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刻准备好应对当下和未来的
各种挑战
ZEISS CON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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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应用领域

工业领域
✓ 小型壳体
✓ 冲压件
✓ 数控加工零件
✓ 塑料件
✓ 自由曲面表面复杂零件

医疗行业
✓ 髋关节部件-例如股骨柄
✓ 医用植入物螺钉
✓ 医用关节

电子元件行业
✓ 接插件

航空航天领域
✓ 飞机发动机叶片
✓ 航空发动机
✓ 鼓风机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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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应用领域
工业领域

工业领域
✓ 小型壳体
✓ 数控加工零件
✓ 塑料件
✓ 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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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应用领域
医疗领域

医疗行业
✓ 髋关节部件-例如股骨柄
✓ 医用植入物螺钉
✓ 医用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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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的应用领域
电子元器件领域

电子元器件
✓ 接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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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SS CONTURA
选择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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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
可靠性

人机交互

更加方便快捷
更少的操作时间

成本效率
多测头技术

全球化

ZEISS CALYP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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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台
CONTURA表面安装移动式转台提供四轴联动
扫描测量。

5.ZEISS MASS (多测头系统) 
CONTURA整体硬件质量提升，能够配备高分
辨率多测头扫描传感器。

1.DLC 钻石涂层技术
机器X轴和Z轴导轨进行了DLC涂层(钻石涂层)的
处理，硬度与耐磨性显著提升。

2.ZEISS DotScan
新一代ZEISS CONTURA可以配
备我们的共聚焦白光传感器，对
于非接触式测量性能显著提升 6.玻璃陶瓷光栅尺

采用专利浮动安装零膨胀系数玻
璃陶瓷光栅尺，保证机器高精度

4. ZEISS CALYPSO 软件
CALYPSO在所有ZEISS CMMS之间有
良好的兼容性和一致性.

7.ZEISS 气浮轴承
ZEISS 气浮轴承技术因其工艺成熟可极大
节省压缩空气使用量，结合AirSaver选项
包，可以更进一步降低压缩空气的损耗

ZEISS CONTURA
高性能扫描平台新典范 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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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参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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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技术参数

MASS Technology

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MASS多测头系统支持在高分辨率高精度接
触传感器与光学传感器

测量任务依据应用需求，因此也需要选择正
确的传感器。MASS多测头系统在大量不同
应用行业领域需求中提供最佳的传感器满足
客户要求

您的收益

✓ 更高的灵活性
✓ 不需要购买机器前预先选择适合未

来测量应用需求的传感器。



#1 关键技术参数

ZEISS MASS Technology

ZEIS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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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SS CONTURA
增值选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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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通过ZEISS移动式转台可以更高精度更容易地捕获几何形状
。此外，转台的使用减少了复杂探针的使用，降低了探针库
位自动换针频率，从而节省了时间成本。

您的收益
使用转台探针简易化，减少换针时间
✓ 节约时间成本
✓ 转台可竖立安装可卧式安装，测量更

加便捷

转台选项附带:

- 300 mm 法兰盘
- 三爪卡盘
- ZEISS CONTURA 电控装置

竖立式安装转台 卧式安装转台

#2 ZEISS CONTURA 转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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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宽温梯度(HTG)选项允许在18°至26°C的较高温度范围内进行精确
测量。在此温度范围内，ZEISS CONTURA可在1 K/h，1.5 K/d 1 
K/m的温度波动范围内进行高精度测量.

您的收益

✓ 更宽泛的工作温度区间

✓ 降低温度控制成本

#2 ZEISS CONTURA 宽温选项

宽温选项附带:
由选配HTG升级到所有选项均可单独订购
- 用于工件温度补偿的两个温度传

感器
- Y轴上防尘风琴罩
- 前控制面板保护支座+大理石前保

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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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自动探针更换库位架 ZEISS ProMax E在
测量范围外提供多达27 个库位
(MT/VAST) ,全自动更换探针。这使得工
件的测量范围在测头的运动路径没有碰
撞风险的情况下得到了最佳利用。
ProMax E对于CONTURA是在测量范围之
外定义了一个专用位置用于安装库位架
，提高了有效测量范围。

