
测量机维护工作中，通过年度服务
合同，采用“承包”的方式，我们
的测量机维护专家将您的测量系统
进行精心的规划和管理，并定期加
以主动检修维护，使得测量机的隐
患故障消除在萌芽状态，
通过合同服务，提高了测量机的运
行效率，降低了维修成本，并可延
长测量机的使用寿命。

服务合同年度报告书和检测报告

通过合约服务，还将会得到更多的优惠：
在日常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故障问
题让我们很伤脑筋：
设备突发性的故障
小问题变成大故障
停机引起生产的抱怨
维修资金之前未有预算
繁琐的费用审批手续
节假日加班
厂家人员安排的紧张
海克斯康的合约服务，将“保健”和
“保险”的理念引入测量机维护工作
中，通过年度服务合同，将繁琐的测
量机维护工作交给我们的测量机维护
专家帮您打理；可以达到如下效果：
预约服务
更快捷的响应
预防，提前消除隐患
降低设备故障率
提高生产效率
维修费用可控
延长测量设备寿命

完全保修：
完全保修是指测量机保修期过后，客
户支付一定费用重新购买一年的保
修，这种保修，不但涵盖了和新机安
装后保修内容的服务，还增加了一些
"主动服务"，在“完全保修”期内，
海克斯康提供以下服务：
无限次故障免费维修或更换
每年两次主动检修
期末精度校验
一人免费参加一次海克斯康举办
PC-DMIS 高级培训
人工保修：
人工保修是指对保修期外的测量机，
除包含一次全面的精度校准外，还按
照事先估算约定的上门服务工时核
算，提前购买一年的人工服务；在本
年度中出现设备的维修和现场技术支
持将不收人工费和差旅费；只收取相
应的优惠配件费用。
充值保修：

合约服务的三种类型：
完全保修
人工保修
充值保修

充值保修是指测量机保修期过后，客
户先预支一定费用作为一个年度内的
服务费用额度，在该年度内，每次服
务所产生的费用从此额度中扣除，年
度内超出的费用，客户以特别折扣补
充，盈余的费用，自动转入下一个年
度的“充值保修”合同。

测量机若发生部件故障，在使用备件方面具
有优先权；
测量机如出现部件故障，可享受先发货后付
款的优惠条件(包括测头、测座)；
购买测量机零部件时，可享受 10% 优惠；
购买测量机零部件后，如需现场安装，免收
安装调试费;
进行测头置换维修时，可享受 5% 优惠；
控制系统中电路板出现故障，可以以新板
90% 的价格得到一块新配件;
软件升级，可享受 10% 优惠;

测量机服务合同
甲方: 尊敬的海克斯康测量机用户
乙方: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1、测量机信息
机型

序列号

交付年月

使用单位

2、服务项目：
日常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解答甲方在使用测量机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提前三个月协助客户提请易损件计划；
为保证测量机正常运行，乙方服务工程师每季度对测量机进行一次现场常规检查和维护服务；
每年对每台测量机进行一次测量机性能及工作状态评估，并向客户提交一份年度总结报告。在报告中，要提出
要保持或提升该测量机性能所必需的技改项目和方案及费用；
在该协议有效期内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时间，由乙方服务工程师对甲方的测量机进行一次全面的维护保养和精
度校验，并出具检测报告和合格证明标识。具体内容包括：
- 清理机器导轨，检查外罩；

控制系统改造升级，可以享受 10% 优惠；

- 检查计算机和有关备份文件；

参加软件应用普通班培训，可享受 15% 的
优惠，并可以优先安排

- 检查和调整传动机构，并作常规保养；

参加软件高级应用培训班，可享受 20% 优
惠
贵公司优先试用我公司最新版本软件；
通过合同服务，可以简化现场故障处理流
程，减少备件准备时间，并且在每年都有
精确的设备维护预算，方便管理和费用申
请。

- 检查压力保护和气体过滤机构，并对之进行基本保养和维护；
- 检查和调整测量机水平；
- 检查和调整测量机横梁与 XY 工作平面的平行(活动桥式测量机)；
- 调整 XY，YZ，ZX 垂直度；
- 用激光干涉仪对单项精度进行检测和补偿；
- 用块规对测量机各轴测量误差进行检测并进行软件补偿；
- 按照双方商定的精度指标和检测方法，对测量机综合精度进行检测并提供检测报告。
3、优惠政策：
甲方测量机若发生部件故障，在使用乙方备件方面具有优先权；
甲方在购买测量机零部件时，可享受 10% 优惠；
甲方在进行测头置换维修或维修时，可享受 5% 优惠；
控制系统中电路板出现故障，甲方可以以新板 72% 的价格得到一块新配件，旧电

