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臥式智能光學辨識 2D 量測儀
< 五金扣件、螺絲專用 >

智能量測，精準快速

智能｜精準｜簡易｜迅速

SC-4AT 系列 

多功能尺寸量測 | 幾何公差量測 | AI 自動辨識瞬檢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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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介面
直覺性的操作介面，僅需依照

步驟設定，點選量測即可獲得

目標物的數值。

高穩度、高精度真空吸附載物平台
規格 ( 量測範圍 )：

X 軸 *Y 軸：300mm*85mm

X 軸位移平台 ( 有效行程 )：200mm

Y 軸位移平台 ( 有效行程 )：100mm

專用光學遠心鏡頭
在一定之檢測距離範圍內可達到物體大

小一致，不影響檢測結果。

工業等級相機
使用高解析度、低雜訊的工業相

機，實現高精度與高穩定性。

程控升降系統
物 件 高 度 範 圍 185mm 內 皆

可 量 測， 另 滑 台 可 位 移 達

200mm，多物件同時量測，

載台旋轉角度 ±15 度度，量測

螺絲之最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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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秒內，即可一次量測多個尺寸

絕佳量測穩定性

輕鬆操作無負擔

人工智能自動辨識

SC-4AT 系列智能光學辨識 2D 量測儀優勢

強調人性化的友善人機介面設計，讓操作者在設備使用上更加直

覺。無論是誰都能得到穩定精確的量測結果。

過去的量測設備，同時量測越多的尺寸時，量測處理速度時間相

對較長。而 SC-4AT 系列產品僅需短短數秒鐘，即可完成多尺

寸量測。節省更多的人力與工時。

獨家程控系統搭配真空吸附馬達，可同時量測多個螺絲待測物，

另可升降、位移、旋轉載台來達到精準量測。

使用者僅須一次的設定，接下來同樣產品的每次量測，

即可放心交給 SC-4AT 系列。大幅提升企業的量測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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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目前各種傳統量測儀

過去的量測問題點

SC-4AT 系列不需人工調整定位、智能軟體量測、解決人為誤差問題

速度慢

速度快

穩定度低

穩定度高

難易度高

難易度低

－待測物數量越多、量測尺寸越多，時間就越長。

－大部分使用人工量測，長時間操作，造成人員疲勞效率低下。

－同時辨識並量測多件待測物、多尺寸。

－人員僅須點擊量測按鈕，即可迅速得到數據。

－人工使用量測工具手法不一，導致結果差異。

－人工定位點選量測位置，導致數值精準度差異。

－透過 SC-4AT 系列的智能辦識功能自動量測，排除人為差異。

－高精度量測，每一次的量測皆可獲得相同的量測結果。

－設備量測手法繁雜，學習不易且耗時。

－原始操作人員不在現場，便無人會操作。

－操作介面淺顯易懂，誰都能輕鬆量測，快速學習。

使用 SC-4AT 系列，解決所有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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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4AT 系列關鍵核心技術

智能自動辨識

多個待測物同時量測

多個尺寸同時量測

操作者僅需一次設定，軟體即可記憶待測物項目與公差值。視野範圍

內，不需定位，隨意擺放即可迅速量測，並且判定工件 NG 與 OK 。

可同時辨識多個尺寸，進行量測。

再多的量測位置皆不費力。

再多的待測物，只要在視野範圍內，

不須重複執行，一次量測。提高企業檢驗效率。

模糊取點功能
即使點不準，沒有點在物體上系統也會自動判別最接近的邊緣位置，

精準抓取物體真實邊界。



P.5

SC-4AT 系列關鍵核心技術

環境光變化自動修正

次像素處理

量測資料數據化

使用環境光修正演算法，自動補償因光源變化而產生的數據誤差。

因此不須在特別的光學暗室，隨時隨地，輕鬆量測！

在大視野下要實現高精度量測，將 1 個畫數再細切 100 等分，

使物體邊緣量測更加銳利與細緻。

檢測數據及圖片匯出，可將資料數據化，彙整工程報表成 PDF

檔，提供客戶更完整的資料庫蒐集。使量測結果能輕易活用並

提供企業更科學、精準的檢測報表。

● 量測報告僅供參考

無次像素處理 具次像素處理

受光元件 1 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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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4AT 簡單四步驟快速得到所有量測資訊

