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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

在保固期限內的設備若需要服務支援，應該將其送回您的設備供應

商來處理。

除非您與Renishaw 雙方訂定有特別的條款，否則若您向Renishaw 
公司所採購的設備其所適用之保固條款將會包含在 Renishaw 的 “
銷售條件＂ 中。您應該諮詢相關保固條件已確認您的保固內容，但

總體而言，設備若有下列主要情形時，將不在保固範圍內：

 • 因疏忽、處理失當或使用不當；抑或

 • 未經事先取得Renishaw 的同意，將設備以任何方式
修改或更動。

若您的設備是採購自其他的供應商，您應該與他們取

得聯繫，以詳細了解其保固條款所包含的維修內容。

CN 100394139

CN 1202403

CN 1660541

EP 1050368

EP 1144944

EP 1502699

EP 1562020

JP 4520240

JP 4521094

JP 4695808

TW NI-178572

US 6496273

US 6635894

US 6878953

US 7053392

US 731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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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更改

Renishaw 保留更改產品規格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CNC 工具機

數控工具機之操作人員須受過充分的訓練，且遵守製造商

之操作指南。

介面保養

保持系統元件的清潔。

專利

NC4 非接觸式系統 (整合刀刃吹屑) 及相關產品的功能已受

到以下專利及專利申請的保護：



WEEE 指令

在 Renishaw 產品和/或隨附文件中使用本符號，表示本產品不可

與普通家庭廢品混合棄置。最終使用者有責任在指定的報廢電氣和

電子設備 (WEEE) 收集點棄置本產品，以實現重新利用或循環使

用。正確棄置本產品有助於節省寶貴的資源，並防止對環境的消極

影響。如需更多資訊，請與您當地的廢品棄置服務或 Renishaw 代
理商聯絡。

ix在您開始之前

EU 符合性聲明

Renishaw plc聲明此NC4非接觸式刀具設定系統 (整合刀

刃吹屑) 符合適用的標準和法規.

請聯絡 Renishaw plc 索取完整的 EU 符合性聲明或上

網：www.renishaw.com.tw/nc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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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使用者須知

在所有涉及使用工具機或三次元量床的應用中，建議要有

眼睛保護措施。

機器製造商須知

機器供應商有責任保證使用者瞭解機器作業所包含的任何

危險，包括 Renishaw 產品說明書中述及的危險，並保證

提供充分的防護裝置和安全連鎖裝置。

在某些情況下，當光束未被阻擋時測頭信號可能會錯誤指

示。請勿依賴測頭信號停止機器運轉。

設備安裝商須知

所有的 Renishaw 設備設計符合相關的 EC 和 FCC 法規

要求。為了讓產品皆依照這些規定運作，設備安裝商有責

任確保遵守以下指導原則：

• 任何介面的安裝位置必須遠離任何可能的電氣干擾源

（即變壓器、伺服驅動裝置等）；

• 所有 0 伏／接地連接都應接至機器的「星形點」上

（「星形點」是所有設備接地和屏蔽電纜的單點迴

路）。這一點非常重要，若未遵守會造成接地間出

現電位差；

• 所有屏蔽都必須按使用說明書中所述進行連接。

• 電纜不得與馬達電源電纜等高電流源並行，或靠近高

速數據網路；

• 電纜應保持在最短的長度。



xi警告與小心警示

警告

在使用控制元件或調整元件或者操作時，若不按照本出版

物所述的步驟進行，可能受到有害輻射的照射。

請先關閉電源，方可在 NC4 系統上進行維護工作。 

在使用 NC4 系統時，必須嚴格遵循基本的安全防範措

施，以降低火災、電擊和人身傷害的危險，包括以下安

全措施：

• 操作本產品之前請閱讀所有使用說明。 

• 本裝置只能由經訓練的合格人員安裝。

• 使用眼睛防護裝置，防止機械危險、冷卻液和切屑

的傷害。 

• 避免吸入機器上的冷卻液蒸氣。

• 請勿擋住發射器、接收器或刀刃吹屑孔排出的空氣。

• 刀刃吹屑設備散發出來的聲音功率範圍在 3.0 bar 時

達 70.3 dB 至 6.0 bar 時達 78.2 dB。

整合人員有責任確保在使用設備時已經執行適當噪

音評估。

• 眼睛避免直視雷射光束。

確保光束不經任何反射表面反射到眼睛裏。

小心 - 雷射安全

RENISHAW 公司的 NC4 非接觸式刀具設定系統使用的雷

射以 670nm 的波長發出可見紅光，輸出功率低於 1 mW。 

NC4 分類為等級 2 雷射產品並由 BS EN 60825-1:2014 

(IEC 60825-1:2014)定義。

本產品符合 21 CFR 1040.10 及 1040.11 標準規定，除了 

2007 年 6 月 24 日公佈的第 50 號雷射通告規定的偏離外。

BS EN 60825-1:2014 (IEC 60825-1:2014) 規定需貼上雷射

警告標籤及說明標籤。

發射器機殼 (Tx) 每一側都有一個永久固定的警告標籤和說

明標籤 (請參閱第 1 頁了解詳情)。還提供一個自粘式警告標

籤，可以貼在機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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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激光辐射
请勿直视激光光束

1雷射警告標籤

雷射「開啟」和測頭狀態 LED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 頁的「測

頭狀態 LED 功能」)。

標籤 A
標籤 B

附註：  標籤 A 和 B 皆只適用於發射

器單元。

* 不包括依
   2007 年 6 月 24 日公佈之第 50 號雷射公告偏離

標籤 B標籤 A



!

2 雷射發射孔位置

小心符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以下) 

雷射發射孔

標注系統範圍的維修面板識別標記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7 頁的

「維修面板識別標記」)。

小心 - 雷射安全

僅限在維修時使用隨附的特殊工具取下維修面板。

移除面板之前，應先切斷發射器單元的電源，防

止受到雷射光束的照射。

小心符號

維修面板上的小心符號標注下列項目：

小心 – 開啟時有 3R 類雷射輻射。 

避免眼睛直視。

因空間有限，所以此段文字未包含在維修面板上。



3維修及相關文件

維修

必須取下發射器單元的維修面板才能執行部分維修

程序。此維修程序隨附插銷扳手。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59 頁的「維修 - 清潔光學鏡組」。

若在取下面板時為裝置通電，人員可能會接觸 3R 

類級距的雷射輻射。

在 NC4 系統上執行維修程序之前，請先關閉電

源。

相關文件

• NCi-6 非接觸式刀具設定介面盒安裝及使用指

南、Renishaw 零件編號 H-6516-8508。

• 非接觸式刀具設定軟體編程指南。NC 軟體隨

附適用指南。



4 一般資訊

簡介

本指南說明如何安裝、設定、維護及維修 

Renishaw NC4 非接觸式刀具設定系統。

NC4 為一雷射架構的非接觸式刀具設定系統，在正

常操作環境下可提供加工中心高速/高精準的切削

刀具量測。

當刀具移入雷射光束遮斷雷射光束時，系統就會檢

測出來。輸出信號被送到控制器中，從而確定刀具

是否存在及尖端位置 (刀具破損檢測)。

良好作法準則

• NC4 屬於精密裝置，必須小心處理。

• 確保所有安裝固定。

• 保持電觸點清潔。 

• 將系統安裝在操作機器時受衝擊風險影響有限

的位置。

• 將系統安裝在不會受到堆積切屑影響的位置。

請勿讓 NC4 周圍聚積過多廢料。

• 纜線、管線、導管等應適當固定以避免損傷和

負載轉移至 NC4 。

• 藉由連續供氣和供電給 NC4 以達到最佳效

能。

• NC4 受連續乾淨空氣氣流保護。大約每個月

一次檢查光學鏡組是否受到污染。維護間隔時

間須視使用情況增減。



5一般資訊

如何安裝及配置 NC4 (整合刀刃
吹屑) 系統

安裝及配置 NC4 系統的順序如下所述：

1. 安裝空氣套件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6 

頁的「安裝空氣套件」)。請勿在此階段開啟

氣源或設定氣壓。

2. 安裝 NC4 系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3 頁的「安裝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

統」)。

3. 安裝介面單元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3 頁的「安裝介面單元」)。

4. 開啟介面單元電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5 頁的「介面單元通電」)。

5. 開啟 NC4 系統的氣源並設定氣壓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

刃吹屑) 系統氣壓」)。

6. 校準並設定 NC4 系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43 頁的「校準並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

屑) 系統」)。

7. 最後，如適當文件非接觸式刀具設定軟體編程

指南中所述進行系統校正。

8. 若出現問題或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8頁

的「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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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檢查清單

需要下列服務與設備才有助實現完整系統功能：

刀具設定系統

確保提供的 NC4 系統含有正確間距 (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第  12 至 15頁)。若需要不同範

圍，請聯絡您的供應商。

固定

若需要固定支架，請確保正確安裝。

氣源

NC4 需要符合 BS ISO 8573-1: 2010 空氣品質級

別 1.7.2 的乾淨、乾燥氣源。若無法達到此標準，

將需要過濾器/調節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9 頁的「零件清單 – NC4 配件」。

