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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经济性高精度圆度和圆形几何形状检查

Talyrond® 131和130

无与伦比的测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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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生产制造时进行过程控制
适用于全面的中心检查站
适用于计量室质量控制

经济高效、使用方便、技术规范严格，
可确保与多台设备之间的相关性。
完全符合国际计量标准。

定制的工件卡具可用于提高测量能力或轻松提高生产效率。

Talyrond® 131和130
适用于经济性高精度圆度和圆形几何形状检查

测量优越性
任何计量设备的优越程度均取决于
其分辨率范围。Taylor Hobson 传感
器头具有较大的测量范围和可选择
的分辨率，从而大大提高了制造过
程中的测量精度。 

• 测量范围广 - 2 mm (0.078 英寸) 
零件初始安装简单，无需使用专
用的夹具

• 标准分辨率 

30 nm (1.18 微英寸) - 适合大多数
测量要求

• 高分辨率 - 6 nm (0.24 微英寸) 
在圆度误差小于 0.40 µm (0.016 
英寸)时使用

传感器测量范围广，腕部组
件可在任何位置或方向提供

高测量分辨率

由µltra圆度软件驱动 
µltra软件可为 Talyrond® 131和130提供全面的分析和编程测量功能，
是在任何环境下需要执行快速零件测量的理想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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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领先的性能

Talyrond® 130和Talyrond® 131整合了许多行业领先的功能，
这些功能组合简单易用，可提供高测量精度和重复性。

金刚石车削的空气轴
承主轴
主轴精度对任何圆度测量仪器的
性能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径向误
差是指在工作台顶部测量的恒定
值；圆锥误差即主轴沿其轴的旋
转程度，可伴随相对于工作台顶
部之上的距离增加而增大。径向
误差可通过软件修正改善，但圆
锥误差只能通过主轴结构的精心
构造才能降至最低。Taylor Hobson
的超高精度主轴是具备世界上最
好的精度与“刚性”的组合。该
仪器的圆锥误差小于0.00025 µm / 
mm (0.25 微米/毫米)。

多用途传感器
测量传感器以“腕部”组件的形
式安装，以便快速在垂直与水平
方位之间转换，同时精确的保持
测针接触球中心点与工件接触。
可垂直测量内部和外部表面；可
水平测量上方或下方、外部、有
角度或锥度的表面。

高密度锌合金底座
紧凑型设计对于工作台空间有限
的车间来说非常重要。Taylor 
Hobson 采用了特制的锌合金铸
件，可确保较小的工作台尺寸不
会降低仪器性能。由这种密度的
材料制成的仪器即使在恶劣的生
产车间条件下仍然极其稳定。

集成式隔振装置
为在车间获得实验室级计量精度
的保证，在130和131C仪器中均
内置了 Talyrond® 振动隔离垫。除
非是极端恶劣的环境，否则在其
他所有环境中，均无需额外添加
防振材料。

工程辅助调心调平
调心调平旋钮具有不同的外观和
触感，便于操作人员在注视屏幕
的同时调整工件至仪器主轴。此
外，在设计上，工作台倾斜平面
的高度适当，便于对短零件和长
零件进行调平。

测量全过程中的机械优越性

长零件测量具有非常优异的可信度和准
确性，因为圆锥误差已被最大程度地降
低至 0.00025 µm / mm (0.25 微米/毫米)

水平方位的传感器臂可向下测量顶面

垂直方位的传感器臂可在收缩方向测量
内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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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ltra为 Form Talysurf®系列表面粗糙度
测量系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µltra软件

µltra所有功能开发的首要宗旨，都是使其符合最高的计
量学标准。
该软件灵敏、全面且容易使用，充分体现了 Taylor Hobson在支持制造业方面强大的计
量学专业实力。

