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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细精密加工的新技术 

译自生产财 2011年 1 月号 A-26~A-35 

1、总论 

孔径 50um，解析能力 10nm 的世界 

实用性高的精密加工机械 

 论及次微米、奈米加工时，若要实现于此，几乎属于发挥神技一

般，宛如踏入神的领域。约 10 年前在日本国际工作机械展示会场上

(JIMTOF)，当时展出多数台精密、微细加工机，成为会场注目的话题。

当时前往摊位进行采访时，从设计技术者访谈中，迈入微小世界可以

说是极为严苛的梦想，至今仍然残留这样的印象。2010 年秋天第 25

届 JIMTOF 展，展出了多彩多姿精密、微细加工机。若与 10 年前比较，

在关键技术，素材技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使得精微世界逐渐接

近我们的身边。以下将介绍各厂家在技术开发动向方面进行介绍。 

 

AJI 公司微细零件 

实用性很高的精密加工机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目前为止在日本国内生产的产品移转海外生

产逐渐增加。反观日本国内加工产业，呈现空洞化的现象。因此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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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加工业者生存之道，不仅是追求高附加价值加工，更必须面对新

的需求，开始增加投入高精度、高速加工机的市场。 

     目前为止的超精密、微细加工机，是必须俱备特殊的加工环境，

以及加工技术，若是加工速度缓慢的话，针对机械设备而言，可以说

是价格高的情形，因此重点在于生产性，以及成本的问题。此外、加

工环境的温度控制等，以及进行高精度加工时，必须做的基础环境整

备。在 2010 年秋天举办的 JIMTOF 展展出的超精密、微细加工机中，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而提出新的方案机种多数展出。也能够见到解析

能力达到 10nm 的机种展出。 

迈入下一个未知的领域 

    超精密、微细加工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压抑移动部份的振动问题。

所谓的移动部份是指主轴、各进给轴、工作物、刀具交换等部份。主

轴结构上采取油静压、空气静压的非接触轴承，或引导。进给轴机构

上采取线性马达。采取非接触的方式，能够带来压抑热源的发生，以

及降低构成零件的摩耗而省略了零组件交换、点检作业等好处。 

    此外、面对半导体零件的极小直径的钻孔加工需求，为此开发小

直径加工机。透过钻头进行孔穴直径 0.1mm 左右的加工，最近更进一

步的如头发直径一般的 50um(0.05mm)的孔穴进行加工，以往面对这

样细小孔径加工时，是采用放电加工，或者雷射加工方式，透过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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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置换以往的加工方式。就素材面来看，除了树脂系之外，也能

够对应铝合金、陶瓷、焠火钢等多样化材料。 

    展现于客户面前的是能够进行高精密、微细加工，透过这些加工

能够带来高收益且差别化的产品加工。这在 10 年前可以说是神技的

领域，如今在技术改进成熟的情况下，面对精微的世界可以说是能够

触及的领域。 

2、东芝机械 

顶级的精度 

斜面加工的表面粗糙度达到 20nm 

提升 LED 的发光效率，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均一进行放射，性能良

好或者不良。左右这些关键在于封装反射镜(Package – Reflector)，

或者镜片之模具，追求奈米等级的精度。许多制造厂关注的重点在于

加工 LED 模具的机械，其中能够达到高精度的东芝机械之超精密立式

加工机「UVM-450C」。 

 

封装反射镜之模具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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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独自高分解能力线性马达控制 

   4cm 四方的封装反射镜模具，进行高度约 1mm 极小突起约 50 个之

加工。担当者表示，「突起的斜面表面粗度约 20 奈米。要达到这样的

精度十分困难」。仅靠着 1 支刀具将这 50 个突起进行加工。50 个突

起加工到最后，其表面粗糙度为 31 奈米。 

    以精密模具的高速、高品位加工之概念进行开发的「UVM-450C」

机种，针对 LED 封装反射镜模具进行斜面加工之表面粗度，在不需要

研磨的情况下达到 20 奈米之最高精度。面对高精度加工不可欠缺的

是在 X、Y、Z 这 3 轴采用线性马达驱动方式。各轴最小移动单位为

10 奈米(0.01um)，担当者表示，要达到 0.1um精度的制造厂家很多，

但是要再更精密的 1/10 就十分困难。除了能够进行高精度定位之外，

进给行程又要能够达到平顺进给。此外也采用热变位能够压抑到最低

的冷却系统。 

 

