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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
 灵活
 适时优化
 符合德国  DAkkS   认证 *

新特点：符合 DAkkS 认证

新特点：测针和从M1（专利申请中）开始的小规模螺纹的测量方法

新特点：“GAS”3D–螺纹轴搜索算法，用于自主确定内外螺纹量规的顶点

新特点：使用 QM Soft® 优化的数据接口

新特点：可以使用协作机器人直接集成到生产过程中

可在生产线附近使用

标准用途：
轮廓、粗糙度和螺纹测量系统

直观，且易于使用

通过模块实现系统功能扩展

使用示教文件可以自动进行多个测量

某些型号沿测量轴配备空气静压空气轴承（如 GM-X）出色的性价比

超值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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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Gesellschaft für Längenprüftechnik mbH不保证本传单中的信息是最新的、正确的和完整的。
本传单取代了以前的所有版本，对旧版本不再有效。

 ISO 公制螺纹1502:1996（DIN ISO 965:1998）
 公制螺纹量规 ANSI/ASME B1.16M-1984
 ISO 公制梯形螺纹 DIN 103:1997
 联合螺纹和量规 ANSI/ASME B1.1-1983/B1.2-1983
 统一螺纹（ANSI/ASME B1.1-1982）量规BS 919-1:2007
 管螺纹和量规 ISO 228:2000（以及旧DIN 259:1979）
 钢导管螺纹 DIN 40431:1972
 符合 DIN 405:1997 的转向节螺纹
 符合 BS 84:2007/BS 919-2:2007 的 Whitworth 型平行螺纹
 NPSM 管螺纹符合 ANSI/ASME B1.20.1-1983
 符合 DIN 513:1985（量规值的工厂标准）的支墩螺纹
 MJ 螺纹 DIN ISO 5855:1989
 符合 DIN 8140:1999 的公制螺纹插件（例如螺纹）

 符合 Boellhoff 工厂标准的 HELICOIL 螺纹
 符合 DIN 7756:1979 和 ETRTO V.7 的阀门螺纹
 符合 ASME/ANSI B 1.5-1988 的梯形螺纹
 符合 ASME/ANSI B 1.8-1988 的短梯形螺纹
 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的螺纹 DIN 79012:2011-04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DIN 2241:2018-07

   可选配：  锥螺纹软件

 锥螺纹 DIN 2999
 锥螺纹 ANSI/ASME B1.20.1 (NPT) 
 锥管螺纹 BS 21, ISO 7-2
 锥管螺纹 ASME B1.20.5-1991 (NPTF)

（如有要求，可提供所有可测量螺纹类型的完整列表）

QM Soft®中集成的螺纹标准： （摘录）

技术参数： （摘录）

ConturoMatic TS-UD / GS TS-X /GM-X

ConturoMatic 轮廓系统参数

测量范围一X                              ←→ 300 mm 280 mm

测量范围一Z                               ↑↓ 370 mm 350 mm

从下面扫描                                   ↓

从顶部扫描                                 ↑ •

测量方向                                   ←→
X 扫描                                        ⇤ ⇥ –

粗糙度测量  •

• = 可选项      – = 没有 信息更新至2022年6月1日

立足未来的螺纹测量机
螺纹测量机GS/GM-X和QM-Soft®螺纹评估系统您的长度测试技术的合作伙伴



螺纹测量机 GS/GM-X

随着对螺纹和螺纹量规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为了确保螺纹连接的功能和安全性， 

以及当前的 IATF16949 体系在产品安全方面，也有着更严格的文件要求和测试设备监控， 

同时，轻量化结构和高应力连接也需要符合更加严格的公差。所以，工业生产需要新的现代

测量方法。

过去使用的三针测量法或通过测定球来得到中径的测量方法，正在被新的、更准确和可靠的

方法所取代。用传统的Abbe测量方法测量螺距时，仅仅是对真实的螺纹几何形状进行有限的

假设，所以，曾经在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测量方法正在被新的方法所取代。

立足未来的螺纹测量方案

只有通过现代扫描数据采集，才能测量侧面角、侧面形状偏差、芯径、螺纹根部半径和螺纹侧

面粗糙度。那些无法被传统测量方法所测量的参数可以被有效地确定、记录以及监控。由于螺

距引起的重叠，光学测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基于我们已建立的 ConturoMatic-T 系统，我们开发了测量设备，具有卓越的效率和准确性，