委托服务 之 保修期扩展

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最佳供应商金奖

主要针对新购机器，支付一定的费用后将设备的保修期进行顺延；在此期间我们将对测量机出现的故障进行部件和人工服务的保修。

故障申报

诊断故障

维修报价

维修机器

常规的机器故障维修流程

委托服务 之 有偿服务
针对所有未签订合约服务的机器提供单次需求的服务支持，包括备件或现场排除故障和现场技术支持等服务，将按照服务所产生
的工时和物料来进行核算。

委托服务 之 委托移机
故障申报

诊断故障

维修机器

签订合同服务的机器故障维修流程

指应客户要求对现有的测量机进行搬迁服务，包含了测量机的拆机、固定、搬迁、就位、安装、调试等工作，将根据具体的工作
内容和工时及所用工具来进行核算。

委托服务 之 非 hexagon 测量产业集团机器服务
通过合同服务，可以简化现场故障处理流程，减少备件准备时间，并且在
每年都有精确的设备维护预算，方便管理和费用申请。

海克斯康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对于非海克斯康集团的测量机提供设备的配件、维修、搬迁以及升级改造等服务项目；具体的服
务将会根据现有测量机的实际状况来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方案，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富士康科技集团最佳服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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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培训
高级培训
高级培训是针对已经掌握测量机通用软件操作的用户进行培训，使其能结合生
产现场自身产品的特性，开发出实用、高效、高自动化的检测程序。该类培
训，是以提高效率和专业化程度为出发点而设计的，学员以具有多年测量经
验的专家为主，培训老师设定课题，并进行方法和理论讲解，鼓励学员间的互
动交流，培训老师将根据具体案例进行讲解。
高级编程应用培训

软件升级培训
全面的服务无法替代优异的技术培训，考虑客户购买测量机后使用各个阶段的需要，海克斯康定制了各种测量基
本培训、专题测量高级培训和测量机维护培训，可以使测量机操作人员和我们的测量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进
一步提高测量机操作人员的测量技能和测量机维护能力，同时通过参加培训班，扩大客户间的交流，共享客户资
源。 无论你是操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是设计开发人员还是决策者，海克斯康遍及全国范围的专业培训都能帮助

软件升级培训是针对软件升级用户进行的专题培训。此类培训，主要目的是解
决客户实际应用疑难、使用户掌握升级软件的功能变化及提升特色。此类培
训，以 PC-DMIS 软件操作老用户为主。培训老师根据升级软件特色设定
内容，结合典型功能应用，理论授课与专机练习相结合。

您完成新的挑战！

服务培训
基础培训
基础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使初级用户了解测量机的基本知识并掌握基本工件的检

主要讲解测量机日常维护基本知识，该课程主要针对和海克斯康签有年度服务
合同的客户而设置。

扫描及逆向应用培训

测方法。主要内容包括：测量机的一般使用和安全操作、工件的固定、设置与
校正、坐标测量的原理、软件界面、菜单及数据库管理、软件命令形式及
内容；测量操作主要包括校验测头、建立坐标系、基本元素手动和自动测量、
构造元素间的关系、形位公差评定及其相关操作。

技能提升培训
技能提升培训是针对已经具备测量机使用经验的用户、结合客户使用积累的系
列问题而展开的培训。此类培训，主要目的是解决客户实际应用疑难、针对客
户典型零件提出优化测量方案。学员以熟悉基础应用或是正在使用测量机但从
未进行系统培训的用户为主。培训老师设定课题并依据客户反馈充实培训课
程，结合典型案例，理论授课与专机练习相结合。

专项功能培训
专项培训的主要是帮助用户掌握相应专用测量模块的使用。主要包括：曲线曲
面的测量与分析、齿轮测量、叶片测量、钣金件测量、扫描与逆向工程应用、
统计分析系统的应用等等。该类培训，是一种面向应用的培训，往往以测量案
例为出发点，辅以理论讲解，最终解决现场的测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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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约检测与编程

合约检测

合约检测

设备租赁

超高精度检测专机

复合高性能检测专机

通用检测专机

作为测量行业的专家以及 PCDMIS、QUINDOS 的培训讲师，
我们的软件应用团队能够协助您
快速、精确地完成复杂形状工件
的编程任务，包括齿轮 、 凸 轮
轴、涡轮发动机叶片、各种钣
金总成、模具等等 。

