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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从1996年起，主要

致力于发展精密测量仪器、工业自动化产品、机

床关键功能部件售前技术支持、销售以及售后服

务，公司涉及的主要产品:

1.意大利Elbo刀具测量检测仪（对刀仪）

2.瑞士Marcel显微镜、投影屏及单、双镜头刀具

测量仪

3.瑞士Stahli数控双端面、单端面（研）磨机床

4.瑞士Fischer中心孔磨床

5.瑞士Microcut超精度微孔珩磨机

6.瑞士Pemamo珩磨机

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于2001年成为伊尔玻

(ELBO)数码对刀仪独家代理及技

术服务中心。

意大利伊尔玻(ELBO)公司创

建于1983年，公司总部位于意大

利米兰市，下属机械、电子、光

学和软件四个产业部门。自成立

之日起，一直从事于数控装置的

生产与研发。自1988年致力于高

精密对刀仪的生产，为不同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

对刀仪。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该公司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高精密对刀仪制造商之一，是欧洲共同体

该领域的佼佼者。

其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已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

良好声誉。

对刀仪作为一种 NC机床不可缺少的配套设备，

用户的需求各式各样，技术要求越来越高。伊尔玻

(ELBO)经过多年的研究、生产和创新已经形成了一

系列的高性能对刀仪产品。

ELBO公司凭借一流的产品品质、功能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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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使得E L B O公司占据了国际大部分市

场。ELBO公司以其产品的持久耐用性、先进性以

及科技性已经被国际市场所承认。是世界范围内

技术市场的领导者。ELBO公司发展的趋势和对市

场的渗透、产品的研发升级从来没有停止过，因

此公司的销售额一直持续高速增长。

今天ELBO公司为以高新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

意大利制造的产品成功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

献。超过70%的ELBO公司产品被出口到中国、欧

洲、美国、日本、加拿大等世界重要市场。ELBO

公司目前已经在50多个国家形成了覆盖了所有工

业国家销售网络。

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伊尔玻(ELBO)数码对刀仪独

家代理及技术服务中心。有多

名工程师被派往意大利总部进

行专业培训，并在国内设有产

品库和备品备件库。可以向国

内用户提供及时完善的售前和

售后技术服务，培训以及安装

调试。

在用户工厂设备安装调试期间对

用户操作和维修人员进行培训，使他

们具有独立操作设备和一般故障排除

能力。

在设备质保期内如用户有需要，

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可在北京免费

提供提供人员培训支持。

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24小时提供服务咨询

电话，在接到咨询电话后积极给予配合，如果

需要，维修工程师可在最快时间内赶到(48小时

内)。

质保期为正式验收后12个月；质保期外，仍

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提供设备所需的全部配

件，除配件成本外不再收取其他费用。并对用户

定期回访。

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针对每个用户

建立档案资料，并定期对用户进行跟踪回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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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M拉力检测计可以快

速地测量机床主轴、对

刀仪主轴的拉力。

连接柄可以互换，适用于如

下主轴锥柄形式：ISO/BT, 

SK, ASME,

         + PLUS, 

  3LOCK 40/50

主轴拉力检测计

对刀仪

CNC 数控机床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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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M是一个测量装置，因此得小心拿取。测量

结果的公差大约3%，精度和重复性由工作环境决

定，并与装在机床主轴的的位置有关。

对于精密机加工，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跳动精

度。尤其对于深镗孔加工，刀具更不能围绕轴摆动

了。

旋转中产生跳动的原因有好几个，但其中最重

要又最容易被忽视的就是主轴

对刀具锥柄的拉力了。

在ISO/BT/SK系统中锥孔

的角度为8°17＇50＂，因此在沿

着旋转轴夹紧时就必需要考虑

径向部件产生的轴向推力了。

对于ISO/BT/SK50能够保

证最小跳动的夹紧力需大于

1500  kg，对于ISO/BT/SK40 

夹紧力需大于900  kg，同时还需要一个避免主轴锥

孔变形的极限值。

每一个机床厂商都会提供拉力数值。拉力系统

是由一组弹簧组成的。使用一定时间后，弹簧会失

去它一开始的特性，刀柄不能获得足够的拉力，对

操作者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定期检测主轴的拉力对保证加工精度的稳

定和避免可能事故的发生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测量拉力的单元是与基本装置整合在一起的。

由电池供电

测量单位为kg

测量显示最小值与最大值

- 最低的机床跳动误差

- 刀柄夹紧安全

测量范围    0-2000 kg 

测量系统    测压元件 

显示      红色数码段显示

电源      9 V电池 

重量      最大3 kg 

温度范围    -5/40℃ 

自动关机时间    20＂

Fs
Fr

PFM
操作面板

PFM
机械拉力传感器

● 特  性

● 优  点

● 技术参数

5



E346
Elbo Controlli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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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范围：

   ● 最大直径360mm（半径180）；最大高度460mm

● 不锈钢支撑架提供了高的刚性和长的寿命，装有自调水平支撑

脚.