您的收益

✓ 空间利用率提升:最多可增加
46%的测量范围

✓ 探针利用率: MT/VAST 或者XTR
最多可提供27个库位

✓ 灵活性:多传感器功能-可与所有
ZEISS探针系统完美结合

✓ 再现性:电驱动提高测量重复性精度

✓ 更小的占地空间，“更大”的测量范围

#2 ZEISS CONTURA with ZEISS ProMa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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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蔡司CARBOTAN接长杆是由碳纤维制成的，具有独一无二的
挠度。 CARBOTAN碳纤维接长杆重量极轻，稳定性明显优于
铝，硬度比钛合金高达42% 。

客户收益点
✓ 可以组装更复杂的探针系统，极

轻材质允许安装在严格质量控制
的探针系统中

✓ 更高的测量精度

✓ 扫描精度高

✓ 受环境温度变化影响小

✓ ZeissCarbotan®与铝制接长杆
价格水平相当！无需额外费用

#2 ZEISS CONTURA with ZEISS CARBOTAN®



ZEISS 17

成本效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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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收益

✓ 极大的减少了校针时间由于RDS探
头中集成的CAA技术，其不需要单
一的角度单独校准。

#3 成本效率

ZEISS RDS-D CAA
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两个方向360度、2.5度步距角的旋转使测量
的空间角度位置达到20736种-CAA技术支持
在12分钟内全部校准完成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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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 
performanc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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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 性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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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收益

 悬浮安装的玻璃陶瓷光栅尺使温度
梯度对 ZEISS CONTURA精度的影
响降到最低。
“最好的修正方法是不需要修正！”

 陶瓷部件和长轴承座保证了精度和
再现性.

 光栅尺分辨率从0.2um提升至
0.08um

领先的硬件技术

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玻璃陶瓷光栅尺

 悬浮安装的零膨胀系数光栅尺显著地减少了
基座扭曲对其的影响。

 长轴承座
较长的轴承座确保了其更高的刚性以对抗弯
曲、倾斜和偏摆。

 CAA 修正
动态和静态弯曲修正是目前最先进的。

#4 可靠性与性能

Patented oil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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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性与耐用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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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C 钻石涂层与 ZEISS 气浮轴承技术
技术说明与案例分享

✓ CONTURA X轴和Z轴的DLC钻石涂层导轨进行了钻石涂层的
处理。具有超高硬度与低摩擦力

✓ 新一代ZEISS气浮轴承技术. 石墨层表面有几百万小孔出气，疏
水性强，除尘性强，抗油污增强了机器的耐用性

#5 坚固性与耐用性

您的收益

✓ “无”停机工作

✓ 减少服务成本

✓ 缩短维护周期

✓ 故障间隔时间（MTBF)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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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全球的
销售服务中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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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收益

 全球范围内都可获得蔡司专业技术
和应用工程师的支持。

 更加贴近客户的服务支持意味着更
快的响应时间。

 更少的停机时间和更高的安全性

我们布局全球的专业技术: 蔡司工业质量与研究事业部网络

#6 布局全球的销售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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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ZEISS CALYPS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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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说明和举例
 ZEISS CALYPSO 用于蔡司所有不同系列的三坐标。
 只需要接受一次培训即可操作蔡司不同系列的三坐标。

您的受益
 更少的培训时间可节省更多的

成本。
 熟悉的用户界面带来更高效的

操作。
 同一程序可在蔡司不同系列的

三坐标上直接运行。
 可为特定的应用优化程序。

ZEISS CMMs ZEISS X-Ray ZEISS Sensors

#7 软件: ZEISS CALYPSO

C A L Y P S O

One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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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标准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的ZEISS CONTURA 

Probe head
▪ VAST XT gold
▪ VAST XTR gold
▪ RDS-D-CAA with tactile sensors  

(VAST XXT)
▪ RDS-D-CAA with optical sensors  

(ViScan*, LineScan, DotScan**)

Software
▪ ZEISS CALYPSO

Sizes
▪ 7/7/6
▪ 7/10/6
▪ 9/12/8
▪ 9/18/8
▪ 12/18/8
▪ 12/24/8

**Available starting at May 2020.
**Available starting at November 2019 and needs a preparation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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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好应对当下和未来的各
种挑战

ZEISS CON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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