整体系统控制

µltra控制所有功能以避免通常由第
三方或后市软件包产生的硬件/软
件冲突。软件采用已获专利的软
件程序和专用标定技术来优化机
械性能。 

• 机械功能

所有轴运动的定位和速度

• 管理功能

用户首选项、数据存储和检索

• 分析功能 

滤波器和常数的应用，结果的
计算

• 显示功能 

屏幕图形、自定义模板、打印
命令

兼容性

µltra与旧版的 Taylor Hobson 数据
文件格式完全兼容，因此可以重
新分析和比较旧版数据。µltra还具
有可编程功能，只需将结果简单
地导出为标准软件包，例如SPC 
和 Excel即可实现。

符合国际标准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测量任何
参数，µltra都可确保结果正确无
误。µltra还遵从全球一流制造商所
实行的行业计量学标准。 

• 标定程序可以轻松地集成到企
业ISO 9001规程中

• 可对用于标定的标准器加以标
识并提供认证日期

• 自动存储有关操作人员、标准
器和日期的标定历史记录

• 可独立保存并轻松恢复各种测
针的标定结果 

具备行业优势的界面

尽管以熟悉的Windows约定编写，
但µltra的外观和感觉更象机床界
面。命令直接、目的明确并由直
观逻辑驱动。计算机成为操作人
员与仪器之间的桥梁而不是障碍，
这在计量学领域中尚属首次。

µltra为Talyrond®圆度和圆柱度测量系
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µltra使培训得以简化并消除了对专业性、
唯一性的系统操作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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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仪器体系结构

µltra充分利用了客户端/服务器技
术，可为所有Taylor Hobson硬件设
备包括Form Talysurf®系列仪器和
Talyrond®圆度测量系统提供驱动。 

• 熟悉µltra的操作人员可以轻松
操作多个仪器

• 无需专业、单一的仪器操作人员

• 操作员升职或转职时传授知识
非常简单

• 适用于中央数据存储和输出到
网络打印机的网络

全面的分析

µltra包含所有测量圆形几何形状
的重要标准。同时，其还包含所
有基本圆度参数，并附带了更高
级分析工具，这些工具需要付额
外费用购买后方可使用。

基本主要功能包括

• 毛刺消除

• 同轴度

• 圆柱度

•	 DFTC / DFTP
• 谐波分析

• 孔和边缘消除

• 锥度

计算机辅助调心调平

只需按照屏幕提示操作，任何操作
人员都可快速正确地调心和调平零
件。在该过程中，动态屏幕显示会
向操作员显示传感器头的确切位
置。通过不断的练习，可实现高速
作。µltra可以确保测量的精度。

可编程测量程序

无论是在半自动、手动还是自动模
式下，都可对整个测量过程进行编
程。这可以确保每个步骤均以正确
的顺序执行，并确保滤波器、参数
和评估方法始终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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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表面的圆度
第一个程序是在标为红色的表面上进行基本调心调平程序。调心调平操作将重新定位工作台，
以使零件轴线与主轴的轴线机械对齐。此操作可避免在圆度分析中引入夹具误差。

180º 0º

µltra 圆度软件在典型零件上的
操作方法
为图示说明µltra可实现最高可能精度的有效性，
我们将在典型制造零件上执行一系列的测量。

调心调平完成后，将进行一次新
的测量，之后将以表格和图形两
种格式显示圆度测量结果。µltra 
将从以下四个国际公认的基准圆
评估方法中选取一个进行全面、
精确的圆度评估： 

• 最小二乘圆 

• 最小区域基准圆 

• 最小外切圆 

• 最大内切圆

调心之前

调心之后

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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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º 0º

中断表面的测量 

如果没有从分析中排除中断和毛刺，它们将对测量产生不良影响。 
可使用 µltra自动或手动排除因有意或无意中断而产生的数据。 

圆柱度/同轴度/同心度 

圆柱度测量工具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可将多个圆度轮廓的数据组合
为一个几何图形。在本例中，将在标为蓝色的表面上测量四个轮廓。
请注意，键槽已自动从分析中排除。 

圆柱度结果 (仅适用Talyrond® 131)

