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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测量结果时： 

MeasurLink 家族

局域网 

办公室 

测量室 

数据库 
服务器 

加工车间 

质量管理 

三坐标测量机 
视像测量系统 

Digimatic
测量设备 

集中检测结果 

Real time 显示

GO/NG 判断、

Cpk、控制图等。

管理部门可以检测从测量室

和车间获得的测量结果，同

时也可对积累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和数据组合。 

A-7

无需手写 向 PC 输入数据 

执行统计程序管理 

把测量结果的质量信息集中并共享 

执行统计程序管理 

DP-1VR

输入工具系列 多路转换器 MUX-10F

易于打印输出测量数据， 

并具有统计计算功能。 

可以通过键盘信号转换型输入工具，直接向 Excel 等电子制表软件输入测量数据。 

1 路 

4 路 

键盘 

输入工具

多路转换器

RS-232C

A-5

A-4

A-3

MeasureReport 
MeasurLink Real-Time 
MeasurLink STATMeasure PLUS 

实时显示 GO/NG 判断、

处理能力、控制图等。

A-7

A-10 A-7

• 分散在工厂的质量信息建立网络： 

• 需要专用于检测和质量管理的套装软件时： 

RS-232C 输入装置需要独立的通信软件。

使用 Excel 轻松制表 

  3
  2

  1
实
施
步
骤

实
施
步
骤

实
施
步
骤

测量系统介绍

以下系统介绍的范例中，展示了各种三丰测量仪器的测量结果，并且能够将其记录用于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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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数据管理

A

A
测量数据管理

目录
测量数据管理

Input Tools (SPC 数据输入装置) A-�
Digimatic 微型处理器 DP-�VR A-�
Multiplexer-�0 (多路转换器) A-�
� 路量具选择器 A-�
EC 计数器 A-�
MeasurLink 家族 A-�
MeasureReport A-�0
SPC 连接电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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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keyboard signal 

PC supporting USB 
(Windows 98SE/ME/2000/XP/Vista)

PC not supporting USB 
(Windows 95/NT4.0)

In case RS-232C 
communication such as a data 
request from the PC is required

PS/2
keyboard signal 

RS-232C
communication

PS/2 keyboard signal  
conversion model 

Other measuring 
instruments with 
the Digimatic 
output feature

RS-232C conversion input tool 

* When using an optional Gage Selector 3 (refer to page A-8), up to three measuring gages can be connected. Input selection is performed with a manual switch. 
Multiple 264-012, input tools can be connected to a PC with an off-the-shelf USB hub. Simultaneous input is not supported. For cables used to connect measuring 
gages to the input tool, refer to page A-13.

One-channel Digimatic input:*

USB keyboard signal  
conversion model 

Digimatic Caliper 

Foot switch 
937197T

Foot switch 
937197T Cable length

0.9m
Cable length
0.9m

Cable length
0.9m

Foot switch 
937197T

264-012-10 264-005 264-007

Digimatic Micrometer Surface roughness  
measuring machine 

特点

• Input Tools 是一个端口，可以将测量数据

转化为键盘信号输入 PC。这样一来您可

以轻松将带有 Digimatic 输出功能的三丰测

量器具所测的数据直接输入现成的电子

表格软件 (如 Excel) 的单元格中。

• 带有 USB, RS-���C 以及 PS/� 版本，可满足

各种 PC 输入要求。

• 使用选件脚踏开关而不是数据开关可使

测量更加方便。

连接配置图

264-012-10264-007

264-005

Input Tools (SPC数据输入装置)
264系列 — Digimatic 量具/ PC 数据输入装置

Digimatic 卡尺 Digimatic 千分尺 表面粗糙度测量仪

其它带有     Digimatic
输出功能的测量仪器

单通路 Digimatic 输入 :*

USB 键盘信号转换模式 PS/� 键盘信号转换模式 RS-���C 转换输入工具

脚踏开关

937197T

USB
键盘信号

电缆长度

0.�m

脚踏开关

937197T

PS/�
键盘信号

电缆长度

0.�m

脚踏开关

937197T

RS-���C
通信

电缆长度

0.�m

PC 支持 USB
(Windows ��SE/ME/�000/XP/Vista)