拍照

選取量測功能

選取量測範圍

量測結果顯示

STEP 1

STEP 3

STEP 2

STEP 4



P.7

SC-4AT 系列專用遠心光學鏡頭與程控對焦系統

具有較大視場的鏡頭，一般會有很大的畸變，使用專用光學遠心鏡頭之設計優點即是使畸變像差極小 ( 無失真 ) 。

遠心鏡頭之零視場角為放大倍率不因距離而改變，在一定之檢測距離範圍內可達到物體大小一致，不影響檢測結

果，並利用程式控制鏡頭對焦，解決多段差的對焦問題。

使用長景深遠心鏡頭與程控對焦，複雜、多段差的待測物也能正確量測並提高量測時的效率。

使用遠心鏡頭，讓待測物體尺寸不受遠近影響，量測時可不必在意待測物的高低變化。

利用低失真鏡頭，使周邊影像在拍攝時減少失真，因此待測物放在視野範圍內的任何位置，

皆可正確量測。

一般鏡頭

一般鏡頭

一般鏡頭

SC-4AT 系列

SC-4AT 系列

SC-4AT 系列

工件複雜、多段差，焦距不模糊

工件複雜、多段差，大小不改變

即使在視野範圍仍極少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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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4AT 系列之支援服務

在地化專業支援服務

支援他國語言

台灣地區由原廠直接販售。

擁有具備豐富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的光學與機構工程師為您提供完整的專業服務

及設備維護支援。需要諮詢時，可迅速找到窗口，創造讓客戶安心的服務品質。

支援語言：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日文。

除了設備操作介面外，產品說明書等亦提供他國語言。

讓 OPTICSER 的設備導入至海外的生產據點也能順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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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首件作品，初期品檢查

製程ＰＱＣ、抽樣檢查

出貨ＯＱＣ檢查

驗收ＩＱＣ檢查

－提高品質檢測效率。
－檢測標準化，任何人都能即時量測。

可應用於：各式螺絲、螺帽、螺桿、鉚釘、齒輪、成形銑刀、凸輪軸…... 等各種軸對稱柱狀物工件、
刀具和零件。

－檢測時間大幅縮短，提高生產效率。
－高精度設備量測，改善製程良率。
－實現製程內預期管理。

各種軸對稱柱狀工件、刀具等零件 各式螺絲等應用

－商品出貨前快速抽樣檢測。
－提升檢測報告製作效率，進而節省人事費    
    用降低工時 。

－進料檢驗能快速且用同一基準管理。
－增加檢查項目以減少產生不良品的風險。

SC-4AT 系列之應用案例

多元的量測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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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4AT 系列之規格

SC-4AT1-100

規格

型號 SC-4AT1-100

受光鏡頭 遠心鏡頭

照明系統 LED 遠心平行光源

影像量測

搭配 X 軸位移平台
量測範圍 (X 軸 × Y 軸 ) 300mm*85mm

最小顯示單元 0.1 μm

量測精度 ±5 μm(#1,2)

量測重複精度 ±1.5 μm(#1,2,3)

X 軸位移平台 有效行程 : 200mm

Z 軸位移平台 有效行程 : 100mm

載物台旋轉角度 ±20 度

調焦行程範圍 130 mm

重量 150 Kg(#4)

外觀尺寸 (L×W×H) 1200(L)*800(W)*736.29(H)mm

使用電源 AC 單相 220 V / 60Hz / 1400 W(#4) 

● 備註如下：

*1. 設備環境要求 : 操作環境溫度 20℃ ± 5℃，溼度 30%~80%，震動 < 0.002g，低於 15 Hz。

*2. 設備精度以實際出廠精度為準。

*3. 重複精度為物體單點位置不動重複量測之公差。

*4. 設備規格以實際出廠規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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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量測功能

幾何公差量測功能

螺牙量測功能

直線距離

底徑

角度

角度

有效徑

外徑

牙距

頭寬

頭厚
R 角

螺紋角

角度

真直度 平行度 直角度

R 圓心到 R 圓心距離點到點距離

線到點距離

曲率半徑

客製量測功能服務精準Ｒ角輔助線

牙長總長 牙底徑

可量測項目：總長度、頭寬、頭厚、牙外徑、牙底徑、牙距、牙長、角度、有效徑、螺紋角等
各式螺絲尺寸皆可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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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flexibility and Custo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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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豐技術能量  OPTICSER ENEGRY

自
動
光
學
檢
測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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