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测量工具、测量基准器、测量数据管理

产品样本 No.C12012

高精度高度仪

Linear Height



别精度的高度测量仪 New New Linear Height  LH-600E/EG 系列

●指示精度∶可达(1.1+0.6L/600)µm
与光栅尺专业工厂生产的高精度测长单位和高精度导向方式相得益彰，实现了级别 高的精度。

测量 600mm 时的指示精度：1.7µm

● 强的测量·演算功能 (详细内容请参看 P3)
除了高度测量和圆测量等的基本测量功能之外，还可以

进行位移测量、直线度测量、直角度测量等。

此外，还配备了平面测量功能和公差对比功能等。

●可实现测量工作的标准化

由于可对工件进行一系列的测量动作进行编程，这对批

量产品非常有效。不仅如此，反复测量时，测针自动移

动到下一个测量位置 (高度)，如果建立作业程序手册便可

实现测量的标准化。

●统计分析功能协助质量管理

实时判断已测量的数据是否合格。数据库里 大能保存

60,000 数据，可进行平均值 · 标准差 · 工序能力等各种

统计演算。此外，图解显示的直方柱状图能协助管理质

量。

●具有高度兼容性的数据处理装置

数据处理装置中枢上装载有 CPU，将来可有效支

持软件的升级。

不仅如此，测量结果还可以输出 CSV 格式，可在顾客所

有的软件上再次利用。

●丰富多样的外部接口

配备能与安装在主机上的报告打印机或 A4 尺寸打印机相

连接的接口。

通过 USB 存储器，可备份或恢复保存零件程序或测量数

据。

此外，RS-232C 接口还可以向 PLC 等外部机器输出测量

结果。

●对应多种工件的丰富的测针选配

各种测头、替换测针能灵活满足复杂的工件形状以及各

种各样的测量内容。

带 ø5 档的测头用各种替换测针、深度测量测头以及千分

表用支架等配件悉数配备。

可安装三坐标测量机测针的带 M2/M3 螺纹的模柄，使得

用途范围更加广阔。

别精度特点 1

●简单的一键操作

使用频度较高的测量可以集成在图标式指令的一个键上。

即使初学者使用起来也不会困惑，能立即能进行测量。

●使用彩色TFT液晶

提高了易读性和操作性。

●USB-存储容量

对应机种范围更大，容易使用，可使用在 2GB 字节以上

的 USB 存储器。

●协助测量动作的高精度空气轴承

安装在内置小型压缩机和基座上的空气轴承，使在平台

上移动变得很容易。

此外，还配备有支持对测量精度没有影响的 其微小的

上浮式测量的半悬浮模式。

对大型被测工具的孔或轴的扫描测量以及位移测量等，

可边移动边操作，操作性能发挥 威力。

并且，配置握柄 (518-352DC LH600EG) 时，可进一步提

升对操作性。

出众的操作性特点 2

丰富的功能和充实的选件特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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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级的反射型

线性编码器 & 导轨

配备标准的带 ø5 偏心测

头，和对应多种工件、适

应各种测量内容的辅件

高精度空气轴承不仅支持

移动时的全浮动，还支持

一边进行微小浮动一边测

量的半悬浮模式 小型压缩机和内置电池实

现 无线化，可自由地

在平台上移动

5.7 吋彩色 TFT
LCD 显示器

多种接口

・打印机 ・USB
・RS-232C ・Digimatic 输入

【背板(连接器)】

电源开关

USB存储器连接器 主机连接器

电感测头

USB-FDD
连接器

A4打印机
连接器

RS-232C/
连接器打印机
连接器

Digimatic
输入连接器

具有丰富多彩的功能

但也能实现一键操作

的图标型指令键

最高级别精度的高度测量仪 New New Linear Height  LH-600E/EG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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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键便可测量的图标指令键，实现简单操作。

其他功能

基本功能

2D 测量功能 2D 原点设定 · X/Y 轴设定 · 要素调用 · 坐标调用 · 坐标差计算 · 2D 距离计算 · 2 要素相交角计算 · 3 要素相交角计算 · 节圆的计算

公差对比功能 设计值 / 公差值的设定 · 公差对比结果的输出 · 警告功能

用户支持功能 转换 小显示量 · 省电功能 · 转换测量速度 · 半悬浮测量

零件程序功能 零件程序的建立 / 编辑 / 运行

统计处理功能 统计演算 · 直方柱状图

精度补正功能 温度补正 · 缩放比例

测量表面的高度位置。 测量孔的直径和中心

位置。

测量内侧的宽度和中

心位置。

测量2要素间的宽度

及中心位置。

测量底部的高度位置。 测量轴的直径和中心

位置。

测量外侧的宽度和中

心位置。
ABS或设置INC原点、转

换ABS/INC原点、附带

偏置ABS原点的设定。

测量下表面或上表面

的 大高度位置。

测量下表面或上表面

的 小高度位置。

测量上表面或下表面

的 大高度和 小高

度的差。

使用测头种类的设定、

根据测量设定测头直

径、根据按键输入可

进行测头直径的设定、

测头信息的注册/调
用、测头安装位置的

变更。

角度计算、四则计算。 临时停止的信息显示、锥形测

头的位置测量、数显测量仪的

数据输入、直角度的测量。

待机状态的转移、复

归。

【待机】键

操作指南

【数值】键

【光标】键

计算 · 特殊测量功能

【测量指令】键

公差判断的显示

测量指令

测量结果

实时计数器显示

原点 · 测针设定

【文字】键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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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型液晶显示器上使用容易识别的图形显示操作。