刀刃吹屑需要最大 6.0 bar 的氣源。供應刀刃

吹屑系統的氣源必須符合 BS ISO 8573-1 的要

求：2010 級別 2.9.4。需要電磁閥來控制刀刃吹

屑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7 頁的「零件清

單 – NC4 配件」)。

一般資訊

介面裝置

NC4 需使用 NCi-6 介面裝置。本裝置隨附於各 
NC4 套件。

軟體

需要 Renishaw 非接觸式軟體以進行刀具檢查和量

測循環。

配件

可能需要如導管、接頭等設備，視安裝情形而定。

在維護期間也需要下列設備項目之一：

• 數位電壓表

• NC4 設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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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面板識別記號

各 NC4 發射器和接收器裝置的維修面板皆刻有識

別記號。各尺寸 NC4 的維修面板資訊顯示於反面

的銘板上。

一般資訊

固定式系統

類型 發射器雕刻

記號

接收器雕刻

記號

+F115 +50+ +50+

+F145 +40+ +40+

F230 20 18

F300 20 20
標注系統範圍的維修面板識別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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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狀態 LED 功能

發射器與接收器裝置上的測頭狀態 LED 會向使用

者顯示測頭的狀態。LED 彼此相像。

LED 顯示色彩因介面裝置的操作模式而異。色彩與

相關狀態如第  9 頁和第  10 頁的表中所述。

一般資訊

NCi-6 NC 設定開關 SW1-2 設為「開啟」

測頭狀態 LED 將快速閃爍 NC4 設定工具使用的

代碼。

紅、琥珀和綠之間的 LED 色彩各有不同。

NCi-6 NC 設定開關 SW1-2 設為「關閉」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 頁和第  10 頁

的表格。

測頭狀態 LED 指示燈

(發射器和接收器裝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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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狀態 LED 可用於在 NC4 持續自我檢查信號時

進行診斷，並透過 LED 色彩顯示系統狀態。

若雷射光束暢通無阻且 LED 為琥珀色或閃爍琥珀

色/綠色，這代表需要維修。系統將繼續運行。如需

可能需要採取動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8 頁

「故障排除」。

一般資訊

LED 
指示燈顏色

信號電壓 刀具設定模式 1 刀具設定模式 2

描述

綠色/琥珀色 >6.0 V 以1 Hz 間隔閃爍。

系統操作電壓過高。

系統將繼續運行，但是為了最佳性能，

請重新設定和校準的步驟。

測頭未觸發。

以1 Hz 間隔閃爍。

系統操作電壓過高。

系統將繼續運行，但是為了最佳性能，

請重新設定和水平調整的步驟。

測頭已觸發。

綠色 4.0 V 至 

6.0 V

光束暢通無阻。

測頭未觸發。

光束暢通無阻。

測頭已觸發。

琥珀色 2.5 V 至 

4.0 V

光束部分被遮蔽。

測頭未觸發。

光束部分被遮蔽。 

測頭已觸發。

紅色 0.0 V 至 

2.5 V

光束被遮蔽。

測頭已觸發。

光束被遮蔽。

測頭未觸發。

未點亮 0.0 V 裝置未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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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指示燈顏色 高速破損刀具檢測模式 栓鎖模式

綠色/琥珀色 不適用。 以1 Hz 間隔閃爍。

輸出未栓鎖。

系統操作電壓過高。

系統將繼續運行，但是為了最佳性能， 

請重新設定和校準的步驟。

綠色 不適用。 光束暢通無阻。

輸出未栓鎖。

琥珀色 輸出未栓鎖。

光束被遮蔽。

紅色 輸出已栓鎖。

刀具已破損。

輸出已栓鎖。

未點亮 裝置未通電。

測頭狀態 LED 可用於在 NC4 持續自我檢查信號時

進行診斷，並透過 LED 色彩顯示系統狀態。

若雷射光束暢通無阻且 LED 為琥珀色或閃爍琥

珀色/綠色，這代表需要維修。系統將持續照常運

作。如需可能需要採取動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8 頁「故障排除」。

一般資訊



A
B B

E

C

D A

F

11尺寸 – 發射器 (Tx) 和接收器 (Rx)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Ø30.0

35.0

19.0

5.4

24 跨平面
Ø26.0

7.5

1.0

4.0
1.0

7.5

發射器與接收器
裝置底視圖

3.0
4.0

A = 安裝孔 (×2)，M3 x 0.5 P x 

8.0 mm 深

B = 定位銷孔 (×2)，Ø2.0 mm  x 

8.0 mm 深

C = 氣動快插式接頭，Ø3.0 mm 塑

膠管

D = 電源纜線，Ø6.0 mm 

E = PassiveSeal氣密封孔請勿蓋住。

F = 保護螺絲請勿干擾。9.5 9.5



B

C

HG D
F

A

E

12 尺寸 – 硬體接線系統

30.0

Ø30.0

8.0

Ø30.0

光
束
高
度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13尺寸 – 硬體接線系統

型號
尺寸

A B C D E F G H

F115 55.0 115.0 57.5 31.0 61.0 77.0 18.0 13.7

F115 (加高) 55.0 115.0 57.5 50.0 80.0 96.0 35.6 12.6

F145 85.0 145.0 72.5 31.0 61.0 77.0 20.4 24.5

F145 (加高) 85.0 145.0 72.5 50.0 80.0 96.0 37.5 25.0

F230 170.0 230.0 115.0 31.0 61.0 77.0 21.3 25.3

F230 (加高) 170.0 230.0 115.0 50.0 80.0 96.0 40.3 44.3

F300 240.0 300.0 150.0 31.0 61.0 77.0 21.4 25.4

F300 (加高) 240.0 300.0 150.0 50.0 80.0 96.0 40.4 44.4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30.0

B

C

HG
D

E
F

A

14 尺寸 – 含連接器系統

Ø30.0Ø30.0

8.0

光
束
高
度

13.5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15尺寸 – 含連接器系統

型號

尺寸

A B C D E F G H

F115C 55.0 155.0 97.3 31.0 61.0 77.0 18.1 13.8

F115C (加高) 55.0 155.0 97.3 50.0 80.0 96.0 35.1 12.3

F145C 85.0 185.0 112.3 31.0 61.0 77.0 21.3 25.3

F145C (加高) 85.0 185.0 112.3 50.0 80.0 96.0 37.1 24.7

F230C 170.0 270.0 155.0 31.0 61.0 77.0 21.3 25.3

F230C (加高) 170.0 270.0 155.0 50.0 80.0 96.0 40.3 44.3

F300C 240.0 340.0 190.0 31.0 61.0 77.0 21.3 25.3

F300C (加高) 240.0 340.0 190.0 50.0 80.0 96.0 40.3 44.3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A

16 尺寸 – 安裝調整板

安裝/調整板

18.0

25
.0

5.0

27.5

41.5

55.0

30
.015

.0

M4 螺絲孔 (×3)

視圖 A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17尺寸 – 含接頭纜線

直接頭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90° 接頭

30
.0

94.026.0

110.0

90.0

64.026.0

51.4

30
.0

10
.3



18 尺寸 - NC4 設定工具

R = 18.75

21
.3

21
.3

11
.0

37.5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19規格

應用 搭載在各種尺寸立式和臥式加工中心、複合型加工機和龍門加工中心上

的高精密度、高速非接觸式刀具設定及刀具破損檢測。

重現性 ±1.0 µm 2σ

NC4 氣源供應 硬體接線系統 Ø3.0 mm、接頭系統 Ø4.0 mm 風管、最大氣壓 

6.0 bar。供應 NC4 系統的氣源必須符合 BS ISO 8573-1 的要

求：2010 級別 1.7.2。

刀刃吹屑氣源供應 Ø6.0 mm 風管，最大氣壓 6.0 bar。供應刀刃吹屑系統的氣源必須符合 

BS ISO 8573-1 的要求：2010 級別 2.9.4。

壽命 經測試，可使用超過1百萬次的開關次數

纜線 6 芯隔離電纜。每條電纜備有 18/0.1 的絕緣。

Ø6.0 mm × 12.5 m.