PC 不支持 USB
(Windows ��)

当进行 RS-���C 通信时

如需要 PC 中的数据时

* 当您使用选用 � 路量具选择器时 (参考 A-�)，可以与三种量具连接，还可以通过手动转换选用一种输入方式。

   使用 ���-0�� 时，可以通过 USB 将输入工具与 PC 连接，但是不支持同步输入。了解每个量具的连接电缆请参考 A-��。

USB 键盘信号转换模式

货号 :  264-012-10*
输入 : 数字信号 x � 个通路

输出 : USB 键盘信号 x � 个通路 (USB �.0)
电源 : �V，从 PC 总线电源获取

电缆长度： 0.�m
重量 : ��g (包括电缆)
* 适用于美式键盘，当使用其他类型的键盘时请咨询三 
 丰公司

PS/2 键盘信号转换模式

货号 :  264-005
输入 : 数字信号 x � 个通路

输出 : PS/� 键盘信号 x � 个通路

电源 : �V，从 PC 总线电源获取

电缆长度： 0.�m
重量 : �0g (包括电缆)

RS-232C 转换模式

货号 : 264-007
输入 : 数字信号 x � 个通路

输出 : RS-���C x � 个通路

电源 : ��V，从 PC 总线电源获取 (电源存储)
电缆长度： 0.�m
重量 : ��g (包括电缆)

与所有型号相同

DATA 开关 : 一百万次开关寿命

尺寸 (W x D x H) : �� x �� x ��.�mm (主机)

选件
937179T: 脚踏开关

939039: 量具选择器

参见 Input Tools  (E���0) 产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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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

上限

输入数据

数据个数

处理能力索引

柱状图分区数

范围

平均值

控制上限

控制

控制下限

控制

控制上限

控制

控制下限

控制

模式
记录测量数据、公差判断。

模式
自动记录不同的计算结果，

自动生成 管理图

模式
记录测量数据、

统计分析和柱状图

模式
图 不仅能够直观的描述测量数据的实际位移，

还能够同时记录测量数据、统计分析和柱状图。

使用人员可选择大字体

不包括模式

A

• 这款多功能DP1-VR打印机不仅能打印测量

数据，还可以进行各种统计分析，绘制

直方图和D型图，甚至还可以进行X - R控

制图这样复杂的操作。

• 配置了RS-232C输出和GO/NG评估输出作为

标准功能，作为高品质检测仪器这款处

理器可以确保高度的可靠性。

• 行式热敏打印机可以实现高速、安静的

打印效果。

264-504

货号
264-504: (带有 100V AC 适配器)
264-504A: (带有 120V AC 适配器)
264-504D: (带有 220V AC 适配器)
264-504E: (带有 2�0-220V AC 适配器)

技术参数
打印方式 : 热敏打印机

打印密度 : 38� dot (8dot/mm)
打印速度 : 6.5mm/s (使用 AC 适配器)
打印纸 :  �8m
打印行数 : 大字体约 6500 行  
 小字体约 12000 行
处理能力 :  9999 数据 (模式 1/2/3) 
 100000 数据 (模式 0)
打印数据 :  测量数据、GO/±NG 判断、数据个数、

 最大／最小值、范围、平均值、标准偏差、 
 不合格数量、不合格率、处理能力索引、 
 直方图、D 型图、用于 X - R 栏和管理极限数 
 据的控制图发生器、日期和时间

数据输出功能 : 输出测量数据 (RS-232C) 或 GO/±NG 判断

自动输入数据间隔 : 0.25s, 1s, 5s, 30s, 1min, 30min, 60min
电源 : AC 适配器 6V
电池 :  LR6 (碱性), Ni-Mh (AA 尺寸) 
电池寿命 : 10 年 (时钟电池), 
 10000 行 
 (1600mA 1 次／5 秒，镍使用氢电池)
尺寸 (W x D x H): 9� x 201 x 75.2mm
重量 : 390g