Linear Height 主体配备有可以设置的报告打印机选配件。

也可以输出到市场上销售的 A4 尺寸打印机。

统计演算结果

直角度测量结果 ：

数值显示

直角度测量结果 ：

图形显示

直方图

使用这个功能时，

Degimatic 千分表

或拉杆式测头 + 数

字 Mu-Checker 是
必要的

报告打印机 A4尺寸打印机

画面示例

输出示例

数据

统计演算结果 直方图

日期

【统计处理】

【正常】 【正常】

【统计处理】

返回前一个

直角度测量
直角度的图形表示

指令结束 指令结束
图形表示

返回前一个

提供轮廓度、粗糙度、圆度等数据测试服务，为您制订适合的检测解决方案－三丰一级代理 ·宁波大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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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测量(外侧)

宽度测量(内侧)

高度测量(上表面)

高度测量(下表面)

圆测量(孔)

配置握柄的 518-352DC LH600EG 进一步提

升了可操作性。

测量示例

提供轮廓度、粗糙度、圆度等数据测试服务，为您制订适合的检测解决方案－三丰一级代理 ·宁波大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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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デプス測定プローブ
　No．12AAC072

②テーパ形測定プローブ
　No．12AAC073

③ダイヤルゲージ用ホルダ
　No．12AAA792

④ホルダ（ロング）
　No．12AAA793

　ø10シリン ユニバーサルプローブ
　No．12AAB136

⑤ミューチェッカ用レバーヘッドホルダ
　No．932361

　補助ウエイト2ヶ追加必要（計4ヶ）
　No．12AAF674

　三次元測定機用プローブ※1

　ø1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72
　No．12AAF666

　ø10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50
　No．12AAB552

　ø10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82
　No．12AAF668
　ø10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120
　No．12AAF669

　ø1ボール測定子（偏心軸）　
　No．12AAF672

　ø5ディスク測定子　L=74
　No．12AAF670

　ø10ディスク測定子　L=58
　No．12AAF671

　ø2ボール測定子（偏心軸）　L=35.5
　No．12AAF673

　ø2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72・ルビー球
　No．12AAF667

⑥ø2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72
　No．957261

⑦ø3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72
　No．957262

⑨ø4ボール測定子（偏心軸）　L=50.5
　No．12AAA788
⑩ø6ボール測定子（偏心軸）　L=83
　No．12AAA789

⑪ø14ディスク測定子　L=58
　No．957264

⑫ø20ディスク測定子　L=46.5
　No．957265
⑬ø6カラー
　No．226116

⑭M2ネジ付シャンク※2　L=54
　No．226117

⑮M3ネジ付シャンク※2　L=54
　No．226118

⑧ø4ボール測定子（同軸）　L=76
　No．957263

⑰ボール径補正ブロック（標準付属品）
　No．12AAA715

⑱レシートプリンタ
　No.12AAN048
　（取付アタッチメント・接続ケーブル付属）

レシートプリンタ用記録紙（10個組）
No.12AAN052

PLC等の外部機器へ
測定データを送信

プリンタケーブル（A4プリンタ用、2m）
No.12AAA804

RS-232Cケーブル2m/3m
No.12AAA807（2m） No.12AAG920（3m）

バッテリパック
No.12AAF712

大形バッテリパック
No.12AAG245

大形バッテリセット(大形バッテリー＋カバー)
（バッテリ使用可能時間を約8時間にするためのレトロ部品）
No.12AAF675

　ボール径補正ブロック
　（テーパ形測定プローブ用）
　No．12AAA787

ø5段付プローブ （標準付属品）
　No．12AAF634

*1 三坐标测量机用测针

球形测针 ø2(No.932377A)  ø3(No.932378A) ø5(No.932379A) ø6(No.932380A) ø10(No.532328) 
盘形测针 ø20(No.532345) o30(No.930803)

*2 带 M2、M3 螺纹连接器可安装三坐标测量机用的测针。

● 测头的 L 尺寸是指，从端面到球中心的长度 (mm)。没有注明球材质的为 硬。

● 为自我学习准备的模型工件 (No.12AAA879，丙烯材料)，(请参考 P.5)。

■适应各种工件的丰富选配测头 ■能延伸功能的丰富多彩的外部设备

⑱ 报告打印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⑪⑫

⑬ ⑭

⑮

⑯

⑰

选配

ø1 球型测头 (同轴) L=72
No．12AAF666

⑥ ø2 球测头 (同轴) L=72
No.957261  
ø2 球测头 (同轴) L=72 · 红宝石

No．12AAF667
⑦ ø3 球测头 (同轴) L=72 

Nø.957262 
⑧ ø4 球测头 (同轴) L=76

Nø.957263
ø10 球测头 (同轴) L=50
No.12AAB552
 ø10 球测头 (同轴) L=82
No.12AAF668
ø10 球测头 (同轴) L=120
No.12AAF669
ø1 球测头 (偏心轴)
No.12AAF672
ø2 球测头 (偏心轴) L=35.5
No.12AAF673