●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制成: 最大线性误差2µm/Mt.用Taylor 

Hobson 分辨率 1µm/Mt. 的电子千分尺进行测量.

● ISO/BT/HSK/CAPTO/VDI …… 等型号的可更换式旋转主轴

 (定购时需指定型号)最大跳动< 2µm.

● 双棱柱形特殊导轨：2根X轴导轨, 1根Z轴导轨.

● 双列循环滚珠轴承滑块.

● 可更换主轴的手动机械制动.

● 具有恒定的负载的阿基米德螺旋弹簧.

● 具有刀具测量和检测功能的图像系统.

   ● TFT彩色屏幕110 x 200mm  图像放大倍率35x.

   ● C-MOS传感器–图像区域4.8 x 4,8mm. 

● 操作控制界面： 

   ● 9”触摸屏

   ● ELBO CONTROLLI数据存储

   ● FLASH微处理器技术

● 标准软件功能：

   ● CNC 机床原点与转换套管理

   ● 可管理9套刀具（表），每个刀具表包括99个 

   ● E346（E346刀具数据管理）进行备份和恢复的功能

   ● 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连接进行BIOS电子更新

   ● 模拟比较器，用于固定测量

● 光学装置功能：

   ● 远镜头：

   ● 远心光学系统，低偏折率； 

   ● 点和环形红色双光源；

● ELBO CONTROLLI光栅尺  

   ● 轴分辨率: X= 1 µm, Z= 1 µm.

● 防尘罩（当机器不使用的时候）

● 长598mm, 高901 mm, 宽 408 mm

- ISO/BT/HSK/CAPTO/VDI …… 等型

号的可更换式旋转主轴(定购时需指定型

号)最大跳动< 2 µm.

主轴旋转机械制动

X轴可以通过手轮进行微调。对刀具既

可以进行自动捕捉测量，也能进行固定

十字线手动测量。

轴的移动是手动的，快速移动需要解锁

机械轴

●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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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hy-Six
Elbo Controlli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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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9

● 测量范围: 

   ● 直径最大400mm (半径 200 mm)；高度最大600mm

●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制成.

   ● ISO/BT/HSK/CAPTO/VDI …… 等型号的可更换式旋转主

轴(定购时需指定型号)最大跳动< 2 µm.

● 双棱柱形特殊导轨.

● 双列循环滚珠轴承.

● 主轴机械制动功能.

● 具有恒定负载的阿基米德螺旋弹簧(平衡配重系统).

   ● 具有刀具测量和检测功能的图像系统(显示系统):

   ● 数码图像传感器, 图像区域6.4 x 4.8mm.

   ● 图像放大倍率40X.

   ● 操作控制系统(操作面板):

   ● 15”TFT 彩色触摸屏

   ● 英特尔Atom主板

   ● UBUNTU LINUX操作系统平台

   ● 通过固态磁盘SSD存储数据

● 标准软件功能:

   ● CNC机床原点管理.

   ● 刀具清单生成.

   ● TOOLINGUP 刀具管理软件:

   ● 刀具组和后置处理生成器.

   ● 磁性芯片数据处理(硬件未包含在内)

   ● 多刃刀具管理.

   ● 光学装置

   ● 远镜头.

   ● 远心光学系统，低偏折率.

   ● 点和环形红色双光源.

● ELBO CONTROLLI 光栅尺 

   ● 分辨率: X= 1µm, Z= 1µm.

● 防尘罩（当机器不使用的时候）.

● 整体尺寸: 长=1070 mm, 高=1140mm, 宽= 595mm.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的制成，这种

材料可以使机器保持很高的精度和稳定

性

 X轴和Z轴可以通过手轮进行微调。对

刀具既可以进行自动捕捉测量，也能进

行固定十字线手动测量。 

15寸TFT彩色触摸屏，让操作变得更简

单，测量更便捷。

旋转主轴为可更换式，并带有主轴旋              

转机械制动。 

可选项

ISO/BT/SK/JT, VDI, HSK, CAPTO, KM等各系列的转换套

标签打印机



Hathor-Six
Elbo Controlli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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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11

● 测量范围: 

   ● 直径最大 400 mm (半径 200 mm)；高度最大 600 mm

● 高刚性的不锈钢支撑架.