重量 450 g 至 2000 g，視配置而定。

耗電量 (包括介面裝置) 120 mA @ 12 Vdc，70 mA @ 24 Vdc

防護等級 IPX6 和 IPX8，BS EN 60529:1992+A2:2013 

(IEC 60529:1989+A1:1999+A2:2013)

工作溫度 +5 °C 至 +55 °C 

儲存溫度 -10 °C 至 +7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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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對比最小刀具直徑

附註：列於此表中的最小刀具直徑值為一般值。

這些數值僅供參考。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間距 最小刀具直徑

F115 55.0 0.03

F145 85.0 0.06

F230 170.0 0.20

F300 240.0 0.20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性能



21NC4 設定工具

簡介

NC4 設定工具為一電池運作裝置，用於提供 NC4 

接收器裝置信號強度的視覺指示。訊號強度顯示

於數字顯示器上。數字越大，接收器裝置接收的信

號越強。

設定工具位於接收器裝置上，並可旋轉以方便檢視

顯示器。將工具置於 NC4 裝置上將啟動數字顯示

器。移除工具會造成顯示器關閉電源。

附註：  數字顯示器僅顯示信號強度。若需要真實

信號強度讀數，電壓表必須連接至介面裝置上適當

的接頭端子。

設定工具可用於硬體接線及連接器 NC4 系統。

NC4 設定工具

數字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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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規格

設定工具需要一顆 ½ AA 大小電池，額定電壓介

於 3.3 V 和 3.6 V 之間。務必確保供電的電池為標

準規格。如標示所述的電池含有額外連接端子，不

適合使用。

一般而言，此規格可透過鋰電池 (3.6 V) 提供。此

建議規格可最大化電池壽命。鋰 (3.6 V) 電池將可

維持 700 小時連續運作。

電池供應商 零件訂貨號

Farnell 206-520 (Sonnenschein 

SL-350 S)

Radio Shack 2301243

RS Components 

(Radio Spares)

596-589 (Saft LS 14250)

NC4 設定工具

電池製造商 零件訂貨號

Maxell ER3S

Saft LS 14250C, LS 14250

Sanyo CR 14250 SE

Sonnenschein SL-350, SL-550, SL-750

Tadiran TL-4902, TL-5902, 

TL 2150, TL-5101

Varta CR 1/2 AA

Xeno XL-0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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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供應 NC4 系統的氣源必須符合 BS ISO 8573-1 的

要求：2010 空氣品質等級為 1.7.2 且乾燥。若無法

保證空氣品質，可向 Renishaw (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第 89 頁「零件清單 – NC4 配件」) 購買空

氣過濾裝置。

NC4 需要可高達最大氣壓 6.0 bar 的連續調節供

氣。

如果氣源故障，每個 NC4 裝置內的 PassiveSeal 

可以防止污染物進入裝置。這會造成裝置進入觸發

狀態。看不見雷射光束從發射器裝置射出，且發射

器和接收器裝置上的狀態 LED 將顯示紅色 (選擇刀

具設定模式 1 時)。

應判斷氣源故障原因並修正。

刀刃吹屑需要最大 6.0 bar 的氣源。供應刀刃

吹屑系統的氣源必須符合 BS ISO 8573-1 的要

求：2010 空氣品質等級為 2.9.4。需要電磁閥來控

制刀刃吹屑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8 頁的

「零件清單 – NC4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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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作法

• 如有可能，接上從機器氣源過濾器/調節器裝

置輸出的氣源。請勿把 NC4 連接到含油的氣

源上。

• 穿過導管/機器送入風管時，使用空氣套件隨

附的保護套。

• 在將風管連接到 NC4 裝置或刀刃吹屑的進氣

端之前，請短暫開啟氣源以徹底清除風管內的

所有異物，不再有碎屑吹出時，請關閉供氣並

接至 NC4。

• 安裝風管至 NC4 時，請盡可能縮短風管長度

以減少壓力下降。

• 若供氣溫度大於周圍氣溫 5 °C 以上且潮濕，

將需要空氣乾燥機。

組件 直徑 最小靜態彎
曲半徑

最小動態彎
曲半徑

GP 9 導管 14 40.0 –

GP18 導管 24 75.2 –

氣壓管 3 6 –

4 25 –

6 30 –

NC4 纜線 6 10 50

最小彎曲半徑

尺寸以毫米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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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空氣

準備空氣

CNC 工具機控

制器

電磁閥

NC4 系統

NCi-6 介面盒

*參閱備註

Ø4.0 mm 風管

Ø6.0 mm 
風管

Ø6.0 mm 纜線 (一或兩條，

視系統配置而定)

*附註：  可透過使用 NCi-6、CN2 PIN3、4 和 5 輔助繼電器連接 M 碼或直接連接電磁閥以控制電磁閥。

電動-氣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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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空氣套件

警告：  在開始安裝套件之前，請確保機器可安全

運作。

1. 使用安裝支架將空氣調節器垂直固定至適當表

面。這必須在 NC4 的 25.0 公尺 範圍內。

2. 找到符合 BS ISO 8573-1 的乾淨氣源供

應：2010：空氣品質等級 5.9.4，並連接至調

節器入口。如有可能，請直接使用從工具機空

氣過濾裝置輸出的空氣。

若懷疑壓縮空氣來源被污染 (例如，若直接從加工

廠供給、工具機過濾器髒污或位於油霧潤滑器下游)
，則可能需要第二個空氣過濾器。可向 Renishaw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89 頁「零件清單 – 
NC4 配件」) 購買適合的空氣過濾裝置。

安裝

下一步該怎麼做

在您完成安裝空氣套件之後，請安裝 NC4 系統 (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27 頁「安裝 NC4 (整合

刀刃吹屑) 系統」)。

在安裝 NC4 系統和介面裝置 且通電之前，請勿開

啟氣源或設定氣壓。

壓力調節器過濾杯

氣壓調整旋鈕

除油過濾杯
過濾杯排液口

入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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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本節提供如何安裝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的說

明。請視需要參閱第  28、 29 和  30 頁的

圖。

警告：  在開始安裝 NC4 系統之前，請確保機器可

安全運作。在電氣箱中工作時請關閉機器電源。

1. 請於空氣可從維修面板 MicroHole™ 自由流通

的位置安裝系統。

請勿在會堆積大量切屑的位置安裝系統。

2. 使用第  28 頁所示圖的選項之一固定安裝/
調整板至機器床台。 校準調節板使其與機器

軸大致平行。

3. 使用千分表確定調節器裝置或安裝/調整板與

機器軸的垂直度。在調節裝置/調整板的長度

範圍內，頂端和側邊應該在1.0 mm 以內。

4. 讓導管平放在機器中以檢查長度。如有必要請

裁切至適當長度。

5. 硬體接線系統：將兩條纜線和風管穿過導管。

請勿對纜線或空氣管施加重力，因為這會造成

供應來源或 NC4 受損。如有必要請塗抹適量

潤滑劑。

含連接器系統：將纜線穿過導管並將兩條風管

穿過彈簧套。

將導管推入倒鉤型密封套並裝上固定 O 形

夾。

將接頭推入插座，以將纜線裝在 NC4 系統

上。旋轉滾花墊圈直到鎖至定位。

將 NC4 系統置於安裝/調整板上並用兩顆 X/Y 

軸鎖定螺絲和單一 Z 軸鎖定螺絲固定。

(接第  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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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顯示的直導管密封套為標

準安裝。如需選用 90° 密封

套轉接頭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29 頁的圖。 

安裝 – 硬體接線系統

X/Y 軸鎖定螺絲

Z 軸鎖定螺絲

套環

導管
O 形夾

風管 (來自 NC4 裝置)

保護套

直轉接頭

M10 螺絲 
(未提供)

M12 螺絲 
(未提供)

M4 螺絲 
（未提供）

安裝/調整板

Z 軸調整螺絲

三個安裝選項

NC4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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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密封套轉接頭

NC4 系統

導管

聯接
直導管密封套總成

安裝至一般硬體接線系統的選用 90° 
密封套轉接頭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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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系統

導管

直接頭纜線總成

安裝至一般含連接器系統的纜線與直接頭圖示

8. 在連接風管之前，先安裝直風壓轉接頭和保護

套至各風管的開口端 (請參閱第  28 頁的圖)。 

這可防止碎屑進入風管。

9. 在空氣調節器和刀刃吹屑電磁閥中安裝風管。

移除風管末端上的保護套。

6. 將導管穿過機器。如有必要，將纜線在外罩的

來源出口裝上密封管組件。 

附註：  GP18 導管的導管彎曲半徑應大於 

75.2 mm；GP9 導管則應大於 40.0 mm。

7. 將纜線連接到電氣箱中，注意避免讓纜線位於

電氣雜訊來源旁，例如馬達、電源線等。

風管

彈簧套

(接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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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至一般含連接器系統的纜線與 90° 接
頭圖示

90° 接頭 NC4 系統

空氣管

無頭螺絲   
1.5 mm A/F × 4 

鬆開無頭螺絲 × 4 以調整方向。鎖
緊至 0.6 Nm 至 0.7 Nm。



32

10. 使用空氣調節器清潔 Ø3.0 mm 硬體接線系統

或 Ø4.0 mm 接頭系統和 Ø6.0 mm 風管，

以清除所有碎屑。

11. 硬體接線系統：視需要使用 三通接頭和風壓

轉接頭，將風管連接至空氣過濾器/調節器裝

置出口。

含連接器系統：連接風管至 NC4 系統，並滑

動空氣接頭上的彈簧套。

12. 安裝導管夾以固定機器床台上的導管至定位。

這將確保負載未在機器運作時傳遞至 NC4 系

統。

13. 如有需要，請固定導管彈簧套。

安裝

導管 (連接至 NC4)

導管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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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介面裝置應安裝在電氣箱。本裝置的位置應盡可能