能够灵活、快速、经济高效地进行螺纹检查。同时，结合目前最强大的用于计算量规和功能螺

纹特性的软件 QM Soft®，我们为您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的现代量规和功能螺纹的测量工具。

坚固的设计和简单的操作允许在靠近生产区域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使用。

我们的 ConturoMatic GS/GM-X 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 DIN EN ISO/IEC 17025:2018-03 认证 

的 DAkkS 校准实验室。此外，还可以满足 IATF169497.1.5.3.1中规定的内部实验室要求。

* 检测过程参照 DAkkS-DKD-R 4-3
4.8:2010 部份，1-5 选项
4.9:2000 部份，无任何限制适用 1-5 选项。

扫描整个螺纹轮廓，可以评估所有相关螺纹参数。为此，记录的测量点都被采用。
由于我们的动态速度控制，测量数据不需要插值，这也导致恒定数据指向与曲面正交的表面。

应用场景
ConturoMatic GS/GM-X 螺纹扫描仪可用于自动化测量过程的批量生产，也可用于测量室或
校准实验室。

测量范围  
螺纹规以及公螺纹和母螺纹 M1 至 M300。使用我们的 GM-XL 高达M500。

轮廓 &QM-Soft® 软件 

GS/GM-X 系统的特点
以满足螺纹测量的特殊要求，我们的 ConturoMatic GS GewindeScanner 和 GM-X Gewinde-
Master 的配件和软件，包括测量螺纹规所需的所有元件都是定制的。

还有通用螺纹量规夹具系统 UA-150，适用于螺纹环规 M1-M70 和塞规 M1-M100 的安全固
定。基于大量可用的探针臂和探针头，大多数螺纹类型和螺纹量规的测量都是可行的，我们还提
供用于测量 M1 小内螺纹的探针和方法（正在申请专利），或用于测量锥形螺纹的形状优化探针。

螺纹标准件 SN-100 可以提供快速的系统检验。

轮廓和粗糙度检测
除 螺 纹测量 外，我们系统在 轮廓 和粗糙 度 测量的基 本灵活 性仍然 不受限制。已购买的 
ConturoMatic T1、T3、TS-UD 和 TS-X 系统可以轻松升级为螺纹测量机。

我们的 L&W QM Soft® 软件的优化数据接口为您提供了多种优势：
 螺纹测量序列的自动化管理
 为特殊螺纹类型的检测推荐合适的测针
 软件检查所选测针臂的正确与否
 检测由于参数设置不正确导致的错误测量
 自动生成保存测量数据的文件夹
 测量过程优化会节省大量时间
 自动化流程减少了操作故障

由于我们的 ConturoMatic 软件与 L&Ws“QM Soft®”的线程模块相结合，您只需几个步骤即
可执行准确、快速和可重复的评估。该集成数据库包括普通螺纹标准的所有参数和公差，也包
括外来螺纹标准。 

对于螺纹轮廓的计算，由螺纹螺距扫描和测量引起的相关偏差被校正，并计算到实际轮廓 

ConturoMatic GS/GM-X 螺纹测量机的检测过程 

快速测量过程

寻找顶点 从上往下测 从下往上测 测量评估只需约 2 份钟

自动定位螺纹轴-GAS

精确的螺纹测量绝对需要在螺纹的顶点进行扫描。由于侧面间距，手动定位探头通常是不可
能的。 

我们用于寻找螺纹轴的“GAS”模块通过软件自主控制和自主确定最佳探针尖端位置，并可
集成到自动测量序列中（适用于 M1 螺纹规）

示例——自动系列测量

对于螺纹的连续测量，可以在一个测量任务中获得多个螺纹轮廓。此类测量程序是使用我们
经过验证的简单示教功能创建的。操作员不需要任何特殊软件功能的知识来执行这些步骤。

