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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rown & Sharpe GLOBAL 坐
标测量机
您购买的 Brown & Sharpe GLOBAL 坐标测量机 (CMM) 是当
今市场上技术最先进并且功能最精确的坐标测量机。无与伦
比的精确性和速度的提高将为您的投资提供极好的回报。 本
测量机由 Brown & Sharpe, Inc. 出品。Brown & Sharpe, Inc. 在
从事精确测量仪器的设计和制造方面拥有 170 年的历史。我
们的宗旨是制造世界上广泛承认的、精确并且可以信赖的测
量机。
购买了 Brown & Sharpe GLOBAL 坐标测量机后，您就已加入
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是为他们的客户提供
高效准确的服务。 您可能希望找到在您所处的领域新设计的
GLOBAL 坐标测量机，表明您对精确性和可重复性的承诺。
Brown & Sharpe GLOBAL 坐标测量机已经过严格的测试，保
证您对所购买的产品完全满意。本手册中介绍了有关设置和
使用 GLOBAL 坐标测量机时需要了解的所有事项。 我们建
议您和您的同事在收到测量机之前，先完整阅读本文档。 这
样，就可使你们这个互动小组在与 Brown & Sharpe 代表接洽
时获得最多的帮助与信息。 Brown & Sharpe 代表将为你们安
装、测试测量机，并为你们解答任何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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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手册的简介
开发本手册是为了提供安全高效地使用 Brown & Sharpe 坐
标测量机所需的信息。所有与测量机使用有关的人员 （包括
但不限于测量机操作员和维护人员）应完整阅读本文档并理
解其中的内容。
因此，本手册中的内容旨在使广大读者了解有关坐标测量机
的知识。本手册的读者包括：

1. 以前没有任何经验，刚刚接触这个 “全新”课题的
人员；
2. 曾亲身使用过直角机器坐标 （可能是零件坐标）的坐标
测量机的用户，以及希望更新或扩展知识用户；
3. 关注操作坐标系统、平移和旋转、反转轴等方面内容的
操作员；希望了解通过机动测头座和转台使用测头坐标
操作的详细信息的人员。
正是因为考虑到上述读者群，所以，本手册中的有些内容在
工程师看来就过于简单，而其中详细的步骤说明更是不为熟
练用户所需要。不过，其中的特殊语法说明使得世界各地的
读者都可读懂本手册。 希望其中的内容可以保证操作员及附
近人员的安全、保证使用本手册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保证测
量机的无故障操作。

6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GLOBAL 坐标测量机
用户操作手册

尽管本文档中包含的信息在发布之日起是准确的，但是，我
们保留在需要反映产品性能和质量的改进时，随时更改和更
新本文档的权利，而不必另行通知。 如果任何时候您的员工
认为本文档中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一致，尤其是与安全问题
有关 的 不 一 致，建 议 您 在继 续 操 作 之 前，先 与 Brown &
Sharpe 联系获得帮助。
如果事先未经 Brown & Sharpe, Inc. 的明确书面授权对测量机
进行任何改动，将使保修立即失效，并且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或测量机及关联系统的损坏。
因为 Brown & Sharpe 为改进测量机的性能，会定期进行小的
改动，所以，与您特定系统有关的某些信息可能与本手册中
的说明有所不同。

本手册是 Brown & Sharpe Inc. 独有的出版物，未经 Brown
& Sharpe 的书面允许不得全部或部分复制。
如果要详细了解 Brown & Sharpe 或近期培训课程的有关信
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网址如下：

■ 网站和培训课程

http://www.brownandsharpe.com

对本手册的意见或建议应通过致电 1.800.343.7933 （东部标
准时间上午 9 时到下午 5 时）提出。

■ 有关本文档的反馈

控制器引用：
在整个 GLOBAL 文档中：
B3C-LC 控制器将称为 GC-2。
FBPC 控制器将称为 G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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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机安全性
使用任何系统都应注意安全。一定要专注于您正在进行的工
作。分散注意力可能会危及您、在您周围工作的人以及测量
机的安全。
应每天检查测量机，确保所有安全保护设备就位。如果任何
安全保护设备已拆除，或安全保护目的失效，一定不要使用
测量机。提供这些设备是为了保护用户和测量机。
■

通过术语约定保证
安全性

在继续阅读本手册的其它部分之前，先阅读并理解下面有关
安全性的材料。如果有任何术语方面的问题，读者会发现参
考作为单独的卷提供的 Glossary of Terms （术语表）会非常
有帮助。
为提高人员和设备的操作安全性，本手册中将使用以下术语
约定：
控制装置的名称：
如果有可以按下的按钮、可以旋转的开关或可以激活的
应急设备，其名称将使用控制装置上的标签或设备中控
制装置附近的标签以粗体注明 （例如：MACH. START
（测量机 . 启动）； PROBE ENABLE （测头启用）；
RUN/HOLD （运行 / 暂停）； 0/1）。
控制装置的功能
控制装置的目的通常可以通过其执行的任务说明，可以
提供维修人员经常使用的信息性名称。 （例如：“E-Stop
（紧 急停） ”是红色的碰锁球 形柄，按下后 会紧急停
止。）
控制装置的激活
使用的术语所期望的最终结果通常使用大写 （例如：气
流应切断 (OFF)。打开 (ON) 电力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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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该测量机时，一定要戴护目镜。此外，还应穿戴工作
环境要求的所有适合的安全设备。
✔ 地面应漆上 2 英寸宽的亮黄色警戒带，完全围绕测量机，并
且距测量机区域 16 英寸 （或到任何 16 英寸以内的墙壁） 。
如果测量机处于活动状态，在该区域内应严格实施所有安全
措施，包括保证所有人员均不在该区域内。
✔ 在阅读完安装位置准备手册和本用户操作手册之前，请不要
试图使用测量机。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测量机损坏。
✔ 在完全确定已了解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切断测量机电源之前，
不要试图运行测量机。
✔ 不要拆下或破坏测量机上的任何警告声明。
✔ 不要忽略或断开任何安全设备。
✔ 只应使用花岗岩表面作为测量区域。
✔

不要在花岗岩工作台上放置超过坐标测量机规格允许的载
重或尺寸。

✔

使用适当的电动设备将要测量的较重零件抬到花岗岩工作
台上或从工作台上抬下，一定要预先规划，确保在抬起设备
失败时人员有脱身的通道。

✔

不要在测量工作台表面将工件拖到相应位置。 物体上的尖
锐部分可能会划伤抛光的表面。

✔ 在操作可能通过切割和切削操作生产的工件时，应采取适当
的措施保护手、衣服和坐标测量机。
✔ 不要在工作台上堆积工具。每次使用后，应将工具返回工具
箱。 散放在四处的工具和材料是造成测量机损坏和人身伤害
的主要原因。
✔ 在将零件或卡具抬到测量机上时，应遵守公司的安全规程。
如果不熟悉公司的规程，应向主管咨询。
✔ 除非您有诊断电气故障的经验，否则，一定不要试图解决任
何电气问题。

■ 电气安全

✔ 保持控制器柜关闭，防止意外接触可能会放电的部件。
✔

在尝试对系统进行任何修理之前，一定要断开并停用电源
柜。

✔

在维修测量机时，一定要使用停用标志。保证未经您的确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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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没有人可以启动测量机。
✔ 稳定状态的控制设备要求正确地接地和屏蔽。在修理后，保
证所有屏蔽正确连接。如果事先未经 Brown & Sharpe, Inc. 的
明确书面授权对测量机连线进行任何改动，将使保修立即失
效，并且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测量机及关联系统的损坏。
■ 气压安全

✔ 在开始任何修理之前，系统气压必须完全释放，并且系统气
流必须封锁并锁定。
✔ 不要使用压缩空气清洁测量机。压缩空气可能会使灰尘、金
属碎片等进入承座下面并干扰其使用。尽可能使用真空的清
洁器。
✔

系统内部的气压低于指定的最小值 5.5 psi 时，不要尝试移
动桥架、滑架或 Z 轴导轨。这样可能会严重损坏测量机。

✔ 在重新对系统加压之前，应确保所有气压装配部分牢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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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列出本节的图示及其介绍内容：
图 1：花岗岩工作台的底部支撑物，包括调整工作面水平
的机构

■ 测量机视图：尺寸和
关系

图 2：坐标测量机的前视图，显示尺寸
图 3：工作台、 GC-2 控制器以及缆线类型和长度
图 4：坐标测量机和工作站的侧视图，提供尺寸
图 5：坐标测量机的顶视图，显示：
测量机与附近墙壁的间隔；
工作面的交叉插入物的间隔；
可选测头更换架的建议位置。
图 6：带 GC-1 控制器的工作站的后视图
之后是坐标测量机数据的列表，包括：
坐标测量机、工作站、 GC-2 控制器和缆线的长度
设备各部分的宽度
高度：
装运 （不包括底部支撑结构，并且没有塔盖）
工作面 （底部支撑结构上的花岗岩工作台）
塔盖 （已安装的主轴的封盖）
房间天花板与塔盖允许的接近程度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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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规格

工作体积 （可以测量的最大零件尺寸）
测量空间范围 （测头移动的范围； X、 Y 和 Z 轴）
花岗岩表面的交叉插入物和支柱的数量
间距：
距墙壁的间距
交叉插入物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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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图 1 是坐标测量机的左视图，显示后面的驱动支撑腿
和前面较小的支撑腿。 这两种支撑腿均悬浮在薄的空气层
上。 （对于辅助视图，请参见第 4 节气压系统。）
在花岗岩工作台和地面之间的区域，可以看到两组调节支
脚，可以用于补偿：
坐标测量机下地面水平程度的实际不规则，
以及
自水平方向倾斜最多一度的普遍地面斜度
金属基座下的地面调节机构用于使花岗岩工作台的表面达到
所需方位 90% 的精确度以内。金属基座与花岗岩工作台之间
的类似调节机构用于进一步将工作台表面的方位调整到所需
的最终状态。

图 1： 坐标测量机
的侧视图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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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 毫米 （555 机型）
1190 毫米 （575 机型）

633 毫米

65 毫米

400 毫米 （555 机型）
700 毫米 （575 机型）
测量体积

68 毫米

420 毫米

图 2： 坐标测量机的
前视图和右视图 （尺
寸以毫米为单位）

14

8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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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毫米
测量体积

578 毫米

100 毫米
400 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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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和键盘
显示器
打印机支座
打印机
83C/LC 控制器 = GC-2
（可选控制器：GC-1 = FBPC Global）
750 x 230 x 468 毫米

733.5 毫米
182-25-139 工作站
（显示典型配置）

导线管：长度 3050 毫米，外径 32 毫米

导线管：长度
2410 毫米，外径
57 毫米

图 3： 工作站和 GC-2
控制器的视图
（尺 寸 使 用 公 制 单
位。电缆的尺寸为典
型配置。）

电源线：长度 3510 毫米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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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由 GC-2 控制
的坐标测量机的后视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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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
建议的最小净空

GC-2 控制器

建议的最小净空

图 5：坐标测量机的顶
视图

工作站

与墙壁的接近程度
可以正常访问的最近建议位置：
距坐标测量机侧面：61 厘米
距坐标测量机背面：61 厘米

GC-1 控制器

交流供电电压
输入缆线

连接工作站的通
信缆线

连接滑架的
电缆

交流配电面板

图 6： 包含 GC-1 控制
器和交流配电面板的
工作站 （后视图）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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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机视图：
■ 测量机尺寸表格