选件
09EAA084*: RS-232C 替换电缆 (1m, 9 针)
965516*: GO/±NG 判断电缆

937179T: 脚踏开关 
*RS-232C 电缆和 GO/±NG 判断电缆不可同时使用。

参见 DP-1VR (E�209) 产品样本

DP-1VR
264系列 — Digimatic 微型处理器

特点

•  这是一种掌上打印机，可以用来打印

Digimatic 量具的测量数据，或者进行数据

分析。



A-�

264-002

代码

按下量具上的数据开关

输出

脚踏开关

按下 前的

下载开关

工具选择开关

输出

命令 测量数据

输出

使用范例

使用在Digimatic量具上的数据开关输入数据

• 如果 Digimatic 量具带有数据开关，数据

可以从量具传入到 MUX-�0，再转换到 RS-

���C 并将其输出。

使用下载开关进行数据输入

• 如果 Digimatic 量具没有数据开关或者当您

执行同步测量时，MUX-�0 下载开关可以

从工具选择开关中选定的量具中输入数

据，然后转换到 RS-���C 再进行输出。

• 如果工具选择开关中选定了多种测量量

具，数据会按照 �-� 通路的顺序输入。

• 可以选用脚踏开关 (937179T) 进行快速数

据输入。

使用外部命令进行数据输入

• 您可以通过在 PC 上输入一个命令，从与

MUX-�0F(ch �- �) 连接的指定量具上输入

数据。

命令 (ASCII) 转换通路

� (ASCII 代码��) CR �
� (ASCII 代码��) CR � 
� (ASCII 代码��) CR �
� (ASCII 代码��) CR �
A (ASCII 代码��) CR �, �, �, �
B (ASCII 代码��) CR �, �, �
C (ASCII 代码��) CR �, �, �
D (ASCII 代码��) CR �, �, �
E (ASCII 代码��) CR �, �, �
F (ASCII 代码��) CR �, �
G (ASCII 代码��) CR �, �
H (ASCII 代码��) CR �, �
I (ASCII 代码��) CR �, �
J (ASCII 代码�0) CR �, �
K (ASCII 代码��) CR �, �

Multiplexer-10 (多路转换器)
264系列 — Digimatic/RS-232C端口

特点

• 这是一种测量数据传送装置，多路器

MUX-�0F 将送入的 Digimatic 输出测量数据

通过 RS-���C 端口输出到外部装置，如

PC。

货号
264-002: (带有 �00V AC 适配器) 
264-002A: (带有 ��0V AC 适配器) 
264-002D: (带有 ��0V AC 适配器) 
264-002E: (带有 ��0-��0V AC 适配器)

技术参数
数据输入端口 : 三丰 Digimatic 量具的 � 路端口 
数据输出 : 通过 RS-���C 端口

数据输出格式 : RS-���C (D-SUB � 针在连接器内)
数据传输方式 : 半双工传输

数据传输代码 : ASCII/JIS
数据长度 : � 位
开始位 : � 位
停止位 : � 位
奇偶校验 : 无
同步方式 :  起 - 止系统

数据输出速度 : �00bps, �00bps, ��00bps, ��00bps, ��00bps,  
 ���00bps
电源 :  通过 AC 适配器

尺寸 (W x D x H): ��.� x ��.� x �0.�mm

选件
937179T: 脚踏开关

• 最多可以连接 � 个带有 Digimatic 输出功能

的测量仪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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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9039

542-007

EC 计数器
542 系列 — 低成本、集成型显示器

特点

• 小型面板组装型，DIN 尺寸。可以轻松的

与每一种系统合成使用。

货号
542-007

技术参数
兼容量具 :  LGD, LGS
分辨率 : 0.00�mm, 0.0�mm
量具输入编号 : �
显示器 : � 位 LED 和负 [-] 符号

功能 : 预调 
 GO/±NG 判断

输出 (开路集线器): � 步限制信号、正常信号

外部控制 :  预调、数据保持

电源 :  通过 AC 适配器

尺寸 (W x D x H): �� x �� x ��.�mm
重量 : �0g

3 路量具选择器 
用于数据传输的 3 通路转换盒

Digimatic
微型处理器 

DP-1VR

Digimatic 千分表 

Digimatic 千分尺 

Digimatic 卡尺 

 3路量具选择器

Input Tools 

连接范例

尺寸

单位：mm

特点

• 可以连入 � 个 Digimatic 量具。

• 您可以使用通路转换开关选择和指定进

行数据输出的量具。

货号
939039

技术参数
连接 : 最多 � 个量具

信号 : Digimatic 编码形式

连接 :  双向

外部尺寸 (W x D x H): �00 x �0 x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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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