在全自动测量序列之后，数字化数据自动传输到 QM Soft® 进行评估。

输出报告测量 源数据 评估

QM-Soft®

评估 

2份钟

塞规 1

塞规 2

塞规 3



螺纹测量机 GS/GM-X

随着对螺纹和螺纹量规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为了确保螺纹连接的功能和安全性， 

以及当前的 IATF16949 体系在产品安全方面，也有着更严格的文件要求和测试设备监控， 

同时，轻量化结构和高应力连接也需要符合更加严格的公差。所以，工业生产需要新的现代

测量方法。

过去使用的三针测量法或通过测定球来得到中径的测量方法，正在被新的、更准确和可靠的

方法所取代。用传统的Abbe测量方法测量螺距时，仅仅是对真实的螺纹几何形状进行有限的

假设，所以，曾经在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测量方法正在被新的方法所取代。

立足未来的螺纹测量方案

只有通过现代扫描数据采集，才能测量侧面角、侧面形状偏差、芯径、螺纹根部半径和螺纹侧

面粗糙度。那些无法被传统测量方法所测量的参数可以被有效地确定、记录以及监控。由于螺

距引起的重叠，光学测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基于我们已建立的 ConturoMatic-T 系统，我们开发了测量设备，具有卓越的效率和准确性，

能够灵活、快速、经济高效地进行螺纹检查。同时，结合目前最强大的用于计算量规和功能螺

纹特性的软件 QM Soft®，我们为您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的现代量规和功能螺纹的测量工具。

坚固的设计和简单的操作允许在靠近生产区域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使用。

我们的 ConturoMatic GS/GM-X 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 DIN EN ISO/IEC 17025:2018-03 认证 

的 DAkkS 校准实验室。此外，还可以满足 IATF169497.1.5.3.1中规定的内部实验室要求。

* 检测过程参照 DAkkS-DKD-R 4-3
4.8:2010 部份，1-5 选项
4.9:2000 部份，无任何限制适用 1-5 选项。

扫描整个螺纹轮廓，可以评估所有相关螺纹参数。为此，记录的测量点都被采用。
由于我们的动态速度控制，测量数据不需要插值，这也导致恒定数据指向与曲面正交的表面。

应用场景
ConturoMatic GS/GM-X 螺纹扫描仪可用于自动化测量过程的批量生产，也可用于测量室或
校准实验室。

测量范围  
螺纹规以及公螺纹和母螺纹 M1 至 M300。使用我们的 GM-XL 高达M500。

轮廓 &QM-Soft® 软件 

GS/GM-X 系统的特点
以满足螺纹测量的特殊要求，我们的 ConturoMatic GS GewindeScanner 和 GM-X Gewinde-
Master 的配件和软件，包括测量螺纹规所需的所有元件都是定制的。

还有通用螺纹量规夹具系统 UA-150，适用于螺纹环规 M1-M70 和塞规 M1-M100 的安全固
定。基于大量可用的探针臂和探针头，大多数螺纹类型和螺纹量规的测量都是可行的，我们还提
供用于测量 M1 小内螺纹的探针和方法（正在申请专利），或用于测量锥形螺纹的形状优化探针。

螺纹标准件 SN-100 可以提供快速的系统检验。

轮廓和粗糙度检测
除 螺 纹测量 外，我们系统在 轮廓 和粗糙 度 测量的基 本灵活 性仍然 不受限制。已购买的 
ConturoMatic T1、T3、TS-UD 和 TS-X 系统可以轻松升级为螺纹测量机。

我们的 L&W QM Soft® 软件的优化数据接口为您提供了多种优势：
 螺纹测量序列的自动化管理
 为特殊螺纹类型的检测推荐合适的测针
 软件检查所选测针臂的正确与否
 检测由于参数设置不正确导致的错误测量
 自动生成保存测量数据的文件夹
 测量过程优化会节省大量时间
 自动化流程减少了操作故障

由于我们的 ConturoMatic 软件与 L&Ws“QM Soft®”的线程模块相结合，您只需几个步骤即
可执行准确、快速和可重复的评估。该集成数据库包括普通螺纹标准的所有参数和公差，也包
括外来螺纹标准。 

对于螺纹轮廓的计算，由螺纹螺距扫描和测量引起的相关偏差被校正，并计算到实际轮廓 

ConturoMatic GS/GM-X 螺纹测量机的检测过程 

快速测量过程

寻找顶点 从上往下测 从下往上测 测量评估只需约 2 份钟

自动定位螺纹轴-GAS

精确的螺纹测量绝对需要在螺纹的顶点进行扫描。由于侧面间距，手动定位探头通常是不可
能的。 

我们用于寻找螺纹轴的“GAS”模块通过软件自主控制和自主确定最佳探针尖端位置，并可
集成到自动测量序列中（适用于 M1 螺纹规）

示例——自动系列测量

对于螺纹的连续测量，可以在一个测量任务中获得多个螺纹轮廓。此类测量程序是使用我们
经过验证的简单示教功能创建的。操作员不需要任何特殊软件功能的知识来执行这些步骤。

