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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高度儀

高度儀系列

同等級最高指示精度



同等級最高精度的高度儀 New   系列LH-600E/EG

●指示精度達（1.1＋0.6L/600）μm
結合專業光學尺工廠生產的高精度測長裝置與高精度導軌系統，實現同等級最高精度。

量測600mm時的指示精度：1.7μm

●單鍵操作，輕鬆使用

使用頻率較高的量測作業，以圖示型指令整合為單一

按鍵。

初次使用者也能輕鬆操作，立即開始量測作業。

●用彩色TFT液晶
提高辨識性、操作性。

●支援USB隨身碟容量無限制
支援機種增加，更容易使用，可支援2GB以上容量的USB
隨身碟。

●協助進行量測動作的高精度空氣軸承

透過內置小型壓縮機以及整合至底座的空氣軸承，可在

花崗石平台上輕鬆移動。

此外，具備半浮動模式，以不影響量測精度的極微小浮

動進行量測。

大型工件的孔與軸的掃描量測及位移量測等，可發揮在

本體移動時進行操作的能力。

此外，配備強力握把的型號（518-352-10 LH600EG）可更
精準操作工件。

●強大的量測、運算功能（詳情請參閱P. 3）
除了高度量測及圓量測等基本量測功能之外，亦可進

行位移、真直度、直角度等豐富的量測功能。

另外，亦搭載二次元量測功能及公差比對功能等。

●將量測作業標準化

客戶可自行建立量測程序書，依照重複的量測指令，測

針可自動移位到下一個量測位置，因此針對量產的工

件，進行連續的量測動作時，非常有效率。

●透過統計分析功能支援品質管理

即時判定量測結果是否合格。資料庫最多可儲存60,000筆
數據資料，並進行平均值、標準差、製程能力等各種統

計運算。此外，亦可透過以圖形顯示的直方圖支援品質

管理。

●具備高擴充性的資料處理裝置

資料處理裝置中樞搭載高性能CPU，亦支援未來軟體
升級。

另外，量測結果可輸出為CSV格式，客戶可透過既有的軟
體進行其他運算。

●多種外部介面

配備可安裝於本體的數據印表機及A4尺寸印表機的介面。
可利用USB隨身碟備份及呼叫量測子程式和量測數據。
另外，亦可透過RS-232C介面，將量測結果輸出至PLC等
外部機器。

●可支援各種工件的豐富測針選項

提供各種測針、更換用測針，可彈性因應複雜的工件形

狀及各種量測內容。

適用於ø5段式測針的各種更換用測針、深度量測測針及
指示分厘錶用安裝架等，相關產品非常豐富。

另外，附M2/M3螺絲的固定柄可安裝於三次元測定機的
測頭，進一步擴大使用範圍。

同等級最高精度特色1

優異的操作性特色2

豐富的功能與齊全的選項特 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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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同等級最高精度的反射型

線性編碼器與導軌

提供標準ø5段式測針等豐
富的配件，可因應各種工

件及量測需求

高精度空氣軸承除了可在移

動時進行全浮動量測之外，

亦可選擇在極微小浮動時進

行量測的半浮動模式 小型壓縮機與內置電池實

現完全無線化，可在花崗

石平台上自由移動

5.7吋彩色TFT
LCD顯示器

多種介面

• 印表機　• USB
• RS-232C　• 數位輸入

【背板（連接器）】

電源開關

USB隨身碟連接器 本體連接器

觸碰信號
測針
連接器

USB-FDD
連接器

A4印表機
連接器

RS-232C／數據
印表機
連接器

數位
輸入連接器

圖示型指令按鍵不

僅具有豐富的功

能，並可實現簡單

的單鍵操作

同等級最高精度的高度儀 New   系列LH-600E/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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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單鍵即可進行量測的圖示型指令按鍵，實現簡單的操作。