GLOBAL 坐标测量机的值 （公制单位）（若非特别说明，单
位为毫米）

机型

5.5.5

5.7.5

长度

1181

1481

宽度

1026

1026

高度

223

223

花岗岩工作台高度

800

800

最小天花板高度

2301

2301

测量机a 重量 （千克）

502 千克

617.8 千克

X 轴测量空间范围

500

500

Y 轴测量空间范围

401

701

Z 轴测量空间范围

401

401

X 轴工作范围b

632

632

Y 轴工作范围

889

1191

Z 轴工作范围

399

399

Z 轴最大净空

579

579

交叉插入物的数量

10

16

装运长度

1796

1796

装运宽度

1214

1214

装运高度

2029

2029

工件重量 - 最大值 （千克）

226.8 千克

226.8 千克

a 花岗岩工作台、桥架、 XZ 滑架以及金属支架
b 特定 GLOBAL 坐标测量机机型允许的最大工件总
体尺寸 （长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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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不确定执行某项作业的正确方法，在继续前应请求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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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的设置
■ 操作提示

 在使用坐标测量机时，不要使测头或 Z 轴主轴碰撞工件或
其它障碍物。
 在使用坐标测量机时，不要使桥架、XZ 滑架或 Z 轴主轴碰
撞终端障碍物。
 在使用坐标测量机时，如果计算机显示“Air Pressure Low
（气压低）”的错误消息，不要移动桥架、XZ 滑架或 Z 主
轴。
 公共设施提供气压的线路一定要牢固连接到坐标测量机系
统的入口。
 如果气压低于本手册气压部分记录的值，不要尝试移动桥
架、滑架或 Z 轴导轨。这样可能会严重损坏测量机。
 在安装零件或卡具之前，一定要使用刷子或真空清洁器清
除所有碎片。 不要使用压缩空气清洁测量机；这可能会
使颗粒物进入空气承座下方。
 先使用干净的软布清洁所有暴露的承座通道，然后再使用
测量机。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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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前核对表

在启动测量机之前，确保已执行以下步骤。 （有关下面所示
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安装位置准备手册》）
应确保：
 测量机和工作站已就位并且保持水平。
 测量机已允许热力稳定，然后再校准。（稳定次数依花
岗岩工作台的尺寸和厚度而变化。）
 所有装运支架和预装承座卡具已拆除。
 已拆除所有表面的防锈材料。
 所有系统安全设备均已就位。
 供电设施已正确连接并检查。
 供气设施已正确连接并检查。 供气设施的压力设置正
确 （在本手册的 “气压”部分定义）。
 计算机系统的软件已安装，并且所有接口已正确安装。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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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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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核对表必须专门执行，确保可以安全连续地使用坐标
测量机。
警告！！ 执行所有建议的安全规程。使用坐标测量机或

在坐标测量机附近时，一定要戴安全眼镜。
使用前核对表：
 确认已执行所有要求的定期维护。
 使用异丙醇和无绒毛软布擦拭表面。
 确保没有障碍物妨碍测量机行进。
 检查任何电气、气压或其它控制装置上是否有停用标志或
保护锁。 如果发现此类警告或禁用的设备，应与相应的
安全员联系，然后再尝试启动系统。
 在电源接线板关闭的情况下，将电涌保护电源接线板连接
到公共设施供应的电源上。

停止和启动开关
 如果测量机断电，重新启动的步骤与电源启动步骤相同。
必须根据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清除所有错误。
 如果控制测量机环境的空气调节设备断电，建议为测量机
留出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重新建立热力平衡，空气调节设
备的才能恢复全力运转。 恢复测量之前的时间延迟至少
需要电源断电持续时间。
 如果测量会话要正常中断（但仅限夜间），并且安装测量机
的空间很小，可能需要保持测量机及其环境的温度恒定，
方法是不关闭在测量时系统常用的电力、空气或其它动
力源。同样，在小的房间中，如果在夜间继续通过空气承
座保持空气流通，第二天就可以在基本上未受干扰的条
件下继续测量。
 不过，如果确定长时间不进行测量，因此不必保证测量机环
境的稳定温度，则可以在气源处切断公共设施供应的空
气。如果可以，将空气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关闭阀置于关
闭和锁定位置。
 如果在正常测量周期内必需短时间中断测量，则按操纵盒
上的 RUN/HOLD （运行 / 暂停）按钮。这种中断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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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暂停” ，对程序执行没有致命影响。 按钮中水平分
隔线上方的 LED 将关闭，表明程序目前处于 “暂停”状
态。
 再次按 RUN/HOLD（运行 / 暂停）按钮将使 LED 点亮，继
续执行程序。

“E-Stop
（紧急停）”
球形柄

RUN/HOLD
（运行 / 暂停）
LED 按钮

 如果测量机处于无人值守状态，则按“E-Stop（紧急停）”
球形柄。
“E-Stop （紧急停）” 球形柄

图 7：三个控制装置
视图：RUN/HOLD
（运行 / 暂停）、
E-Stop （紧急停）
和 Power-Disconnect
（断电）

22

断电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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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按 Emergency Stop （“E-Stop”，紧急停）球形柄将
GLOBAL 坐标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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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所有测量机功能。这种停止被认为是 “硬性停
止”，对程序执行是致命的。清除测量机故障后，必须
重新装载程序。如果使用 E-Stop （紧急停），请参见本
手册的 “系统故障排除和问题”部分，以了解重新启动
的步骤。
 建议将 Power-Disconnect (O/I)（断电）开关置于 ON（在 I
位置）档，并且暂停测量机，但在当天结束时，应关闭测
量机，方法是将开关旋转到 OFF ( O ) 位置。
警告！！ 在 GC-2 控制器上，除了双位开关上显示 OFF/
ON ( O/I ) 符号的空间，还有三个矩形开口，以便开关
处于 OFF 位置时加锁和 / 或挂上停用标志。尝试改变该

开关的状态之前，应检查是否有锁或标志。如果发现此
类设备，应与相应的安全员联系，然后再继续。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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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GC-2 控制器

（注：对于使用 GC-1 控制器的系统，请参见下一节。）

对于使用 GC-2 控制器的系统：
1. 查看测量机，确保所有安全设备和盖板均已就位。
2. 确认坐标测量机进气口公共设施提供的气压至少为 5.62
千克 / 厘米。
3. 打开空气供应 （坐标测量机内部） ，确认压力表读数为
4.08 千克 / 厘米。 如果压力不正确，则按照本手册 “气
压”部分的介绍进行调节。
4. 确认在滑架或测头的行进通道上没有可能造成碰撞的障
碍物。
5. 该系统需要双联插座：一个插座用于 GC-2，另一个插座
用于工作站的电源接线板。 相应地连接控制器和工作
站。
6. 打开电力系统。
7. 松开所有 “E-Stop （紧急停）”球形柄 （例如在 GC-2 控
制面板、操纵盒及其它选件上），方法是确认您是否可以
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松开后会感觉到球形柄向上
弹。 （请参见球形柄上的旋转箭头符号。）
8. 启动 GC-2 控制器。
8.1 将控制器的 Power-Disconnect （断电）开关 ( O/I )
旋转到 ON ( I ) 位置。
8.2 将标有 CONTROL OFF/ON （控制关 / 开）的钥匙
开关旋转到 ON 位置。
8.3 将标有 MODE MAN/AUTO （手动 / 自动模式）的
钥匙开关旋转到 AUTO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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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 （如果需要）。
GLOBAL 坐标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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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启动测量软件 （如果未自动启动）。
11. 11. 按操纵盒上的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按钮。
测量机已准备好进行滑架归位。
12. 12. 单击显示器屏幕上相应的图标或消息框中的“OK（确
定）”按钮开始归位移动。（有关您所使用的测量机的测
量程序的具体要求，请参阅 Software User Manual （《软
件用户手册》）。）
（注：对于使用 GC-1 控制器的系统，请参见下一页。）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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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GC-1 控制器

（注：对于使用 GC-2 控制器的系统，请参见前一节。）

对于使用 GC-1 控制器的系统：
GC-1 控制系统由 GC-1 控制器、测量机、计算机及其外设、
操纵盒和测头控制设备组成。
GC-1 控制器在连接到计算机桌背面的一个金属盒中，包含：
 一个内部控制盒，包括协调、处理和驱动测量机三个轴
的电路，以及与测量机信号交互的电路（测头、限制
开关、制动机构和 I/O）。
 一个电源设备，为控制系统中的电机和逻辑电路供电。
 电源 OFF/ON 摇杆式开关。

对于使用 GC-1 控制器的系统：
1. 查看测量机，确保所有安全设备和盖板均已就位，并且
没有失效的保护设备。
2. 确认坐标测量机进气口公共设施提供的气压至少为 5.62
千克 / 厘米。
3. 打开坐标测量机的空气供应，确认压力表读数为 4.08 千
克 / 厘米。 如果压力不正确，则按照本手册 “气压”部
分的介绍进行调节。
4. 确认在滑架或测头的行进通道上没有可能造成碰撞的障
碍物。
5. 将工作站插入受保护的电源接线板。
6. 打开电源接线板。
7. 将 GC-1 控制电源开关旋转到 ON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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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 （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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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启动测量软件 （如果未自动启动）。
10. 屏幕上出现提示时，检查所有 “E-Stop（紧急停）”球形
柄未锁定，方法是确认您是否可以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
周，松开后会感觉到球形柄向上弹。 （请参见球形柄上
的旋转箭头符号。）
11. 按操纵盒上的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按钮。测
量机已准备好进行滑架归位。
12. 单击显示器屏幕上相应的图标或消息框中的 “OK （确
定）”按钮开始归位移动。（有关您所使用的测量机的测
量程序的具体要求，请参阅 Software User Manual （《软
件用户手册》）。）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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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零件

为确保在测量操作期间工件便于接触并且稳定，需要执行以
下步骤以在工作台上安装工件。 工件越便于接触、越稳定，
结果就越精确。如果有任何术语方面的问题，读者会发现参
考作为单独的卷提供的 Glossary of Terms （术语表）会非常
有帮助。
 排除工作台表面上的所有障碍物。
 使用异丙醇清洁工作台表面。
 确保要测量的工件未超过花岗岩工作台对工件尺寸或重量
的要求。
 确保要测量的部分在测头的测量范围内。
 将工件放在花岗岩工作台上操作员最便于接触的位置，但
是仍应在测量体积之内 （请参见术语表）。

图 8：正在测量安装的
工件

小心： 不要超过卡具销的扭矩。超过扭矩可能会使工作

台插入物从工作台上脱开。允许的最大扭矩为
22.3 k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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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工件尺寸较小，或靠其重量无法保证在花岗岩工作台
上位置固定，应使用卡具或支架进行固定。 在工作台上
选择操作员最容易接触的插入物 （并且最容易接触工
件）。
 将卡具或支架压在工件上，并且应使其不会妨碍测头、测头
座和 Z 轴主轴的行进。

卡具套件

工作台插入物

图 9： 安装 硬件和工
件的视图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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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头安装

GLOBAL 坐标测量机配备标准的 Renishaw PH10M 测头座
（带自动接合器） ，并配有一个标准测头 （请参见下表） 。
Renishaw 手动控制设备 (HCU1) 控制 PH10M 测头座在旋转
的 A 轴和 B 轴方向的移动。测头（如果需要，还有 PAA1 适
配器）连接到测头座上，测头座安装在 Z 轴主轴 （套管轴）
上。

Table 1: 标准测头与坐标测量机型号
机型

状态

图像

5.5.5

TESASTAR*

TP200*

5.7.5

TESASTAR*

TP200*

* 需要 PAA1 适配器。
\
PH10M 测头座

Z 轴主轴

转柄

PAA1
适配器

TP20 测头

图 10 PH10M 测头
座、 TP20 测头和模块
以及手动控制设备

TP20 模块

测针

有关其它安装 / 拆卸说明，请参阅随所使用的测头提供的用
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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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ishaw TP20 模块

Renishaw TP200

Renishaw SP6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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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ishaw TP2 & PAA1

图 11：Renishaw 测头
和 PAA1 适配器

TP20/200 和适配器

■ 拆卸测头

 使用扳手顺时针旋转锁定 / 解锁螺钉 1/6 周（螺钉槽旋转到
水平方向），将适配器从测头座上放开。

TP 20/200 到适配器
 使用 Renishaw 提供的 C 形扳手 （针状扳手）。

测针更换
 一定要将模块从测头传感器上取下。
 使用适合的 Renishaw 工具。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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扳手