在全自动测量序列之后，数字化数据自动传输到 QM Soft® 进行评估。

输出报告测量 源数据 评估

QM-Soft®

评估 

2份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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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测量机 GS/GM-X

随着对螺纹和螺纹量规精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以及为了确保螺纹连接的功能和安全性， 

以及当前的 IATF16949 体系在产品安全方面，也有着更严格的文件要求和测试设备监控， 

同时，轻量化结构和高应力连接也需要符合更加严格的公差。所以，工业生产需要新的现代

测量方法。

过去使用的三针测量法或通过测定球来得到中径的测量方法，正在被新的、更准确和可靠的

方法所取代。用传统的Abbe测量方法测量螺距时，仅仅是对真实的螺纹几何形状进行有限的

假设，所以，曾经在制造业占主导地位的测量方法正在被新的方法所取代。

立足未来的螺纹测量方案

只有通过现代扫描数据采集，才能测量侧面角、侧面形状偏差、芯径、螺纹根部半径和螺纹侧

面粗糙度。那些无法被传统测量方法所测量的参数可以被有效地确定、记录以及监控。由于螺

距引起的重叠，光学测量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

基于我们已建立的 ConturoMatic-T 系统，我们开发了测量设备，具有卓越的效率和准确性，

能够灵活、快速、经济高效地进行螺纹检查。同时，结合目前最强大的用于计算量规和功能螺

纹特性的软件 QM Soft®，我们为您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的现代量规和功能螺纹的测量工具。

坚固的设计和简单的操作允许在靠近生产区域而没有任何限制地使用。

我们的 ConturoMatic GS/GM-X 系统越来越多地用于 DIN EN ISO/IEC 17025:2018-03 认证 

的 DAkkS 校准实验室。此外，还可以满足 IATF169497.1.5.3.1中规定的内部实验室要求。

* 检测过程参照 DAkkS-DKD-R 4-3
4.8:2010 部份，1-5 选项
4.9:2000 部份，无任何限制适用 1-5 选项。

扫描整个螺纹轮廓，可以评估所有相关螺纹参数。为此，记录的测量点都被采用。
由于我们的动态速度控制，测量数据不需要插值，这也导致恒定数据指向与曲面正交的表面。

应用场景
ConturoMatic GS/GM-X 螺纹扫描仪可用于自动化测量过程的批量生产，也可用于测量室或
校准实验室。

测量范围  
螺纹规以及公螺纹和母螺纹 M1 至 M300。使用我们的 GM-XL 高达M500。

轮廓 &QM-Soft® 软件 

GS/GM-X 系统的特点
以满足螺纹测量的特殊要求，我们的 ConturoMatic GS GewindeScanner 和 GM-X Gewinde-
Master 的配件和软件，包括测量螺纹规所需的所有元件都是定制的。

还有通用螺纹量规夹具系统 UA-150，适用于螺纹环规 M1-M70 和塞规 M1-M100 的安全固
定。基于大量可用的探针臂和探针头，大多数螺纹类型和螺纹量规的测量都是可行的，我们还提
供用于测量 M1 小内螺纹的探针和方法（正在申请专利），或用于测量锥形螺纹的形状优化探针。

螺纹标准件 SN-100 可以提供快速的系统检验。

轮廓和粗糙度检测
除 螺 纹测量 外，我们系统在 轮廓 和粗糙 度 测量的基 本灵活 性仍然 不受限制。已购买的 
ConturoMatic T1、T3、TS-UD 和 TS-X 系统可以轻松升级为螺纹测量机。

我们的 L&W QM Soft® 软件的优化数据接口为您提供了多种优势：
 螺纹测量序列的自动化管理
 为特殊螺纹类型的检测推荐合适的测针
 软件检查所选测针臂的正确与否
 检测由于参数设置不正确导致的错误测量
 自动生成保存测量数据的文件夹
 测量过程优化会节省大量时间
 自动化流程减少了操作故障