●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制成.

●  ISO/BT/HSK/CAPTO/VDI …… 等型号的可更换式旋转主轴

(定购时需指定型号)最大跳动< 2 µm.

● 双棱柱形特殊导轨.

● 双列循环滚珠轴承.

● 机械刀具拉紧功能.

● 主轴气动-机械制动功能，带径向夹紧力补偿：不会产生轴向

角度误差.

● 具有恒定负载的阿基米德螺旋弹簧(平衡配重系统).

● 具有刀具测量和检测功能的图像系统(显示系统):

   ● 数码图像传感器, 图像区域6.4 x 4.8mm.

   ● 图像放大倍率40X.

   ● 操作控制系统(操作面板):

   ● 15”TFT 彩色触摸屏

   ● 英特尔Atom主板

   ● UBUNTU LINUX操作系统平台

   ● 通过固态磁盘SSD存储数据

● 标准软件功能:

   ● CNC机床原点管理.

   ● 刀具清单生成.

   ● TOOLINGUP 刀具管理软件:

   ● 刀具组和后置处理生成器.

   ● 磁性芯片数据处理(硬件未包含在内)

   ● 多刃刀具管理.

   ● 光学装置

   ● 远镜头.

   ● 远心光学系统，低偏折率.

   ● 点和环形红色双光源.

● ELBO CONTROLLI 光栅尺 

   ● 分辨率: X= 1µm, Z= 1µm.

● 防尘罩（当机器不使用的时候）.

● 整体尺寸: 长= 1240 mm, 高= 1840 mm, 宽= 558mm.

伺服电机驱动的通用式刀具拉紧系统完

全模拟刀具在CNC机床主轴的状态，通

过两个按钮即可实现刀具的拉紧，达到

最大拉紧力会自动停止

轴的移动是手动的，轴的松开通过气动

控制系统控制。  

摄像头系统可以对刀具进行尺寸测量与

表面检测。数码传感器, 点和环形红色

双光源。远心光学系统，低偏折率。

强劲的操作软件，综合刀具测量和刀具

管理功能，配合触摸屏的使用使得操作

更加方便。

可选项

ISO/BT/SK/JT, VDI, HSK, CAPTO, KM等各系列的转换套

标签打印机



Elbo Controlli S.r.l.
Kh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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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范围：

   ● 直径最大400 mm (半径200 mm)；高度最大500 mm；

● 高刚性的不锈钢支撑架；

●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制成；

● ISO/BT/HSK/CAPTO/VDI......等型号的可更换式旋转主轴

(定购时需指定型号)最大跳动<2µm；

● 双棱柱形特殊导轨；

● 双列循环滚珠轴承；

● 刀具机械夹紧功能；

●  主轴气动，机械制动功能，带径向夹紧力补偿：不会产生轴

向角度误差；

● 具有恒定负载的阿基米德螺旋弹簧(平衡配重系统)；

● 具有刀具测量和检测功能的图像系统(测量系统106V)：

   ● 10.4”TFT 彩色显示屏，放大率40 X；

   ● 数码图像传感器，图像区域12.8 x 10 mm；

● 操作控制系统(工业计算机操作)：

   ● 17”液晶显示器；

   ● 工业用主板；

   ● 键盘、鼠标；

   ● X轴和Z轴可微调；

● 软件功能：

   ● CNC机床原点管理； 

   ● 刀具组和后置处理生成器；

   ● 刀具清单生成；

   ● 磁性芯片数据处理(硬件未包含在内)；

   ● 刀具图片拍摄和检查功能；

● 光学装置：

   ● 远镜头；

   ● 远心光学系统，低偏折率；

   ● 点和环形红色双光源；

● ELBO CONTROLLI光栅尺：

   ● 分辨率：X=1µm，Z=1µm；

● 防尘罩(当机器不使用的时候)；

● 整体尺寸：长=1247 mm，宽=614 mm，高=1730 mm

● 双屏显示；

● 1280x1024数码图像读写；

● 1280x1024全屏显示和640x480图像放大；

● 刀具图像有数字和模拟两种图像显示；

● 自动识别功能：

    ● 从刀具上下左右自动识别测量方向；

● 拍照功能：

    ● 对于多刃刀具，利用刀具轮廓的拍照

       功能将各刀刃与最大刀刃作比较；

● 刀具清单打印功能；

● 以线段与圆弧自动辨认刀具几何形状；

● 参数补偿功能；

● 刀具表面检测功能和刀具照片存储功能；

● TOOLINGUP软件的所有功能；

● 图像显示系统：

    ● DXF图纸输入-输出；

    ● DXF图纸与刀具图像显示；

    ● 轴的移动与图像的变化同步；

    ● 通过移动镜头建立刀具轮廓；

    ● 检查模式下具有几何元素测量功能；

旋转主轴为可更换式，并带有主轴旋转

机械制动。

底座和立柱为花岗岩制成，这种材料可

以使机器保持很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软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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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可选项

