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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巧易携带精巧易携带精巧易携带精巧易携带，，，，简单易操作简单易操作简单易操作简单易操作
 

 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低成本，，，，快回报快回报快回报快回报 

 全自动切割模块全自动切割模块全自动切割模块全自动切割模块 

 带有微调的高速打磨模块带有微调的高速打磨模块带有微调的高速打磨模块带有微调的高速打磨模块    

 可选电解腐蚀模块可选电解腐蚀模块可选电解腐蚀模块可选电解腐蚀模块 

    人性化的夹具固定器人性化的夹具固定器人性化的夹具固定器人性化的夹具固定器 

保护外盖的设计保护外盖的设计保护外盖的设计保护外盖的设计，，，，增加了增加了增加了增加了    

  操作的安全性操作的安全性操作的安全性操作的安全性    

 高品质高品质高品质高品质，，，，低失真的光学仪器低失真的光学仪器低失真的光学仪器低失真的光学仪器，，，，

图片摄取摸块图片摄取摸块图片摄取摸块图片摄取摸块
 

 光学仪器的光学仪器的光学仪器的光学仪器的安全保护装置安全保护装置安全保护装置安全保护装置，，，，便便便便

于运输于运输于运输于运输
 

 带有超亮的白光带有超亮的白光带有超亮的白光带有超亮的白光 LED光源光源光源光源，，，，低低低低

热热热热 

 带有微调的带有微调的带有微调的带有微调的 X Y Z轴测量桌面轴测量桌面轴测量桌面轴测量桌面 

 Heidenhain的校正尺的校正尺的校正尺的校正尺 

 130 万像素的摄像头万像素的摄像头万像素的摄像头万像素的摄像头 USB 2.0和和和和

SL Vision II 分析及存档部分分析及存档部分分析及存档部分分析及存档部分 

     截面检验工作室截面检验工作室截面检验工作室截面检验工作室 - SBL micro2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切割模块切割模块切割模块切割模块 
����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 0.13 mm2 到到到到 6.00 mm2 

���� 转速转速转速转速 : 2800 rpm 

���� 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切割速度 : 2 mm / sec 

���� 切割轮切割轮切割轮切割轮  : 内径内径内径内径 : 16 mm, 外经外经外经外经 : 100 mm, 厚度厚度厚度厚度 : 0.5 mm 打磨模块打磨模块打磨模块打磨模块 
����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 : 2800 rpm 

���� Z 微调范围微调范围微调范围微调范围 : 0.00 mm  到到到到 5.00 mm 

���� 特使材质的砂纸特使材质的砂纸特使材质的砂纸特使材质的砂纸  外经外经外经外经 : 100 mm 蚀化部分蚀化部分蚀化部分蚀化部分（（（（可选项可选项可选项可选项）））） 

���� 电解电解电解电解 : 可达可达可达可达 6 mm2 

���� 电解时间电解时间电解时间电解时间 : 5 到到到到 30 sec 图片摄取部分图片摄取部分图片摄取部分图片摄取部分  
���� 高品质高品质高品质高品质, , , , 低失真的光学仪器低失真的光学仪器低失真的光学仪器低失真的光学仪器附加附加附加附加 10倍的倍的倍的倍的 目镜目镜目镜目镜 

����  放大倍数放大倍数放大倍数放大倍数 : 0.75x, 1x, 1.5x, 2.0x, 2.5x, 3.0x, 3.5x, 4.0x, 4.5x, 5.0x 

���� 齿间倍数齿间倍数齿间倍数齿间倍数 : 1x, 2x, 3x, 4x, 5x 

���� 观测范围观测范围观测范围观测范围 : 1.2 mm 到到到到 8.2 mm （（（（X -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 

���� 超亮的白色超亮的白色超亮的白色超亮的白色 LED光源可光源可光源可光源可 4 节控制节控制节控制节控制  

����   带有带有带有带有微调的微调的微调的微调的 X Y Z 桌面桌面桌面桌面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 + / - 6 mm （（（（三维三维三维三维）））） 分析及存档部分分析及存档部分分析及存档部分分析及存档部分 
���� 130 万像素万像素万像素万像素 的摄像头的摄像头的摄像头的摄像头, USB 2.0, 及及及及 SL Vision II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 

���� 包括压缩比等在内的增强型测量工具包括压缩比等在内的增强型测量工具包括压缩比等在内的增强型测量工具包括压缩比等在内的增强型测量工具, 已获得了欧美汽车行业的认证已获得了欧美汽车行业的认证已获得了欧美汽车行业的认证已获得了欧美汽车行业的认证 电源电源电源电源 
���� 230 VAC, 50Hz, 300 W 体积和重量体积和重量体积和重量体积和重量 
����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 : 约约约约 30 kg 

���� 体积体积体积体积 : 490 mm (长长长长) x 340 mm (宽宽宽宽) x 340 mm (高高高高) 

���� 此宣传资料仅供参考此宣传资料仅供参考此宣传资料仅供参考此宣传资料仅供参考。。。。 

Practical Solution Pte Ltd (Singapore) Tel.:+65-6842-2800  Fax:+65-6842-2855  Email: sales@ps-electron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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