加工车间

对各工厂分散的数据进行集中管理

检测室

办公室

工厂／车间

工厂／质量管理

获取数据
从 测量工具中获取

获取数据

从测量系统中获取

创建检查表

工序分析
管理

过程分析

检查信息记录

工序监控

集中管理

缺陷发生

可
以
接
受
的
产
品

过去 现在 将来

有
缺
陷
的

产
品

有
缺
陷
的

产
品

测量中发现迹象

测量网络系统的延伸

MeasurLink® 从孤立的小型系统到应用 PC 网络环境的大型系统，MeasureLink 都可以支持。根

据您的预算和应用，您可以从右图所示的软件包中的 � 种软件中进行选择。从孤立系统扩

展到网络系统非常容易，您可以把检测操作由一个区域逐步升级到整个区域。
测量数据Real-Time过程控制的

数据获取&集中管理

用于Digimatic测量工

具的MeasurLink Real-
Time PLUS

创建检查表

Measure Report Microsoft Excel®
(另售)

用于测量系统

MeasurLink STAT 
Measure PLUS  

MeasurLink
过程管理器

过程监控

量具 R&R

MeasurLink
量具 R&R

过程分析

校正历史管理

MeasurLink
过程分析器

MeasurLink
量具管理

MeasurLink
数据库

MeasurLink的程序结构 

通过测量网络集中管理数据

转换至一个

文本文档

基
础
软
件

可
选
软
件

相关软件

通过实时控制图进行预防控制
在车间里可以使用实时控制图在早期发现异常，有效的防止缺陷的发生。

失控、跑偏、异常趋势等

MeasurLink 家族
测量数据系统

MeasurLink 程序

基础软件 MeasurLink Real-Time
MeasurLink Real-Time PLUS 
(用于 Digimatic 测量工具)
STATMeasure
STATMeasure PLUS 
(用于测量系统)

可选软件 MeasurLink 过程管理器 
(用于过程监控)
MeasurLink 过程分析器

(用于过程分析)
MeasurLink 量具 R&R 
(用于量具 R&R 计算)
MeasurLink 量具管理 
(用于校准历史管理)

相关软件 MeasureReport 
(用于创建检验报告)

注：基础软件根据网络结构有所不同。

 MeasurLinks® 程序源自 SPC 诞生地 - 美国，

由美国三丰公司开发，融入了美国十余年

来的专业技术。工业技术已经开始逐步跨

越国界，将来，包括三丰公司在内的整个

日本制造业将会与海外公司展开更多的业

务往来。在这种情况下，获取 ISO �000 的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标准，如美国汽车工业的

QS- �000 标准，将成为一种企业务必遵守的

义务， 而且这种趋势会逐渐扩展到其他工

业领域。在今天的日本，大多数系统都使

在使用审查认证，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如要获得国际标准认证，过程控制将是必

不可少的内容。

运行环境
*单机或客户端电脑系统要求

OS Windows �000/XP
数据库 Sybase SQL Anywhere*
CPU 奔腾 �.�GHz
内存 ���MB 以上

硬盘 �GB 以上 (�0GB 以上)
显示器 SVGA
其它 光盘驱动器、键盘、鼠标 **

* 联网使用时，需根据服务器及用户数量购买数据库许可证。

** 联网使用时，需构建基本的网络环境，如：局域网网卡、网 
 线以及网络集线器等等。

根据以往趋势可以在早期发现在未来

可能发生的错误。

在控制图上根据警告项目

可以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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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测量项目弹出扩大显示的内容可根据需要进行

设定。

黄色

即将超出公差

红色

超出公差

实时过程控制

统计分析结果

文字信息 (项目信息计算结果)
项目名称、测量值、误差值，上

／下限值、Cp, Cpk,Pp,Ppk、标准

偏差、平均值、最大值，最小

值、不合格率等等(可任意选择)

