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avy-duty machine platform designed for single point diamond flycutting of plano surfaces in
non-ferrous materials requiring optical quality surface and flatness characteristics.

Machine Features: 
• QNx® real time Operating System for advanced programming capability 

• Sealed natural granite base provides exceptional long term machine tool stability 

• Self leveling dual chamber isolation system

• Traversing axis is a linear motor driven, hydrostatic oil bearing slideway with optimized 

stiffness characteristics 

• Positioning axis is ball screw driven with a mechanical roller bearing design 

• Standard tilt-head adjustment feature allows for manufacturing cylindrical C02 laser optics 

• High Performance HD-160 spindle with industry leading thermal stability characteristic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by PRECITECH INC. 
• Hydrostatic oil bearing slideways with optimized stiffness and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 Liquid cooled slides for thermal stability
• Motorized air bearing spindles with 3 year warranty

Machine Overview: 

Guaranteed Performance: 
Diamond Flycutting 100 mm diameter part 
Form accuracy: ≤0.15 micron (λ/4)PV  • Surface roughness ≤1.5 nanometer Ra 

Process Capabilities:
Diamond Flycutting X,Z • Cylindrical Machining X,Z

Machine Options: 
Air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 Custom designed flycutting wheels • Chip extraction • Digital
readout of heel angle • Electronic gage amplifier • General purpose vacuum chucks • On
machine metrology system • On machine gage & amplifier • Thermal enclosure • Tip/Tilt work 
holding table • Spray mist coolant system 

超精密金刚石飞削系统
超精密加工创新解决方案的全球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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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载荷机床平台为 单点金
刚石飞削而设计，其有色
材料要求表面光学质量及
平整的表面特性。

保证性能： 
• 金刚石飞削100毫米直径的零件
• 形状精度 ≤ 0.158 微米（λ l4）PV
• 表面粗糙度 ≤ 4 纳米 Sa（铜件）/ 5 纳米 Sa（铝件）

机床概述：
X轴行程 650 毫米 Z轴垂直行程 300 毫米

刀具摇摆 300 毫米 （450毫米可选） 横倾角调整 -5 到 25 度

主轴转速 5000 RPM CNC 控制器 Precitech UPx™

机床特性： 
•  先进编程能力的QNx® 实时操作系统
•  密封天然花岗岩底座提供卓越长期的机床稳定性

• 自流平双室隔离系统
•  旋转轴是直线电机驱动，静压油轴承导轨具有优化的刚度特性

•  定位轴是滚珠丝杠驱动与机械滚轴设计

•  标准倾斜头调整特性允许制造圆柱形C02激光光学

•  高性能HD-160主轴在业界领先的热稳定特性

由PRECITECH INC.设计制造 
•  静压油轴承导轨具有优化的刚度和阻尼特性
• 液体冷却有热稳定性的幻灯片
•  电动空气轴承主轴有3年的保修期

• 空气温度控制系统
• 定制设计的飞削车轮
• 芯片提取
• 横倾角的数字读数
• 电子仪器放大器
• 通用真空吸盘

• 上机测量系统
• 上机测量与放大器
• 热能圈
• 提醒/倾斜工作支撑台面
• 喷雾冷却系统

高达3轴
X，Z（标准）C（可选）

加工能力：
金刚石飞削X，Z轴 圆柱加工X，Z轴••

机床选项：

上机测量

面对真空吸盘

飞削平台



产品技术指标   Planoform®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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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基座 描述

类型 自然，高稳定性，密封花岗岩

振动隔离 TMC自流平双室隔振系统

机床直线滑道 描述

类型 X轴：静压油轴承箱式导轨 | Z轴：滚针导轨

材料 硬干铸铁

行程 X轴（水平）：650 毫米 | Z轴（垂直）：300 毫米

X轴最大进给速度 1500 毫米/分钟

驱动系统 X轴：线性电机 | Z轴：预装滚珠丝杠副瓦特/直流无刷电机，制动和平衡

位置反馈  34 皮米（0.034 纳米）

X轴直线度 水平：0.50 微米/460 毫米 | 垂直：0.1 微米/100 毫米在中心 460 毫米上

Z轴间距，偏航 间距：5 弧秒/300 毫米 | 偏航：5 弧秒/300 毫米

飞削主轴 HD-160 大载荷主轴

类型 插槽式推力轴承

材料 钢轴/铜轴套

刀具摇摆容量 305 毫米 直径 标准  | 450 毫米 + 152 毫米 直径 可选

电机 积分直流无刷电机

轴向刚性 350 N/微米

径向刚性 175 N/微米

运动误差 轴向/径向 ≤ 25 纳米 在动态范围内

热控制 液体冷却电机外壳和轴颈轴承（需选购冷水机）

主轴最高转速 5,000 RPM

横倾角调整 -5 到 25 度

飞削刀架 描述

车轮直径 355 毫米

刀具位置 约在直径 305 毫米处旋转

刀具可用容量 可用 2 把

刀具调整 耙，滚，方位，切削深度

控制系统 UPx™ 控制系统

操作系统 QNX-实时操作系统

编程分辨率 0.01 纳米

轴接口卡 PMDI

设施选项

电子测头和放大器

横倾角的数字读数

散热外壳 – 可通过四边进入

风淋间，温度控制 +/- 0.1 摄氏度

提醒/倾斜工作支撑台面

设备要求 Planoform® 650

电源 208 或者 230 V 交流 - 单相 - 50/60 Hz

压缩空气 典型：10 SCFM @100 PSIG

地面空间 1829 毫米 x 1143 毫米 x 2032 毫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