键槽

键槽

逆时针拆卸

键槽

图 12： 安装和拆卸测
头的工具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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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形扳手 （叉形扳手）

TP20/200 和适配器

■ 安装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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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扳手逆时针旋转锁定 / 解锁螺钉约 1/6 周（螺钉槽旋转
到水平方向），将适配器从测头座上放开。

TP 20/200 到适配器
 使用 Renishaw 提供的 C 形扳手 （叉形扳手）。

测针更换
 一定要将模块从测头传感器上取下。
 使用适合的 Renishaw 工具。
注： 如果要安装 TP20 或 TP200 测头，必须使用 PAA1 适

配器，并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顺时针旋转测头，慢慢将测头的螺纹拧入适配器。
继续旋转，直到测头与适配器平齐。
2. 将适配器安装到测头座转柄上，对齐点位于测头坐标的
0.0位置（从测量机前面看），在垂直方向位于一条线上。

图 13：对齐点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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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卸测头座

小心： 坐标测量机的电气和气压供应必须切断，然后才

能拆卸测头座。
1. 切断坐标测量机的电气和气压供应。
2. 如果安装了测头，将其从测头座上取下。
3. 支撑住测头座，然后放开将 PH10M 测头座固定到 Z 轴主
轴 （套管轴）上的一个内六角定位螺钉。这个水平方向
的螺钉在 Z 轴主轴底部安装的金属盘组件的右侧 （请参
见图 14），在 PH10M 测头座的矩形电气连接器上方。该
螺钉固定从测头座顶部通过金属盘组件向上伸出的圆形
金属杆。
4. 通过将测头座的金属杆向下滑出金属盘组件，将测头座
与 Z 轴主轴 （套管轴）分开。
5. 小 心 地 将 电 源 线 与 测 头 座 上 的 连 接 点 断 开。在 使 用
SP600M 扫描测头时，可以看到两个连接器（一个圆形，
一个矩形）。在使用 TP20 或 TP200 测头时，只能使用一
根缆线 （在测头座的左后部，有一个圆形连接器） 。 取
下测头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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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轴主轴基座上
的内六角定位
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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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视图）

电源线和连接器

PH10 测头座

（前视图）

单个测头安装定位螺钉

（后视图）

圆形电源连接
器 （测头座
的后部）

矩形电源连接
器 （测头座
侧面）

图 14： Z 轴 主轴上的
PH10M 测头座：拆下
步骤（侧视图、前视图
和后视图）

PH10M 测头座上 Z 轴主轴 SP600M 测头内的缆线和连接器

图 14a：带连接器
的内部缆线以及
安装的扫描测头
（正常操作中看不到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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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头座支撑盘的安
装

小心： 确保坐标测量机的电源和气压供应已切断，然后

才能安装支撑盘。
1. 将 Z 轴主轴内的电源线 （请参见图 14a）连接到适配器
缆线上，以便配合测头座上的连接器。
小心： 不要将电源线挤在支撑盘和 Z 轴主轴之间。
2. 将支撑盘拿到 Z 轴主轴 （套管轴）附近，将图 14a 中较
大的电源连接器向上放入 Z 轴主轴，并使适配器缆线穿
过支撑盘。
3. 插入并拧紧将支撑盘固定到 Z 轴主轴 （套管轴）上的四
个螺钉。
4. 将测头座的金属杆滑入支撑盘 （上面的第三步） ，使适
配器缆线的方向 （上面的第一步）对准测头座上的连接
点，然后将连接器插入测头座上的插座中。
5. 在引导连接的适配器缆线时，将测头座的金属杆向上完
全滑入支撑盘。
6. 拧紧定位螺钉 （图 14）支撑测头座。
7. 将相应的缆线连接到测头座上，确保对齐点位置相对。
（请参见图 15。）

图 15： 测头座和测头
上的对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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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P600M 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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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点

（对于 TP200 测头）

有关系统启动和控制器的详细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的控制器
部分。

■ 系统启动

系统简图在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
中提供。

■ 系统简图

GLOBAL 坐标测量机要求使用专用并且受到保护的电路以
便正常工作。 两个可用的控制器在本手册的系统设置和控制
装置部分介绍。

■ 系统概述

表 3：电源规格与控制器类型

■ 系统要求

GC-2

GLOBAL 坐标测量机
用户操作手册

2. 电气系统

GC-1 GLOBAL

输入电压
(+/-10%)

115-230 VAC/5060Hz

115-230 VAC/
60Hz

满载电流

12-6 (A)

2 (A)

相位

单相

单相

GLOBAL 坐标测量机要求使用专用的接地电路以便正常工
作。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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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公共设施供应的空气的规格
要求：

GLOBAL 坐标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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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压系统
■ 系统要求

4 类，符合 ISO 8573 第 1 部分

供气 - 压力

5.5-8.3 bar

- 流速 （最小）

73.5 NL/min

- 质量：
油含量
供气线路，柔性

< 0.0005 oz./ft.3
0.635 厘米 (ID)，额定值为 17.58 千
克 / 厘米 （分钟）

公共设施供应的空气的温度范围：20 °C ± 4 °C

空气准备设备

■ 系统概述

过滤器 / 调节器设备位于坐标测量机的右侧。该设备包括 0.5
微米颗粒物预过滤器，用于除去较大的固体杂质和液体。 然
后是一个 0.01 微米联合过滤器，用于除去 0.01 微米级以上的
亚微米颗粒物和油雾。 两个过滤器组件均有自动排出装置，
由存水器底部的浮力阀触发排出收集的液体。 这些设备将收
集液态的水，而不收集水蒸气。 不过，水蒸气不是问题，因
为只有坐标测量机气压系统内水蒸气凝结成水，才会出现问
题。 只有测量机周围的温度开始明显冷却时，才会出现这种
情况。如果测量机周围的空气温度保持相对恒定，凝结通常
不是问题。
上面介绍的该空气准备设备将为坐标测量机提供 “仪器用质
量的空气” ，前提是公共设施提供的空气相对洁净和干燥。
有时，公共设施提供的空气中水分或油污含量较高。 这可能
是因为公共设施端的压缩空气系统不标准。 此时，可能需要
增加过滤装置和空气干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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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安装成功，建议用户按照 《安装位置准备手册》中的
启动说明操作，进行管道铺设。 安装后，监控测量机的系统
运转情况，确定空气准备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应特别注意自
动排出装置。 浮力阀应松开释放阀并排出杂质，使液面到达
过滤器元件的底部。 观察是否有过滤器故障的迹象，例如液
体在气压管道中累积或液体存留在空气承座的导轨上。如果
出现上述情况，请立即与 Brown & Sharpe 联系。
进气口

排入系统的进气口

图 16：进气组件

如果公共设施端的压缩空气系统产生的空气包含的杂质相对
较少，空气过滤器元件的使用寿命可以长达 1 年。 不过，即
使使用先进的压缩机提供的最清洁的输出，仍建议您经常更
换两个过滤器元件。
坐标测量机的空气准备设备包括两个状态监控器：
压力表和
空气质量指示器。
这些是测量机右后部的复合组件的组成部分，在公共设施气
路的连接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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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件最左端的部分由压力调节器 （在基座上有手动控制
柄）和压力表 （侧面朝外）。 这样可以进行一些自动和手动
的补偿，改变公共设施为坐标测量机提供的压力级别。 表上
所示的压力读数一定要接近 5.5 bar。
直观空气质量指示器水平位于联合过滤器 （组件中部）的上
方，在气流清洁时，将显示绿色。 如果过滤器元件获得的杂
质过多，将逐渐变为红色。 如果空气质量指示器开始变为红
色，建议您安装新的过滤器元件。 这些过滤器元件的标称孔
大小为：预过滤器 （组件右侧） 5 微米，液体联合过滤器为
0.01 微米。
如果为坐标测量机提供的空气质量使联合过滤器一年内多次
从绿色变为红色，可能需要在公共设施压缩空气系统到坐标
测量机的气路上安装预过滤器或空气干燥器。 此时，应与
Brown & Sharpe 联系寻求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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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支撑的滑架

Z 轴主轴使用机械装置吊在“XZ”滑架的塔架内部，但是通
过压缩空气与其在塔架中通道壁隔离。塔架基座上的 XZ 滑
架通过空气架在 X 导轨上。该导轨架在沿抛光花岗岩工作台
Y 轴悬浮的两个 “支撑腿”之间并牢固链接。加了气压后，
Z 轴主轴、XZ 滑架和 Y 滑架独立移动，不接触任何表面。如
果没有压缩空气，它们将无法与表面隔离，也无法移动。
XZ 滑架的塔架
X 轴导轨

Z 轴主轴

Y 滑架

图 17：气浮式滑架

承座导槽 （Y 导轨）右支撑
腿上的顶面承座，
后视图

图 17a：Y 滑架承座：
顶部、侧面和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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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机械装置预装，
右侧的承座

承座下方，后视图

空气承座
GLOBAL 坐标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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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在驱动支撑腿 （Y 轴）和 XZ 滑架 （X 轴和 Z 轴）上装
有 20 个空气承座；预装了 5 个空气承座（配有机械弹簧，可
影响滑架的随意移动） 。 承座可以调整和旋转。 系统空气通
过柔性管道 （如下图）供应给每个空气承座的主体。从承座
中，空气穿过承座主体内部的小通道，并通过下方超小的孔
排出。 这些孔面对承座所悬浮的表面，并链接到承座表面下
的空气导槽。 这些非常窄的槽使压缩空气均匀分布在承座下
方。 通过承座推出从而从表面抬起承座的空气与将承座卡在
该表面上的机械弹簧的压力一致时，反力之间将达到平衡。
克服该预载后，桥架和滑架即可沿着 X、 Y 和 Z 轴自由悬浮
和滑动。没有空气压力，滑架将锁定就位。
注： 这些空气承座在制造时定位，仅应由 Brown &
Sharpe 代表调节。

图 18：典型空气承座
的特写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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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力平衡柱和调节器
Z 轴通过施加调节的压力抵消 Z 轴导轨和测头的组合重量，
从而达到反力平衡。 反力平衡调节器位于 X 轴导轨的左端。
该调节器在出厂时设置，用于平衡客户订购的测头配置的重
量。 大多数情况下，除非改变了测头配置，重量与标准测头
明显不同，否则，用户不需要对该调节器进行任何调节。 调
节时，需要重置反力平衡压力和相关的安全开关。
反力平衡柱

反力平衡柱调节器

图 19：反力平衡组件

注： 每次更换测头座或测头类型时，应调节反力平衡柱

系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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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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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坐标测量机利用 2 个压力开关，一个保护空气承座系统，
另一个保护反力平衡系统。 这些开关位于基座的空气准备设
备上方，如此处所述。
(PCC) 压力 - 反力平衡柱
(PAP) 压力 - 测量机气压
每个开关出厂设置为低于正常操作压力 0.35 千克 / 厘米时打
开 (OPEN) （关闭电机驱动）。如果供气降低到 5.5 bar （比
正常操作压力 5.5 bar 低 0.35 千克 / 厘米）， PAP 开关会向控
制器发信号，以便关闭电机驱动。 PCC 开关工作方式相同。
如果反力平衡压力改变，以适应测头系统的改变，压力开关
也应相应调节。
PCC 开关

PAP 开关

图 20：压力开关：
PCC 和 P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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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启动

注： 在为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供气之前，应先进行每日

维护和检查。
小心： 在为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供气之前，应确保反力

平衡柱调节器和压力开关已针对安装的测头进行正确调
节。
打开所有到系统空气过滤器/调节器组件的公共设施供气关
闭阀。
 确认位于空气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上的系统气压表（请参阅
下图）的读数为 4.08 千克 / 厘米。