遠離變壓器和馬達控制器等潛在干擾源。

NC4 的介面盒會處理信號轉換為無電壓固態繼電器 

(SSR) 輸出。傳送至CNC 工具機控制器，並對測

頭輸入做出反應。

安裝介面裝置

警告：  在安裝介面裝置之前，請確保機器可安全

運作。在電氣箱中工作時請關閉機器電源。

請依文件 NCi-6 非接觸式刀具設定介面盒、安裝和

使用指南、Renishaw 零件編號 H-6516-8508 所述

進行安裝及配置介面。

安裝 – 介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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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配線詳
細資訊

NC4 發射器和接收器裝置的各線路顏色及預設功

能如下所述。含連接器的 NC4 有一條含各色彩的

單一纜線。

* 附註： 未使用此線材時，您應確保開口端正確

絕緣。

下一步該怎麼做

在您完成安裝介面裝置後，請為介面盒通電。

開啟介面盒電源後，開啟氣源並設定正確的氣壓。

NC4 發射器裝置 NC4 接收器裝置

線路色彩 功能 線路色彩 功能

綠色 隔離 綠色 隔離

黑色 0 V 黑色 0 V

紅色 12 V 紅色 12 V

白色 未使用* 白色 類比輸出 1

藍色 未使用* 藍色 類比輸出 2

紫色 未使用* 紫色 設定

灰色 測頭狀態 灰色 測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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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介面裝置通電

警告：  在開啟電源之前，請確保機器可安全運

作。

1. 確保介面裝置及氣源皆已正確連接 (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第  34 頁的表格)。

2. 開啟介面盒電源。

3. 確認 每個NC4 發射器與接收器裝置上的狀態 

LED 亮起。

停電及復電

若在 NC4 系統為正常操作模式時介面裝置的斷電

且於後續恢復供電，NC4 會先關閉電源然後再開

啟，不會損失任何原始增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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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

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
壓

警告：  在設定氣壓之前，請確保機器可安全運

作。

1. 確保介面裝置通電。

2. 監控設定電壓如第  40 頁和第  41 頁所示。

3. 開啟氣源。

4. 逐漸增加氣壓直到看見雷射光束從發射器裝置

輸出，且設定電壓開始上升。

5. 請注意壓力表上的壓力，並以額外 0.5 bar 為

單位增加壓力。檢查雷射光束的外觀是否為

圓形。

附註：  若在機器運作時氣源壓力出現不同狀況，則 

NC4 系統的氣壓可能需要增加，因應此壓力變動。

安裝 – 設定氣壓

氣壓調整旋鈕

向下推旋鈕即可鎖定先向上拉旋鈕再設定氣壓

壓力表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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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刀刃吹屑壓力

警告：  在設定刀刃吹屑壓力之前，請確保機器可

安全運作。

1. 開啟氣源。

2. 啟動電磁閥。

3. 增加氣壓直到足以清除應用及使用刀具時常見

的切屑和冷卻液污染。

4. 通常 6.0 bar (87.02 psi) 為最有效的壓力。

5. 如為極小刀具，請降低氣壓以防止刀具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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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在安裝 NC 軟體之前，請先閱讀軟體媒體上 

Readme 檔案中的準則。

軟體例行工作

使用 Renishaw plc 不同機器控制器及可用套裝軟

體進行刀具設定的軟體例行工作如資料表 適用工

具機的測頭軟體 – 程式與功能 Renishaw 零件編

號 H-2000-2298 中所述。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 renishaw com.tw。

在許多種機器控制器上，皆有實心刀具的高速破損

刀具檢測程序的應用範例。請至 

www.renishaw.com.tw 參閱 Renishaw 網站然後

搜尋「非接觸式刀具設定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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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校準 NC4 系統包含移動 NC4 系統，讓雷射光束

與機器軸保持平行/垂直。應調整校準以符合於第  

42 頁「校準公差」詳細說明的建議公差內。

在相關非接觸式刀具設定軟體編程指南中說明的光

束校準巨集適用於此程序。此巨集顯示系統校準的

良好程度。您可利用此資訊進行 NC4 調整。

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設定 NC4 系統包含調整發射器與接收器裝置的相

對位置，讓接收器裝置接收最大強度的測試信號。

請透過介面裝置於設定模式中執行。

電壓表或 NC4 設定工具可用於顯示接收器裝置接

收的信號強度。

附註：提供正確設定的 NC4 系統。僅限在發射器

和接收器裝置疑似未校準時使用此設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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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壓表

經過檢定的標準電壓表可用於設定及校準 NC4 系

統。

1. 將電壓表置於接收器裝置旁。在 NCi-6 介面裝

置上的端子台 CN1-1 和電壓表其中一個測頭

連接線路。在端子台 CN1-2 和另一個電壓表

測頭之間連接第二條線路。

2. 在介面裝置上設定開關 SW1-2 (NC 設定) 為

「開啟」。

附註：  若在使用電壓表時測得負讀數，請交換電

壓表測頭的連線。

系統校準和設定 – 一般資訊

上方介面卡標籤

LED 診斷指示燈

接頭 CN1 
(10 PIN)

接頭 CN2 
(15 PIN)

可拆式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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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設定工具

設定工具數字顯示器僅在介面裝置進入設定模式

中時才會提供正確讀數 – 意即當 NC 設定開關 

(SW1-2) 設為「開啟」時。

1. 檢查 NC4 接收器是否乾淨且無切屑。推動設

定工具至接收器裝置頂端，然後旋轉讓顯示器

正面朝向您。

2. 在介面裝置上設定開關 SW1-2 (NC 設定) 為

「開啟」。

系統校準和設定 – 一般資訊

設定工具

數字顯示器

NC4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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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公差

刀具可設定的公差範圍取決於雷射光束和機器軸

的平行度。

刀具設定應用

在 100 mm 的範圍中，可輕鬆達成下列校準精

度：

主軸 (P2 – P1)： ≤10.0 µm

徑向軸 (P2 – P1)： ≤1.0 mm

這些數值已足於因應大多數的刀具設定應用。

刀具破損檢測應用

在 100 mm 的範圍中，可輕鬆達成下列校準精度：

主軸 (P2 – P1)： ≤0.2 mm

徑向軸 (P2 – P1)： ≤1 mm

這些數值已足於因應大多數的刀具破損應用。

系統校準公差

P1
P2

主軸

光束軸徑向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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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及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隨附正確設定的發射器

與接收器。在安裝此系統後，您需要如本節所述校

準系統。

僅限在發射器和接收器裝置疑似未校準時使用此設

定程序。

警告：  在校準和設定 NC4 系統之前，請確保機器

可安全運作。

校準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1. 執行光束校準巨集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相

關非接觸式刀具設定軟體編程指南)。

2. 若校準結果超出「校準公差」於第42頁所述數

值，請針對系統進行適當調整。請如下執行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圖 於第44頁)。

校準 X 與 Y 軸

a. 放鬆 X 與 Y 軸鎖定螺絲。

b. 用手校準裝置和 X 與 Y 軸。

c. 小心鎖緊 X 與 Y 軸鎖定螺絲，注意避免

移動硬體接線裝置。

校準 Z 軸

a. 放鬆 Z 軸鎖定螺絲。

b. 調整 Z 軸鎖定螺絲。

c. 小心鎖緊 Z 軸鎖定螺絲，注意避免移動

裝置。

4. 在校準系統後，請重新執行光束校準巨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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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系統上的鎖定和調整螺絲位置

X 及 Y 軸鎖定螺絲 ×2

4.0 Nm

Z 軸鎖定螺絲

4.0 Nm

Z 軸調整無頭螺絲

7.8 Nm

A-A 部分

刀具設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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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調整螺絲

俯仰調整螺絲

俯仰鎖定螺絲

護蓋

護蓋固定螺絲X/Y 軸鎖定螺絲

Z 軸鎖定螺絲

旋轉鎖定螺絲

接收器裝置

發射器裝置

固定螺絲 (請勿調整)

校準及設定

Z 軸調整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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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調整發射器裝置的旋轉和俯仰角度，讓雷射光

束照射在接收器 MicroHole 中心並於電壓表或

設定工具上測得最大信號強度。

檢查：

• 電壓表讀數是否介於 1.0 V 和 7.0 V 之間，

或

• 設定工具讀數是否介於 1.0 和 7.0 之間。 

8. 重複步驟 7 以檢查電壓表或設定工具上測得的

最大讀數。

9. 在發射器裝置上，鎖緊俯仰與旋轉鎖定螺絲

至 1.5 Nm。

10. 在發射器裝置上，重新裝上外蓋然後鎖回外蓋

固定螺絲。

校準及設定

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請參閱第  45 頁的圖。

1. 請如第  40 頁「使用電壓表」所述連接數位

電壓表，或如第  41 頁「使用設定工具」所

述安裝 NC4 設定工具。

2. 開啟介面裝置電源。

3. 確保空氣供給至 NC4 且氣壓正確。

4. 在發射器裝置上，鬆開固定螺絲的外蓋並取

下外蓋。

5. 在發射器裝置上，放鬆俯仰與旋轉鎖定螺絲。

6. 在介面裝置上設定開關 SW1-2 (NC 設定) 為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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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查雷射光束是否未遭阻擋。