将从以下四个国际公认的基准圆评
估方法中选取一个进行全面、精确
的圆度评估： 

• 最小二乘圆柱 

• 最小区域基准圆柱 

• 最小外切圆柱 

• 最大内切圆柱 

此外，通过圆柱分析计算的轴可用
作参考基准，并用于与其他轴进行
比较以评估同轴度、同心度、跳动
和全跳动等参数。 

可从圆柱提取各个平面进行其他分析。
本例中显示了平面2和4的圆度值。 

轮廓平面2

轮廓平面4

注意，蓝色阴影区域表示该区域的
数据已从测量结果中排除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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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爪卡盘

6爪精密卡盘。

最大装夹直径 - 内径20 mm - 95 mm 
(0.78 英寸 - 3.74 英寸)。

最大装夹直径 - 外径2 mm - 32 mm 
(0.08 英寸 - 1.26 英寸)。

编号 112-1859

   获得专利的快速调心功能™

200 mm内部夹板（最大直径） 
80 mm外部夹板 

编号 112-4313

测针停止附件

用于在测量中断表面时限制测针
的移动。

编号 K501-1547

仪器罩

用于保护未使用时的仪器。

编号 112-1393

选配支撑垫块

用于牢固安装工件。

编号 112-1861

保险丝和灯泡套件

编号 112-2131

储气装置

如果供气质量不佳或不可靠并且
不满足仪器的标准，则建议使用
储气装置以为主轴提供均匀的气
流。

编号 112-2869

配件
开始使用 Talyrond 131和130 所需的全部配件均作为标配提供。
然而，为应对更严格的测量要求，我们还提供一系列可供另外订购的配件。

   大型计算机桌

1260 mm 宽 x 850 mm 深 x 
750 mm 高 (49.6 英寸 x 33.5 英寸 
x 29.5 英寸) 锁定柜可组装到桌子
的左侧或右侧。

编号 112-2998

   存储装置

820 mm 宽 x 625 mm 深 x 640 mm  
高 (32.3 英寸 x 24.6 英寸 x 25.2   
英寸) 设计为装配在小型计算机桌
下。提供小型计算机桌。提供可
锁定的门并安装脚轮，以实现轻
松安装. 

编号 112-3142

   小型计算机桌

900 mm 宽 x 850 mm 深 x 750 mm高 
(35.5 英寸 x 33.5 英寸 x 29.5 英寸) 
提供小抽屉以放置测针等工具。

编号 112-3144 

选配显示器

支架带有垂直和转动调节的显示
器支架。 

编号 112-3182 (选配) 

1

2

3

1

2

3

5

   测针

红宝石球 x 100 mm (3.94 英寸)。

1 mm (0.039 英寸) 直径, 
编号 112-2253

2 mm (0.078 英寸) 直径, 
编号 112-2254

4 mm (0.157 英寸) 直径, 
编号 112-2255

斧形测针

100 mm (3.9 英寸) 用于测量小直径
零件的测针。

编号 112-2256

6

6

5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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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盒

用于容纳标配和选配的配件的实
用盒子。

编号 48-453

六角扳手套件

协助仪器微调。

编号 630-412

滤芯

编号 112-2859

接合过滤装置

辅助过滤器，建议每 3 个月进行
更换，以保持气源的清洁，(每台
仪器预装 1 个)

编号 112-2858

特殊要求
Taylor Hobson 还可以提供
完全满足客户要求的定制产
品。这些产品包括特定尺寸
零件的夹装固定装置以及用
于小孔、凸台或凹口等应用
的专用测针。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7

8

10 11

9

   精密圆柱

用于检查仪器的垂直度以及垂直
轴与主轴之间的平行度。可选配
UKAS标定证书。

300 mm (11.8 英寸) 圆柱体
圆度 < 0.25 µm (10 微英寸) 直线

度 < 0.5 µm (20 微英寸)*

编号 112-1888

* 超过圆柱体长度中心 90% 的直线度

9

   定标块

用于传感器头灵敏度的快速标定；
作为传感器标定组件的替代品。

20 µm (788 微英寸) 范围

编号 112-2308

300 µm (0.012 英寸) 范围

编号 112-2233

   定心附件

用于检查传感器的垂直和水平对
心。

编号 112-1876

10

   玻璃半球

用于检查系统的整体性能。可选
配UKAS 标定证书。

圆度 < 0.05 µm (2 微英寸)