压力表

图 21：过滤器排出装
置和气压表
自动排出装置

 如果系统气压表的读数不是 4.08 千克 / 厘米，将调节器调节
为 4.08 千克 / 厘米。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手册第 4 部分
“主要部件”的 “调节 / 对齐”部分或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的 “Pneumatic （气压）部分”。）

 激活控制器和电力系统以 “启动”气压系统 （向空气承座
施加系统压力。）
注： 压力开关将打开螺线管关闭阀，使系统气压作用于

空气承座，并向控制器发送信号，表明系统 “可以运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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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GLOBAL 坐标测量机的主要机械部件包括花岗岩工作
台 （位于一组由 金属基座和可 调节支脚组成 的校平装置
上）、铝制桥架 （沿 Y 轴架在花岗岩工作台上）和 XZ 滑架
（沿 X 轴架在桥架上并固定 Z 轴主轴 （Z 轴）。

■ 概述

工作台是一块抛光的花岗岩，为工件提供坚硬、平坦的固定
基座。 花岗岩工作台由 7 个可调节的支脚支撑，其中 3 个位
于花岗岩工作台和金属基座之间，而其它四个位于基座和安
装位置的地面之间。 这 7 个支脚可以在用户位置安装时调
节，提供水平的工作面，保证精确测量工件。

■

花岗岩工作台

花岗岩工作台和支
撑基座

基座的侧视图

图 22：基座上的
工作台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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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部件

花岗岩工作台使用交叉金属插入物，用于固定测量时卡住工
件的销和卡具。 这些插入物位于交错式的行中，间距大约为
21.6 厘米和 30.5 厘米。
小心： 不要超过卡具销的扭矩。超过扭矩可能会使工作

台插入物从工作台上脱开。
允许的最大扭矩为 0.0645 kg-m。

图 23：工作台交叉式
插入物的特写视图

控制缆线入口位于驱动支撑腿上。 空气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
安装在工作台支撑物的右下部。
控制缆线入口 （驱动支撑腿）

图 24：接口组件：控
制缆线和气压调节器

48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空气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

■ 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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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架是一个坚硬的铝合金组件，由通过两个支撑腿支撑的 X
轴导轨组成：右支撑腿 （驱动支撑腿）和左支撑腿。铝合金
结构的重量轻，使坐标测量机安放时间非常短，并提供超强
的动态性能。 驱动支撑腿架在花岗岩工作台的承座导槽上，
配有六个空气承座：两个在花岗岩工作台顶部，两个在花岗
岩工作台侧面，两个在花岗岩工作台下面。 两侧的空气承座
通过机械装置预装，坐标测量机未运转时，使桥架 “锁定”
就位。

X 轴导轨

驱动支撑腿 （右侧）

左支撑腿 （悬浮）

图 25：桥架及其
支撑物

顶部和右侧的空气承座

侧面和下面的承座

右支撑腿承座：右侧 （后视图）
和顶部花岗岩工作台 Y 轴导轨上

下面的两个右支
撑腿承座之一

图 26：顶部、侧面和
下方承座
沿右侧的两个承座之一

驱动支撑腿提供分通道管道，用于容纳和保护气压管道和电
气配线。 在使用坐标测量机时，驱动支撑腿通过连接到电力
驱动电机上的驱动带沿 Y 轴移动，驱动带通过一系列滑轮和
滑轮带连接。 左支撑腿配有一个空气承座，架在花岗岩工作
台表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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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Z 滑架

XZ 滑架是一个加工的铝合金铸件，架在桥架的 X 轴导轨
上，支撑塔架和 Z 轴主轴。滑架配有 13 个空气承座。6 个 X
轴承座和 7 个 Z 轴承座。后部的 X 轴承座预装，坐标测量机
未在运转时，滑架将“锁定”就位。坐标测量机运转时，XZ
滑架通过传动装置连接的驱动带沿 X 轴移动。 塔架安装在
XZ 滑架上面，容纳 Z 轴主轴。
XZ 滑架

驱动带和驱动电机

图 27：带驱动部件的
滑架
XZ 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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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带

X 轴驱动电机

Z 轴主轴和塔架

反力平衡柱

滑轮、驱动带和电机

测头座

■ Z 轴主轴和测头座

GLOBAL 坐标测量机
用户操作手册

Z 轴主轴垂直安装在 XZ 滑架和塔架内部。 Z 轴主轴通过传
动装置连接的驱动带沿 Z 轴移动。反力平衡柱 （提供偏置 Z
轴上重量的力）在 Z 轴主轴中。 测头座安装在 Z 轴主轴下
端，支撑测头。

图 28：Z 轴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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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度

坐标测量机配有的电子机械系统可以精确检测滑架行进的每
个点在各轴上的位置。为实现精确检测，沿每个轴 （X、 Y
和 Z）有非常精密的指示刻度。 滑架上的电子扫描头记录滑
架在沿轴行进时刻度上指示标记的移动。软件解释这些数
据，并将滑架的位置报告给控制器。
图 29 的左侧显示这些刻度。为了在测量机操作温度范围内
获得最高的精确度，刻度使用的材料具有已知的精确膨胀系
数。 Y 轴刻度 （如图所示）位于测量机的右侧接近底边处，
沿着驱动支撑腿的行进路径。
在图 29 的右侧显示 Y 轴扫描头及其关联的刻度。扫描头可
以使行进中的位置与刻度尽可能接近。 该扫描头位于驱动支
撑腿接近前面的位置，在外部空气承座之间。
典型刻度

刻度与扫描头， Y 轴

刻度
刻度

图 29：Y 轴刻度和扫
描头 (Heiden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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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头

刻度与扫描头， X 轴

刻度与扫描头， Z 轴
刻度

刻度

扫描
头

图 30：X 和 Z 轴的刻
度和扫描部件

扫描
头

(Heidenhain)

Z 轴刻度垂直位于 Z 轴主轴的右侧，沿着 Z 轴主轴通过 XZ
滑架。 Z 轴扫描头位于 XZ 滑架上 Z 轴主轴右侧的空气承座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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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轴刻度位于 X 轴导轨滑架下面， X 轴扫描头位于 XZ 滑架
较低的空气承座之间。

■ 调节 / 对齐

有关调节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

■ 气压系统

气压系统的气压调节
1. 确认所有气压系统部件均已安装并且工作正常。
2. 打开控制器 / 计算机以及空气系统。
3. 必须先完成系统气压开关的调节。 要完成该调节：观察
空气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上的系统气压表；如果气压表读
数为 3.87 千克 / 厘米，则继续执行第 6 步。
调节球形柄和气压表

图 31：气压调
节部件
4. 如果压力表的读数不是 3.87 千克 / 厘米，向下拉空气调
节器上的调节球形柄 （放开球形柄的卡锁） ，然后顺时
针旋转球形柄 （增大压力）或逆时针旋转球形柄 （减小
压力），直到系统压力设置为 3.87 千克 /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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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顺时针或 逆时针 旋转压力开关调节螺钉，直到计算机程
序指示“Air Pressure Low（气压低）”。系统气压开关现
在设置为 3.87 千克 / 厘米。
PAP 开关

图 32：压力开关：
气压调节
6. 如果在第 3 步中，空气调节器上的调节球形柄尚未拉下，
现在将其拉下，然后顺时针旋转球形柄，直到系统压力增
大到 4.08 千克 / 厘米。将调节球形柄向上推，使球形柄锁
定归位。系统气压现在设置为 4.08 千克 / 厘米。
7. 在开始测量工件之前，先检查坐标测量机是否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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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力平衡柱气压调
节

1. 确认所有气压系统部件均已安装并且工作正常。
2. 确认安装的测头和测针的重量与正常运转时使用的相
同。定位测头和测针，使其在以下步骤中不会接触花岗
岩工作台。
3. 通过 Service/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
确认已准备好必需的测试设备，并且 Z 轴主轴驱动和定
位机构已根据需要进行设置。
4. 打开控制器 / 计算机并供应公共设施供应的空气。
5. 确认气压系统的气压 （系统内部）已正确调节。
6. 沿行进轴手动向上或向下移动 Z 轴主轴，确定反力平衡
柱中重力和系统气压产生的力相等。这可以通过“感觉”
确定（即用手轻轻抬起，然后再用相等的力向下拉），也
可以使用 “漂移”方法，该方法允许主轴自由悬浮找到
自己的平衡，而不受手的影响。如果主轴位置保持稳定，
反力平衡柱中重力和系统气压的反力将完全相等。
7. 如果在 Z 轴主轴中不断漂移，则表明反力不相等，放开
调节器转柄上的锁定销，然后调节反力平衡柱调节器球
形柄，直到用于伸出和缩回 Z 轴主轴的重力和气压力反
力相等。请参阅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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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压力

Z 轴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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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反力平衡压力调节
为实现平衡，
以下面的方向旋
转球形柄

顺时针

增大

更容易缩回
（上升）

逆时针

逆时针

减小

更容易伸出
（下降）

顺时针

调节器球形柄

缩回

伸出

图 33：主轴移动控制

8. 如果 Z 轴主轴位置的漂移已克服，则反力平衡柱中的气
压已确定。拧紧调节器转柄上的锁定销。
9. 按照上文以及 Service/Maintenance Manual（《维修 / 维护
手册》）中所述的相应步骤序列，安全地将测头重新放入
测头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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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三种温度补偿系统： 手动和线性。每种系统如下所述。
坐标测量机所在房间中任何温度的变化均会使测量机结构和
工具变形。 任何温度补偿系统的目标是消除因温度造成的测
量性能问题。

■ 温度补偿

手动温度补偿是提供的最基本温度补偿。 坐标测量机操作
员在计算机软件提示时手动输入房间温度。补偿值根据输入
的温度确定。因为测量房间温度的方法不确定，该类型的系
统非常容易受影响。 温度补偿只能象在系统中输入的房间
温度值一样精确。 如果在计算机中输入 21 °C，在实际温度
为 20 °C 时，产生的补偿会因操作员输入的温度不正确而不
够准确。

■ 手动温度补偿

线性温度补偿通过测量温度造成的坐标测量机刻度长度的变
化来实现。监控刻度长度的变化是精确补偿房间温度波动一
种非常好的方法。 本系统在补偿温度变化剧烈的房间的温度
变化方面能力有限。 温度补偿最适合于相对稳定的工作环
境。

■ 线性温度补偿

GLOBAL 坐标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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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选件

三维温度模型可以处理均匀温度变化、局部温度变化和动态
温度变化 （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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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头

坐标测量机通过使用测量机 Z 轴滑架连接的测头接触工件来
收集数据。
坐标测量机可以使用许多不同的测头。 坐标测量机附带的标
准测头依特定测量机配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尽管测头的可重复行级别不同会影响系统的精确度，但是测
头所连接的测量机的精确度仍是总体精确度的决定性因素。
还有许多其它因素会影响系统的精确度，包括测量机操作员
的经验。
每种 GLOBAL 坐标测量机机型均附带标准测头，如下所述：

表 6：常用的测头
机型

状态

图像

5.5.5

TESASTAR

TP200

5.7.5

TESASTAR

TP200

■ TP20 测头 （模块）

图 34：TP20 测头
TP20 测头是 5 路运动接触触发式测头。该测头使用两部分设
计，包括测头主体和安装测针的可连接测头模块。（请参见
图 10。）这种设计在拆除和更换测针时无须重新标定。TP20
可以直接替换 TP2 接触触发式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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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200 测头

图 35：TP200 测头
在 3D 形状测量中可以获得高度可重复性，方法是使用新型
张力 表 结构 检 测 测针 测 尖的 微 小 位移。 张 力表 输 出使 用
ASIC 电子芯片和混合微电路技术处理并转换为 Renishaw 2
线系统格式。 测针模块通过一个磁性固定的运动耦合定位在
测头传感器主体上 （定位精确度可以高度重复）。 这样可以
快速更换测针而无须重新标定测针的测尖。
■ SP600M 测头