JIMTOF 展出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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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机最大的特征在主轴 

   LED 模具需要的安定化的精度，为了能够达到这样加工要求，机

械最大的特征是主轴。该机械搭载了自己公司开发每分钟 6 万回转高

精度空气轴承之主轴。当主轴进行高精度回转将刀刃与工作物接触，

能够提升加工精度，除了刀具磨损小之外，也能够提升刀具使用寿命。

当进行长时间连续加工时，能够确保高精度加工。在主轴高回转数情

况下，让加工时间大幅度缩短，且让刀具种类，工程时数都能够削减

的优点。 

    东芝机械是以大型加工机给客户的印象深厚，然而从 1978 年开

发球面空气静压轴承搭载的主轴，应用于超精密金属镜面加工机开

始，从那之后追求超精密加工，以超精密、超高速支持作为核心技术

持续不断的开发。 

3、JTEKT 

从粗加工到精细加工 

继承高精度、高效率 

    JTEKT 公司的 CBN 凸轮轴复合研磨床「GC20R-63」机种，可以说

是磨床顶尖制造厂。工作物能够在一次的夹持下，进行从粗加工一直

到精细加工为止的工程。面对凸轮轴的混合流程生产之工程集约作出

贡献。进而与丰田 VAN MOPPES 共同开发的 CBN 砂轮，搭配使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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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上线生产成本。 

凸轮轴研磨在 1 台机械上完成 

    JTEKT 公司目前为止，针对高精度加工，先后投入高效率复合磨

床系列之圆筒磨床「TG4」、「TG5」于市场上。米田孝夫专务是工具机

机构事业的本部长，其表示「GC20R-63」机种是集合了前两机种特征

新开发销售的机种。新的砂轮台回转技术，能够解决凸轮轴磨床的加

工困难课题。 

 

CBN 凸轮轴复合研磨床「GC20R-63」机种 

   面对 OHV、SOHC、DOHC 等汽车引擎的动力阀系零组件种类多样化，

制造现场往往必须面对能够对应多种少量生产的混合流程之生产方

式。因此、客户期望凸轮轴的生产，能够从粗加工一直到精细加工为

止之研磨加工，依靠一台机械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加工。 

    目前为止的凸轮轴之研磨加工，凹凸轮轴的粗加工与精细加工，

是靠不同的机械去进行研磨加工的情况。由于凸轮宽度，或者节距之

不同的凸轮轴进行混合流程生产场合，砂轮是必须进行更换的情形。 

    若是能够在 1 台加工机械进行所有的加工的话，使得砂轮交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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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得以变成不需要的工程。工作物若能够在 1 次夹持后，从粗加工一

直到精细加工，完成所有的工序，这样做的话，能够提升加工物的精

度。 

    根据植竹伸二执行长表示，「为了提高刚性，让砂轮台彻底的进

行轻量化」。让 1 个马达去驱动两个砂轮轴，可以说是世界首创的新

技术。基于马达减少，使得砂轮台重量约减少了 10%，让砂轮的追从

性向上提高。回转时的定位精度误差提高到±0.001
0
，因此加工精度

也同时提高。砂轮台采用直接驱动方式。在高速、高精度的情况下，

让使用的砂轮能够进行交换。同时也开发了小直径高出力用砂轮轴单

元。 

CBN 砂轮的加工 

   JTEKT公司使用的 CBN 砂轮「凹凸轮研磨用 Vitrified  CBN 砂轮、

Taft Ⅵ」加工，是与丰田 VAN MOPPES 公司共同开发。其砂轮粒保持

力很高，与以往砂轮比较约提升了 3 倍使用寿命。由于调整沟较长，

能够减少数量，让加工精度能够安定化。进而让直径∮120mm，能够

缩短到以往的 1/3，在粗研磨加工刀具成本能够缩减 30%。 

    根据米田专务表示，CBN砂轮与一般的烧结砂轮使用的周速不同，

由于价格较高的情形下， 尝试导入的客户很多。若是能够理解其使

用方法的话，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积极推荐客户导入生产在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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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牧野铣床制作所 

微细切削低成本化 

对应高速、安定性高的生产线 

    牧野公司的「iQ300｣机种，面对微细形状切削，能够安定的进行。

以往精密加工时，必须对工厂环境整备做出高额的投资，若是加工速

度缓慢，或者开发进度落后等因素，都是造成量产时，不合成本的情

况。该机种能够进行高速化切削加工，以及同时能够进行多数个零件

安装等，试图降低加工成本，目标是让工厂内进行微细精密加工之泛

用型机械。 

 