图表显示 (控制图表等等)

X-R控制图表、X-S控制图表、X-Rs
控制图表、直方图、磨损图，运

行图、预控制图、数据统计等等

(可任意选择)

GO/NG 判断的色别显示

弹出的外框颜色与GO/NG结果

一致

工件转换 综合判断工件的测量值和判断

缩窄功能用于快速查看

单一工件的结果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大范围的数据分析／显示功能可以根据性质和

需要显示结果。

各类项目图

• X-R 控制图 (a)
• X-S控制图

• X-Rs 控制图

• EWMA控制图

• 直方图 (b)
• 运行图  (c)
• 预控制图 (d)
• 磨损图 (e)

全部项目图

• 多元控制图 (f)
• 列指示图 (g)
•  全部项目Cpk表(h)
•  多变量缺陷率 (条形图)
•  管理器显示 (� 列 x � 行)
 (直方图、仪表、盒须图)

测量值

•测量值数据表
 (各类项目N X sub Gr)

• 部件数据表

统计

• 最大值

• 最小值

• 平均值

• 标准偏差S, Rbar/d�
• 工程能力 Cp,Cpk,Pp,Ppk
• 探测率

• 平均 ±�s / �s/ �s等

文件输出

指定的检查批号(数据、图形、计算结果等)可以

用excel的形式输出(每个项目为一个表单)。

可以从�0种图中选择(图形获

取)控制图和直方图

用于统计处理结果，您可以从

�0个项目中选择，如平均值、

最大值、最小值Cp、以及Cpk

测量数据和测量日期／时间

您可以迅速获取所需结果并且把它提供给任何

不使用MeasureLink的部门。其他文件输出形式，

如文本文件和MeasureLink指定格式也可以使用。

基础软件
MeasurLink Real-Time PLUS (用于Digimatic测量工具)
MeasurLink STATMeasure PLUS (用于测量系统)

绿色

OK

Digimatic 输出

Digimatic 量具

MUX-�0 输入工具

RS���C 输出

RS-��� 端口

MeasurLink Real-Time PLUS (用于 Digimatic 测量工具)

MeasureLink Real-Time PLUS可以通过端口，将带有

Digmatic 输出功能和RS-���通信功能的测量工具中

的数据实时传送。

STATMeasure PLUS (用于测量系统)
STATMeasure PLUS位于数据处理PC上， 当测量程序

通过内部程序通信(DDE通信)执行时，可以实时

传送数据。

报告输出

统计过程的结果可以以不同形式的报告输出。

*通过与可选软件包MeasureReport组合，可以创建 
 由Excel设定格式的检查表。

<各类测量项目报告>

<图表窗口打印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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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域网

质量控制
办公室

创建列表

执行校准

MeasurLink 过程管理器 — 过程监控程序

MeasurLink 量具 R&R — 量具R&R评估项目

(�) 选择评估方法

(�) 选择评估条件

(�) 输入测量数据

分析图表显示

(�) 量具 R&R
(�) EV (设备变量)
(�) AV (评估员变量)
(�) PV (部件变量) 

分析图表 (� 种类型)

• 该程序可进行 QS-�000 所要求的量具 R&R 评估，操作简单易行。

MeasurLink 过程分析器 — 过程分析软件

• 该过程应用 MeasurLink SPC 收集整理出的数据库，

根据部件的历史信息 (例如环境、时间、机器工

具和操作员等) 和过程，作出各种分析，支持对

问题的查证。

• 该过程的过滤功能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进行微分分

析，组合功能可以掌握长期的趋势。

强大的搜索功能，可将任意项(例如下一

次校准时间)作为关键词输入，进行搜索

• 该项目允许用每个测量仪操作

状态的历史记录来支持针对校

准的适当管理，强大的搜索功

能不会造成任何疏漏。

• 该过程可通过网络监控每个检

验过程的状态，甚至在质量监

控办公室即可完成。

• 该过程的报警功能可迅速将过

程中发生的问题报告给管理

员。

MeasurLink量具管理 — 校准历史管理程序

车间/检验室

量具 R&R 评估结果显示

评估结果的报告输出

选购软件

参见 MeasurLink (E����) 产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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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MeasurLink 输出程序
从 MeasurLink 所采集的数据库中选取数据，将其

