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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test
●实现高效调心调水平与高精度测量相结合 

 三丰公司秉承持续创新向客户提供最新技术体验的理念。
因此保留对产品的技术规格进行变更的权利。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小型圆度测量仪，具备出色的

性价比，可全面进行圆度评价。

●易于操作。

 控制面板上的按键大且布局直观，便

于操作。

● 人性化操作。

 配有大型号液晶面板显示器，测量结

果与所记录数据图表易于查看。本设

备机体小巧，内置热敏打印机，适用

于狭小的检测空间。

Roundtest RA-10
211系列 — 圆度测量仪

RA-10

操作简单、小巧轻便，专为生产线

侧的车间而设计。

● D.A.T. (数字调整台)功能有助于进行调

节，如调心和调水平，并大大减少了

初步设置操作所需的时间。

 ■规格
型号 RA-10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4+6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4+6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最大测量直径 ø100mm
台面最大承重 10kg

垂直移动 垂直行程 117mm
X轴 移动范围 75mm (旋转中心为起点-25mm ~ +50mm)
检出器*1 测量范围 ±1000µm

*1: 本检出器只适用标准长度测针。不适用于长测针。

测量仪器附带检查成绩书 
详细信息参见U-12页

参见Roundtest RA-10(C15019)产品样本

产品样本 No.C15019

形状测量系统

真正的小型圆度测量仪同时具有突出的性价比和

卓越的测量能力

小型圆度测量仪

ROUNDTEST RA-10

参见RA-120/120P(C15008)产品样本

形状测量系统

小型圆度测量仪

ROUNDTEST RA-120/120P

产品样本 No.C15008(4)

可灵活对应各种工件的具有丰富分析功能的小型

圆度测量仪

Roundtest RA-120 / 120P
211系列 — 圆度测量仪

 ■规格
型号 RA-120 RA-120P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4+6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4+6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最大测量直径*1 ø280mm (ø380mm: 当检出器设置为垂直方向时，

最大探测高度为自台面50mm)
台面最大承重 25kg

垂直移动 垂直行程 280mm
X轴 移动范围 165mm (旋转中心为起点-25mm ~ +140mm)
检出器*2 测量范围 ±1000µm

*1:    在径向方向上，到工作台中心的测量高度小于20mm和到工作台顶端的测量高度小于20mm的工件需要使用辅助工

作台(选件)。
*2:  本检出器只适用标准长度测针。不适用于长测针。

RA-120 RA-120P
各种型号(RA-120/120P/10)的分析能力不同而有所不同。

什么是D.A.T. (数字调整台)功能？

专用分析装置类型
(RA-120)

通过电脑进行数据分析
 (RA-120P)

通过计算显示正确的偏移量及
倾斜度，在旋转工作台上调节数
显测微头

预测量 显示计算偏移/倾斜量 简单调节 调心/调水平完成

偏移调节范围: ±3 mm
倾斜度调节范围: ±1° 

由截面’A’和‘B’ 创建初始测量

回旋转中心的
偏移量

与工作台旋转轴的
初始倾斜角度回转中心 转台轴

工 件
工 件

旋
转
工
作

台
旋

转
工
作

台

●将电装部内置的轻
量化紧缩性设计，
进一步节省设置空
间。

●  ROUNDPAK采用

Windows操作系统
进行高级分析的数
据分析程序。

附带测量数据输出功能的产品可连接
到测量数据网络系统MeasurLink
(详细信息参见A-5页)。

简单的4步测量

将工件在夹具上卡紧 将检出器与工件接触

根据需要，按下[条件] 
按键

按[开始/停止]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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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丰公司秉承持续创新向客户提供最新技术体验的理念。
因此保留对产品的技术规格进行变更的权利。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oundtest RA-2200
211系列 — 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系统

RA-2200 AS
带显示器支架的除振台(选件)
*  打印机桌(由客户提供)未显示。

RA-2200 AS
带边桌的桌式一体除振台(选件)

● 外形小巧且测量范围宽确保其精度可

与更高级别的型号相媲美。

● 搭载D.A.T. (数字调整台)功能有助于高

效完成测量前繁琐的调心调水平作业。

● 检出器部分标配有安全装置。

● 检出器支架内可安装滑动机构(可选滑

动检出器支架 )。能

够通过单击测量深孔

厚壁工件，这是标准

检出器很难实现的。

Roundtest RA-1600
211系列 — 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系统

 ■规格
型号 RA-1600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2+6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2+6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台面最大承重 25kg
最大测量直径 ø280mm

垂直移动 垂直行程 300mm
X轴 移动范围 165mm (旋转中心为起点-25mm ~ +140mm)

检出器 测量范围
标准 ±400µm/±40µm/±4µm
跟踪 ±5mm

 ■规格
型号 RA-2200AS RA-2200DS RA-2200AH RA-2200DH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2+3.5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2+3.5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台面最大承重 30kg
最大测量直径 ø 300mm

垂直移动 垂直行程 300mm 500mm
X轴 移动范围 175mm (旋转中心为起点-25mm ~ +150mm)