⑨ ø4 球测头 (偏心轴) L=50.5
No.12AAA788

⑩ ø6 球测头 (偏心轴) L=83
No.12AAA789 
ø5 盘形测头 L=74
No.12AAF670
ø10 盘形测头 L=58
No.12AAF671

⑪ ø14 盘形测头 L=58
No.957264

⑫ ø20 盘形测头 L=46.5
No.957265

⑬ ø6 连接器

No.226116
⑭ 带 M2 螺纹连接器 *2  L=54

No.226117
⑮ 带 M3 螺纹连接器 *2  L=54

No.226118

⑯ 配置

(2 个标准附属品)
No.12AAF674

⑰ 球直径补正组块 (标准附属品)
No.12AAA715
球直径补正组块

 (锥形测量探针用)
No.12AAA787

大型电池组套 (大型电池 + 盒子)
(为了使电池使用时间可达约 8 小时的零部件)
No.12AAF675

⑱ 报告打印机

No.12AAN048
(附属品有安装附件 · 连接电缆)

报告打印机用记录纸 (10 个/ 组)
No.12AAN052

打印机电缆 (A4 打印机用，2m)
No.12AAA804

向 PLC 等外部机
器发送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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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包

No.12AAF712

大型电池包

No.12AAG245

ø5 偏心测针 (标准附属品)
No.12AAF634

① 深度测量测针

No.12AAC072
② 锥形测量测针

No.12AAC073
③ 千分表用支架

No.12AAA792
④ 支架 ( 长 )

No.12AAA793

ø10 柱形 测针 
No.12AAB136

⑤ Mu checker 用测头支架 
No.932361
需要追加 2 个配置 (总计 4 个)
No.12AAF674
三坐标测量机用测针 *1

提供轮廓度、粗糙度、圆度等数据测试服务，为您制订适合的检测解决方案－三丰一级代理 ·宁波大虹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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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了解更多详情

微信公众账号：大虹工具

……………………………………………

宁波大虹工具
NINGBO  DAHO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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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号 518-351DC 518-352DC
型号 LH-600E LH-600EG
测量范围 (行程) 0 ～ 972mm(600mm)

小显示量 0.0001/0.001/0.01/0.1mm(可以选择)

精度 (20º)

指示精度 *1 (1.1+0.6L/600)µm L= 任意测量长 (mm)

重复精度 *1 平面：0.4µm(2σ) 孔：0.9µm(2σ)

直角度 (前后)*2 5µm(补正后)

直线度 (前后)*2 4µm(机器精度)

导向方式 滚动式轴承导向

驱动方式马达驱动器 (5,10,15,20,25,30,40mm/s)/ 手动

测长系统 反射型线性编码器

测力 1N(自动定压功能)

平衡方式 悬控配重

主机浮动方式 全浮动 (移动时)/ 半浮动 (测量时) 空气轴承

空气源 内置压缩机

显示装置 5.7 英寸彩色 TFT LCD
(320x240dot LED 带背光)

可存储程序 50

可存储数据 60,000
(1 个程序 大数据 30,000)

电源 电池 /AC 适配器

电池操作
时间

运行时
约 5 小时

(浮动 · 电动上下动时占总工作量 25%)

待机模式时 约 10 小时

电池充电时间 约 3 小时 (充电中也可以使用)

外观尺寸 (W×D×H) 237×448×1013mm 247×448×1013mm
重量 24kg 24.5kg
动作温度 / 湿度范围 5 ～ 40ºC/20 ～ 80%RH(不结露)

*1 指示精度 · 重复精度的值，为使用标准附件 ø5 测针时的值。

*2 直角度·直线度的值，为杆头 (MLH-521) 以及 Mu checker (M-511) 使用时的值。

不规定左右方向的直角度，因此测物为圆柱型时会产生测量误差。

*3  不保证所有市面上销售的 USB- 存储器可以运行。

满足下列条件时，推荐 Sandisk 公司或 IODATA 公司出品的。

• 非 USB3.0 规格。

• 没有加密和指纹认证等的安全功能。

• 没有写保护开关功能。

◆ 因为平台为基准，请尽可能在平面度较好的平台上使用。

10
13

(68)(10) 28882.5237

26
2

ø5

(单位：mm)

规格 外观尺寸图

标准附件

● ø5 偏心测针 ●球直径校正块规 ●配重 (2 个安装完毕)
●电池包 ●AC 适配器 ● AC 适配器用电源线

●防尘罩 ●搬运用手柄 ●孔盖

●六角扳手 ●手册套装 ●检查成绩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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