此外，還可透過具有豐富功能的各種按鍵，進行更進階的操作。

其他功能

基本功能

二次元量測功能
二次元原點設定、X/Y軸設定、元素叫出、極座標叫出、座標差計算、二次元距離計算、2元素交差角度計算、 
3元素交差角度計算、節圓計算

公差比對功能 設定設計值／公差值、輸出公差比對的結果、警告功能

使用者支援功能 最小顯示量切換、省電功能、量測速度切換、半浮動量測

零件程式功能 零件程式建立／編輯／執行

統計處理功能 統計運算、直方圖

精度校正功能 溫度校正、比例因子

量測上方表面的高度

位置。

量測孔的直徑與中心

位置。

量測內側寬度與中心

位置。

量測2元素間的寬度
及中心位置。

量測下方表面的高度

位置。

量測軸的直徑與中心

位置。

量測外側寬度與中心

位置。

設定ABS或 INC原點、切
換ABS/INC原點、設定含
偏移的ABS原點。

量測下方表面或上方

表面的波峰位置。

量測下方表面或上方

表面的波谷位置。

量測上方表面或下方

表面的最大高度與最

小高度的差。

設定使用的測針種

類、利用量測設定測

針徑、以按鍵輸入設

定測針徑、測針資訊

登錄／叫出、變更測

針安裝位置。

進行角度計算、四則

運算。

暫停時的註解顯示、以錐
形測針執行位置量測、從
數位測定器輸入資料、執
行直角度量測。

進入待機狀態及恢復

正常動作。

【待機】按鍵

操作指南

【數值】按鍵

【游標】按鍵

計算、特殊量測功能

【量測指令】按鍵

公差判定顯示

量測指令

量測結果

即時計數器顯示

原點、測針設定

【文字】按鍵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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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範例

在大尺寸液晶顯示器上以清晰的圖形顯示支援操作。

提供可安裝於高度儀本體的數據印表機的選配。

亦可輸出至市售A4尺寸印表機。

統計運算結果

直角度量測結果：
數值顯示

直角度量測結果：
圖形顯示

直方圖

若要使用此功能，

須搭配數位指示量

錶或槓桿測頭＋數

位MU checker。

數據印表機 A4印表機

畫面範例

按鍵回到上一頁 按鍵回到上一頁

指令結束指令結束
圖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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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外側）量測

寬度（內側）量測

高度（上方表面）量測

高度（下方表面）量測

圓（孔）量測

配備強力握把的518-352-10 LH-600EG可更精
準操作工件。

量測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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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深度量測測針
　No.12AAC072