图 36：表面扫描模
拟测头：SP600M
SP600M 测头是一种模拟设备，非常适合精密扫描复杂的物
体 （例如珠宝）。 这种检测表面细节微小变化的敏感性已成
功应用于测量汽车中使用的精美曲线的金属板的局部轮廓。
SP600M 测头使坐标测量机可以很快地收集大量数据，用于
检查和数字化。 测头提供在每个方向上大约 1 毫米的轴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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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头补偿和标定

测量软件连续监控测量方向或 “感应”并自动纠正或补偿测
头半径。
测量软件还连续监控测量点在坐标测量机测量体积内的位
置。逼近矢量 （或从上一个监控的点到第一个测量点创建的
矢量）对所有特征均非常重要。 对于平面，逼近矢量在计算
特征矢量正向时使用。逼近矢量应尽可能垂直于特征表面。
使用测头测量点时，记录的点在测针测尖的中心，而不是在
测尖的表面。 测头补偿是自动计算的过程，用于纠正测量的
特征的测头半径误差。 特征第一个点的逼近矢量用于这些计
算，因此非常重要。
逼近矢量确定：
 测量计算时测头半径补偿的方向；
 平面的矢量方向；
 在计算特征的位置真值公差时要使用的公差累积 （公
差：累积）计算。
要进行精确测量，必须先标定所有测头。这样做有两个原
因。
 计算测尖的直径；
 了解测头测尖中心在测量体积中的位置。 在通过误差
图过滤位置反馈时，如果要获得正确补偿的数据，这
一点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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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异丙醇清洁测针球。
 清洁标定球。
 确认测针已连接牢固。
 确认标定球已牢固连接到花岗岩工作台，并处于坐标测
量机的测量体积之内。
 确认在软件中选择了正确的测头类型。
 确认测头配置的测尖直径。
 确认测头的参考偏置。
 确认标定球的直径在软件配置中正确。
在标定测头之后：
如果标定的测试结果显示测头测尖的形状误差 （即球面误
差，以微米标识，约等于 0.00004 英寸）和 / 或 STDD（标准
偏差）超过测头制造商数据的预计值范围，则重复以下操作：
 使用异丙醇和无绒毛布清洁测针，记住，一微米的灰尘
颗粒即会造成一微米的误差；
 清洁参考 （标定）球，同样要注意上述事项；
 确认测针已连接牢固；
 确认参考球已牢固连接到花岗岩工作台上，
然后根据需要进行其它标定。
如果仍有困难，请参阅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获得对测头补偿和标定主题的更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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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控制器可以与 GLOBAL 坐标测量机一起使用： GC-2
和 GC-1 控制器。GC-2 控制器是一种独立的设备，主要用于
大型测量机以及采用 “温度补偿”包的测量机。 GC-1 控制
器作为工作站的一部分包含在系统中。 这两种控制器都需要
受到保护的专用交流电源，以确保正常运行。

GLOBAL 坐标测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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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器
■ 控制器信息

控制器将供电分配给坐标测量机的电动部件。 控制器和工作
站之间的通信通过串行数据线 (RS-232) 完成，有时也通过以
太网网线完成 （例如在扫描中使用 SP600 系列测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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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2 控制器
控制器背面

连接坐标测量机
连接工作站

连接供电电压

图 41： GC-2 控制器：
机柜和电缆

GC-2 控制系统由一个机柜组成，机柜中有一个机架，上面装
有以下部件。
 一个机架，装有逻辑电源、驱动装置、扩展卡、卡扩展
装置
 电源变压器、继电盒、保险丝、电机电源和附加部件
 用于 SP600M 测头的 Renishaw AC-2 卡。
机柜的换气与冷却是通过机架通风装置来进行的，其中包括
两个过滤筛，一个位于设备的前端，一个位于设备的背部。
操纵盒连接在控制器上，利用它可以手动控制测量机。 操纵
盒上有用于系统控制的按钮和球形柄，其中包括测量机启动
按钮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和紧急停球形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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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2 控制面板位于带轮机柜的前端。一共有四个主控制装
置：
1. CONTROL OFF/ON（控制关 / 开）（最左侧的钥匙开关）
2. MODE
MAN/AUTO （手动 / 自动模式）（紧靠在
CONTROL OFF/ON （控制关 / 开）钥匙开关的右侧）
3. EMERGENCY STOP （紧急停）（一个显眼的红色球形
柄，周围是黄色的铭牌，位于控制面板上相当靠近右端的
地方）
4. O / I （双位旋转主电源断开开关，靠近前面板垂直面的
中部）

图 42： GC-2 控制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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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GC-2 控制器

1. 查看测量机，确保所有安全设备和盖板均已就位，并且
没有失效的保护设备。
2. 确认坐标测量机进气口公共设施提供的气压至少为 5.62
千克 / 厘米。
3. 打开坐标测量机的空气供应，确认压力表读数为 5.5 bar。
如果压力不正确，则按照本手册 “气压”部分的介绍进
行调节。
4. 确保没有会导致碰撞的障碍物。
5. 该系统需要双联电源插座。一个插座用于 GC-2，另一个
插座用于工作站的电源接线板。 （相应地连接控制器和
工作站。）
6. 按照下面的第 7 步到第 8.3 步所述的方法打开系统。
7. 松开所有 “E-Stop （紧急停）”球形柄 （例如在 GC-2 控
制面板、操纵盒及其它选件上）方法是确认您是否可以
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松开后会感觉到球形柄向上
弹。 （请参见球形柄上的旋转箭头符号。）
8. 启动 GC-2 控制器。
8.1 将断电开关旋转到 ON ( I ) 位置。
8.2 将标有 CONTROL OFF/ON （控制关 / 开）的钥匙
开关旋转到 ON 位置。
8.3 将标有 MODE MAN/AUTO（手动 / 自动模式）的钥
匙开关旋转到 AUTO 位置。
9.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 （如果需要）。
10. 启动测量软件 （如果未自动启动）。
11. 按操纵盒上的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按钮。测
量机已准备好进行滑架归位。
12. 单击显示器屏幕上相应的图标或消息框中的 “OK （确
定）”按钮开始归位移动。（有关您所使用的测量机的测
量程序的具体要求，请参阅 Software User Manual （《软
件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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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1 控制系统包括： GC-1 控制器、测量机、计算机及其外
围设备、操纵盒和测头控制设备。
GC-1 控制器装在连接到计算机桌 （工作站）背面的一个金
属盒中。该控制器包括：
 一个内部控制盒，包括协调、处理和驱动测量机三个轴
上的滑架的电路，以及与测量机信号交互的电路（测
头、限制开关、制动机构和 I/O）；
 一个电源设备，为控制系统中的电机和逻辑电路供
电；
 电源 OFF/ON 开关。
 三根外部缆线，分别用于：
- 交流电源
- 与计算机通信
- 与测量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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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显示了工作站的前视图和测量机的后视图。椭圆形插
图显示安装在计算机桌后裙部的 GC-1 控制器，电源线从该
控制器中引出。椭圆形中右侧较大、颜色较暗的缆线引至测
量机－它的滑架、驱动电机和位置检测标尺等。左侧较小的
缆 线 包 含 交 流 电 源 的 导 线 管 以 及 在 计 算 机、控 制 器 和
Renishaw 测头电子装置之间通信的导线管。图 44 显示了工
作站的后视图：其中有控制器、打印机、计算机和 （位于右
上方）操纵盒 （即作为操作员与坐标测量机之间主要界面的
手持设备）。

计算机

打印机

图 43： 由 GC-1 控制
的系统的微缩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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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GC-1 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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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看测量机，确保所有安全设备和盖板均已就位，并且没
有失效的保护设备。
2. 确认坐标测量机进气口公共设施提供的气压至少为 5.62
千克 / 厘米。
3. 打开坐标测量机的空气供应，确认压力表读数为 5.5 bar。
如果压力不等于该值，则按照本手册 “气压”部分的介
绍进行调节。
4. 确保没有会导致碰撞的障碍物。
5. 将工作站插入受保护的电源接线板。

图 44： GC-1 (FBPC)
GLOBAL 控制器和工
作站
6. 打开电源接线板。
7. 将 GC-1 CONTROL OFF/ON（控制关 / 开）开关旋转到
ON 位置。
8. 启动计算机并登录 （如果需要）。
9. 启动测量软件 （如果未自动启动）。
10. 当计算机的屏幕上出现提示时，确保所有 “E-Stop”（紧
急停）球形柄都未锁定。请检查每个“紧急停”球形柄，
方法是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松开后会感觉球形柄是
否向上弹。 （请参见球形柄上的旋转箭头符号。）
11. 按操纵盒上的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按钮。测
量机已准备好进行滑架归位。
12. 单击显示器屏幕上相应的图标或消息框中的 “OK （确
定）”按钮开始归位移动。（有关您所使用的测量机的测
量程序的具体要求，请参阅 Software User Manual （《软
件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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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位序列

小心： 当您将测量机归位时，如果工件在桌面上，请监

视测量机的移动，直到您确定在工件和测量机或测头之
间没有阻碍。
在开始归位序列之前，请为您将使用的控制器执行启动步
骤。
 确保测量机的归位路径上没有阻碍。 归位是一个包含
若干步骤的过程。
 观察 Z 轴导轨移至其最高点，然后移至较低的位置，并
锁定在 Z 轴标尺上的 “0”标记。这种做法是一种预
防措施，它使 Z 轴导轨停靠在不会与留在工作台上的
零件或卡具发生碰撞的位置。Z 轴导轨不应在归位序
列的其余部分移动。
 观察 XZ 滑架接着在 (-) X 方向和 (-) Y 方向上同时移至
测量机前面左角处的一个点。 移动的方向取决于 XZ
滑架的起始位置。
 观察 XZ 滑架接着在 (+) X 方向和 (+) Y 方向上同时移
至归位位置，并锁定在 X 轴和 Y 轴标尺上的“0”标
记。
注： 测头在 X 轴和 Y 轴方向的移动互相独立。因此，一

个方向上的移动可能会在另一个方向上的移动之前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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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测量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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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工件牢固地装到花岗岩工作台上 （如果尚未装工
件）。 有关附加说明，请参阅本手册第 1 节的安装零
件。
 在随外围设备（如计算机和打印机）提供的文档中可以
找到有关这些设备的信息。
注： 如果坐标测量机将要停止好几个小时，可以选择关

闭供气设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此后的 “关闭系统
电源”下若干页的讨论。
注： 只要测量机将处于无人值守状态，就应按 E-Stop
（紧急停）球形柄禁用系统并防止因疏忽所致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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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移动

根据在操纵盒上按的按钮组合，测量机的操作员可以有选择
地使测头沿着一个、两个或三个轴移动。 通过操作操纵盒上
的操纵杆，可以使测头以如下几种方式之一作出响应：
1. 沿着任何路径 （直线或曲线） ，在测量体积内，同时使
用任何 （或所有）预选测量机轴并且对操纵杆的所有输
出作出响应；
2. 沿着一个测量机 参考 平面，仅使用两个预选的测量机轴
并且仅对选定的操纵杆偏转对作出响应；
3. 沿着一个预选的测量机 轴，对操纵杆偏转的交替作出响
应 （仅当它们与允许方向对齐时）。
测头的移动速度与以下因素成比例：
操纵杆的偏转或旋转，
（通过 SPEED （速度）按钮及其箭头）设置的速度百分
比，
（通过 SLOW （慢速）按钮）激活 “慢速”功能。
小心： 由于与工件或其他障碍物的任何碰撞都会损坏测