基于严格的质量标准，海克斯康
能够为客户提供全系列的几何量
计量和测量机检测服务，以及高
性价比的测量方案。

海克斯康拥有着品种完善的几何
量计量产品线，面向不同行业、
不同应用，提供着各种测量和计
量解决方案。

机型：
PMM-C

机型：
Global

机型：
Global 或 Explorer

行程范围：
1200 x 1000 x 700 [mm]

行程范围：
1200 x 2200 x 1000 [mm]

行程范围：
1200 x 2200 x 1000 [mm](最大)

从基础的批量检测到复杂测量难
题，海克斯康拥有各种不同精度
和配置的测量系统，满足客户高
品质的测量需要。从超高精度测
量系统 PMM-C 一直到复合高性
能测量系统 Global，精度最高可
达 0.6 μm，而行程范围可达到
2.2 米甚至更大。

对于那些需要短期使用或为了项
目需要而使用测量设备和软件的
用户来说，可提供设备和软件租
赁服务，租赁期限灵活，安装地
点灵活，可以是安装在海克斯康
精密计量中心，也可以安装在客
户现场。

精度：
0.6 + L/800 [μm]

精度：
1.4 + 3L/1000 [μm]

精度：
1.5 + 3L/1000 [μm]

测头配置：
三维扫描测头 TRAX、并配备完
成复杂形状测量的各种特殊测针

测头配置：
可配备包括触发、扫描、激光扫
描以及影像等各种探测系统，实
现对各种特征的测量任务

测头配置：
触发测头或扫描测头

我们专业而经验丰富的应用工程
师，可根据您的产品线的要求，
协助编制零件检测专用程序，提
高检测稳定性和效率，降低客户
人力资源储备要求。通过编程，
您可以确定和得到：
经过全面测试与优化的程序
需要什么样的测量夹具
测量工艺路线
测量时间和节拍
测量工艺要求
测量机的精度要求
得到测量程序源代码，进一步
开拓思路
完整的具有公司个性化风格的
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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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为客户提供非接触测
量，包括快速采集数据点云，
完成曲面测量和逆向工程应用的
激光扫描测头；以及完成微小特
征测量的影像测头。
通过合约检测，既可以解决解决
您的测量燃眉之急，又可以使您
在购买测量机之前，成为测量机
选型的行家。

通过设备租赁，为客户提供了满
足其测量目标的有效资源 。

软件系统：
QUINDOS
应用领域：
超高精度检测，并可完成包括齿
轮(直齿轮、伞齿轮、齿条、未知
齿轮、标准齿轮等)，齿轮刀具
(滚刀、拉刀等)，蜗轮(蜗轮、蜗
杆等)等复杂形状工件的测量任务

软件系统：
PC-DMIS CAD++
应用领域：
复合高性能测量系统，能够轻松
应对各种尺寸的箱体类、曲线曲
面类以及钣金件的测量需要

软件系统：
PC-DMIS CAD
应用领域：
完成各种通用零部件的批量检
测，协助用户应对紧急测量任务
的增加

对于长期需要检测的客户，我们
建议您和我们签订检测合约，通
过合约，这样可以进一步节约费
用，并提高检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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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供应
来自于 Hexagon 的独特装夹系统

完及时配件支持是保障测量机长期高效运行的必备条件，
海克斯康通过先进的 CRM 客户管理系统和 BPCS 生产管
理系统对配件实施科学的管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立
了覆盖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各相关产品线的常用备件，
种类包括各种探针、测头、测座、控制器、专用电缆、夹
具等备件和附件，帮助客户实现“备件零库存”，并可通
过四级配件供应体系，来保障配件的及时快捷提供，也是
我们实现服务承诺的基础之一。

Swift-Fix 由 Hexagon 计量产业集团专业设计，为不同类型工
件的装夹提供了具有最大兼容性的解决方案。

最大兼容性
现代制造工件的复杂性以及工件装夹要求整齐，都需要周全
考虑装夹系统，使得测头空间具有最大的兼容性。

品种多样的附件

KA 客户现场

各种附件可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装夹。这些附件可以拧紧在底
板上，适用于不用的直径和长度需要。它们也可以连接使用
以达到要求的长度。

区域服务中心
青岛工厂
Hexagon 供应商

更多的附件可保证更大的夹持灵活性，包括顶针、磁性夹、
骨夹、通用连接件、V 形夹、高度调节器等。此外，还提供拇
指夹、扣夹、弹片和压紧弹片等，实际上无论工件多么复
杂，Swift-Fix 都可以提供装夹解决方案。