由于我们的 ConturoMatic 软件与 L&Ws“QM Soft®”的线程模块相结合，您只需几个步骤即
可执行准确、快速和可重复的评估。该集成数据库包括普通螺纹标准的所有参数和公差，也包
括外来螺纹标准。 

对于螺纹轮廓的计算，由螺纹螺距扫描和测量引起的相关偏差被校正，并计算到实际轮廓 

ConturoMatic GS/GM-X 螺纹测量机的检测过程 

快速测量过程

寻找顶点 从上往下测 从下往上测 测量评估只需约 2 份钟

自动定位螺纹轴-GAS

精确的螺纹测量绝对需要在螺纹的顶点进行扫描。由于侧面间距，手动定位探头通常是不可
能的。 

我们用于寻找螺纹轴的“GAS”模块通过软件自主控制和自主确定最佳探针尖端位置，并可
集成到自动测量序列中（适用于 M1 螺纹规）

示例——自动系列测量

对于螺纹的连续测量，可以在一个测量任务中获得多个螺纹轮廓。此类测量程序是使用我们
经过验证的简单示教功能创建的。操作员不需要任何特殊软件功能的知识来执行这些步骤。

在全自动测量序列之后，数字化数据自动传输到 QM Soft® 进行评估。

输出报告测量 源数据 评估

QM-Soft®

评估 

2份钟

塞规 1

塞规 2

塞规 3



T&S Gesellschaft für Längenprüftechnik mbH

Rhönstraße 2a    97490 Poppenhausen    德国
电话：+49 (0)9725 7106-0    邮箱：info@ts-messtechnik.de

网址：www.ts-messtechnik.de

 简单
 灵活
 适时优化
 符合德国  DAkkS   认证 *

新特点：符合 DAkkS 认证

新特点：测针和从M1（专利申请中）开始的小规模螺纹的测量方法

新特点：“GAS”3D–螺纹轴搜索算法，用于自主确定内外螺纹量规的顶点

新特点：使用 QM Soft® 优化的数据接口

新特点：可以使用协作机器人直接集成到生产过程中

可在生产线附近使用

标准用途：
轮廓、粗糙度和螺纹测量系统

直观，且易于使用

通过模块实现系统功能扩展

使用示教文件可以自动进行多个测量

某些型号沿测量轴配备空气静压空气轴承（如 GM-X）出色的性价比

超值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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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Gesellschaft für Längenprüftechnik mbH不保证本传单中的信息是最新的、正确的和完整的。
本传单取代了以前的所有版本，对旧版本不再有效。

 ISO 公制螺纹1502:1996（DIN ISO 965:1998）
 公制螺纹量规 ANSI/ASME B1.16M-1984
 ISO 公制梯形螺纹 DIN 103:1997
 联合螺纹和量规 ANSI/ASME B1.1-1983/B1.2-1983
 统一螺纹（ANSI/ASME B1.1-1982）量规BS 919-1:2007
 管螺纹和量规 ISO 228:2000（以及旧DIN 259:1979）
 钢导管螺纹 DIN 40431:1972
 符合 DIN 405:1997 的转向节螺纹
 符合 BS 84:2007/BS 919-2:2007 的 Whitworth 型平行螺纹
 NPSM 管螺纹符合 ANSI/ASME B1.20.1-1983
 符合 DIN 513:1985（量规值的工厂标准）的支墩螺纹
 MJ 螺纹 DIN ISO 5855:1989
 符合 DIN 8140:1999 的公制螺纹插件（例如螺纹）

 符合 Boellhoff 工厂标准的 HELICOIL 螺纹
 符合 DIN 7756:1979 和 ETRTO V.7 的阀门螺纹
 符合 ASME/ANSI B 1.5-1988 的梯形螺纹
 符合 ASME/ANSI B 1.8-1988 的短梯形螺纹
 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的螺纹 DIN 79012:2011-04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DIN 2241:2018-07

   可选配：  锥螺纹软件

 锥螺纹 DIN 2999
 锥螺纹 ANSI/ASME B1.20.1 (NPT) 
 锥管螺纹 BS 21, ISO 7-2
 锥管螺纹 ASME B1.20.5-1991 (NPTF)