泛用性高的精密加工机「iQ300｣机种 

一般工厂也能进行精密加工 

    一般在工厂中的加工机械之热变位特性，是依赖操作员的经验为

基础，暖机后开始进行加工的时间，以及冬冷夏热的季节温度变化，

操作员进行精密的补正。但是当加工精度是被要求在次微米场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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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加工精度，是必须进行与精密量测室同等的温度管理。因此

必须投资高额的保持恒温的空调设备。 

    牧野铣床制作所在 2000 年发表的「HYPER2｣机种，使用极小直径，

进行高速回转，属于能够实现加工精度在 1um 以下的精密加工机。在

一般的工厂环境下进行精密加工，加工机械自己本身处于恒温室化，

也就是说温度管理由机械这方进行控制，让其成为能够进行安定化加

工的环境。 

进化的精密加工机 

    「iQ300｣机种，是继承以往机种特征而进化的新机种，设计上是

考虑总合性的降低生产成本。为了让加工成本得以降低，必须表现出

机械本身的高速化，以及安定的高精度化。 

    能够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工作台的驱动源，采用搭载线性马达的新

结构。通常的线性马达，沿着导轨让工作台往返运动，不仅是推力而

已，线圈在接地面这一方，能够牵引并且让吸引力得以产生，导轨、

工作台、头部等都会担心产生微小变形。新结构的线性马达是将磁石

分割成 2 块，线圈是放入于左右磁石中间的结构，吸引力能够将左右

的磁石相互抵消，因此、导轨、工作台、头部就不会产生变形。 

    此外、进给轴采用精密回转引导。转动体方面，针对滚柱形状下

功夫，移动时不会对机械本体产生冲击现象。由于工作台与行程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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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广，因此能够安装多数个工作物，寄与降低加工成本。 

凌驾于熟练工的加工精度与速度 

    加工对象物，被要求更小、更薄、更高的加工精度，例如汽车的

精密锻造零件、高性能手携式机器，医疗机器等搭载的小型电子零件

之模具、LED 镜片的模具、半导体治具零件等脆性材料。 

    熟练操作员的加工精度能够达到 1um 左右，切削速度也比以往综

合加工机来的小，相对于此、比以往的 MC 切削速度来的优异，精度

上稍微劣化。「iQ300｣机种的加工精度可以说媲美熟练作业员，切削

速度也凌驾以往的综合加工机。 

5、森精机制作所 

精微零件、机械手系统 

透过蚂蚁眼睛一般，针对小型零件加工 

    在手术台的中央，放置直径 0.3mm，比蚂蚁眼睛还小的谷子。当

然肉眼是看不见。出现了优异的精微加工机，工作物的尺寸几乎都属

于微小化。微细工作物的搬运、组立依赖机械手的技术。其重要度逐

渐受到重视。 

超精密创造超精密 

    森精机制作所与东京大学、入曾精密(位于埼玉县入间市)、微细

工房共同开发 1mm 以下的微细零件，能够容易进行处理。开发的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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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机械手系统，并且在 2010 年日本国际工作机械展上首次展出。 

    以医疗领域为中心的微细零件方面的需求很高。除了开发优异的

微细加工机之外，关于能够抓取工作物的机械手系统，这方面的技术

开发十分欠缺。 

 

精微零件机械手系统 

    就这套新开发的系统来看，零件透过 CCD 摄影机进行摄影，操作

员一边透过屏幕观察，一边透过手操作机械手的方式。就这台机械手

而言，单一手腕关节 8 轴控制，因此双手加起来可动轴有 16 轴，宛

如人手一般能够进行微细工作物自由自在的移动。 

    根据森精机制作所的奈米机械研究所中南成光所长表示，在组立

作业方面，各零件的歪曲，结合部位的松弛，累积到最终成品带来了

很大的影响。微细化的零件处理上，机械手的精度被要求很高。因此、

机械手的驱动机构、构成零件的加工，是使用超精密加工机来对应。 

    透过超精密加工机产出的精微零件，之后为了组立使用的机械手

也是透过超精密加工机制造出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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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新的附加价值市场 