在介面裝置上設定開關 SW1-2 (NC 設定) 為

「關閉」。

檢查：

• 測頭狀態 LED 是否為綠色，且

• 電壓表讀數是否介於 4.7 V 和 5.3 V  

之間。

附註：  若使用設定工具，請忽略顯示器上的

讀數。當 NC 設定模式關閉時會顯示錯誤讀

數。

12. 若在開關設為「關閉」時光束被遮蔽，系統將

無法正確設定。若發生此現象，請清除阻礙

物，然後將開關 SW1-2 (NC 設定) 設為「開

啟」再切換回「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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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無法開啟 (Tx 和 Rx 狀態 LED 皆未亮起)

原因 糾正動作

連線故障。 檢查線路連線是否正確。

錯誤電源電壓。 檢查介面裝置的電源電壓。

保險絲燒毀。 檢查連線是否短路。

纜線受損。 更換纜線。

發射器未輸出雷射光束 (Tx 和 Rx 狀態 LED 皆亮起)

原因 糾正動作

PassiveSeal 正在保護裝置。 檢查 NC4 系統的氣源是否開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

風管受損。 檢查風管是否受損或扭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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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性不佳/讀數不精準

原因 糾正動作

刀具上有冷卻液或切屑。 用刀刃吹屑或高速旋轉功能清潔刀具。

檢查刀刃吹屑噴嘴是否未受損或阻塞。 

如有必要請更換。
進給率太高。 設定正確的進給率 – 建議數值為每轉速 2.0 µm。

電氣干擾。 確保 NC4 纜線不靠近高電流纜線。

確保接地線連接至介面盒。
機器和工件的熱膨脹。 將溫度變化降至最低。

增加校正頻率。
加工機過度震動。 消除震動來源。

NC4 氣壓不正確設定。 重設氣壓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
未進行校正與更新偏置。 檢查軟體。

測量速度與校正速度不同。 檢查軟體程式。

在加工機加速與減速區中進行測量。 檢查軟體程式。

機器因滑塊磨損、意外損傷、光學尺鬆脫等

導致重現性不佳。

對機器執行精度性能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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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性不佳/讀數不精準 (續)

原因 糾正動作

支架鬆脫。 進行必要的檢查並鎖緊支架。

刀庫換刀的重現性不佳。 檢查不執行換刀的 NC4 重現性。

電源穩壓不佳。 確保電源正確穩壓。

冷卻液滴漏或起霧。 選擇刀具設定模式 2若無可用 M 碼或無法執行刀具設定模式 2，請

使用刀具設定模式 1 並使用介面盒上的開關和 NC 軟體選擇切削液

防滴模式。先等候至起霧清除後再進行測量。

進入設定模式時電壓超過 1.0 V 至 7.0 V 範圍 (介面裝置設定開關 SW1-2 設為「開啟」)
原因 糾正動作

不正確的間距。 確保 NC4 系統在正確範圍內安裝。若需要不同系統範圍， 

請聯絡供應商。
連線不佳 檢查電壓表是否正確運作，且正確連接至介面盒。

NC4 氣壓不正確設定。 重設氣壓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
有物體阻擋光束。 確保雷射光束未遭阻擋。

MicroHole 或光學鏡組髒污。 清潔光學鏡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9 頁的「清潔光學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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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狀態 LED 為琥珀色  

(僅限在特定狀況下才算故障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9 頁和第 10 頁的表格)

原因 糾正動作

系統未設為最佳效能。 系統操作電壓自上次設定後已下降。可能發生情形：

• 光學鏡組污染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59 頁「清潔光學鏡組」)。

• 氣壓不正確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

• 系統偏離校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3 頁「校準和設定」)。

測頭狀態 LED閃爍琥珀色/綠色

原因 糾正動作

以1 Hz 間隔閃爍。

系統未設為最佳效能。

系統操作電壓自上次設定後已增加。這可能發生在若系統未正確設

定及校準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43 頁「校準和設定」)。

琥珀色/綠色閃爍。無故障。 若在刀具設定模式 2 或栓鎖模式中，琥珀色/綠色閃爍代表雷射光束

中的刀具正在旋轉且刀具刀刃之間出現雷射。測頭未觸發。 

此現象並非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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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頭狀態 LED 為紅色

原因 糾正動作

無氣源供給至 NC4。 檢查氣源。

空氣管受損。 確保空氣管未受損或扭結。

接收器與發射器裝置之間未校準。 重新校準發射器與接收器裝置。

雷射光束被阻擋。 清除障礙物。

鏡頭髒污或氣孔被遮蔽。 如需清潔說明，請參閱本指南的維修章節。(此外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故障「Tx 或 Rx 鏡頭髒污或氣孔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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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或 Rx 鏡頭髒污或氣孔被遮蔽

原因 糾正動作

供應 NC4 系統的氣源不符合  

BS ISO 8573-1 的要求： 

2010 級別 1.7.2。

連接油霧潤滑器的上游供給或自動關閉閥門。

確保加工廠氣源達到所需的空氣品質。

若氣源溫度比環境溫度高 5 °C 以上且潮濕，請安裝空氣乾燥機。

使用非 Renishaw 空氣過濾器。 空氣過濾器必須符合 BS ISO 8573-1 的要求：2010 級別 1.7.2。

空氣過濾杯充滿液體。 清空積滿液體的濾杯。檢查氣源。

風管充滿冷卻液或油。 清潔或更換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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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設定工具未開啟電源

原因 糾正動作

連線故障。 檢查 NC4 設定工具是否乾淨且無切屑。

檢查刀具下方壓緊式接觸彈簧是否乾淨且無受損。

電池安裝錯誤。 正確安裝電池。

檢查安裝的電池是否正確。

電池沒電。 更換電池。

NC4 設定工具提供不正確的讀數

原因 糾正動作

不正確的讀數 設定工具的數字顯示器僅提供指示。這可能與連接 NCi-6 介面盒的

電壓表讀數不同。當交換發射器與接收器裝置間的設定工具時， 

讀數也可能會有不同。此電壓變化未大於 ±0.2 V。

當 NC 設定模式關閉時會得到錯誤讀數。

光學鏡組髒污 確保設定工具上的 NC4 狀態 LED 和光學鏡組濾鏡乾淨且未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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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刃吹屑問題

原因 糾正動作

刀刃吹屑會產生冗長且尖銳的噪音。 氣壓太低。增加氣壓直到噪音停止。 

請勿超過 6.0 bar 上限。

啟動刀刃吹屑時噴嘴噴出冷卻液。 檢查噴嘴是否未受損並正確安裝。更換噴嘴。

刀刃吹屑無空氣。 檢查噴嘴是否正確安裝且未受損。 

檢查氣源是否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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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NC4 裝置僅需要少許維護，因為該產品設計為各種

尺寸立式及臥式加工中心、複合加工機及龍門加工

中心等能在高溫金屬切削和冷卻液環境中使用的永

久固定零件。

只需遵照本安裝指南所述的進行例行維護即可。

若設備在保固期間內需要維修、大修或檢修， 

請將設備送至供應商。

在執行任何維護作業之前，請確保機器能安全運作

且介面盒的電源關閉。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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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液位

定期檢查每個過濾杯內的積存液體。液位必須保持

在過濾元件的下方。

排空液體

按照下列步驟排空過濾杯裏的積存液體：

1. 關閉氣源。將有大量的液體從過濾杯中排出。

2. 開啟氣源並如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

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所述設定氣壓。

3. 若過濾杯中的液位仍過高，請重複步驟 1 和 2 

直到液位下降至滿意的位置。

向下推旋鈕即可鎖定先向上拉旋鈕再設定氣壓

壓力調節器和過濾杯

氣壓調整旋鈕

除油過濾杯
過濾杯排液口

入口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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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電池

設定工具需要 ½ AA 尺寸的電池，額定電壓介於 

3.3 V 和 3.6 V 之間。

1. 用手向前滑動頂蓋以露出電池。

2. 拆下電池。

3. 小心安裝新電池。如需正確方向資訊，請參閱

電路板上的標記。

4. 重新裝回頂蓋。

維護 - NC4 設定工具

頂蓋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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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本章節說明的維修程序應僅限由合格人員執行。

清潔光學鏡組及維修 PassiveSeal 應僅限由受過使

用及操作雷射產品訓練的人員執行。特殊工具如清

潔工具和插銷扳手，應僅限由維修人員使用。 

清潔 NC4
若進入 NC4 的空氣變污濁，發射器與接收器裝置

可能需要清潔。

污染會造成系統維持在觸發狀態。如果懷疑有污

染，應先找到原因並解決問題，然後再清潔 NC4 

系統。如有必要，應更換空氣管。

一次清潔一部裝置，以減少維修面板混亂的風險。

設備要求

• 帶梢扳手。

• 清潔工具。

• 強化清潔液 

(RS 元件編號 132-481) 或類似產品。

• 除塵清潔空氣噴霧

(RS 元件編號 846-698)。

• 聚酯清潔棒 (×2)。

清潔光學鏡組

小心 - 雷射安全
 需取下 NC4 發射器裝置的維修面板才能

接觸光學鏡組。移除面板之前，應先切斷發射器單

元的電源，防止受到雷射光束的照射。

維修 – 清潔光學鏡組

(接第  61 頁)