ISO/BT/SK/JT, VDI, HSK, CAPTO, KM等各系列的转换套

标签打印机



66B/68B
Elbo Controlli S.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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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

● 测量范围:

型号66B 直径最大 600 mm (半径 300 mm); 高度最大 600 mm

型号68B 直径最大 600 mm (半径 300 mm); 高度最大 800 mm

● 不锈钢支撑架提供了高的刚性和长的寿命.

●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制成: 线性误差

● ISO/BT/HSK/CAPTO/VDI …… 等型号的可更换式旋转主轴

(定购时需指定型号) 最大跳动< 2 µm.

   ● 双棱柱形特殊导轨.

   ● 双列循环滚珠轴承.

   ● 通用式机械刀具拉紧系统（标准拉钉），通过软件控制.

  ● 主轴气动-机械制动功能，带径向夹紧力补偿：不会产生轴

向角度误差.

   ● X 和Z 轴的快速移动通过伺服电机驱动

   ● 具有恒定负载的阿基米德螺旋弹簧(平衡配重系统).

   ● 具有刀具测量和检测功能的图像系统(显示系统)：

   ● C-MOS 数码图像传感器 – 图像区域6.4 x 6.4mm

● 操作控制系统(操作面板):

   ● 15”TFT 彩色触摸显示屏, 放大率40X.

   ● 英特尔Atom 主板

   ● UBUNTU LINUX 操作系统平台

   ● 通过固态磁盘SSD 存储数据

● 软件功能:

   ● CNC 机床原点管理.

   ● 刀具清单生成.

   ● TOOLINGUP 管理软件:

   ● 刀具组和后置处理生成器.

   ● 磁性芯片数据处理(硬件未包含在内).

● 光学装置功能:

   ● 远镜头.

   ● 远心光学系统，低偏折率.

   ● 点和环形红色双光源.

● 防尘罩.

● ELBO CONTROLLI 的光栅尺:

   ● 分辨率: X= 1 µm, Z= 1 µm.

● 整体尺寸: 长度= 1850 mm,高度= 1960 mm,宽度= 687 mm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的制成，这种

材料可以使机器保持很高的精度和稳定

性

X 轴和Z 轴可以通过手轮进行微调。对

刀具既可以进行自动捕捉测量，也能进

行固定十字线手动测量。

15 寸TFT 彩色触摸屏，让操作变得更

简单，测量更便捷。

安装在滚珠轴承里的可更换式旋转主

轴，带有主轴制动和机械式刀具拉紧功

能

可选项

ISO/BT/SK/JT, VDI, HSK, CAPTO, KM等各系列的转换套

标签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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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屏显示；