    新开发的手腕型机械手系统，是集合街坊工厂的智能结晶。手腕

的控制器也是使用更容易操作手腕，以工作物为中心，进行圆形运动，

这也是从实际微细工作物制造现场获得的想法。 

    根据入曾精密公司的齐藤社长表示，「开发了街仿工厂也能容易

处理的手腕型机械手｣，面对 1mm 以下的微细零件组立方面的研究，

也有搭载电子显微镜的情形，然而动则数千万日圆的电子显微镜设

备，以及配置专门的操作员，这不是一般街坊工厂能力所及。但是这

套新开发的系统无论是价格上或者操作性，都是中小型工厂能够导入

的情形。 

 

开发合作，左为森精机中南奈米研究所所长，右为入曾精密齐藤社长 

    齐藤社长表示，日本的微细加工若是能够活跃化，能够带来街坊

工厂的活跃化。目前为止只能做到 1mm 为止的螺丝组立工程，若是更

进一步达到 0.5mm的话，就能够生产比目前更小的产品出来。这套手

腕型机械手目前只有日本能够做到，期待创造出新的附加价值，并且

带动新的市场。在开发方面耗费了 6 年时间，面对未来微细加工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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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期许探索未知的世界。 

6、小松 NTC 公司 

获得日本品牌奖励 

金属接触「0｣的高精度安定加工 

    小松 NTC 公司的超精密微细加工 Sell「Zu 3500G｣机种，主轴使

用油混合轴承，在各驱动轴上采用了油静压引导+线性马达驱动。基

于金属面的非接触驱动，所有的传动轴实现了反应精度 0.1um 的高精

度、静音化。期待安定的高精度、微细加工，在多样化对应的零件市

场等方面受到注目。 

 

超精密微细加工 Sell「Zu 3500G｣机种 

总合技术的结晶 

    根据掘池良一理事表示，「培育了 23 年的技术，总结的成果｣，

是以超精密微细加工 Sell「Zu 3500G｣机种表现出来。1987 年以油静

压技术应用，让专用磨床得以产品化。之后在 1995 年开发改良油静

压机构。1997年开发了以油静压引导+线性马达驱动的非球面加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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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发表的「Zu 3500｣机种，确立了奈米等级的精度技术。这次

发表的「Zu 3500G｣机种，可以说是前一代更进一步的机种，是集合

23 年经验累积的新机种。 

    在这漫长的技术累积，以及不断追求技术改革，确实有了长足的

进步，「Zu 3500G｣机种也获得日本品牌奖励。可以说是该公司值得夸

耀的地方。 

非接触的优点 

    在该机种上，并没有使用到一般机种上使用的滚珠螺杆、轴承、

线性马达等零组件。为了让驱动机构，不要产生金属接触，以及不让

振动、燥音发生。不仅这些，构成的零组件也不会产生磨耗，且为了

维持高精度，零件不需要进行交换。此外、也不会产生摩擦引起的热

变位发生，故能够达到精度安定性很高的要求。进而透过 3 点支持的

床台采用。使得一般为了获得高精度而进行的水平微调整变的不需

要。 

 

掘池良一 MC 事业部长 

    基于以上叙述的这些优点，能够适用于各式各样的现场环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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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疗设备需要的安定后的高精度零件制作，以及微细零件的加工，

在义齿，以及光学镜片方面追求的自由自在的面粗度，LED 用模具等

电子零件，在加工机的 Z 轴方向追求安定且高精度。此外在电子零件

方面追求超小直径加工，模具加工等所需要的手工精细修整，被尽量

的减少。因此广范的被市场客户接受。 

开拓新市场、新领域 

    小松 NTC 公司目前为止，所拥有的精密加工技术，系统构筑能力

做为公司核心技术。并且配合汽车产业发展而进化，在这个领域培养

的安定且高质量、高生产性技术为根基，目标是扩展到其它产业。 

    目前为止，小松 NTC 公司可以说是以生产汽车产业用的专用机给

人的印象深厚。今后将脱离过去的印象，朝着精密加工技术总合性的

发展去开拓新的领域，「Zu 3500G｣机种可以说是其出发点。 

7、碌碌产业 

微细加工机新一代基准 

随心所欲的进行操作、加工 

碌碌产业完成新一代的微细加工机「Android」。并且首次在 JIMTOF 

2010 展出，受到会场观众注目，其外观可用「觐美」来加以形容。

概念上属于「操作敏锐」。以日本人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技术力与

感性结合的商业力器，可以说是创出新市场的斩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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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1 