60 維修 - 清潔光學鏡組

帶梢扳手

維修面板

插入清潔工具

旋轉清潔工具 (約 70 至 80 度) 

清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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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閉介面裝置電源。

2. 設定壓力調節器為 0 bar 以移除 NC4 的氣源。

3. 若風管受損，請更換。

4. 使用插銷扳手從 NC4 裝置前方取下維修面板。

5. 將清潔工具插入孔中並旋轉 70 至 80 度， 

直到光學鏡組的玻璃 PassiveSeal 變乾淨。

6. 清潔氣源約一分鐘以清潔線路。

7. 經由清潔工具的中心接觸清潔鏡頭。 

透過噴嘴管路噴灑清潔劑至鏡頭上。

使用 RS Components 有限公司生

產的、零件號為 132-481 的清潔

劑（推薦）。此外，亦可使用混合 

75% 異丙醇與 25%  

水的混合溶液。
聚酯清潔棒。

噴嘴管路

NC4 裝置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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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棉花棒以90度旋轉移動的方式擦拭鏡頭。 
注意避免對鏡頭施力過大， 
因為這可能會破壞光學鏡組表面。

9. 清潔氣源持續一分鐘以清潔線路。

10. 將清潔棉花棒浸泡在清潔液中。

11. 用棉花棒以90度旋轉移動的方式擦拭鏡頭。 
注意避免對鏡頭施力過大， 

因為這可能會破壞光學鏡組表面。

12. 在孔中噴灑清潔噴霧以去除所有溶液的痕跡。

13. 目視檢查裝入 NC4 裝置中的維修面板表面周

圍是否有碎屑，若可行則取出。 

注意避免不慎讓碎屑進入孔內。

維修 - 清潔光學鏡組

14. 使用清潔液和乾淨的乾燥壓縮氣源吹除維修面

板 MicroHole 中的所有碎屑。

15. 取出清潔工具。 

使用插銷扳手重新裝回維修面板。 

鎖緊至 2.0 Nm。

16. 針對另一部 NC4 裝置重複執行清潔程序。

清潔 NC4 之後

1. 開啟介面單元電源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35 頁「介面裝置通電」)。

2. 恢復 NC4 的氣源並調整氣壓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6 頁的 

「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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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無需重新校準，請設定介面裝置上的開關 

SW1-2 (NC 設定) 為「開啟」。 

經過約 5 秒鐘後，將開關設為「關閉」。

4. 檢查系統觸發。若要檢查， 

請將物體穿過雷射光束並檢查狀態 LED  

是否從綠色變為紅色然後再變回綠色。

維修 - 清潔光學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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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刀刃吹屑噴嘴

刀刃吹屑噴嘴如受損可更換。

確定受損原因並先修正問題後再更換刀刃吹屑噴嘴。

設備要求

• 噴嘴更換套件。隨附：

• 噴嘴鑰匙

• 噴嘴總成

• 墊片

更換刀刃吹屑噴嘴

1. 關閉介面系統電源。

2. 設定壓力調節器為 0 bar 以移除 NC4 的氣

源。

3. 移除刀刃吹屑系統的氣源。

4. 使用噴嘴鑰匙移除 NC4 中的噴嘴。

5. 將新噴嘴裝至 NC4 系統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65 頁的圖)。 

 鎖緊至 2.0 Nm。

更換刀刃吹屑噴嘴之後

6. 開啟介面單元電源  

(請參閱第  35 頁「介面裝置通電」)。

7. 恢復 NC4 和刀刃吹屑的氣源並調整氣壓 (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6 頁的 

「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



65維修 – 刀刃吹屑噴嘴

噴嘴鑰匙

噴嘴
NC4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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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和重新組裝硬體接線系統

警告：含連接器系統不可拆解。 

請聯繫您的 Renishaw 供應商。

可局部拆解 NC4 硬體接線系統， 

以便更換空氣管並 維護PassiveSeal。

在拆解和重新組裝裝置之前， 

請確保清除系統中的切屑和碎屑。

下列程序適合發射器與接收器裝置。

(接第  68 頁)

拆卸硬體接線系統之前

警告：  在拆卸硬體接線系統之前，請確保機器可

安全運作。移除 NC4 系統中的電源和氣源。

小心 - 雷射安全

拆卸硬體接線系統時可取下 NC4 發射器裝

置的維修面板。

拆卸系統之前，應先切斷電源，防止受到雷射光束

的照射。

拆卸硬體接線裝置

請參閱第  67 頁的圖。

1. 關閉介面裝置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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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接收器裝置

硬體接線系統外殼

M3 固定螺絲 × 2

蓋板

M3 蓋板螺絲

O 形夾
墊圈

風管

快插拔式空氣接頭

電氣纜線
NC4 發射器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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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壓力調節器為 0 bar 以移除 NC4 的氣源。

3. 從安裝/調整板中取下 NC4 硬體接線系統外殼。

4. 卸下螺絲並取下 M3 蓋板螺絲， 

然後再取下蓋板。

5. 卸下並取出兩顆 M3 固定螺絲。

6. 小心將 NC4 裝置總成拉出外殼， 

以便露出空氣管和電氣纜線。

PassiveSeal 和空氣管現在可以被維護。 

空氣接頭屬於快插拔式接頭類型。

若要拆卸 PassiveSeal，請參閱第  70 頁的

「拆卸密封」了解詳細資訊。

7. 如有必要請更換風管。

重新組裝硬體接線裝置

請參閱第  67 頁的圖。

1. 確保空氣管和 PassiveSeal 皆已安裝。

2. 小心的將所有過長的纜線及風管送入密封套管

中。裝回電源和氣源時，管線過度鬆脫會損壞

電源和氣源。

3. 將 NC4 裝置總成重新裝入外殼，請小心不要

破壞或扭結纜線和風管。一個稍微扭轉的動作

有助裝置固定至定位。

4. 使用兩顆 M3 固定螺絲將 NC4 裝置固定至外

殼 。

5. 重新裝回蓋板，然後裝回並鎖緊 M3 蓋板螺

絲。

6. 將模組硬體接線系統固定至安裝/調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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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最後，如第  43 頁的「校準並設定 NC4 (整

合刀刃吹屑) 系統」所述， 

校準並設定模組硬體接線系統。

維修 – 硬體接線系統



(接第  72 頁)

70 維修 – PassiveSeal™

拆卸密封

警告：含連接器系統不可拆解。請聯繫您的 

Renishaw 供應商。

若 NC4 裝置因氣源髒污導致污染嚴重，必須拆下

裝置內的 PassiveSeal 總成以徹底清潔裝置。

請一次拆卸及重新組裝一部 NC4 裝置的 

PassiveSeal。這可避免密封和維修面板混亂。

請參閱第  71 頁的圖。

小心 - 雷射安全

在拆卸裝置以拿取 PassiveSeal 時需先取下 NC4 

發射器裝置的維修面板。

拆卸裝置之前，應先切斷電源，防止受到雷射光束

的照射。

1. 關閉介面裝置電源。

2. 設定壓力調節器為 0 bar 以移除 NC4 的氣

源。

3. 從安裝包或安裝板卸下 NC4 裝置螺絲。

4. 使用插銷扳手卸下並取出維修面板的螺絲。

5. 使用插銷扳手卸下鎖定蓋的螺絲。

6. 取出鎖定蓋、隔板夾具、彈簧和 PassiveSeal 

總成。

重新組裝密封

1. 將 PassiveSeal 總成放入 NC4 裝置中。

2. 將定向工具插入裝置中，以抵住平面並固定 

PassiveSeal。



71維修 – PassiveSeal™

維修面板

PassiveSeal 總成

彈簧

鎖定蓋

隔板夾具

插入定向工具

定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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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插入彈簧、隔板夾具和鎖定蓋。 

將鎖定蓋鎖緊至 2.0 Nm。

4. 取出定向工具。

5. 檢查裝置是否髒污。使用乾淨的乾燥壓縮氣源

吹除維修面板 MicroHole 中的所有碎屑。

6. 重新裝回維修面板並鎖緊至 2.0 Nm。

7. 如有必要，請拆卸及重新組裝其他裝置的 

PassiveSeal。

8. 最後，請如下列章節所述重新安裝並重新校

準 NC4。

重新安裝及校準 NC4

1. 如第  27 頁的「安裝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所述重新安裝 NC4。

2. 開啟介面單元電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5 頁「介面裝置通電」)。

3. 恢復 NC4 的氣源並調整氣壓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氣壓」)。

4. 如第  43 頁的 

「校準及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 

所述重新校準 NC4。

5. 檢查系統觸發。若要檢查，請將物體穿過雷射

光束並檢查狀態 LED 是否從綠色變為紅色然

後再變回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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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和重裝濾芯

定期檢查濾芯.過濾元件髒污或潮濕時，應該更換，

並至少每年更換一次。更換操作如下：

1. 關閉氣源。

2. 用手旋鬆過濾杯。

3. 從過濾杯凹處取出 O 形環。丟棄 O 形環。

4. 旋鬆並拆下濾芯.