检出器 测量范围
标准 ±400µm/±40µm/±4µm
跟踪 ±5mm

211-723  RA-1600

测量仪器附带检查成绩书 
详细信息参见U-12页

参见Roundtest RA-2200系列(C15001)产品样本

形状测量系统

产品样本 No.C15001(3)

圆度 / 圆柱形状测量系统同级产品

中精度最高且易于使用

圆度、圆柱形状测量仪

ROUNDTEST RA-2200 系列

参见Roundtest RA-1600(C15000)产品样本

形状测量系统

产品样本 No.C15000(4)

圆度 / 圆柱度形状测量仪

一款全新PC对应的圆度和圆柱度测量仪器，其广

泛的分析功能适用于多种工件的测量。

ROUNDTEST RA-1600

拥有自动调心/调水平功能的

高性能・自动测量的高精度机型。

● 高速自动调心/调水平功能有助于大大

减少设置所需的时间。

● 这是一个全自动型号，自零件程序调用、

调心/调水平、测量、计算至打印的各个

环节均能自动处理。

● 无需改变检出器的位置，就能连续测量

内/外径。(内径达ø50mm)

●转台的自动定位功能，可在转台转动及

滑动部/柱移动的同时自动进行测量。

● 高级图形分析如功率谱图可用。

● 检出器支架内包含一个滑动机构。

附带测量数据输出功能的产品可连接
到测量数据网络系统MeasurLink
(详细信息参见A-5页)。

检出器的安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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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test
●实现高效调心调水平与高精度测量相结合 

 三丰公司秉承持续创新向客户提供最新技术体验的理念。
因此保留对产品的技术规格进行变更的权利。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oundtest RA-H5200
211系列 — 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系统

拥有自动调心/调水平功能的

高性能・自动测量的高精度机型。

● 高速自动调心/调水平功能有助于大大

减少设置所需的时间。

● 这是一个全自动型号，自零件程序调用、

调心/调水平、测量、计算至打印的各个

环节均能自动处理。

● 无需改变检出器的位置，就能连续测量

内/外径。(内径达ø50mm)

● 转台的自动定位功能，可在转台转动及

滑动部/柱移动的同时自动进行测量。

● 高级图形分析如功率谱图可用。

● 检出器支架内包含一个滑动机构。

调心/调水平
1分钟内完成

倾斜: 520µm

15
0m

m

偏心率: 200µm

RA-H5200AH

Roundtest Extreme RA-2200 CNC
211系列 — CNC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系统

●操作简便的高精度旋转工作台

 高精度旋转工作台标准搭载自动调心/调
水平功能，操作者无需苦于对工件进行

调心/调水平操作。

●可自动测量(CNC)的检出器姿势变更

功能

 自动控制支臂姿势(垂直/水平)及检出器

的旋转特征(在0 - 270º的范围内以1º增量

旋转)能对多种要素组合进行连续测量，

如外径/内径和/或上/下面测量。另外，

脱机教学功能可轻松生成工件程序。

● 实现高精度测量的位移传感器

 X轴驱动装置内有三丰公司光栅尺，可

直接探测驱动装置的位置。它保证了对

重复测量来说至关重要的高精度定位。

●粗糙度检出器(选件)

 ■规格
型号 RA-2200 CNC

Z轴立柱
标准立柱

(垂直移动: 300mm)
高立柱

(垂直移动: 500mm)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2+3.5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2+3.5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台面最大承重 30kg
最大测量直径 ø 256mm

垂直移动

(Z轴立柱)
垂直行程 300mm 500mm

X轴 移动范围 175mm (旋转中心为起点-25mm ~ +150mm)

检出器 测量范围
标准 ±400µm/±40µm/±4µm
跟踪 ±5mm

 ■规格
型号 RA-H5200AS RA-H5200AH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2+3.5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2+3.5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台面最大承重 80kg (自动定心: 65kg)
最大测量直径 ø400mm

垂直移动

(Z轴立柱)
垂直行程 350mm 550mm

X轴 移动范围 225mm (旋转中心为起点-25mm ~ +200mm)

检出器 测量范围
标准 ±400µm/±40µm/±4µm
跟踪 ±5mm

测量仪器附带检查成绩书 
详细信息参见U-12页

参见Roundtest RA-2200系列(C15001)产品样本

形状测量系统

产品样本No.C15001(2)

圆度 / 圆柱形状测量系统同级产品

中精度最高且易于使用

圆度、圆柱形状测量仪

ROUNDTEST RA-2200 系列

附带测量数据输出功能的产品可连接
到测量数据网络系统MeasurLink
(详细信息参见A-5页)。

RA-2200 CNC
图中附带了系统防振台架 (带侧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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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丰公司秉承持续创新向客户提供最新技术体验的理念。
因此保留对产品的技术规格进行变更的权利。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oundtest Extreme RA-H5200 CNC
211系列 — CNC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系统

实现更高精度。CNC测量机极大地提

高了生产力和效率。

● 标配高精度自动调心/调水平功能的旋

转工作台。无需进行手动调心/调水平。

● 自动控制支臂姿势(垂直/水平)及检出

器的旋转特征(在0-270º的范围内以1º
增量旋转 )能对多种要素组合进行连

续测量，如外径/内径和/或上/下面测

量。另外，脱机教学功能可轻松生成

工件程序。

● X轴驱动装置内有三丰公司光栅尺，可

直接探测驱动装置的位置。它保证了

对重复测量来说至关重要的高精度定

位。

●粗糙度检出器(选件)