    针对微细加工，客户要求加工精度为数 um 到 1um 左右，甚至有

的部份在 1um 以下。能够实现这项加工精度的碌碌产业，提畅「机械」、

「设置环境」、「工具」、「加工条件(CAD/CAM)」的四位一体的加工精

度。「Android」机种，可以说集合了这四位一体，再加上 1 项「操作

员」。 

    实际加工精度目标放在 1um，在硬件上追求极致。然而无论如何

追求精密化，不可避免的是热变位，以及主轴偏摆的问题，要做到零

几乎不可能。在此、开发了加工时，能够将机械微小变化，进行资料

化统计的 M-Kit 被开发出来。 

 

野田社长表示，Android 外观靓美，机械精度很高 

    根据海藤满副社长表示，机械的特性让其可视化后，能够让操作

员容易掌握加工技术。在硬件方面彻底排除精度降低的可能性，在软

件上辅助操作员。让其互相搭配下，获得安定精度。让操作员能够容

易达到微细加工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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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的分身 

    根据河村开发部长表示，Android 机种，最初开发完成不知如何

形容这台机械，当其移动时，感觉很好。主轴回转速标准为 5 万回转，

选用配备可以提升到 6 万回转，进给轴部份也都能够达到当初的预

期，开发期间可以说十分辛苦。 

    之后就要看这台加工机投入市场后的客户反应。由于卖点十分明

确，在 JIMTOF 展会上受到客户的注目。由于碌碌产业在微细加工领

域知名度很高，在硬件方面，客户的信赖感很高。在加上机械能够可

视化的软件搭配下，能够展现机械精密加工的魅力。 

    Android有人造人的意思，能随着操作员的意思去移动，容易获

得期望加工精度。进而可以说是操作员的分身一般之加工机械。 

8、Gleason Asia 公司 

面对高精度齿轮 

新一代齿轮抛光机 

    在车辆方面使用的传动箱，其中所使用的齿轮，从降低噪音的观

点，特别重视的是高精度化的精密齿轮。Gleason 公司发表采用动力

齿轮抛光机与最新技术，而开发了新一代齿轮抛光机。 

    面对汽车用的齿轮精细加工时，是要进行齿轮研磨呢?或者进行

抛光加工?让客户十分犹豫。近年来在汽车制造上，扭力比以往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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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关键在于噪音、声音等问题。电动汽车 EV 想毕在齿轮上的

依赖更加提高的情况下，因此高精度齿轮的生产直接连系到新一代的

汽车生产。 

「150SPH」受到欢迎 

Gleason公司生产的齿轮抛光机「150SPH」机种，采用了斩新的

高刚性直接驱动砂轮头，回转速为 3,000rpm，属于垂直窗型架构的

形式。此外、由于是振动吸收性很高的结构，能够让陶瓷系的砂轮能

力全力发挥。单面齿面 80um 精度的 Dress Interval 能够进行 600 个

量产。工具寿命比以往约增加 10 倍左右。省去了刮齿工程，面对一

般的汽车用传动箱齿轮，与齿轮研磨一循环所需要的时间 30 秒同等

能力。 

 

齿轮抛光机「150SPH」机种与 Gleason John 社长 

 根据 Gleason Asia 公司的野村道博社长表示，「齿轮的精度得以

提升，若能快速生产，就能够降低成本」。属于新一代的抛光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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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TOF 展会上受到欢迎。 

掌握使命感 

Gleason公司是 100 多年前由 William Gleason3 人在美国纽约

州设立的公司。面对多样化齿轮制造需求，可以说是 Gleason 公司技

术开发的历史。Gleason Asia公司是 1989 年 4 月由旧大仓商事的工

具机部门独立出来的公司，1999 年纳入 Gleason 公司伞下。为了

JIMTOF 展来日本的 Gleason John社长表示，「从小零件一直到大零

件为止，此外、加工机、量测仪、工具等，能够完全掌握齿轮制造，

使命感是尽量什么都能提供」。 

9、德国 HEIDENHAIN 公司 

闭回路控制获得高效果 

高级量测、重点在于误差补正 

德国 HEIDENHAIN 公司市场本部工程部长 Jens Kummetz 博士表

示，「超精密、微细加工，更加高级量测，重点在于补正」。加工机械

高级化中，必须理解的是当误差产生时，必须适当的进行补正。 

    在 JIMTOF 展示会场上，德国 HEIDENHAIN 公司展出了金属制作的

足球，以及表现立体形状的多角形加工物，其加工是追求超精密以及

微细加工，重点在于量测与误差的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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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TOF2010 展出的足球样品 