（如有要求，可提供所有可测量螺纹类型的完整列表）

QM Soft®中集成的螺纹标准： （摘录）

技术参数： （摘录）

ConturoMatic TS-UD / GS TS-X /GM-X

ConturoMatic 轮廓系统参数

测量范围一X                              ←→ 300 mm 280 mm

测量范围一Z                               ↑↓ 370 mm 350 mm

从下面扫描                                   ↓

从顶部扫描                                 ↑ •

测量方向                                   ←→
X 扫描                                        ⇤ ⇥ –

粗糙度测量  •

• = 可选项      – = 没有 信息更新至2022年6月1日

立足未来的螺纹测量机
螺纹测量机GS/GM-X和QM-Soft®螺纹评估系统您的长度测试技术的合作伙伴



T&S Gesellschaft für Längenprüftechnik mbH

Rhönstraße 2a    97490 Poppenhausen    德国
电话：+49 (0)9725 7106-0    邮箱：info@ts-messtechnik.de

网址：www.ts-messtechnik.de

 简单
 灵活
 适时优化
 符合德国  DAkkS   认证 *

新特点：符合 DAkkS 认证

新特点：测针和从M1（专利申请中）开始的小规模螺纹的测量方法

新特点：“GAS”3D–螺纹轴搜索算法，用于自主确定内外螺纹量规的顶点

新特点：使用 QM Soft® 优化的数据接口

新特点：可以使用协作机器人直接集成到生产过程中

可在生产线附近使用

标准用途：
轮廓、粗糙度和螺纹测量系统

直观，且易于使用

通过模块实现系统功能扩展

使用示教文件可以自动进行多个测量

某些型号沿测量轴配备空气静压空气轴承（如 GM-X）出色的性价比

超值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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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 Gesellschaft für Längenprüftechnik mbH不保证本传单中的信息是最新的、正确的和完整的。
本传单取代了以前的所有版本，对旧版本不再有效。

 ISO 公制螺纹1502:1996（DIN ISO 965:1998）
 公制螺纹量规 ANSI/ASME B1.16M-1984
 ISO 公制梯形螺纹 DIN 103:1997
 联合螺纹和量规 ANSI/ASME B1.1-1983/B1.2-1983
 统一螺纹（ANSI/ASME B1.1-1982）量规BS 919-1:2007
 管螺纹和量规 ISO 228:2000（以及旧DIN 259:1979）
 钢导管螺纹 DIN 40431:1972
 符合 DIN 405:1997 的转向节螺纹
 符合 BS 84:2007/BS 919-2:2007 的 Whitworth 型平行螺纹
 NPSM 管螺纹符合 ANSI/ASME B1.20.1-1983
 符合 DIN 513:1985（量规值的工厂标准）的支墩螺纹
 MJ 螺纹 DIN ISO 5855:1989
 符合 DIN 8140:1999 的公制螺纹插件（例如螺纹）

 符合 Boellhoff 工厂标准的 HELICOIL 螺纹
 符合 DIN 7756:1979 和 ETRTO V.7 的阀门螺纹
 符合 ASME/ANSI B 1.5-1988 的梯形螺纹
 符合 ASME/ANSI B 1.8-1988 的短梯形螺纹
 自行车和轻便摩托车的螺纹 DIN 79012:2011-04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DIN 2241:2018-07

   可选配：  锥螺纹软件

 锥螺纹 DIN 2999
 锥螺纹 ANSI/ASME B1.20.1 (NPT) 
 锥管螺纹 BS 21, ISO 7-2
 锥管螺纹 ASME B1.20.5-1991 (NPTF)

（如有要求，可提供所有可测量螺纹类型的完整列表）

QM Soft®中集成的螺纹标准： （摘录）

技术参数： （摘录）

ConturoMatic TS-UD / GS TS-X /GM-X

ConturoMatic 轮廓系统参数

测量范围一X                              ←→ 300 mm 280 mm

测量范围一Z                               ↑↓ 370 mm 350 mm

从下面扫描                                   ↓

从顶部扫描                                 ↑ •

测量方向                                   ←→
X 扫描                                        ⇤ ⇥ –

粗糙度测量  •

• = 可选项      – = 没有 信息更新至2022年6月1日

立足未来的螺纹测量机
螺纹测量机GS/GM-X和QM-Soft®螺纹评估系统您的长度测试技术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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