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当今汽车、航空航天和类似尺寸齿
轮全球生产厂家快速增长的检测需求的
挑战，格里森300GmS®齿轮检测分析
测量中心，承担了从最小节距齿轮的检
测，表面光洁度的测量，直至Cmm的
测量 – 以及更多的工作。

格里森新一代GMS齿轮检测分析测量中

心，工作速度更快、调整更轻松，而且同样

胜任于表面光洁度的测量，棱柱形工件的测

量，或典型的齿轮几何精度的检测。

对于要对模数小到0.2的小节距齿轮，长

度达到450 mm 的轴类齿轮，以及要对

模数达到1.5的齿轮做表面光洁度测量

的，现有的生产厂家来说，目前，新型的

300GMS满足了各种检测需求，这里是一

些300GMS最引人注目的新型配置和特点...

GAmA™ 3.0 应用和控制软件。

在非常受欢迎的GAMA应用软件系列

中，GAMA 3.0是最新的，而300GMS 又

是第一个在其系列产品中，采用GAMA 3.0

的齿轮测量中心。该软件与Windows® 7 操

作系统完全兼容，因此可以轻松地在更多的

工厂环境中，实现联网。在许多新的、以提

升生产效率为特色的工作场合，也可以将其

载入，例如，操作者现在可以在进行检测的

同时，编辑和创建未来工件的程序。此外，

操作者可以立时得到检测结果，而不是必须

等待检测抵达“打印”，即到达完成阶段。

举例来说，若操作者对渐开线或齿形精度产

生怀疑时，他可以检查基本参数，甚至取消

一个检测，而不必去浪费更多的检测时间。

操作者还可以点击进入扩展的帮助/支持辅

导视频。普遍认可图标按钮的使用，还能让

操作者从一个打开的表格迅速地“移动”到

另一个表格，例如，齿顶/齿根图表，分度/

齿距图表，日志等等。

300GmS® 的亮点
3	高度的通用性 –  从小到模数为

0.2的小节距齿轮的检测，到对模
数达到1.5的齿轮做表面光洁度的
测量，甚至是棱柱形工件(CMM) 
的测量，单一设备的解决方案，
承担了种类繁多的检测工作。(对
于更小的模数，请与厂方磋商。)

3	更好的兼容性和控制 –  安装有
新的GAMA™ 3.0 应用与控制软
件，与Windows® 操作系统完全
兼容，易于与用户的服务器数据
库，SPC 数据采集软件，以及格
里森的Connect® 全球支持服务联
网。

3	减少了循环时间 – 与前一代型号
的设备，以及极具竞争力的产品相
比，提供给用户的是更快的检测循
环速度。

3	先进的操作界面 –  其特色体现
在，依照人机工程原理安装的、新
的操作工作台和先进的操作界面，
并带有视频电话支持，语音邮件信
息传送，以及针对温度、湿度、机
床温度的环境监控；QR/条形码，
以及更多有特色的配置。

3	极其符合人机工程原理 –  通过可
变工作台放置选项，使布置更加紧
凑，实现了人/机接口的优化。

3	高效 – 安装有采用不同配置的
Renishaw® (雷尼绍) SP25 3D 
扫描测头，并配有不同尺寸的探
针，带有作为选项配置的6-位置
测头自动更换装置。

3	坚实的可靠性 – 其特色体现在稳
固的花岗岩基座，经过硬化处理
的、高精度工作台(承载能力100
千克/220  磅 )，和双速尾座。

新型的300GmS:
圆满地适应了用户不断增长的检测需求

概述300GmS

结构紧凑，更符合人机工程原理。

用户将会赞赏300GMS异常紧凑的结构，

比350GMS还要小大约31%，然而与竞争

对手的设备相比，却提供了更多的功能。一

个重新设计的控制器，采用了最尖端的远程

I/O技术，布线和连接减少30%，缩小了设

备的总体尺寸，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减少循

环时间。

用户还可以方便地，将人/机接口(HMI)放

置到恰当的位置，以满足厂房空间的布局要

求和操作者的偏好。

此外，操作者现在有了一个由他或她支配

的功能强大的，被称为先进操作界面(AOI)

的，新型的远距离操作装置。该装置“筑

巢”紧靠近操作工作台，而且便于操作者降

其迁移，以便在各种工作任务的执行过程

中，得到它的帮助。例如，该装置提供有一

个视频电话，以及语音邮件信息传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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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能够让用户捕获视频，描绘一个特定的编程