5. 安裝並更換過濾器及 O 形環 (如果適用)。這些

步驟如第  74 頁圖中的虛線方框 A 所示。

6. 在過濾杯凹處裝入新的 O 形環。

7. 重新裝回過濾杯並用手旋緊.

壓力調節器和過濾杯

除油過濾杯

8. 開啟氣源並如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氣壓」所述設定氣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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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維護套件中的其他組件

1. 關閉氣源。

2. 使用 38 mm A/F 扳手拆除調節器頭。

3. 從調節器機體上拆下需要更換的組件 

（如虛線方框 B 所示）。

4. 將新的組件裝配到調節器機體上。

5. 重新裝回調節器頭並鎖緊至 7.7 Nm。

6. 開啟氣源並如第  36 頁的「設定 NC4  

(整合刀刃吹屑) 系統氣壓」所述設定氣壓。

附註：  虛線方框 A 和 B 內顯示的物件都包

含在 Renishaw 空氣過濾器維護套件中 

（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第  89 頁上的零件清單)。

維修 - 空氣調節器裝置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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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隨附：

• 整合刀刃吹屑

• Ø6.0 mm × 5.0 m 風管

• Ø6.0 mm × 12.5 m 纜線 (× 2)

• Ø3.0 mm × 5.0 m 風管 (× 2)

• 安裝及調整板

• 雷射警告標示

• 安裝及維護指南

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F115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000 F115+ 總成含硬體接線

NC4+ F115 (加高)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100 F115+ 總成含加高及硬體接線

NC4+ F145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200 F145+ 總成含硬體接線

NC4+ F145 (加高)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300 F145+ 總成含加高及硬體接線

NC4 F23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400 F230 總成含硬體接線

NC4 F230 (加高)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500 F230 總成含加高及硬體接線

NC4 F30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600 F300 總成含硬體接線

NC4 F300 (加高)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700 F300 總成含加高及硬體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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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硬體接線 90° 裝置總成。
隨附：

• 整合刀刃吹屑

• Ø6.0 mm × 5.0 m 風管

• 90° 纜線接頭

• Ø6.0 mm × 12.5 m 纜線 (× 2)

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F115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020 F115+ 總成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115 (加高)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120 F115+ 總成含加高、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145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220 F145+ 總成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145 (加高)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320 F145+ 總成含加高、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230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420 F230 總成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230 (加高)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520 F230 總成含加高、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300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620 F300 總成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300 (加高) 90° 硬體接線裝置總成 A-6270-2720 F300 總成含加高、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 Ø3.0 mm × 5.0 m 風管 (× 2)

• 安裝及調整板

• 雷射警告標示

• 安裝及維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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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裝置含接頭總成。隨附：

• 整合刀刃吹屑

• Ø6.0 mm × 5.0 m 風管

• Ø4.0 mm × 5.0 m風管

• 安裝及調整板

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F115C 總成 A-6270-2010 F115+ 總成含接頭插座

NC4+ F115C (加高) 總成 A-6270-2110 F115+ 總成含加高及接頭插座

NC4+ F145C 總成 A-6270-2210 F145+ 總成含接頭插座

NC4+ F145C (加高) 總成 A-6270-2310 F145+ 總成含加高及接頭插座

NC4+ F230C 總成 A-6270-2410 F230 總成含接頭

NC4 F230C (加高) 總成 A-6270-2510 F230 總成含加高及接頭插座

NC4 F300C 總成 A-6270-2610 F300 總成含接頭

NC4 F300C (加高) 總成 A-6270-2710 F300 總成含加高及接頭插座

• 雷射警告標示

• 安裝及維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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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硬體接線套件。
隨附：

• 整合刀刃吹屑

• Ø6.0 mm × 5.0 m 風管

• Ø6.0 mm × 12.5 m 纜線

• 空氣過濾器/調節器

• Ø4.0 mm × 25.0 m風管

• Ø3.0 mm × 5.0 m 風管 (× 2)

• Ø4.0 mm 風壓三通接頭

• Ø4.0 mm 至 Ø4.0 mm 風壓接頭

• Ø3.0 mm 至 Ø4.0 mm 風壓接頭 (× 2)

• 保護套 (× 3)

• 4.0 m 長度 GP18 鋼質編織導管

• NCi-6 介面盒

• 帶梢扳手

• 六角扳手 (2 mm、2.5 mm 和 3 mm)

• 壓接工具 (× 12)

• 導管夾 (× 2)

• 清潔棉花棒 (× 2)

• 清潔工具

• 定向工具

• 安裝及調整板

• 雷射警告標示

• 安裝及維護指南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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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F115 套件 A-6270-3000 F115+ 套件含硬體接線

NC4+ F115 (加高) 套件 A-6270-3100 F115+ 套件含加高及硬體接線

NC4+ F145 套件 A-6270-3200 F145+ 套件含硬體接線

NC4+ F145 (加高) 套件 A-6270-3300 F145+ 含加高及硬體接線

NC4 F230 套件 A-6270-3400 F230 套件含硬體接線

NC4 F230 (加高) 套件 A-6270-3500 F230 含加高圓柱及硬體接線

NC4 F300 套件 A-6270-3600 F300 套件含硬體接線

NC4 F300 (加高) 套件 A-6270-3700 F300 含加高圓柱及硬體接線

零件清單 – NC4 硬體接線套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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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硬體接線 90° 套件
隨附：

• 整合刀刃吹屑

• Ø6.0 mm × 5.0 m 風管

• 90° 纜線接頭

• Ø6.0 mm × 12.5 m 纜線 (× 2)
• 空氣過濾器/調節器

• Ø4.0 mm × 25.0 m風管

• Ø3.0 mm × 5.0 m 風管 (× 2)

• Ø4.0 mm 風壓三通接頭

• Ø4.0 mm 至 Ø4.0 mm 風壓接頭

• Ø3.0 mm 至 Ø4.0 mm 風壓接頭 (× 2)

• 保護套 (× 3)

• 4.0 m 長度 GP18 鋼質編織導管

• NCi-6 介面盒

• 帶梢扳手

• 六角扳手 (2 mm、2.5 mm 和 3 mm)

• 壓接工具 (× 12)

• 導管夾 (× 2)

• 清潔棉花棒 (× 2)

• 清潔工具

• 定向工具

• 安裝及調整板

• 雷射警告標示

• 安裝及維護指南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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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F115 套件 90° A-6270-3020 F115+ 套件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115 (加高) 套件 90° A-6270-3120 F115+ 套件含加高圓柱、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145 套件 90° A-6270-3220 F145+ 套件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145 (加高) 套件 90° A-6270-3320 F145+ 含加高圓柱、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230 套件 90° A-6270-3420 F230 套件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230 (加高) 套件 90° A-6270-3520 F230 含加高圓柱、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300 套件 90° A-6270-3620 F300 含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NC4 F300 (加高) 套件 90° A-6270-3720 F300 含加高圓柱、 

90° 接頭及硬體接線

零件清單 – NC4 硬體接線 90° 套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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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含直接頭套件。
隨附：

• 整合刀刃吹屑

• Ø6.0 mm × 5.0 m 風管

• Ø4.0 mm × 5.0 m風管

• Ø6.0 mm × 12.5 m 纜線含直接頭

• 空氣過濾器/調節器

• Ø4.0 mm × 25.0 m風管

• Ø4.0 mm 風壓三通接頭

• Ø4.0 mm 至 Ø4.0 mm 風壓接頭

• 保護套 (× 3)

• 4.0 m 長度 GP9 鋼質編織導管

• 4.0 m 長度 × Ø4.0 mm 彈簧導管

• 4.0 m 長度 × Ø6.0 mm 彈簧導管

• NCi-6 介面盒

• 帶梢扳手

• 六角扳手 (2 mm、2.5 mm 和 3 mm)

• 壓接工具 (× 12)

• 導管夾 (× 2)

• 清潔棉花棒 (× 2)

• 清潔工具

• 定向工具

• 安裝及調整板

• 雷射警告標示

• 安裝及維護指南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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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F115C 套件 A-6270-3010 F115+ 套件及纜線含直接頭

NC4+ F115C (加高) 套件 A-6270-3110 F115+ 套件含加高及纜線含直接頭

NC4+ F145C 套件 A-6270-3210 F145+ 套件及纜線含直接頭

NC4+ F145C (加高) 套件 A-6270-3310 F145+ 套件含加高及纜線含直接頭

NC4 F230C 套件 A-6270-3410 F230 套件及纜線含直接頭

NC4 F230C (加高) 套件 A-6270-3510 F230 含加高及纜線含直接頭

NC4 F300C 套件 A-6270-3610 F300 套件及纜線含直接頭

NC4 F300C (加高) 套件 A-6270-3710 F300 含加高及纜線含直接頭

零件清單 – NC4 含直接頭套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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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4 含 90° 接頭套件。
隨附：