编号 112-436

7 11

   标定块组件

用于校准传感器。包括一个圆形
玻璃平晶和三个量块 (2.5 mm,        
2.8 mm和3 mm)。可选配UKAS标
定证书。

编号 112-187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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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yrond® 131和130
选择适合的产品

Talyrond® 131
高效圆柱度测量仪

机动的自动测量

Talyrond® 131系统整合了机动立柱和径向横臂用于运
行自动测量。编程的程序可缩短测量周期并最大程
度地降低操作人员对结果的影响。内置的垂直基准
装置提高了包括圆柱度和总跳动的测量能力。

• 可测量大型零件

• 功能全面、维护成本低 

• 检查室或生产车间均可使用

• 设置操作简单

• 集成的电子接口模块

注意：为允许供气波动，首选的气压为 80-120lbf/in2 (5.4到8.1巴)。不过，当可以保持恒定供气压力时，可接受的最低气压为50lbf/in2 (3.4 巴)
Talyrond 130和131C仪器遵守 BS EN 50081-2 (1994) EN 61010-1: 2001和 BS EN 50082-1 (1998) 标准的所有适用要求并符合 EMC 指令 89/336/
EEC 的要求, 请确认以上标准是否已经过时，下面的标准从TR395样本摘取。（TR395样本 安全： EN 61010-1: 2001  EMC: EN 61000-6-1: 2001 
(EN 61000-6-4: 2001).
 
圆度、同心度、偏心度和跳动可根据最小二乘圆、最小区域圆、最大内切圆或最小外切圆、最小二乘和最小区域的平面度和垂直度基准进行
测量。

最大载荷 
20 kg (44 lbs) 

基座宽度
343 mm 

(13.5 英寸)

基座长度
533 mm (21 英寸)

总高度
530 mm (20.8 英寸)

最大载荷 
20 kg (44 lbs) 

基座宽度
285 mm (11.2 英寸)

基座长度
335 mm (13.2 英寸)

总高度
740 mm (29.2 英寸)

Talyrond® 130
经济型高精度圆度测量仪

精密手动定位

Talyrond® 130 在立柱和横臂上均配有正摩擦定位控
件。此直接驱动装置可响应REEDIT大距离移动和使
移动手轮的操作更紧密。大大降低了漂移，齿隙  
（倾斜），而无需适用笨重，效率低下的夹具。

• 可进行人机对话的编程

• 坚固，紧凑的结构，可在工厂中的任何地点使用

• 用于精确定位的刻标

• 独立式电子接口模块 

长度 = 250 mm (10 英寸) 
宽度 = 160 mm (6.3 英寸) 
高度 =  80 mm (3.2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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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测量能力 Talyrond® 131 Talyrond® 130

最大直径 370 mm (15 英寸) 200 mm (8 英寸)

最大高度 325 mm (9 英寸) 200 mm (8 英寸)

最大重量（平衡载荷） 20 kg (44 lbs) 20 kg (44 lbs)

重量和尺寸 Talyrond® 131 Talyrond® 130

主仪器：总重量 62 kg (136 lbs) 38 kg (85 lbs) 

总长度（横臂完全收缩） 820 mm (32 英寸) 455 mm (17.9 英寸)

总宽度 343 mm (13.5 英寸) 285 mm (11.2 英寸)

总高度 740 mm (29.2 英寸) 530 mm (20.8 英寸)