头，因此在移动测头时应加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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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选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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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该按钮的功能已激活。当按钮的指示灯熄灭时，则表
示该按钮的功能被禁用。
大多数按钮都与 “切换”开关相似：每按一次相同的按
钮会使其依次更改为下一个可能状态。
 通过按操纵盒上的 PROBE ENABLE（测头启用）按钮
激活“测头启用”。（如果该按钮中的 LED 已熄灭，
请按该按钮以将其打开。）
 激活“慢速”功能。（这将增加对测头移动的控制。如
果 SLOW （慢速）按钮中的 LED 已熄灭，请按该按
钮以将其打开。）
此按钮在两个可接受的测头运行速度范围之间切换。
 通过按 SPEED （速度）按钮的箭头之一在此范围内调
节测头的速度。 （如果按此按钮的名称部分，将不会
起作用。） 按上箭头或下箭头将相应地增加或降低测
头的速度。
速度的改动按十分之一 （从 10 % 直到 100%）来进
行。 （这些改动由十个红色条状 LED 来指明，它们
在操纵盒的“窗口”中按照此关系从左至右排列，而
“窗口”则位于 ENABLE （启用）按钮和操纵杆之
间。）
按 SPEED （速度）按钮的向下箭头足够长的时间可
关闭最左侧的红色条，这相当于选择零速度。只要选
定零速度，测头就不会移动。（注： 如果试图选择小
于零或大于 100 % 的速度，只会使操纵盒向您发出
“嘟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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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系统电源

如果测量会话仅在夜间中断，可能需要保持测量机及其环境
的温度恒定，方法是不关闭在测量时系统常用的电力、空气
或其它动力源。 这种情况下，应使空气在夜间继续通过空气
承座，使电动设备保持打开，使温控装置保持不变，以便第
二天可以在基本上未受干扰的条件下继续测量。
不过，如果确定长时间不进行测量，因此不必保证测量机环
境的稳定温度，则可以在气源处切断公共设施供应的空气。
如果可以，将空气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关闭阀置于关闭和锁
定位置。
在后一种情况下：

如果使用 GC-2 控制器：
 退出测量软件 （注销）。
将 GC-2 控制器上标有 MODE MAN/AUTO（手动/自动
模式）的钥匙开关旋转到 MAN 位置。
 将标有 CONTROL OFF/ON（控制关 / 开）的钥匙开关
旋转到 OFF 位置。
 关闭 GC-2 控制器的电源，方法是将控制器前面板上标
有 O/I 的 Power-Disconnect（断电）开关旋转到“零”
( O ) 位置。
 如果系统的配置包括 PH10T/PH10M 测头座，则关闭
PHC10-2 控制装置。如果系统包括其它设备，请关闭
相应的控制装置。
 关闭 PC。
 关闭交流电源接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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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出测量软件 （注销）。
 关闭 GC-1 控制系统的电源，方法是压穿控制器机柜末
端摇杆式开关上的透明塑料盖，使 O/I 开关倾斜到
“零” ( O ) 位置。
 如果系统的配置包括 PH10T/PH10M 测头座，则关闭
PHC10-2 控制装置。如果系统包括其它设备，请关闭
相应的控制装置。
 关闭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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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纵盒

用户和坐标测量机之间的主要界面

图 45： 操纵盒
前言
以下讨论包括有关坐标测量机操作各个级别的知识。本手册
的读者包括：
1. 以前没有任何经验，刚刚接触这个“全新”课题的人员；
2. 曾亲身使用过直角机器坐标 （可能是零件坐标）的坐标
测量机的用户，以及希望更新或扩展知识的用户；
3. 关注操作坐标系统、平移和旋转、反转轴等方面内容的
操作员；希望了解通过机动测头座和转台使用测头坐标
操作的详细信息的人员。
属于第一类的读者应该从紧接在下面的段落开始学习。具有
高级技能的读者可能希望直接跳至 “操纵模式”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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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盒提供了一种半远程 （电缆范围）方式来手动控制坐标
测量机的运行，尤其是测头的移动。以下有关操纵盒的讨论提

供：
有关按钮、指示器以及安装在操纵盒上的其它设备的描
述；
控制装置的标签的含义；
有关如何操作操纵盒控制装置的技术概述；
操纵盒功能协同工作的方式及其
产生的效果。

视觉描述
周围有一个黄色环的红色球形柄靠近操纵盒的末端，通信电
缆在此处进入操纵盒。此球形柄 （紧急停碰锁开关）和电缆
之间有一个绿色和两个蓝色的按钮开关。 末端组中的这四个
开关 （图 46）专用于操作测量机的某些特定 “OFF/ON （关
/ 开）”、“Pause/Resume （暂停 / 继续）”和 “Delete （删
除）”功能。
操纵盒较大的一端有一个突出的黑色杆 （操纵杆），它用于
控制测头在三个尺寸上的移动。
操纵盒两端是按钮的中间组（图 45a），它对测头施加特殊的
条件 （例如限制移动的方向或改动速度）。 这些按钮大多数
为蓝色；白色的按钮选择要启动的轴或设置在这些轴上的速
度。 操纵盒右侧的扁平矩形红色按钮可以选择一组附加的可
用轴。
除两个按钮之外所有按钮都有至少一个小型的圆形窗口，这
些按钮可以通过该窗口内的发光来指示它们所控制的功能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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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概述
为了让用户更快地熟悉这些控制装置，下面按它们共同的特
征 （如视觉显著性、物理位置、相关功能、颜色、产生的对
比结果等）对它们的描述进行了分组。

图 45a： 操纵盒的中
间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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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Stop （紧急停）”
它的功能是突然停止滑架、测头的移动以及坐标测量机的其
它多种活动。它通常通过用手掌快速下推来激活 （锁定）。
当被按下并锁定时，它会中断电机驱动电路的电源，关闭
MACH. START（测量机启动）按钮的 LED 并禁止滑架的所
有电驱动的移动。
“EMERGENCY STOP（紧急停）”这一名称来自带有黄色环
的红色球形柄 （在 GC-2 控制器上） ，它具有这一功能和名
称。 在操作员常用的简称中，此红色球形柄通常称作 “EStop （紧急停）”。
此控制装置没有用来指明其状态的 LED。其激活结果主要由
测量机发生的动作以及操纵盒上其它功能的 LED 发光来指
明。
要重新启用系统，必须松开 “E-Stop （紧急停） ”球形柄，
方法 是 用 手 顺 时针 旋 转 球 形 柄，然 后 将其 释 放。 接着 按
MACH. START（测量机启动）按钮，使 MACH. START（测
量机启动）按钮的 LED 重新发光并使测量机接受操纵盒的命
令。
注： 当更正导致 “紧急停”条件的原因后，可能需要重

新启动软件程序。
操纵杆
此控制装置没有操纵盒上用作读出装置的 LED 指示器。 其
结果由坐标测量机滑架的移动 （尤其是测头的移动）来指
明。
如果偏转操纵杆的杆部，使其离开弹簧座位置，则会向测量
系统发送一个信号，在与偏转方位相关的方向上，按照与偏
转量相关的速度移动测头。 测头中的垂直移动通过以如下方
式旋转操纵杆的帽来完成：
顺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测头提升 （“缩回”）。

逆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测头下降 （“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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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了防止对操作员或附近的人员造成意外伤害或对设
备造成损坏，在实际移动滑架时必须用双手协同工作：
一只手必须操作操纵杆，而操作员的另一只手则抓住操
纵盒并用拇指按 ENABLE （启用）按钮。

状态信号：
操纵盒上的 LED 用于报告测量机的运行状况。 大多数 LED
位于其关联按钮周围的边界内。 当发出信号时，它们的颜色
为：

绿色，在其边界内有 （一个或多个）小型的圆形窗口的
按钮中；
红色，在靠近操纵杆的矩形窗口中。
当运行状况正常时，如果 LED 发光 （“点亮”），则与其关
联的功能则被定义为活动。如果它未点亮，则不处于活动状
态。
所使用的按钮开关为 “切换”开关：按下并松开这些开关会
使标记功能的状态发生改动。 如果几项功能 （或操作模式）
组合在一个按钮的边界内，则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激活序列中
的下一个活动模式。

操作类型：
当首次打开测量机时，操纵盒上的所有 LED 都将点亮。这一
稳定状态将持续几秒钟，此时 MACH. START （测量机启
动）按钮的 LED 将开始闪烁，但很快会停止闪烁并变暗。其
它几个 LED （DEL PNT （删除点） 、 DONE （完成）和
PRINT （打印） ）也将接着变暗，只剩下以下几个按钮的
LED 发光：箭头按钮、 PROBE ENABLE （测头启用） 、
MACH （机器）的操纵模式 LED 以及 SLOW （慢速）按钮
的 LED。
（请 注 意，在 此 刻 如 果 试 图 超 越 点 亮 的 （即 活 动 的）
SLOW （减速）按钮所施加的限制，则直到滑架完成归
位过程后才会成功。）
手动控制是测量机首次打开时所处的默认操作状态。 在此默
认状态下，可以使用操纵盒上的操纵杆和按钮来控制坐标测
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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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计算机控制 (DCC) 是由应用程序软件启动的。在 DCC
下，有两种子操作模式：
1. 自动，即测量机 （主要）由软件来控制。此模式下，当
操作人员在软件程序中输入必要的数据后，用户就可以
选择离开，让计算机来执行指定的移动。
2. 半自动，有时称作手动操纵盒控制 (MJC)。 在这种 DCC
模式下，操作人员继续留在测量机旁，他可以选择进行某
些干预，以取消软件程序。
下面将讨论操纵盒按钮在这两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影响：

按钮类型：
在手动操作和直接计算机控制模式下，有两个按钮保持其活
动状态和正常功能，它们是：RUN/HOLD （运行 / 暂停）和
SPEED （速度）。 此外， SLOW （慢速）按钮在 DCC 下保
持部分功能，但具有一些限制：
在 DCC 自动模式下， SLOW （慢速）按钮将不起作用。
（计算机将忽略它所发出的请求。）
在 DCC 半自动模式下， SLOW （慢速）按钮会起作用，
但软件将响应该按钮发出的手按信号。
虽然操纵盒上的大多数按钮是 “切换”按钮，因为每按一次
按钮，它们所控制的功能的状态都会出现改动，但以下按钮
除外：PRINT （打印）、 DONE （完成）、 DEL PNT （删除
点）、 ENABLE （启用）和 SPEED （速度），下面将讨论这
些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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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按钮控制的功能：

没有作为状态 LED 的圆形窗口的按钮
SPEED （速度）
通过按 SPEED （速度）按钮的上箭头部分 （增加速度）或
下箭头部分 （降低速度） ，可以调节测头移动的所需速度。
按按钮的中心 （名称所在处）则不起任何作用。速度改动可
以按 10% 的增量来进行。
对于按 SPEED （速度）按钮所产生的结果，视觉指示器为
10 个区段的 LED（带有红色条），它位于 ENABLE（启用）
按钮正上方 （朝着操纵杆）。 如果没有区段发光，则速度为
零，滑架将不会移动。 如果只有矩形窗口最左侧的区段点
亮，测头将以其最低速度移动。当指定更高的速度时， LED
的其它区段将点亮，一直到表示 100% 的最左侧。 如果试图
设置大于 100% 的速度 （或者小于零的速度），操纵盒将发
出嘟嘟声作为响应。
滑架可以在两个速度范围内运行：全速和减速。 通过激活
SLOW （慢速）按钮可以达到两个较低速度之一。此激活操
作会按照在制造坐标测量机过程中向 CONSTANTS 文件输
入的数据所确定的系数来降低可达到的速度，而该系数又取
决于测量机的型号。 在此减速状态下，将选定速度分段为
10% 的增量仍可以起作用。 禁用 SLOW （慢速）按钮会将
SPEED（速度）按钮恢复到所允许的滑架高速度移动能力。
在手动控制和直接计算机控制模式下，SPEED（速度）按钮
（只要它不受到 SLOW （慢速）按钮激活的限制）都会保持
其活动状态和正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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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 （启用）
此按钮靠近操纵杆，请不要将此按钮与 PROBE ENABLE
（测头启用）按钮相混淆，后者位于操纵盒另一端较大的红
色 “E-Stop （紧急停）”球形柄的旁边。
ENABLE （启用）按钮用于驱动选定的测量机滑架，为此，
必须在偏转操纵杆时连续地按住该按钮。 这一双手操作要求
提供了对滑架意外移动的保护。
ENABLE （启用）按钮在 DCC 模式下不起作用。

