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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直驱技术的转台 900 DD 系列

高达 5'450 rpm 的转速可在标准立式加工中心上实现车削、滚刀
剥皮、磨削、铣削等各式高效加工

pL LEHMANN 的新式直驱型 CNC 转台（900 DD 系列），可实现
车铣复合加工（如滚刀剥皮）和磨铣复合加工以及五轴同步加工
（如加工涡轮叶片或叶轮）。此转台的特点是采用了创新的立方
体设计，不仅超快而且还完全密封，安全可靠，因此用途广泛。
此外它们还易于维护，为工业 4.0 应用做好了准备。

多年以来 CH-Bärau 这处地点对 pL LEHMANN 公司来说一直
是关乎到经济性切削加工 CNC 转台的关键位置。单轴和双轴解决
方案已应用到 200 多个机床品牌或 1'000 多款机床型号上。由此
变得神通广大，可集成于所有知名的 CNC 控制器（如发那科、西
门子、海德汉、哈斯、Winmax、三菱、兄弟等），既能用于新设
备也可以用于改装设备。

pL LEHMANN 在驱动技术方面也积累了多年的专业知识。其
中最新的直驱型 900 DD 系列从中受益匪浅。pL LEHMANN 在 

双轴直驱型的 T1-91x915 TAP9 版本，非常适合进行同步 5 轴加工。
图片：pL LEHMANN

由于模块化结构采用了非常紧凑的立方体设计，因此转速高达 5'450 rpm 的 
900 DD 系列的 pL 转台在诸多应用中都受到力荐。图片：pL LE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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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轴组合中，它们也开创了许多用途。双轴直驱型的 T1-
91x915 TAP9 版本，非常适合进行同步 5 轴加工，是铣削和磨削
叶轮等类似部件的理想选择。此处可夹紧重量不超过 40 公斤、直
径不超过 308 mm 的工件。 

也可以与 500 系列的 pL 转台 EA-520 搭配使用。T1-91x520 
TAP5 解决方案中采用直驱型半轴和带有牢固型无间隙减速机 
(PGD) 的回转轴。夹持力为 2000 Nm；存在负荷变化时无需调节控
制器。可加工重量不超过 90 公斤、直径不超过 400 mm 的工件。

这就是工业 4.0 的工作方式

pL 转台的一大亮点就是全系列配备 pL-iBox（早期称为 black-
BOX）。它配备有功能广泛的传感器系统，用于检测、记录和显
示转速、内部压力、温度、空气湿度、震荡和冲击。如果超过或
低于设定的限制，它会将此通知给 CNC 控制系统。当控制系统读
取到这些值时，将得出关于整个系统损坏情况、状态和使用寿命
的结论并给出关于维护工作的建议。pL-iBox 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
可用性、缩短停机时间并降低维护成本。 

900 DD 系列包括当前的 4.3 版本 iBox，标配了处理速度更快
的微处理器和更大的存储容量。3D 加速传感器可感测来自各个
方向的冲击。ED 极限值 – 过载保护，防止电机出现损坏。新配
置还包括一个蓝牙接口，通过它可随时使用电脑笔记本来查询状
态、功能或故障并进行设置。除了实时时钟以外，pL-iBox 还为
专用的网页服务器和以太网接口提供准备工作。利用一个可选配
的 WLAN 或 GSM 模块可满足更多的需求，例如：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故障消息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间就已经获得了使用该项技术的经验。目前
全新开发并采用模块化结构的极紧凑式立方体设计，900 DD 系列
的 pL 转台拥有高达 5'450 rpm 的转速（无磁场削弱功能最高可达 
2'590 rpm），在诸多应用中都能大展拳脚，尤其是产品还达到了
防尘防水的 IP 67 防护等级。 

此外，900 DD 系列的其他有趣功能还包括一个精度高达 +/-3 
弧秒的雷尼绍（兼容西门子、三菱、安川和 BISS）或发那科角度
测量系统。后者的新系列可与 Fanuc DDR 等机床 100％ 兼容，
例如与众所周知的发那科 Robodrill 互补，满足更高转速的要求。

在工件夹具方面也提供极为广泛的品类，并带有各式各样的
转接器。主轴前后的标准化接口确保了最大程度的通用性。该
系统可以包含四楞或六楞旋转活接，能随时通过夹筒（W20 或 
HSK）进行改装，实现具有失效安全功能的手动或自动工件夹
紧：即使发生电源故障，工件也随时保持牢固的夹紧状态。

主轴夹具还带有失效安全功能，在发生断电而采用紧急制动时
可确保不会造成任何损坏。未接通任何能源的情况下可提供 900 
Nm 的夹持力，夹紧大直径工件，松解只需要 4.5 bar 的压缩空气。

对于高速干式加工以及类似条件苛刻的加工任务，900 DD 系
列可进行内部冷却（作为标准配置）。为此，pL LEHMANN 还提
供冷却机组以及 Siemens CNC 机床所需的集成模块。

还有一个可用于单轴或双轴加工的独立 FANUC 35iB DD CNC 
控制器，带有一贯拥有的丰富功能和原始发那科表面。

单轴和双轴应用

单轴版本的 EA-91x DD 中，这种新型转台非常适车铣复合加
工，如用于表壳的棒料加工或减速齿轮的滚刀剥皮。

智能化夹头方案可在超宽的模块化系统上实现拉紧式或顶紧式手动或自动工件
夹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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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旋转台，瑞士品质

作为成立于 1960 年的纯代加工制造公司的 pL LEHMANN 
已经开发并生产 CNC 旋转台长达 40 多年了。凭借创新能力
和瑞士品质，来自瑞士 Bärau 镇（Emmental）的家族企业
成功地为其客户提供了更多的 NC 轴方案、开发了以高生产
率为特征的精加工解决方案。公司历史中的亮点之一无疑是 
2009 年开发的 500 系列，其模块化设计可高效灵活地适用
于最苛刻的加工任务。随着 2014 年开发的无缝预夹紧 PGD 
齿轮箱，pL LEHMANN 公司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家瑞
士公司在 2017 年度还展出了新一代 pL-iBox，这种产品可增
加转台宽度，以适应工业 4.0 及数字化生产的需要。在之后
的 2019 年又推出了 900 DD（直驱型）系列转台，转速可高
达 5'450 rpm。AM-LOCK 系统是 2019 年推出的又一款新产
品，这是一种适用于 3D 打印包括预处理和后处理的特殊零点
夹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