圆柱度基准装置 Talyrond® 131 Talyrond® 130

直线度误差* <3 µm / 225 mm (118 微英寸 / 8.8 英寸) -

平行度（在测量平面上）* <3 µm / 225 mm (118 微英寸 / 8.8 英寸) -

位置控制不确定度 ± 250 µm (0.01 英寸) -

* 直线度/平行度技术规格基于使用 LS 圆的一系列径向轨迹进行计算。

** 以 6 rpm 速度及 1-50 upr 滤波器的条件偏离最小二乘圆((误差)偏
离可能向内也可能向外)。

工作台与主轴 Talyrond® 131 Talyrond® 130

工作台直径 125 mm (4.94 英寸)

手动调心范围 ± 1.25 mm (±0.054 英寸)

手动调平范围 ± 30 弧分

中性平面高度 51 mm (2 英寸)

旋转速度 标称6 rpm顺时针

系统圆度误差** ± (0.025 µm + 0.00025 µm / mm) ± (0.98 微英寸 + 0.25 微英寸 / 英寸)

轴向误差 0.025 µm (0.98 微英寸)

传感器量程与分辨率 Talyrond® 131 Talyrond® 130

最大量程 ± 1 mm (+/- 0.039 英寸)

最大量程时的分辨率 0.03 µm (1.18 微英寸)

最小量程 ± 0.2 mm (+/- 0.008 英寸)

最小量程时的分辨率 0.006 µm (0.24 微英寸)

滤波器选项

通过菜单选择提供相位矫正 2CR、高斯和带通滤波。

操作人员可从 1-15 upr, 1-50 upr, 1-150 upr, 1-500 upr, 15-150 upr, 
15-500 upr 和“用户选择”中选择滤波。

电源 (交流单相电源,3 线带接地)

电压 90 - 260 V

频率 47 - 63 Hz

功耗（整个系统） 250 VA 最大, 160 w

环境条件

温度 工作时10°C - 35°C (50°F - 95°F)

存放时 10到+50°C (14°F - 122°F)

温度/时间梯度 小于2°C /小时(3.6°F /小时)

工作湿度 30%至80% 相对湿度,无冷凝

存放时 10%至90% 相对湿度,无冷凝

自由空气流速 稳定时最大值1.0米/秒 (39.4英寸/秒)

气源要求

最大气源压力 8.1 巴 (120 psi)

最小气源压力 5.4 巴 (80 psi)

耗气量 0.037 立方米/分钟 (1.3 scfm)

工作压力 4.1 巴 (60 psi)

过滤 5 µm (200 微英寸)

水分含量 - 露点 2°C (3.6°F)

注意: 

所有精度和不确定度均于 20ºC ±1ºC (68ºF ± 1.8ºF) 的温度下测得。

贯彻随技术发展而不断改进的策略。

因此我们保留修改目录中技术规范的权。



计量领域的专家

Taylor Hobson是世界知名的高精密仪
器生产商，广泛应用于研发和生产领
域的高精密检测。我们的仪器拥有纳
米级别的分辨率。

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计量技术支持
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测量方
案以及值得信赖的测量结果。

www.taylor-hobson.com.cn

服务中心
电子邮箱: taylor-hobson-china.service@ametek.com  
电话:(021) 5866 0796 (直线)  
分机:(021) 5868 5111 - 119/126

•	 	预防性维护–利用Amecare服务覆盖计划保护您的计
量投资

业务咨询
热线电话: 40001 40068 
电子邮箱: taylor-hobson-china.sales@ametek.com 

•	 	设计工程–为最具需求的应用提供特殊、卓越的计
量方案

•	精密制造–为高精度应用场合和行业提供合约加工	
	 服务

技术应用中心
电子邮箱: taylor-hobson-china.cofe@ametek.com  
电话: (021) 5868 5111转148或116分机

•		检测服务–由熟练的技术人员使用行业领先仪器，
根据ISO标准对您生产的零件进行测量

•	计量培训–由经验丰富的计量学家讲授圆度和表面	
	 粗糙度方面的实用、动手培训课程

•	操作人员培训–现场教学将提高熟练度和生产力

•	定制测量方案–特殊用途，针对苛刻应用场合的	

	 专用计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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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hobson.japan@ame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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