● 1280 x 1024数码图像读写；

● 1280 x 1024全屏显示和640 x 480图像放大；

● 刀具图像有数字和模拟两种图像显示；

● 自动识别功能：

    ● 从刀具上下左右自动识别测量方向；

● 拍照功能：

    ● 对于多刃刀具，利用刀具轮廓的拍照

    ● 功能将各刀刃与最大刀刃作比较；

● 刀具清单打印功能；

● 以线段与圆弧自动辨认刀具几何形状；

● 参数补偿功能；

● 刀具表面检测功能和刀具照片存储功能；

● TOOLINGUP软件的所有功能；

● 图像显示系统：

    ● DXF图纸输入-输出；

    ● DXF图纸与刀具图像显示；

    ● 轴的移动与图像的变化同步；

    ● 通过移动镜头建立刀具轮廓；

    ● 检查模式下具有几何元素测量功能；

● 测量范围：

   ● 直径最大600 mm(半径300 mm)：高度最大600 mm

   ● 直径最大600 mm(半径300 mm)：高度最大800 mm

   ● 直径最大800 mm(半径400 mm)；高度最大1000 mm

● 轴的移动由伺服电机驱动；

● 高刚性的不锈钢支撑架；

● 底座和立柱由天然花岗岩制成；

● ISO/BT/HSK/CAPTO/VDI......等型号的可更换式旋转主轴

(定购时需指定型号)最大跳动< 2µm；

● 双棱柱形特殊导轨；

● 双列循环滚珠轴承；

● 刀具机械夹紧功能；

● 主轴气动，机械制动功能，带径向夹紧力补偿：无轴向角度误差；

● 具有恒定负载的阿基米德螺旋弹簧(平衡配重系统)；

● 具有刀具测量和检测功能的图像系统(测量系统106V)：

   ● 10.4”TFT彩色显示屏，放大率40 X；

   ● 数码图像传感器、图像区域12.8 x 10 mm；

● 操作控制系统(工业计算机操作)：

   ● 19”液晶显示器；

   ● 工业用主板；

   ● 键盘、鼠标；

● 软件功能：

   ● 刀具组和后置处理生成器；

   ● CNC机床原点管理；

   ● 刀具清单生成；

   ● 磁性芯片数据处理(硬件未包含在内)；

   ● 刀具图片拍摄和检查功能；

● 光学装置功能：

   ● 远镜头；

   ● 远心光学系统，低偏折率；

   ● 点和环形红色双光源；

● ELBO CONTROLLI光栅尺：

   ● 分辨率: X=1µm，Z=1µm；

● 防尘罩(当机器不使用时)；

● 整体尺寸：长=1873 mm，宽=687 mm，高=1960 mm

● 软件特点

底座和立柱为花岗岩制成，这种材料可

以使机器保持很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轴的移动由步进伺服电机来控制，此电

机有两种移动方式：快速进给和微调。

X轴Z轴伺服辅助无刷电机。运行速度可

达3 mt/min。位移精度小于0.001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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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功能部分

测量比较软件，将刀具真实图像与CAD图纸进行比较，并能测

量差值。对于刀具测量领域，双镜头测量仪为最先进的测量仪

器，使用者将更容易获得最佳的测量结果。

● Metric软件特点：

● 可动态或静态显示工件图像并测量

● VideoCAD软件特点：

● 除完成各种数据的测量外，可与CAD图纸进行比较，并

具有仿形功能(根据测量数据生成CAD图纸)

MA175S-152-705-Z2-G+METRIC软件

MA175S-152-705-Z2+VideoCAD软件

● 光学部分

双镜头刀具测量系统的镜头使用HITACHI  CCD镜头可提供

高达480倍放大率，如此高倍率的镜头可以更清晰的分辨刀

具边缘轮廓，使得测量更加准确.

最新推出的MA185S-152-705-Z2(Video  CAD)机型，主要

针对于微型刀具的精密检测，镜头放大倍率480倍，可以测

量直径0.3mm甚至更小的刀具。

● 机械部分

坐标工作台采用稳定的铸铁，表面镀镍，底座采用天然花

岗岩，X Y Z 轴全部使用瑞士SCHNEEBERGER直线导轨，重

复定位精度小于0.002mm；德国HEIDENHAIN精密光栅尺，

分辨率0.001mm； 

全世界几乎所有著名的刀具制造商和刀具修磨用户均采用

了这种产品，而且每年用户数量正以成倍的速度增长。

双镜头刀具测量系统

瑞士双镜头刀具测量系统是世界上技术最领先的刀具测

量系统，其适用于专业化刀具生产商或刀具修磨厂，是

全球唯一能生产立卧双镜头刀具测量系统的厂家。

MA185S-152-705-Z2+VideoCAD软件

可测量直径为0.3mm，甚至更小的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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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式镜头可以绕立式镜头旋转，从2个方向去

定位刀具，准确找正。

 

●  双镜头刀具测量系统可以完成“X”、

“Y”、“Z”、“C”、“刀具旋转轴”共5

个轴的测量； 

● 双镜头刀具测量仪配置高精密同轴可旋转夹

具"Concentricity  Pro"，同轴度0.001mm，可

以对刀具（工件）一次性装夹，完成测量；

避免了二次、三次、四次...多次装夹造成的

几何累计误差，极大的提高了测量精度与效

率，而且极具人性化。

 

● 双镜头刀具测量仪的放大率均高达480倍；从

而可以清晰的分辨刀具轮廓。

● 双镜头刀具测量仪可测量刀具的某些特殊的

角度：前角、后角、螺旋角、主偏角、副偏

角、切削刃间距等。

● 双镜头刀具测量仪的国内外部分用户

● 双镜头刀具测量系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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