问题，并通过网络将其传输到用户组织系统

的其他人，或格里森以寻求支持。它还有针

对环境温度、湿度以及机床温度的环境监

控装置。设备即将配备条形码扫描器和QR

码扫描器，这反映的是一种在流程表上使用

QR码的增长趋势，目的是简化将重要的齿

轮数据传输到检测系统的过程。

操作工作台也已得到改进，其安置靠近工作

区域，设计上采用了更直观的界面，在世界

各地的任何地方，任何操作者都可以轻松地

理解简化的ISO符号。 

快速、精确的测头与测头更换。

300GMS配备有高精度的3D 扫描测头，

并配有范围广泛的探针，以满足不同的检

测要求。设备配有一个探针校准程序库，

在操作工作台的存放柜内，配备有方便，

且易于存取的测头存放处。作为选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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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位置测头自动更换装置(APC) – 快

速、可靠，有助于简化操作，并减少非生

产时间。

确立了从第一天的可靠运行。

就像该系列设备中较大的设备一

样，300GMS的显著特点，也是坚固的花

岗岩基座。由于为各个轴配备了分辨率为

0.1µm 的绝对光栅尺，以取代增量光栅

尺，因而消除了开始阶段耗时的回零步骤，

这是一个在检测开始前，首先要找到并移动

到回零位置的步骤。

工作台经过硬化处理，精度高，具有100 

千克/220磅.的工作承载能力。现在的尾座

在上下两个方向上，有两个速度，使工件的

安装/夹紧速度更快、动作更协调。

(上面)  可提供充分完整的表面光洁度测
量。(下面) 双显示SPC仅仅是在操作者的指
尖轻触下，新的、先进操作界面(AOI)表示

出的许多功能中的一个。

通过提供多种配置形式，包括坐立方
式与位置，高度符合人机工程原理
的、新型的人/机接口(HmI)，使得用
户更易于满足工厂空间布局的苛求，
以及操作者的偏好。

尺寸规格  300GMS

测量范围 W –

 X 220 mm/8.7"

 Y 200 mm/7.9"

 Z* 450 mm/17.7"

GMS 外形尺寸 宽度 1065 mm/42"

 长度 1000 mm/39"

 高度 1857 mm/73"

工作台高度  937 mm/37"

螺旋角(单位：度)  0 to 90

模数/径节范围  0.2 to 18 mm/
  127 to 1.4 DP

工件最大重量  100 kg/220 lbs.

工件最大长度*  450 mm/17.7"

工件最大直径  300 mm/11.8"

GMS重量  2560 kg/5644 lbs.

GMS打包装箱重量  2923 kg/6444 lbs.

性能数据

位置测量系统 300GMS – 3000GMS: 0.1 µm 

         高分辨率光栅尺

对公用设施的要求

对电源的要求 220 V (±10%), 50 to 60 Hz

对环境的要求

湿度  不超过60%并且无冷凝现象

可允许的环境温度        +15° C to 35° C/60° F to 95° F

温度限定范围，在此                 环境温度
范围内，能保证规定         20° C ± 2° C/68° F ± 4° F
的u95测量不确定度。              

温度变动   
 =/< 1° C/hour; 1.8° F/小时
  =/< 1.5° C/day; 2.7° F/天

 温度梯度  

  =/< 1.0° C/meter; 1.8° F/码

* 根据要求，轴和尾座可达到更大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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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公司与用户服务

For worldwide sales locations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visit:
www.gleason.com

以全球性的公司为基础，通过一系列行业领先的机床、刀具、夹具、检测设备和服务，为用户的
各种齿轮加工，提供量身定做的总体解决方案。

锥齿轮加工解决方案 (直径达2,500 mm)

各种测量解决方案 (针对各种齿轮和齿轮刀具)

圆柱齿轮加工解决方案 (直径达10,000 mm) 

铣切（螺旋锥齿轮与直齿锥齿轮）  刀齿刃磨

刀具安装   研齿

磨齿   滚动检验

淬火   设计软件 

切削刀具，针对各种工艺 工件夹具 工件夹具

 全球维修服务

检测分析型测量  标准齿轮

专用量具  工件夹具

A2LA齿轮校准实验室   全球维修服务

每月关于齿轮技术的最新信息
请留意www.glea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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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齿，切槽 组合加工

强力刮削  倒角/去毛刺

插齿 成形磨削

剃齿 珩齿

蜗杆砂轮磨齿与组合磨削 工件夹具

切削刀具，针对各种工艺 全球维修服务

1000 University Avenue   •   P.O. Box 22970   •   Rochester, NY 14692-2970 USA
+1-585-473-1000   •   sales@gleason.com

BWT
附注
please delete: 工件夹具

BWT
附注
强力车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