另外，通过 TESA 在中国设立的测头系统保税仓库，
RENISHAW 在上海专为海克斯康设立的零延迟仓库；为我
们提供了充足快捷的货源储备。
在配件销售环节，海克斯康拥有专职的配件预测、销售和
配送团队，具有全职的备件销售和服务人员，为您提供专
业的备件购买咨询、报价、发货、付款、开具发票等环节
的全面服务，使客户简化备件购买处理流程，减少备件准
备时间。

Swift-Pod：翼形工件装夹
Swift-Pod 设计的初始目的是用于装夹翼形工件特别是有根部
结构的翼形件。标准、可逆定位爪由 1mm 到 6mm 的圆柱组
成，这些爪成 V 形，因此对圆柱直径尺寸要求不必精确。

备件采购发货流程：

底板和顶板

配件的购买渠道包括：
登陆海克斯康官方网上的网上商城，了解详细规格等细
节，直接购买；
拨打海克斯康中国客户服务热线：400-6580-400；
联系您所在区域的海克斯康销售服务中心；
联系负责贵公司机器维护与保养的海克斯康服务工
程师。

测量机测头探针和附件
瑞士 TESA 公司，作为世界上领
先的量具量仪制造商，能够提供
全系列的测量机测头探针和附
件 。 这 些 产 品 ， 能 够 同
RENISHAW 触发式测头系统完
全兼容。
所有的测头、探针和附件，均按

客户需求

采购

确认发货期

发货期跟踪

报价

物流发货

Swift-Fix 可提供滑动底板。这种底板可保证在检测行程范围
内轻松进行工件装夹的更换。
滑动顶板配有 M8 螺纹孔，也可以做为一个平板，方便客户创
建自己特定的装夹。

PC-DMIS 快速装夹

开具发票

快速装夹适合于 PC-DMIS 用户，作为一个选项，帮助用户在
PC-DMIS 三维环境下进行模拟装夹。

探针

尺寸适用于所有应用

螺纹：M2 或 M3

当工件尺寸各不相同时，夹具的灵活性成为主要要求
之一。Swift Fix 夹具的一个独特特征是它的模块系统当装
夹大尺寸工件时，可以将组合使用的底板建立连接关系以
确保底板之间的孔距是固定的。

长度：10，20 或 30 mm
红宝石针尖探针：0.5 到 8 mm
不锈钢或碳纤维

我们提供以下尺寸的标准底板：

具备 M2 或 M3 螺纹的加长
杆、适配器以及星形探针、

300 x 300 mm

星形转接器

400 x 400 mm

TESA 最高质量标准在瑞士精密

500 x 500 mm

制造，可单件或成组提供。所有
的球形探针均满足 ISO 3290 的
五级标准，球度为 0.13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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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Fix 套装可满足大部分装夹需求。同时也可单独采
购。

600 x 600 mm
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非标尺寸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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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价值 — 系统规划
基于加工中心的在机测量解决方案
产品系列
红外触发测头
无线电触发测头
对刀仪
在机测量软件
应用软件
服务与支持

工件测量应用

红外触发测头 40.00-TX/RX

激光对刀仪 35.60-LTS

工件或夹具的找正
过程中关键特征的监测
过程中大型工件的测量应用
基于 CAD 模型的质量分析

刀具测量应用
检定准确的刀具尺寸
刀具破损检查
最高的精确度
保证持续的加工质量

红外触发测头 25.41-HDR

无线电对刀仪 38.70-RTS

让我们的测量专家融入到您的实际工
无线电触发测头 38.10-MINI

对刀仪 35.10-TS

作中，提供满足您生产需要和预算要
求的最佳方案，设计出效率更高、操
作更简便、性能更好的测量系统，
并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交钥匙工
程 ” 。其中包括测量机机型的选
择、相关辅助系统的整合、地基和测
量机房的建造、工件的编程、新系统
的验收测试、与现有生产制造系统

无线电触发测头 20.41-MULTI

拾取式对刀仪 35.40-TS

的整合以及特定格式的数据统计分
析等等。

“交钥匙工程”的核心技术体现
在：
定制的检测线—无论是针对精密检测
间还是在苛刻的车间现场，提供与现
有生产制造系统相融合与匹配的检测
系统
定制的温控间—创新技术的温控间，
为高精度的测量结果奠定了基础