将圆形窗口用作状态 LED 的按钮
激活 轴 的 按 钮 为： JOG MODE （操 纵 模 式） 、箭 头按 钮
和 SHIFT。
其中， JOG MODE （操纵模式）和 SHIFT 按钮控制特定的
操作模式，这些模式在操纵杆动作和所导致的测头移动之间
有相当不同的关系，并且会影响不同的轴。
当激活 JOG MODE（操纵模式）时，所使用的轴被指定
为第一个轴、第二个轴和第三个轴。
当激活 SHIFT 时，所使用的轴被指定为第四个轴、第五
个轴和第六个轴。
（有关这些轴的定义，请参见坐标测量机的 CONSTANTS 文
件。）
操纵盒的箭头按钮为白色，带有移动符号 （而不是名称） ，
它们用于选择操作员可以允许的测头移动类型。 按照符号所
示，↔按钮激活左 / 右移动； ↕ 按钮激活上 / 下移动，类似右
括号曲线 （但带有箭头）的按钮激活旋转移动。下面将介绍
这些确定轴移动方向的按钮。
JOG MODE （操纵模式）
此按钮有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的名称都位于其边界之内并
且每个名称都各自的 LED。每个名称表示一个操纵杆，可以
在其中确定测头移动方向的坐标系统 (CSY)。
按从上到下的顺序，按钮可以启动的命令标记为： PROBE
（测头）、 PART（零件）和 MACH（机器）。如果主计算机
已经 为 控 制 器 提供 正 确 的 CSY 信息，那 么依 次 按 JOG
MODE （操纵模式）按钮就将点亮相应的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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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统在操纵模式下的改动能力：
如果坐标测量机的操作员切换 JOG MODE（操纵模式）按钮
以从一个坐标系统中移至另一个坐标系统 （例如，从 “机器
坐标”移至 “零件”或 “测头”），与新选定的坐标系统关
联的 LED 将会点亮。

当首次操作新的程序或试图在所有程序之外进行操
作时，应小心使用 MACH （机器）之外的模式，因
为先前测量的 CSY 可能仍会被恢复，从而导致测量
机按您不希望的方式移动！
坐标系统在操纵模式下的改动能力：
注： 只有当测量机具有相应装置，可以利用这些功能

时，以下内容才适用。
MACH （机器） ... 在 JOG MODE （操纵模式）按钮的三个
LED 中，如果只有 MACH （机器）的 LED 点亮，则系统正
在使用“机器坐标”运行。∆ MACH（机器）是 JOG MODE
（操纵模式）按钮的 LED 在首次打开测量机时所处的默认状
态。
∆

有关 “坐标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单独提供的
Glossary of Terms （术语表）。

在 MACH （机器）模式下，操纵杆参照 测量机的 轴以如下
方式控制测头的移动：
操纵杆的平行 （左 / 右）偏转 （参照操纵盒的宽度来定
义，而不是参照花岗岩工作台来定义）会使测头沿着 主
机器轴 （指定为 X 轴）移动。
操纵杆的前后偏转 （与操纵盒的长度尺寸共线，而不参
照花岗岩工作台）使测头沿着第二个机器轴 （指定为 Y
轴）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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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器轴 (Z) 为中心按如下方式垂直移动：
顺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主轴提升 （“缩回”）。

逆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主轴下降（“伸出”）。
小心： 不得将蓝色 JOG MODE （操纵模式）按钮的
MACH （机器）部分的名称和功能与末端组中标
为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的绿色按钮相混淆。
PART （零件） ... 在 JOG MODE （操纵模式）按钮的三个
LED 中，如果只有 PART （零件）的 LED 点亮，则系统正
在使用 “零件坐标”运行。当从主机向控制器发送 CSY 时，
操纵杆相应地控制测量机的移动（此移动轨迹是该 CSY 的一
个函数）。 （如果控制器尚未将其存储在所需的坐标中，则
可以使用机器坐标从所进行的测量来确定 CSY。
有关此方法的信息，请参见 “坐标系统”下的 Glossary of
Terms （术语表）。

当下载用于 PART（零件）的 CSY 后，操纵杆和测头的移动
具有如下关系：
操纵杆的平行 （左 / 右）偏转 （参照操纵盒的宽度来定
义，而不是参照花岗岩工作台来定义）会使测头沿着工件
的主零件轴 (X') 移动。这与工件是否相对于花岗岩工作
台定位无关；
操纵杆的前后偏转 （与操纵盒的长度尺寸共线，而不参
照花岗岩工作台）使测头沿着 第二个零件轴 (Y') 移动。
这与工件是否相对于花岗岩工作台定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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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操纵杆帽 （偏转或不偏转操纵杆）会使测头以第三

个零件轴 (Z') 为中心按如下方式垂直移动：

a. 如果零件坐标系统 （如工件的零件坐标系统）基本
上与机器坐标系统对齐：
顺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主轴提升 （“缩回”）。

逆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主轴下降 （“伸出”）。
b. 但是，如果零件坐标系统在结构和与坐标测量机测
量体积对齐方面大大不同于机器坐标系统，则以下
规则将适用：
逆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导致这样的测头移动方向：它
取决于坐标测量机的操作员如何选择定位他的零件
坐标矢量集，并且取决于他选择将哪一方向定义为正
（以及将哪一方向定义为负）。
PROBE （测头） ... 在 JOG MODE（操纵模式）按钮的三个
LED 中，如果只有 PROBE（测头）的 LED 点亮，则系统正
在使用 “测头坐标”运行。操纵杆然后按如下方式控制滑架
和主轴的移动 （此移动轨迹是 PROBE CSY 的一个函数并以
测头为中心）：
当下载用于 PROBE （测头）的 CSY 后，操纵杆和测头的移
动具有如下关系：
操纵杆的平行 （左 / 右）偏转 （参照操纵盒的宽度来定
义，而不是参照花岗岩工作台来定义）会使测头沿着 主
测头轴 (X'') 移动。
操纵杆的前后偏转 （与操纵盒的长度尺寸共线，而不参
照花岗岩工作台）使测头沿着第二个测头轴 (Y')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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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操纵杆帽 （偏转或不偏转操纵杆）使测头以第三个
测头轴 (Z'') 为中心按如下方式上下移动：
逆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按照测针杆的方位（该矢量表
示为手动将测针装到测头座或用通过机械腕用电机
控制所设置的 角度）以及选定的正负方向来驱动测
头。
测头 X''、 Y'' 和 Z'' 轴的定义由软件来设置。（有关详细说
明，请参阅 Software User Manual/ 《软件用户手册》）。
SHIFT
中间组的这一红色按钮位于操纵盒右边缘附近，它有一个圆
形的 LED，该 LED 在点亮时为绿色，指明该功能处于活动状
态。 此开关控制的操作独立于 JOG MODE （操纵模式）按
钮所控制的操作。
如果坐标测量机具有相应的装置，可以使用此按钮，那么当
SHIFT 的 LED 点亮 （即选定该模式）时，系统正在使用移
动的第四个轴、第五个轴和第六个轴。这些轴的定义如下：
第四个移动轴 = 轴 (W)
（= 通过转台中心的轴）；
第五个移动轴 = 轴 (A)
（= 与主轴和测针定义的平面垂直的轴，它是红宝石尖在
该平面上的一个弧中移动时的旋转中心棗如果移动机械
腕已启用此功能）；
第六个移动轴 = 轴 (B)
（= 测针杆中心线所在的轴，无论它指向何处）。
这种情况下，操纵杆按如下方式控制测头的移动：
操纵杆的平行偏转 （参照操纵盒的宽度，而不是参照花
岗岩工作台来定义）控制测头以轴 (B) [ 定义为 “第六个
轴” ] 为中心的旋转 ◊。
◊

= 它要求系统配置有连续定位机械腕，
如 Renishaw PHS1 ；

向右偏转操纵杆会使测针（以及从它旁边伸出的任何
探针）顺时针旋转。
向左偏转操纵杆会使测针（以及从它旁边伸出的任何
探针）逆时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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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杆的前后偏转 （沿着操纵盒的长度尺寸，而不参照
花岗岩工作台）可控制测头在以轴 (A) [ 定义为“第五个
轴” ] 为中心的弧中摆动的角度 （测针杆的指向）。
旋转操纵杆帽（不偏转操纵杆）会在转台上产生以轴
(W) [ 定义为 “第四个轴” ] 为中心的如下移动：
顺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转台顺时针旋转。

逆时针旋转操纵杆帽会使转台逆时针旋转。
箭头按钮
三个切换开关限制滑架向操作员选择激活的轴的移动。 轴的
选择 （启用或禁用）是通过按下并松开操作员要改动其状态
的功能的箭头符号开关来完成的。
按钮在系统启动时的默认状态为：所有三个箭头按钮 LED 都
点亮，因此它们所表示的轴最初都处于活动状态。
PROBE ENABLE （测头启用）
此按钮位于 E-Stop （紧急停）球形柄附近。它可以激活或禁
用测头的功能。PROBE ENABLE （测头启用）按钮的 LED
必须点亮才能通过偏转操纵杆移动测头。
注： 如果测头在无意之间与工件相撞 （并且可能弯曲或

无法就位），测量机可能像卡在该处一样无法移动。要
越过障碍，如果在偏转操纵杆的同时按 ENABLE （启
用）按钮和 PROBE ENABLE （测头启用）按钮，则可
能会越过障碍继续移动。如果是这样，请沿着测头接近
接触点的相同路径将测头从工件处向后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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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E （完成）
此按钮用于与软件命令和提示进行交互；用于接受和注册软
件命令。仅在软件显示屏幕提示时才按此按钮。
PRINT （打印）
此按钮用于与计算机软件的命令和提示进行交互。 按此按钮
会使测量机学习前面的位置移动、输入点，或根据提示继续
执行程序。当学习位置移动或输入点时，如果按 PRINT（打
印），计算机将记录该位置的坐标值。 *
* = 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会将数据 “打印”（即反应）
到显示器屏幕上。

LOCK/UNLOCK （锁定 / 解锁）
GLOBAL 坐标测量机不使用此操纵盒按钮所输入的内容。
当测量机的启动过程已完成并且控制器已获取对操纵盒的监
控权后，此按钮的 LED 将不会点亮。这种不发光的状态不能
通过按此按钮来进行改动，而且控制器也不响应这种按键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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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组按钮：
与通信电缆 （讨论操纵盒时一开始就提到过）最靠近的四个
开关具有以下功能： “EMERGENCY STOP （紧急停）”、
RUN/HOLD（运行 / 暂停）、DEL PNT（删除点）和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 。 前面已经讨论了 “E-Stop （紧急
停）”球形柄。末端组的按钮开关 （图 46）将圆形窗口用作
状态 LED，下面将依次讨论这些开关：

图 46： 操纵盒的末端
组控制装置
RUN/HOLD （运行 / 暂停）
此按钮在视觉上由一个横条分为两半。 但是，该横条的存在
并不影响操作员使用此按钮的方式。 操作员可以在按此按钮
上的任意位置，仍可以使其在不同状态之间切换。
如果横条以上部分的 LED 点亮，则 “运行”功能处于活动
状态，而软件程序可以继续执行。 如果按此按钮后使上面部
分的 LED 变暗，则此按钮下面部分的 “暂停”功能变为活
动，而软件程序会临时暂停 （“待机”而不是取消）。 每按
一次该按钮，计算机程序就会交替地在 “运行”和 “暂停”
状态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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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直接计算机控制下 （无论是处于自动还是处于半自
动模式），此按钮仍保留其手动操作的全部功能。
DEL PNT （删除点）
位于末端组中部的这一按钮不进行切换。 相反，每按一次该
按钮时，控制器就会向主计算机发送一个转义代码序列，它
被翻译为 “删除最后一点”命令。 （PC Quindos、 Quindos
NT 和 PC-DMIS 软件包当前也识别此转义代码序列。）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
此按钮充分地启动控制器，使操纵盒恢复其功能 （即，在按
E-Stop（紧急停）后恢复操纵盒功能）。当它的 LED“点亮”
时，您将具有对测量机的控制权；如果它的 LED 没有点亮，
您将没有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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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故障排除和问题
■ 系统故障排除
（测量机）