 

Jens Kummetz博士 

DKD 公认的检查机构 

    德国 HEIDENHAIN 公司，最初是以量尺的制造，属于金属蚀刻的

工厂，于 1889 年于德国柏林创业。第 2 次世界大战受到重创而移转

西部，1948 年以德国东南部的 Traunwalchen 再出发。从那之后生产了 450

万个以上的线性编码器，800万个以上回转编码器、角度编码器，以及 45万个

以上数字显示器出货。 

    德国 HEIDENHAIN 公司担任德国计量检定机构 DKD 的公认机构，

负责长度与角度的检查机构。根据 Jens Kummetz 博士关于超精密、

微细加工方面的量测、以及误差补正之重要性，左右工具机的加工精

度，影响因素有 3 项，分别为○1 、机械坐标系统与 CNC 之间的位置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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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静态误差)。○2 、基于能源损耗与冷却的不平衡，所产生的变位误

差(热的误差)。○3 、机械的构造体(本体)与运动控制(驱动部份)的相

互作用，所产生的误差(动态/轨迹误差)。分别去理解其误差产生的

要因后，重点在于如何去正确的进行补正。 

沟槽接触位置的误差 

   以足球加工这个实例之补正重要性来看。HEIDENHAIN 公司表示，

「检查验证 5 轴加工，最好的例子是圆形物体｣，以 1970 年、1974

年世界杯足球 FIFA 所使用的足球为例，采用德国制的 5 轴加工机进

行加工，在这次的 JIMTOF2010 展示会场上也有展出。 

 

         半回路控制的沟加工         闭回路控制获得均等 3分割加工 

         无法取得均等 3分割   

         (中央部份接触部份) 

    足球的加工数据，加工总时间为 2 小时 50 分钟。进给速度分成

五角形与六角形的 5m/分，沟槽部份 0.4m/分，使用ψ25mm 的球状刀

具。就六角形的 2 面与五角形 1 面的角度临接部份之沟槽，原本理应

属于均等的 3 分割。但是在实际加工场合，会稍微产生误差。再加上

刀具的倾斜角度等的误差累积，实际上不会产生均等的 3 分割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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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变位 50um 的误差 

    因此、首先是不使用线性编码器，或者角度编码器，多数的工具

机厂家是导入雷射补正，以及非线性位置补正工作台，采用标准的补

正方式，并不能获得沟槽均等的 3 分割加工。 

    接下来的高精度 5 轴加工之体积空间补正，这样做也不能获得沟

槽均等的 3 分割加工。为了调查原因，针对加工机械进行热画像检测，

这项加工产生的热变位，使得滚珠螺杆伸长了 50um。Jens Kummetz

博士表示，「加工机的制造厂表示能够控制这个伸长量，但实际确伸

长了 50um 左右｣。其结果是造成切削长度不足，或者过行程的现象。 

    若是再加上体积空间补正，线性编码器与回转轴角度编码器的使

用(闭回路控制)，这样做的情况下才能够获得均等的 3 分割加工。 

齿轮的误差补正 

    在加工机械上使用的齿轮也由于在轴中心的偏心现象，产生了齿

轮咬合误差。 

    以多边形加工物进行加工实验，采用半回路控制，齿轮有误差的

场合，当加工面受到光源照射，以人眼就能够判别出表面残留加工误

差。因此使用闭回路控制的话，使用角度编码器导出正确的角度，齿

轮的误差以 CNC 控制装置进行补正加工。基于这个方法加工面的残留

加工痕迹已经消失，变成平顺光滑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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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Jens Kummetz 博士最后做出的结论，○1 、面对超精密、微

细等高精度加工时，正确的运动力学模型，必须导入 CNC 控制装置。

○2 、倡导体积空间补正，考虑加工机本体的误差，面对高精度运动力

学的模型，让加工精度提高。○3 、当面对加工面更精细的表面粗糙度，

以及更高的生产性要求，使用线性尺，以及角度编码器，再加上量测

系统的闭回路控制，能够获得很高的成效。因此进行精密加工时，透

过事前的高度量测，进行误差补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