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精度无线传输接触式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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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描述
WRP45P 和 WRP60P 都是马波斯生产的接触式测头，可用
于高精度5轴加工中心和铣床上，这些对精度要求极高的模具
生产，航空航天和生物医药相关领域。
通过自动检测机床轴的位置, WRP45P 和 WRP60P可实现零
部件定位，工件找正，原点设定以及精确的工件测量.
基于压电技术, 它们在三维表面上也能达到优异的测量性能.
这两种解决方案在尺寸和模块化设计上有所不同，WRP60P
可定制测头加长杆至 1 米. 该无线传输系统保证了卓越的抗干
扰性能和广泛的操作领域，适用于测头和接收器之间无视线
可及要求的大型机器上。
在以下几种应用上都可行:
• 多通道系统: 每套系统最多可以安装4个测头
• 多主轴应用: 只要启用2个可以同时工作的测头，就可在
同一台机床上安装2套系统.
• 双测头应用: 只要使用同一接收器就可同时检测零部件

和刀具.
• 同一车间中最多可使用316套测头.

• 改善生产质量
• 提高生产力
• 高精度，这就意味着能有效减少废料
• 即使是复杂的曲面上也能显现的卓越的测量性能
• 高速旋转测头可进一步缩短生产周期
• 模块化设计，延长线最长可定制1米
• 具有较高的抗干扰能力
• 电池寿命长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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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P45P - WRP60P 高精度接触式测头

WRP45P适用于小型以及中型的 5 轴加工中心和铣床.
WRP60P则适用于大型 5 轴加工中心和铣床.另外, 由于其模块化的设计, 它还可以检测深度部件.
该测头可与WRI 接收器配合使用.

单项重复性 (2σ)
使用标准 35 mm 探针以600 mm/min的速度 0,25 μm

LOBING 2D in X/Y* ±0,25 μm

LOBING 3D in X/Y* ±1 μm

测量力*  0,07 N (XY 平面 / Z 方向.)

超行程*           
12° (XY 平面)

6 mm (Z 方向.)

传输类型                    多通道无线电

开启/关闭 
传输距离                          

15 m

可用通道数  79

子通道数 4

开启                                          机床 M 码

关闭                                             可编辑定时器

2 x CR2电池类型
锂电池

2 x CR123
锂电池

待机     1年                   1,5年

5% 使用                             150天 250天

连续使用                      300时 500时

电池寿命**

防护等级 
(标准 IEC 60529)         

IP67

工作温度                          0÷60 °C

(*) = 使用标准35 mm 探针
(**) = 在不同的模式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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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集成接口的接收器 (WRI)
带集成接口的接收器 WRI配备一个实用的4位数显, 和远程控制组件, 使其易于编辑并且在发生故障时易于调整。
该接收器用 4 x M4 的螺钉固定; 但同时它也配备了一个磁性安装底座, 使其易于安装和固定.WRI 接收器还可以安装在机床外
部.

13.5 - 30 Vdc
最大电流100 mA

功耗 1 W 光

电隔离

13.5 - 30 V
1 mA at 15 V

电源

输入信号
(SINK or SOURCE)

开始/停止
SEL O and SEL 1

输出信号
(may be set to N.C. or
N.O.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error, which is
always set to N.C.)

固体继电器(SSR)
4 - 30 V  40 mA

测头 1   状态/脉冲

测头 2   状态/脉冲
电池电压不足

误差

相邻系统间的最小
距离

两个发射器之间 0,5 m
不同系统间的发射器和接收器

0,5 m

防护等级
(标准 IEC 60529)

侧出线版本

1.5 m 电缆保护销

电缆长度
5-15-30 m

后出线版本

系统序列号
测头组件

P1SRWP0001 WRP45P 组件

P1SRWP0031 WRP60P 组件

所有的 VOP组件都配备完整的电池和必要的探针
For fingers, 保护销和其它配件请参考  D6C00601I0样本

带集成接口的接收器(WRI) 组件

 P1SRW60000 侧出线WRI 组件

 P1SRW60001 后出线WRI 组件

所有组件都配备了完整的电池和操作手册

只有VOI后出线组件包含1.5m电缆保护销.

6180890104 5 m CN 连接电缆

6180890112 10 m CN 连接电缆

6180890103 15 m CN 连接电缆

6180890105 30 m CN 连接电缆

6134232000 接收器底座

更多备件序列号请参考WRS 样本 D6C05600I0

关于公司地址位置的详细信息，请查询Marposs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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