②錐形量測測針
　No.12AAC073

③針盤量規用安裝架
　No.12AAA792

④安裝架（長型）
　No.12AAA793

　ø10缸形通用測針
　No.12AAB136

⑤MU Checker用槓桿測頭安裝架
　No.932361

　必須追加2個輔助配重（共計4個）
　No.12AAF674

　三次元測定機用測針※1

　ø1球形測針（同軸型）　L=72
　No.12AAF666

　ø10球形測針（同軸型）　L=50
　No.12AAB552

　ø10球形測針（同軸型）　L=82
　No.12AAF668

　ø10球形測針（同軸型）　L=120
　No.12AAF669

　ø1球形測針（偏心軸型） 
　No.12AAF672

　ø5盤形測針　L=74
　No.12AAF670

　ø10盤形測針　L=58
　No.12AAF671

　ø2球形測針（偏心軸型）　L=35.5
　No.12AAF673

　ø2球形測針（同軸型）　L=72、紅寶石球
　No.12AAF667

⑥ø2球形測針（同軸型）　L=72
　No.957261

⑦ø3球形測針（同軸型）　L=72
　No.957262

⑨ø4球形測針（偏心軸型）　L=50.5
　No.12AAA788

⑩ø6球形測針（偏心軸型）　L=83
　No.12AAA789

⑪ø14盤形測針　L=58
　No.957264

⑫ø20盤形測針　L=46.5
　No.957265

⑬ø6彩色
　No.226116

⑭附M2螺絲固定柄※2　L=54
　No.226117

⑮附M3螺絲固定柄※2　L=54
　No.226118

⑧ø4球形測針（同軸型）　L=76
　No.957263

⑰球徑校正塊（標準配件）
　No.12AAA715

⑱數據印表機
　No.12AAN048
　（隨附安裝附件、連接線）

數據印表機用記錄紙（1組10個）
No.12AAN052

向PLC等外部機器
傳送量測資料

印表機連接線（A4印表機用、2m）
No.12AAA804

RS-232C連接線2m/3m
No.12AAA807（2m） No.12AAG920（3m）

電池組
No.12AAF712

　球徑校正塊
　（錐形量測測針用）
　No.12AAA787

⑯輔助配重 
　（2個標準附件）
　No.12AAF674

Ø5段式測針 （標準附件）
　No.12AAF634

※1 三次元測定機用探針
球形測針ø2（No.932377A） ø3（No.932378A） ø5（No.932379A） ø6（No.932380A） ø10（No.532328）
碟形測針ø20（No.532345） ø30（No.930803）

※2 附M2/M3螺絲的固定柄可安裝三次元測定機用的測頭。
● 測針L尺寸為端面至球中心的長度（mm）。另外，未記載材質的球為超硬。
● 亦提供自我學習用的模型工件（No.12AAA879、壓克力製）（參閱P.5）。

■可支援各種工件的豐富測針選項 ■可擴充功能的豐富周邊裝置

⑱數據印表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⑪⑫

⑬ ⑭

⑮

⑯

⑰

選購配件



020 0318(1)A-(LI)SS, Printed in Taiwan

商品外觀，規格可能有所異動，請依實際報價內容為準。

本型錄刊載之規格為2015年12月至今。

Code No. 518-351-10 518-352-10

型號 LH-600E LH-600EG
（強力握把）

量測範圍（行程） 0∼977mm（600mm）

最小顯示量 0.0001／0.001／0.01／0.1mm（可選擇）

精度（20℃）

指示精度※1 （1.1＋0.6L／600）μm L＝任意量測長度（mm）

重複精度※1 平面：0.4μm（2σ）孔：0.9μm（2σ）

直角度（前後）※2 5μm（校正後）

真直度（前後）※2 4μm（機械精度）

導軌系統 滾動軸承

驅動模式 （5,10,15,20,25,30,40mm/s）／手動

測長方式 反射型線性編碼器

測定力 1N（自動定壓功能）

平衡方式 配重

本體移動方式 全浮動（移動時）／半浮動（量測時）空氣軸承

空氣供給裝置 內置壓縮機

顯示裝置 5.7吋彩色TFT LCD
（320x240dot 具LED背光功能）

最大程式數量 50

最大資料數量 60,000
（每個程式最多30,000筆資料）

電源 電池／AC變壓器

電池可使用
時間

動作時
約5小時

（以25%電力運作浮動、電動上下動作時）

待機時 約10小時

電池充電時間 約3小時（充電中可使用）

外觀尺寸（W×D×H） 237×448×1013mm 247×448×1013mm

重量 24kg 24.5kg

動作溫度／溼度範圍 5∼40℃／20∼80%RH（但無結露）

※1 指示精度、重複精度的值為使用標準附件ø5段式測針時的值。
※2 直角度、真直度的值為使用槓桿測頭（MLH-521）及MU Checker（M-511）時
的值。

由於未規定左右方向的直角度，故如量測物為圓筒形，可能會發生量測誤差。

※3 不保證市售的所有USB隨身碟皆可正常動作。
建議使用符合以下條件的SanDisk或I-O Data公司產品。

   ˙非USB3.0規格的產品。
   ˙未具備加密或指紋辨識等安全功能的產品。
   ˙未具備寫入保護開關的產品。

◆台座為基準，請盡可能在平整度良好的台座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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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5

（單位：mm）

●ø5段式測針 ●球徑校正塊 ●輔助配重（已安裝2個）
●電池組 ●AC變壓器 ●AC變壓器用電源線
●透明保護蓋 ●搬運用提把 ●保護套

●六角扳手 ●操作手冊 ●校驗報告

規  格 外觀尺寸圖

標準附件

座標測定機

影像測定機

形狀測定機

光學儀器

精密感測裝置

試驗、計測機器

光學尺

小量具、測定基準器、計測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