规划完美的动力总成测量间

定制的测量程序—进行测量程序的
编制，并为相关操作人员提供专门
培训，确保系统快速高效运转。
夹具系统—工件的专用或通用夹具，
能够提高测量的效率并提供了高重复
性的测量结果。

隔热刀柄

红外对刀仪 35.70-OTS

上下料系统—自动和手动的工件上下
料系统，降低劳动强度，提高效率。

专用探针

数字化与自动化检测体系搭建—将测
量系统与生产制造与 CAD 系统相
连。协助用户建立无纸化的检测流程
以及网络化的数据管理、统计分析与
结果分享。

无线电温检触发测头 20.44-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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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刀柄

温控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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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动力总成在线测量系统
面向高精密、大批量、高效率的动力
总成系统零部件的测量需求，需要为
加工与制造系统提供在线的测量方案
以满足这类零部件特有的测量需求。
在线测量系统的需求特点体现在：测
量机 24 小时运转、每个工件的测量
时间控制的很严，需要按照一定的节
拍完成测量、加工零件的数控加工机
床状态的跟踪完全依赖于测量机的测
量 结 果 的 实 时 反 馈 ， 这 样 ，就对
测量机的测量效率、精度与可靠性提
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在本案例中，我们针对当今动力 总
成 制 造 企 业 的 特 点 和 要 求 ，提出
了与坐标测量机(Global)相配套的机
柜、机罩、上下料、夹具等系统的特
点和具体应用。

应用案例：汽车行业测量数据管理系统
坐标测量机作为一种精度高、适用性
强的产品，由于其快速获取三维尺寸
数据的能力和完善的尺寸控制功能而
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汽车厂的认可。

在线测量系统将包括以下功能组
成：
高精度、高效率的测量机—为精确快
速测量零部件特征提供帮助；
测量机机罩—在生产环境为测量机精
确测量提供保证；
手动/自动上下料系统— 减轻操作者
的体力消耗，提高效率；
夹具—根据动力总成各种特征零部
件设计的专用夹具，有效提高测量
效率；

模块化夹具：缸体

我们要使检测真正发挥其作用，需要
解决一下几个问题：

机柜(集成控制柜、测头控制器、计
算机、打印机系统)—在车间环境下
提供更好的安全性；

1、必须让测量的数据得到各部门的
认可。换句话说，必须要制定一个设
计、制造等部门认可的检测方案，进
而对检测结果无异议。

状态指示灯—直观对测量运行状态进
行监控。
不仅在硬件领域，海克斯康为用户提
供了适合车间使用和符合动力总成特
点的测量系统，同时，在软件和系统
工程领域，帮助用户顺利完成机床参
数认证、批量测试以及统计分析接口
等工作，从而顺利地实现与动力总成
生产线的整合，树立交钥匙工程的
又一典范。

不同形式、不同规格的坐标测量系统
在汽车制造的每个环节得到广泛应
用。但如何将汽车制造过程中每个环
节的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分析？怎
样使这些数据能够更有效的应用于生
产指导和加工调整？如何使检测过程
高效、可控？成为当前汽车制造行业
普遍面对的一个课题。

2、检测数据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共
享，让更多的部门得到自己关心和需
要的数据。
模块化夹具：缸盖

3、需要解决产品更新速度加快带来
的检测方案更改、检测程序更改的问
题。

检测规划：
将设计意图转换为一系列需要检测的
参数，从而自动产生相关的检测程
序，可用于相关测量系统，并随时监
控设计的变化

脱机编程：
通过检测规划，脱机自动产生检测程
序，经过优化与模拟运行测试后，建
立正式的检测程序，并通过网络集中
存储

程序执行：
通过网络调用事先编制好的检测程
序，执行检测任务，并将测量数据通
过网络上传

测量数据管理系统面临的任务包括：
整合汽车行业各个环节中大量的检
测数据，统一不同的检测设备、检
测方法和检测报告
为每一位工程师提供他们自己关心
的检测数据

报告系统：
兼容所有测量设备的测量数据，基于
网络，方便不同的部门和人员关注测
量数据，可监控同一特征在不同环节
的状态

实施对供应商检测的有效管理
制定统一的检测规划平台，并在其
基础上进行脱机编程
对所有测量机进行实时监控、管理
针对于以上问题，海克斯康把整个检
测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检测规划
脱机编程
执行程序
报告系统
测量系统管理

测量系统管理：
实时显示每台测量机的工作
状态，对测量能力进行合理
的分配，了解测量机的效
率、零件的测量时间以及操
作者的工作状况

应用于动力总成生产线的自动上下料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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