RA-H5200 CNC
带侧桌

 ■规格
型号 RA-H5200 CNC

Z轴立柱
标准立柱

(垂直移动: 350mm)
高立柱

(垂直移动: 550mm)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2+3.5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2+3.5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台面最大承重 80kg (自动定心: 65kg)
最大测量直径 ø356mm

垂直移动

(Z轴立柱)
垂直行程 350mm 550mm

X轴 移动范围 225mm (旋转中心为起点-25mm ~ +200mm)

检出器 测量范围
标准 ±400µm/±40µm/±4µm
跟踪 ±5mm

测量仪器附带检查成绩书 
详细信息参见U-12页

参见Roundtest RA-H5200系列(C15011)产品样本

产品样本 No.C15011

高精度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机

拥有世界顶级精度、优越操作性及多功能解析的

圆度/圆柱度测量机

ROUNDTEST RA-H5200系列

形状测量系统

是大型圆度测量机中高精度的

CNC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仪

●承重350kg，而且具有高级别的旋转精

度。不论是圆度・圆柱度的平面度等

都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适用于大型

沉重圆柱型零部件各种规格要求的高

精度测量。

● 配备有测量机床主轴深孔内侧的深孔

测量装置(特别制作、无CNC功能)。

● X轴驱动部的位移传感器上配备了三丰

公司制造的光栅尺，可以直接检测出

驱动部的移动量，实现了自动测量中

不可缺少的高精度定位。

Roundtest Extreme RA-6000 CNC
211系列 — CNC圆度/圆柱度形状测量系统

 ■规格
型号 RA-6000 CNC

旋转工作台

旋转精度 *1 *2

(JIS B 7451-1997)
径向  (0.05+6H/10000)µm　　H: 为测量高度 (mm)
轴向  (0.05+6X/10000)µm　　X: 到旋转工作台轴的距离 (mm)

台面最大承重 350kg
最大测量直径 ø880mm

垂直移动

(Z轴立柱)
垂直行程 1050mm

半径方向移动部 移动范围 465mm (可移动至旋转中心的-25mm)
检出器 测量范围 ±400µm

*1：精度保证温度为20ºC。
*2：为旋转中心有负荷情况下的精度。

附带测量数据输出功能的产品可连接
到测量数据网络系统MeasurLink
(详细信息参见A-5页)。

附带测量数据输出功能的产品可连接
到测量数据网络系统MeasurLink
(详细信息参见A-5页)。

RA-6000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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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ndtest
●实现高效调心调水平与高精度测量相结合 

 三丰公司秉承持续创新向客户提供最新技术体验的理念。
因此保留对产品的技术规格进行变更的权利。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OUNDPAK
圆度/圆柱形状测量分析软件

● 不仅限于圆度、

圆柱度，而且标

准配备了平面度、

平行度等丰富的

参数。这些参 数
可以通过简单的

图标进行选择。同时，还有特殊的分

析功能，比如设计值拟合分析、谐波

分析、圆周顶 - 底检出功能，只要读

取一次数据后，可方便的进行重新计

算或数据删除等。

● 可以自由设定分析结果、图形显示的位置、

大小等，制作出客户自己的测量结果报告

书。分析结果画面可以直接输出使用。输

出设置也可保存在测量顺序中，从测量开

始到计算、结果保存、输出打印可以自动

运行。

● 圆度或同轴度等的分析结果可以用3D图形

直观的显示出来。

● 在没有真实测量对象

工件时，也可以使用

脱机学习功能制作工

件程序 (测量顺序)，
并且可以使用3D模

拟画面虚拟运行测量

动作。在模拟时，对

可能发生的碰撞可以

进行警告提示。

普通显示 线框显示 表面图显示 阴影显示

动作功能视窗

工件视窗

工件程序列表

动作坐标确认视窗

图标视窗

重新计算设置画面

数据删除画面

结束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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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丰公司秉承持续创新向客户提供最新技术体验的理念。
因此保留对产品的技术规格进行变更的权利。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分析类型

RA-2200/H5200
RA-2200CNC/

H5200CNC/6000CNC
RA-1600 RA-120P RA-120 RA-10

圆度 3 3 3 3 3

圆柱度 3 3

同心度 3 3 3 3 3

同轴度
轴元素 3 3 3 3 3

轴 3 3 3

平面度 3 3 3 3 3

平行度 3 3 3 3

垂直度 3 3 3 3

径向偏差 3 3

厚度偏差 3 3 3 3

径向跳动 3 3 3 3 3

径向全跳动 3 3

直径测量 3 3

直线度 3 3

倾斜度 3 3

锥度 3 3

直径轮廓公差 3 3

直线轮廓公差 3 3

宽度测量(仅CNC) 3
(仅 CNC)

功率谱 3 3

谐波分析 3 3 3

轮廓操作 3 3 3

圆锥面分析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