转换并输出到文件，创建 MS-Excel，执行宏处理。

检验表格创建宏程序

基于所创建的数据文件，检验表格创建宏将通

过宏处理而添加 OK/NG 判断和统计计算结果，并

将其以 Excel 检验表格的形式显示出来。

MeasureReport
将数据转换为 MS-Excel 格式检验成绩书的程序

部件的 ID 和批号 ( 日期／时

间 ) 确定后，即可进行文件

转换，创建 Excel 文件。

Excel 格式的数据文件

(部件 ID、项目 ID、公称值、

公差值、测量数据、测量日

期／时间等等)

• 最大值

• 最小值

• 范围

• 平均数

• 标准偏差

• Cp ((UtL-LTL)�/�s)
• CpU ((USL-Xbar) /�s)
• CpL ((Xbar-LSL) /�s)

• CpU 或 Cpl，取其中较小的

• 缺陷计数 (公差之外的数据计数)
• 缺陷率 % (缺陷计数／数据计数  
 x �00)
• 数据计数

• 倾斜 (SKEW)
• 峰度 (KURT)
• 变动计数 %(s/Xbar)

注：括号中的内容表示Excel的功能或所使用的计算方法。

文件转换

ODBC 数据库文

件，其中的数据由 
MeasurLink采集

• 创建新格式的文件

 通过编辑附带的文件格式样本，您可以轻而易

举地创建原始格式。

• 工件形状显示

 可自动显示 MeasurLink 用于获取数据的工件形

状文件。

• 公称／公差值

 使用 MeasurLink 中所注册的公称和公差值。

• 错误数值显示

 设计值中的错误可以被显示出来。

• NG 标记

 您可以在 NG 数据前添加任何标记。

• 工件判断

 OK/NG 判断通过工作完成。(显示 OK/NG)
• 统计计算

 所需要的计算结果可以通过 �� 类统计项显示

出来。

在线

RS���C
在线

RS���C

离线

文件转换

• 三坐标测量机

• 视像测量系统

• QM-Data
• 高度仪

• 多路复用器 MUX-�0F
• 输入工具

在线

Digimatic

• Digimatic 量具

*文件转换中共有�00个可转换项。

特点

• 从由 CMM、视像测量仪或其他机器生成

的管理结果文件，到 Excel 格式检验表格，

您可以以多种形式输出数据。来自多个

测量仪的数据可以被组合成一张检验表

格 (最多可有 �00 个测量项目)。

• 您还可以利用数字输出功能，通过界面输

入来自量具的数据，从而生成一张检验表

格。光学测量仪的计算结果、QM-Data�00
以及通过 RS-��� 输出的 X 轴和 Y 轴的对应

数值，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

• 您可以以附带的样本表格为模板，生成

原始的 Excel 表格，并对其进行一些简单

的编辑 (例如复制和粘贴)。

• 计算功能可进行公差判断、工件判断、统

计计算及其他处理，并生成检验表。

创建 Excel
 执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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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号

直型

905338: �m (�0")
905409: �m (�0")

倒转型

905689: �m (�0")
905690: �m (�0")

右转型

905691: �m (�0")
905692: �m (�0")

左转型

905693: �m (�0")
905694: �m (�0")

带有数据输出开关型

959149: �m (�0")
959150: �m (�0")

带有数据输出开关型

05CZA624: �m (�0")
05CZA625: �m (�0")

带有数据输出开关型

05CZA662: �m (�0")
05CZA663: �m (�0")

� 针型

937387: �m (�0")
965013: �m (�0")

�0 针型

936937: �m (�0")
965014: �m (�0")

平型

21EAA192: �m (�0")
21EAA190: �m (�0")

SPC 连接电缆

量具连接头
根据订单号
变化。

SPC 连接电缆

• 这些电缆用于从带有输出功能的 Digimatic
量具向 Digimatic 微型处理器，Digimatic 显示

器，多路器或其他装置中输出测量数据。

• 可以提供 � 米或 � 米长的电缆。

• 注意连接头的形状根据型号的不同有所

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