 测量机的内部气压是否设置为 5.5 bar？
 电源是否正确连接到系统上？ GC-2 系统要求使用双联
插座： 一个插座用于 GC-2，另一个插座用于工作站
的电源接线板。 相应地连接控制器和工作站。 确认
GC-2 GLOBAL 控制器工作站已插入受保护的接线
板。
 供电电压是否符合本手册电气要求部分所述？
 是否已松开所有 “E-Stop （紧急停）”球形柄？必须松
开球形柄，系统才能工作。手动测试每个球形柄，确
认是否可以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如果可以，确认
松开时向上弹。 （请 参见球形柄上的旋转箭头符
号）。按操纵盒上的 MACH. START （测量机启动）
按钮可以激活测量机。

测量机无法重复测量
 测量机所在区域是否发生过多振动？
 零件是否固定在工作台上？
 测头是否牢固就位在 Z 轴导轨中？
 测头是否出现故障？
 验证测针调节。
 检 查 您 的 测 头 技术。 （例 如，请 参 见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的以下部
分：Probes （测头）； Measuring with an Electronic
Probe （使用电子测头测量）； Planar and Spherical
Probing （平面 和球 面 测头）； Touch Trigger Probe
Repeatability （接触触发式测头的可重复性）； 附录
Learning Metrology （了解计量）等）
 测针球的直径是否过小？ 确保测针的转柄不会接触测
量的零件 （称为 “碰杆”）。
 零件、测量机和测量环境的温度是否稳定在规格之内？
Global 坐标测量机用户操作手册

95

测量不精确
 零件是否脏或有油污？
 零件的表面抛光是否过差 （过于粗糙、不光滑或不规
则）？ 使用直径较大的球将降低所检查零件的表面
抛光对测量的影响。
 是否已正确执行归位 / 初始化步骤？
 使用的测尖是否尚未标定？
 标定后是否已移动测尖？
 标定第一个测尖后是否移动过标定球？ 如果移动过标
定球，必须重复执行参考偏置和测尖测量。
 测头是否已损坏？
 零件、测量机和测量环境的温度是否稳定在规格之内？
 测头座是否已重新定位或重新调节？是否与测量机垂
直？待测物体是否牢固固定？

测头无法采点
 缆线 是 否 正 确 并且 正 确 连 接？ （请 参见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附录中
Electronic Schematics （电气简图）中的 “Controller
Cable Connections to Renishaw（Renishaw 控制器缆线
连接）”。）
 操纵盒上 PROBE ENABLE （测头启用）按钮的 LED
是否点亮 （激活功能）？
 测头接口是否松动或未连接？
 测头是否已重新就位？ 每次记录测点时，测头上红色
的指示灯应关闭。 如果采点后指示灯仍关闭，使用手
指轻敲测针或测头。测头指示灯应打开。这意味着测
头已重新就位。测头可以采其它测点。
■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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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有 缆 线 是 否 已正 确 连 接？ （请 参 见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附录中
Electronic Schematics （电气简图）中的 “Controller
Cable Connections to Renishaw（Renishaw 控制器缆线
连接）”。）
 计算机后面板上的电压设置是否适合您所在地点？
 计算机是否已通电？

显示器没电
 电源线是否已插入电压插座？
 电源端的电源是否已打开。
 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否已打开？

打印机不工作
 打印机缆线是否已插入正确的端口？
 打印机中是否装有足够的纸？
 打印机是否卡纸？
 电源线是否已插入打印机和电源插座？
 打印机设置是否正确？
 打印机是否有足够的墨水供应？
 打印机的缆线是否正确？
 打印机是否联机？
 重置打印机，方法是关闭打印机，等待 20 秒，然后再重
新打开。
 检查打印机驱动程序。
 打印测试页。

连接到系统后面板的串行端口或并行端口上的串行或并行
设备无法正常工作。
 连接的设备是否已打开？
 设备和端口之间的缆线是否正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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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Caps Lock>、 <Num Lock> 或 <Scroll Lock> 键无法
点亮键盘上相应的指示灯。
 键盘缆线是否已正确安装？

显示器上出现光标，但是您按键盘键时没有任何反应。
 键盘和计算机后面板的连接器之间的缆线是否已正确
安装？
 如果 <Num Lock>、<Caps Lock> 或 <Scroll Lock> 指示
灯闪烁，则键盘的口令请求已激活。输入口令以便解
锁键盘。

滑架无法移动
 测量机是否已到达某个轴的末端？
 测量机是否处于 “Hold （暂停）”或 “E-Stop （紧急
停）”状态？ （例如，检查 RUN/HOLD （运行 / 暂
停）按钮上半部的“Run（运行）”LED 是否已关闭。
同时手动测试每个球形柄，确认是否可以顺时针旋转
四分之一周，如果可以，确认松开时向上弹。请参见
球形柄上的旋转箭头符号）。
 操纵盒上的矩形 10 段 LED 或计算机程序中是否已将速
度设置为零？
 测头是否已就位？ （查看测头座上的参考指示灯。）
 空气系统是否已全力运转？ （例如，过滤器是否已阻
塞？每个相应的螺线管是否配合？ 坐标测量机进气
口处的手动气路开关是否已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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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启动应按照本手册系统设置、电气系统（启动）和
系统选件部分介绍的系统完全断电时的步骤操作。
 松开所有紧急停球形柄 （例如在 GC-2 控制面板、操纵
盒及任何其它选件上）。 手动测试每个球形柄，确认
是否可以顺时针旋转四分之一周，如果可以，确认松
开时向上弹。 （请参见球形柄上的旋转箭头符号）。
 根据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清除所有错误。例如，如果计算
机在电源故障时或发生紧急停时正在运行 Unix，计
算机屏幕上可能会出现提示，表明 “root file system
needs checking （根文件系统需要检查）”，并请求您
的允许。正确的响应为回答同意（例如通过键入小写
的 y） ，允许操作系统纠正可以纠正的错误并报告无
法修复的错误。 然后，屏幕上可能会出现另一个提
示，请求 “Set file system to okay? （是否可以设置
文件系统？）”。正确的响应为允许（以上述方式）。
如果是 Unix，系统将尝试完成修复并继续引导序列。
（在某些系统上，此类纠正在启动后自动应用。）
 如果需要，在操作系统的程序管理部分重新选择测量软
件程序，甚至重新引导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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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FAQ)

从哪里可以获得有关 Brown & Sharpe 或近期培训课程的
详细信息？
http://www.brownandsharpe.com

对手册有意见或要建议勘误，应与谁联系？
可以与 Brown&Sharpe 联系，电话是 1.800.343.7933（东部标
准时间上午 9 时到下午 5 时）。

如何获得 “坐标测量机使用”问题的回答？
可以与 Brown&Sharpe 联系，电话是 1.800.343.7933（东部标
准时间上午 9 时到下午 5 时）。

Brown & Sharpe 是否提供吊索组件？ 吊栓呢？
不提供。如果坐标测量机要使用吊索组件卸除负载或重新放
置，将由客户负责提供索具和吊索。
吊栓仅在欧洲供货时提供。

在安装坐标测量机后，我们是否应扔掉装运支架？
不。 保留装运支架，以便今后需要重新放置坐标测量机时使
用。

只有我仅希望使用测量机 4 个小时，是否应执行计划的每
日维护 （每 8 个小时）？
是。 每天 （或每次倒班之前），均应执行计划的每日检查，
即使不希望使用测量机 8 个小时也是如此。

维护坐标测量机时是否需要任何 “特殊工具”？
不需要。对坐标测量机进行标准维护时，只需要一些常用的
工具 （英制和公制）。不需要任何 “特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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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维护
有关维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
必须指派非常熟悉维护规程的人员执行计划的维护。 更复杂
的检查必须定期由经过培训的人员执行 （最短间隔如下所
示）。

■ 维护信息

必须遵守该维护计划，确保可以安全连续地使用坐标测量
机。 应保留每台测量机的维护日志，并记录所有工作和 / 或
更换，以备参考。如果不遵守该计划，可能会使保修失效。
应调节 （或立即更换）任何工作不正常的部件，以便正常运
转。
小心： 在对坐标测量机进行任何预防性维护之前，应通

读本部分。如果不遵守本部分的维护规程，可能会造成
坐标测量机损坏和 / 或人身伤害。
安全
正确的测量机维护对工厂的安全计划至关重要。必须遵守该
维护计划，确保可以安全连续地使用坐标测量机。 执行所有
建议的安全规程。（例如，可以参见本手册的开篇部分。）对
坐标测量机进行维护时，一定要戴护目镜。

维护提示
 在进行任何系统维护之前，一定要停用空气系统和电力
系统。
 指定非常熟悉坐标测量机用法的专门人员和所需的安
全设备执行计划维护。
 应保留每台测量机的维护日志并记录所有工作和 / 或部
件更换，以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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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维护的间隔
计划的预防性维护建议的间隔为：
每日
每月
每季
每年

（每使用坐标测量机 8 个小时）
（每使用坐标测量机 165 个小时）
（每使用坐标测量机 500 个小时）
（每使用坐标测量机 2000 个小时）

注： 计划的间隔基于每天 8 小时、每周 40 个小时确定。
如果测量机的使用时间超过计划的间隔（例如一天两个 8 小
时倒班与 一个 8 小时的间隔） ，应根据需要调整特定的间
隔，在该计划间隔后继续执行预防性维护 （在第一个 8 小时
倒班之前和第二个 8 小时倒班之前）。
如果测量机使用时间少于指定的间隔 （每天 4 个小时），则
继续按每天 （一天一次）、每月 （一月一次）和每季 （一季
度一次）执行预防性维护。
■ 计划维护核对表

每日：
小心： 在符合核对表的所有要求，并修复发现的所有不

一致之前，不要使用坐标测量机。
✔ 检查坐标测量机是否有松动或损坏的盖板。
固定任何松动的盖板并修理任何损坏的盖板。
✔ 擦拭空气承座行进路径上所有暴露的表面。
使用异丙醇和干净的无绒毛软布 （医用纱布或至少等效
物品）擦拭灰尘和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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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系统气压的读数为 5.5 bar。
根据需要调节系统的气压。请参见调节 / 对齐部分。

小心： 确保坐标测量机的公共设施供气已切断，系统气
压的读数为 0，然后再对空气过滤器 / 调节器组件

或供气气路进行维护。
✔ 检查两个空气过滤器中是否有杂质。
如果需要，排干过滤器容器，或更换过滤器元件。请参见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 (SMM)
的 Pneumatic （气压）部分。
✔ 检查公共设施供气的气路是否有连接松动或管道损坏。
固定任何松动的连接并修理发现的任何损坏管道。

注： 有关注意事项和其它说明，请参阅 Service /
Maintenance Manual 《维修 / 维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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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机视图：测量机尺寸表格
（公制单位 - 若非特别说明，单位为毫米）

■ GLOBAL 坐标测量
机系列的参数值

表 7：值系列 （公制单位）
参数

5.5.5

5.7.5

长度

1180

1480

宽度

1025

1025

高度

2230

2230

花岗岩工作台高度

800

800

最小天花板高度

2300

2300

测量机 * 重量 （千克）

502 千克

618 千克

X 轴测量空间范围

500

500

Y 轴测量空间范围

400

700

Z 轴测量空间范围

400

400

X 轴工作范围

633

633

Y 轴工作范围

890

1190

Z 轴工作范围

420

420

Z 轴最大净空

578

578

交叉插入物的数量

10

16

装运长度

1797

1797

装运宽度

1213

1213

装运高度

2029

2029

长度

1180

1480

* = 花岗岩工作台、桥架和 XZ 滑架以及金属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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