• 整合刀刃吹屑

• Ø6.0 mm × 5.0 m 風管

• Ø4.0 mm × 5.0 m風管

• Ø6.0 mm × 12.5 m 纜線含 90° 接頭

• 空氣過濾器/調節器

• Ø4.0 mm × 25.0 m風管

• Ø4.0 mm 風壓三通接頭

• Ø4.0 mm 至 Ø4.0 mm 風壓接頭

• 保護套 (× 3)

• 4.0 m 長度 GP9 鋼質編織導管

• 4.0 m 長度 × Ø4.0 mm 彈簧導管

• 4.0 m 長度 × Ø6.0 mm 彈簧導管

• NCi-6 介面盒

• 帶梢扳手

• 六角扳手 (2 mm、2.5 mm 和 3 mm)

• 壓接工具 (× 12)

• 導管夾 (× 2)

• 清潔棉花棒 (× 2)

• 清潔工具

• 定向工具

• 安裝及調整板

• 雷射警告標示

• 安裝及維護指南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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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F115C 套件 90° A-6270-3030 F115+ 套件及纜線含 90° 接頭

NC4+ F115C (加高) 套件 90° A-6270-3130 F115+ 套件含加高及纜線含 90° 接頭

NC4+ F145C 套件 90° A-6270-3230 F145+ 套件及纜線含 90° 接頭

NC4+ F145C (加高) 套件 90° A-6270-3330 F145+ 含加高及纜線含 90° 接頭

NC4 F230C 套件 90° A-6270-3430 F230 套件及纜線含 90° 接頭

NC4 F230C (加高) 套件 90° A-6270-3530 F230 含加高及纜線含 90° 接頭

NC4 F300C 套件 90° A-6270-3630 F300 套件及纜線含 90° 接頭

NC4 F300C (加高) 套件 90° A-6270-3730 F300 含加高及纜線含 90° 接頭

零件清單 – NC4 含 90° 接頭套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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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調整包 A-6270-0302 為固定系統更換調整包

NCi-6 介面套件 A-6516-2000 NCi-6 介面盒及箱子， 

含 DIN 軌安裝及兩個端子台

每公尺導管 (GP18) M-6270-0278 硬體接線整合刀刃吹屑系統導管 (GP18)。 

按公尺定購

每公尺導管 (GP9) P-HO01-0010 整合刀刃吹屑系統導管含纜線接頭 (GP9)。

按公尺定購

導管套件 (GP18) A-6270-0390 4.0 m 硬體接線整合刀刃吹屑系統導管套件 

(GP18)

導管 P 形夾 (GP18) P-CA70-0220 適用 GP18 導管的導管夾

導管 P 形夾 (GP9) P-CA71-0045 適用 GP9 導管的導管夾

導管 O 形夾 (GP18) P-HO01-0069 適用 GP18 導管的 O 形夾

導管 O 形夾 (GP9) P-MA01-0041 適用 GP9 導管的 O 形夾

纜線含接頭總成 (直出、無導管) A-6270-0480 12.5 m 纜線含直接頭

纜線含接頭總成 (90°、無導管) A-6270-0490 12.5 m 纜線含 90° 接頭

纜線含接頭總成 (直出、有導管) A-6270-0485 12.5 m 纜線含直接頭及 4.0 m GP9 導管、 

O 形夾和 P 形夾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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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纜線含接頭總成 (90°、有導管) A-6270-0495 12.5 m 纜線含 90° 接頭及 4.0 m GP9 導管、 

O 形夾和 P 形夾 (× 2)

硬體接線 90° 轉換套件 A-6270-0380 零件需轉換硬體接線系統為 90° 出口

導管密封套 (GP18) M-6270-0277 硬體接線整合刀刃吹屑系統纜線/導管密封套

M20 × 1.5P

導管密封套 (GP9) A-6270-0383 整合刀刃吹屑系統纜線/導管密封套含纜線接頭

18 維修面板 A-6270-0315 維修面板 0.18

20 維修面板 A-6270-0320 維修面板 0.20

+40+ 維修面板 A-6270-0340 維修面板 0.40+

+50+ 維修面板 A-6270-0350 維修面板 0.50+

直接頭 Ø6.0 mm 至 Ø6.0 mm P-PE02-0295 Ø6.0 mm 至 Ø6.0 mm 快插式風壓轉接器

Ø4.0 mm 管路安裝套件 A-6270-0365 Ø4 mm × 5.0 m 風管、 

Ø4 mm 至 Ø4 mm 直接頭、保護套

Ø6.0 mm 管路安裝套件 A-6270-0366 Ø6 mm × 5.0 m 風管、 

Ø6 mm 至 Ø6 mm 直接頭、保護套

PU 管 Ø6 mm P-PF26-0018 Ø6 mm 風管。按公尺定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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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NC4 安裝及維護指南  

(整合刀刃吹屑)

H-6270-8511 NC4 系統含整合刀刃吹屑安裝及維護指南

NCi-6 安裝與使用指南 H-6516-8508 NCi-6 介面盒安裝與使用指南

刀刃吹屑電磁閥套件 A-5299-2933 電磁閥套件控制氣源至整合刀刃吹屑

刀刃吹屑噴嘴更換套件 A-6270-0395 刀刃吹屑噴嘴總成及接頭工具

彈簧蓋 Ø4.0 mm M-6270-0248 4.0 m 長度保護 Ø4 mm 風管

彈簧蓋 Ø6.0 mm M-6270-0249 4.0 m 長度保護 Ø6 mm 風管

NC4 工具套件 A-4114-4110 插銷扳手、六角扳手 (2 mm、2.5 mm 和 3 mm)、 

壓接工具 (× 12)、清潔棉花棒 (× 2)、清潔工具、 

定向工具

旋轉護蓋 M-4114-0130 可手動旋轉護蓋以阻擋雷射光束

NC4 設定工具 A-4114-8000 用於設定 NC4 系統的電池運作工具 

電池 P-BT03-0007 用於 NC4 設定工具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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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零件訂貨號 描述

空氣套件 A-2253-5120 過濾器/調節器

Ø4.0 mm × 25.0 m 風管 Ø4.0 mm T 形接頭

尼龍管 Ø3.0 mm P-PF26-0014 Ø3.0 mm 按公尺定購

尼龍管 Ø4.0 mm P-PF26-0010 Ø4.0 mm × 25 m 風管 (盤繞成圈)

等同 三通接頭 P-PF04-0010 Ø4.0 mm 快插式風壓轉接器

直接頭 Ø4.0 mm 至 Ø4.0 mm P-PE02-0020 Ø4.0 mm 至 Ø4.0 mm 快插式風壓轉接器

筆直接頭 Ø4.0 mm 至 

Ø3.0 mm

P-PE02-0019 Ø4.0 mm 至 Ø3.0 mm 快插式風壓轉接器

空氣過濾器維護套件 P-FI01-S002 用於空氣過濾器/調節器的過濾器和密封更換件

精裝型空氣過濾器 P-FI01-0008 用於過濾大量污染空氣

止滑螺帽 P-NU03-0200 止滑螺帽，M20 × 1.5P， 

用於搭配 GP11 和 GP16 纜線/導管密封套

NCi-6 接線端子台 (10 PIN ) P-CN25-1053 10 PIN 端子台用於搭配 NCi-6 介面盒

NCi-6 接線端子台 (15 PIN ) P-CN25-0009 15 Pin插座端子板用於搭配 NCi-6 介面

雷射警告標示 P-LA01-1066 背面黏膠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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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可用軟體資訊，請參閱適用工具機的測頭軟體 – 程式和功能 (Renishaw 零件編號 H-2000-2298)。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ww.renishaw.com.tw。

工具機應用程式

智慧型手機和機上應用程式皆支援 NC4。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透過使用者手指操作提供簡易且便捷的資訊取得方式。我們免費的應用程式提供全

球各種語言版本，不論新舊使用者都能提供完美體驗。

   

Renishaw 應用程式在中國可透過百度及騰訊提供。

機上應用程式可完美整合廣泛品牌的 CNC 控制器。應用程式安裝於 Microsoft® Windows® 架構 CNC 

控制器上或透過乙太網路連接控制器的 Windows 平板電腦上。 

智慧型手機和機上應用程式配備觸控互動及直覺式設計，可為工具機測頭使用者提供顯著優勢。

如需詳細資訊，請上網站www.renishaw.com.tw/machinetoolapps。



本頁為預留空白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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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南屯區精科七路  
2 號 2 樓 
臺灣 

T +886 4 2460 3799 
F +886 4 2460 3798 
E taiwan@renishaw.com

www.renishaw.com.tw

有關全球聯繫之相關資訊，請上網站 
www.renishaw.com.tw/contact。


	1.pdf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