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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配 件 KG-800E KG-1200IE

CNC 控制器

外圓砂輪馬達變頻器

內圓砂輪馬達變頻器

內圓研磨主軸

三色警示燈

工作燈

工具箱

自動注油機

切削液水箱及泵浦  

標 準 配 件 KG-800E KG-1200IE

紙帶過濾機

電磁除屑機

液壓油箱及泵浦

電氣箱空調冷氣機

鑽石修刀

地基螺絲及墊塊

機械、電器操作說明書

全罩式護罩

半罩式護罩

11.2012  1000      03-229C/S

•  本公司保留機器規格及設計特性變更之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機　型 KG-800E KG-1200IE

加工能力

兩頂心間距離 800 mm 1200 mm

中心高度 190 mm 190 mm

最大研磨直徑  ø350 mm ø350 mm

兩頂針最大荷重 150 kg 150 kg

X 軸 / Z 軸
最大進給速度  10 M/min 10 M/min

最小解析單位  0.0001 mm 0.0001 mm

工作台 旋轉角度  ±8˚ ±6˚

砂輪頭座

旋轉範圍 0˚~ +30˚(手動 ) 0˚~ 180˚

外圓砂輪驅動馬力 7.5 Kw (10HP) 7.5 Kw (10HP)

外圓砂輪尺寸 ø510 x 50 mm ø510 x 50 mm

自動旋轉最小分割 - 1˚

內圓砂輪驅動馬力 - 4.0 Kw (5HP)

內圓砂輪裝配孔徑  - ø90 mm

內圓砂輪主軸轉速  -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rpm

工件主軸頭

轉速 0~1000 rpm 0~1000 rpm

驅動馬力 1.8 Kw (2.4HP) 1.8 Kw (2.4HP) 

旋轉角度 (順時針 /逆時針 ) 30˚ / 90˚ 30˚ / 90˚

頂針規格 MT4 MT4

尾座

移動行程 40 mm 40 mm

頂針規格 MT4 MT4

移動模式 手動 自動

馬達
X軸  /  Z軸 1.8 Kw (2.4HP) 2.5 Kw (3.4HP) 

B軸 - 2.5 Kw (3.4HP) 

控制系統
控制器 FANUC 0i Mata-TD FANUC  0i-TD

光學尺 X軸光學尺 X軸光學尺

台灣  台中市神岡區大明路191巷96號
No.96, Ln. 191, Daming Rd., Shengang Dist., Taichung City 429, Taiwan

TEL: +886-4-2524 9998 E-mail: guan.yu168@msa.hinet.net

FAX: +886-4-2524 7698 http://www.grinder-gri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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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YU MACHINE CO., LTD.

CNC 外圓研磨機

CNC Cylindrical Grinding
Angular Head Plunge FeedKG-800E ( 斜頭直進式 )

•  直進式研磨。

•  最大研磨直徑  ø350 mm。

•  兩頂心間距離  800 mm。

•  FANUC Oi-Mate TD CNC控制器。

•  半密閉式護罩。

•  X 軸光學尺

  X軸裝置光學尺，提供閉迴路控制。  
定位精準可靠。

•  工作台迴轉調整

 工作台可作±8˚之角度調整，適用於斜

度研磨。

•  底座一 V 一平滑道

 底座滑道為一V一平設計。滑道接觸面

大，配合滑道之間的超大跨距，提供砂

輪頭更穩固的支撐。

•  工件主軸頭、尾座氣浮式滑道

 採用氣浮式設計、使其移動時更輕巧，

更順暢。

最佳化結構設計

穩定、高剛性

X-axis
X-axis

Z-axis
Z-axis

手動尾座#4

•  尾軸管移動採用手動操作。

•  尾座移動採用氣浮式設計。

工件主軸頭

•  工件主軸採用斜角滾珠軸承支撐，徑向及軸向負載能力強。

•  工件主軸採用伺服馬達驅動，移動採用氣浮式設計。

•  工件主軸頭迴轉角度 :  30˚ (順時針 ) /90˚ (逆時針 )。

砂輪主軸頭

•  砂輪主軸精密加工而成，經多重熱處理及研磨，有效

降低熱變形問題。並具有最佳研磨穩定性。

•  砂輪頭迴轉角度  0˚~+30˚。

•  砂輪頭進給採用伺服馬達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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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YU MACHINE CO., LTD.

CNC 外圓研磨機

CNC Cylindrical Grinding
Angular Head Plunge FeedKG-1200IE

X軸光學尺

•  X軸裝置光學尺，提供閉迴路控制。定位精準可靠。

自動旋轉砂輪頭(B軸)

•  砂輪自動旋轉採用伺服馬達驅動。

•  自動旋轉最小分割精度1˚。

•  旋轉角度範圍 :  0˚~180˚。

油壓尾座#4

•  尾軸管移動採用油壓驅動，提供更快速、更方便的工件

裝卸。

•  尾座移動具有氣浮式設計，使尾座移動輕巧、不費力。

•  直進式研磨。

•  砂輪頭自動旋轉角度定位。

•  內徑研磨裝置。

•  最大研磨直徑  ø350 mm。

•  兩頂心間距離  1200 mm。

•  FANUC Oi-TD CNC控制器。

•  全密閉式護罩。

•  工作台迴轉調整

 工作台可作±6˚之角度調整，適用於斜度

研磨。

•  底座一 V 一平滑道

 底座滑道為一V一平設計。滑道接觸面大，

配合滑道之間的超大跨距，提供砂輪頭更穩

固的支撐。

•  工件主軸頭、尾座氣浮式滑道

 採用氣浮式設計、使其移動時更輕巧，更順

暢。

• 內徑研磨裝置

 內 /外徑研磨一次完成，確保工件同心度。  

 內徑研磨砂輪主軸轉速 :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rpm

最佳化結構設計

穩定、高剛性

GUAN-YU MACHINE CO., LTD.

X-axis
X-axis

Z-axis
Z-axis

03 04



GUAN-YU MACHINE CO., LTD.

CNC Internal External Turning 
Grinding Complex Machine

油壓潤滑單元組合

•  提供一V一平軌道不間斷持續供油系統，保持軌道的

順暢度。

端面量測機構

•  此裝置適用於量測工件端面基準點，大幅提

升工作效率。

尾座氣浮式滑道

•  鳩尾槽滑道採用氣浮式設計，使其移動更輕

巧、更順暢。

工件主軸頭氣浮式滑道

•  鳩尾槽滑道採用氣浮式設計，使其移動更輕

巧、更順暢。

外徑量測機構(選配件)
•  保證產品公差

•  無須人工干預

•  保證生產和維護的連續性

•  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

音頻防撞系統

•  防撞：防止砂輪與工件不當碰撞造成機器損傷。

•  間隙控制 :掌握砂輪與工件之初接觸點，適當控制進給速率。

•  加工監測 :即時了解加工狀況，做適當之處理。

•  砂輪修整 :判定控制砂輪狀況，以達砂輪最大效益。

•  加工流程最佳化 :經由持續加工監控，建立最佳加工條件，達

到最高品質，最高效率，最低成本。

精度、質感完美的呈現

精緻研磨 ~

頂尖工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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