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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蝸 (螺 )桿磨床
LWT-2080/3080
CNC Worm Thread Grind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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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聯精密 (股 )公司致力於齒輪加工技術的精進與開發，自 1994年創立以來，延續台灣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所的刀具技術，整合一流大專院校的學術研究資源，建立了滾齒刀

和剃齒刀的生產線，成功並穩定地銷售於歐美、亞洲等市場。在磨床方面，陸聯精密所

生產的成形磨床，包含：齒輪成形磨床、蝸 (螺 )桿磨床與刀具磨銳機等皆廣受好評。
LWT 2080/3080蝸 (螺 )桿磨床，採用 FANUC(發那科 )控制器與高轉速砂輪主軸，並
透過自行開發的智慧型交談視窗軟件，可靈活設計出您所需要的齒形修整及輪磨條件。

可加工工件類型包含：標準型 (ZK、ZI、ZN、ZA)蝸桿、雙導程蝸桿、ZC(尼曼 )型蝸桿、
螺紋塞規與滾牙輪等工件，其高效率高精度的優異表現，足以媲美世界頂尖廠牌，是您

的不二選擇。

高精度機床 最佳性價比

CNC蝸 (螺 )桿磨床
LWT-2080/3080

機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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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軸 砂輪徑向移動

Z軸 工件軸向移動

A軸 工件迴轉

B軸 砂輪安裝角迴轉

N軸 砂輪主軸

CNC控制軸

■  LWT-2080/3080為陸聯最暢銷之機
種，機台結構穩定、高剛性、高效

率備受好評。

■  LWT-2080/3080使用世界著名廠牌
FANUC(發那科 )控制器，搭配伺
服及直驅電機，各軸同動可達高精

度表現。

■  陸聯自行開發之智慧型交談視窗軟

件，支援完整的加工程序，操作者

不需經過程式編寫訓練，透過對話

式步驟輸入參數與設定輪磨條件，

即可自動產生 NC程式，大幅提升
工作效率。

高剛性與最佳穩定性機台特色

Y

N BA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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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式設計 (選配 )
適用於工件長度 > 800 mm。

標準型式 (標配 )

LWT 2080/3080 除標準
型機構功能，亦提供自

行開發之特殊選配機構

功能，因應自動化批量

生產，亦可選配自動對

齒及自動上、下料功能。

盤式機構 (選配 )
金鋼滾輪壽命長、穩定度高，研磨齒形變化小。

手動調整 (標配 )

筆式機構 (標配 )

電動調整 (選配 )
降低安裝失誤，適合長軸件蝸 (螺 )桿。
註：標準兩頂心距：600mm/通孔兩頂心距：1000mm

尾座調整機構

修砂機構

主軸頭座

獨特設計 優異性能機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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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軟件技術

創新研發 智慧數控軟件技術

陸聯精密自行開發之蝸桿輪磨軟件，內容包含：

蝸桿初始資料、線形調整及砂輪修整設定，所有

程序輸入皆採用對話式，可協助操作員靈活設定

蝸桿參數與輪磨條件，軟件即可自動產生全部

NC程式，並引導操作員進行輪磨加工。

砂輪修整設定

砂輪修整設定介面可針對特殊需求調整肩

部類型並依實際加工結果調整肩部與厚度

補償。

初始資料

依據客戶工件圖紙輸入蝸 (螺 )桿參數，
自動計算相符之蝸 (螺 )桿線形。

蝸桿線形調整

蝸桿線形調整介面提供便利性的曲線調整

功能，操作員可利用輸入表格建立與微

調齒形修整曲線，有效輔助齒形修整的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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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輔助轉向器 (EPS)蝸桿
當汽車駕駛轉動方向盤時，EPS 蝸輪蝸桿可輸出
動力讓汽車駕駛輕易轉動車輪。

滾牙輪

滾牙輪可以轉造出螺紋、螺牙產品，可以達到節省

材料、更快速度的完成加工。

機床加工實例
蝸輪蝸桿機構為交錯型齒輪對，由於齒數比大而能保

有高減速比、高承載力與高扭距的特性並被裝備於減速機當

中。而蝸輪蝸桿減速機常用於交通工具、工作母機、分度裝置與建

築重機具中。LWT-2080/3080所能加工的蝸桿類型包含標準型 (ZK、ZI、
ZN、ZA)蝸 (螺 )桿與下列特殊型蝸 (螺 )桿。

雙導程蝸桿 
雙導程蝸桿左右齒面具有不同的齒距，可調整蝸桿

位置來減少因長久使用後，磨耗所造成蝸輪蝸桿間

的齒隙。

ZC(尼曼 )型蝸桿
ZC(尼曼 )型蝸輪蝸桿是一種凹凸弧齒廓相嚙合的
傳動，其要特點為效率高、承載能力高，這種傳動

已廣泛應用到冶金、礦山、化工、建築、起重等機

械設備的減速機構中。

機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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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配備 品質保證機械規格

LWT-2080各軸行程圖 LWT-3080各軸行程圖

主要規格 LWT-2080 LWT-3080
最小 /最大外徑 5mm / 200mm 5mm / 300mm
最大模數 M8 (DP3.2) M12 (DP2.1)
牙口數範圍 1 ~ 99 1 ~ 99
導程角範圍 ±35° ±45°
壓力角範圍 5° ~ 30° 5° ~ 30° 
機構規格

最小頂心距 80mm 80mm
最大頂心距 800mm 800mm (標準 ) / 1200mm (頭座通孔 )
工件主軸通孔徑 130mm
最大可移動行程 (Z軸 ) 650mm 650mm
最小 /最大軸心距
(工件主軸與砂輪主軸中心距 ) 150mm / 400mm 150mm / 400mm

最大可乘載重量 (工件加治具 ) 60kg(132lb) 80kg(176lb)
砂輪規格

最小砂輪根徑 /最大砂輪外徑 260mm / 400mm
最大砂輪厚度 40mm
最大砂輪主軸轉速 4000 rpm
砂輪主軸功率 17kW (22Hp)
電力系統

電壓 3Ø 220V
電流 45 Amp
環境溫度 10°C ~ 40°C (50°F ~ 104°F)
最大負載 20 kVA
CNC控制器

FANUC
尺寸和總重

設備總體尺寸

L 3700 x W 4000 x H 2352mm
L 146” x W 157” x H 93”
( 左右前後各再預留 800mm(32”),當作維修空間 )

機台總重 8500kg (18700lb)
註：最終規格視修改機器後及合約內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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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芝加哥公司

Luren Precision Chicago Co., Ltd.

日本大阪會社

ルーレン精密株式会社
〒 559-0034
日本国大阪市住之江区南港北2-1-10 
ATC ビル O’s 520 北館 5F
Te l : +81-6-6614-9739
Fax: +81-6-6614-9741

總公司

30078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新竹市東區力行一路1-1號
Te l : +886-3-578-6767
Fax: +886-3-578-4933

中國上海公司

陸聯精密機械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200233中國上海市徐匯區漕寶路401號
2號樓6樓B
Te l : +86-21-5497-1105
Fax: +86-21-5497-1095

全球據點

707 Remington Road, Suite 1, 
Schaumburg, IL 60173, USA
Te l : +1-847-882-1388
Fax: +1-847-882-1933
www.lurenusa.com

www.luren.com.tw
www.lurensh.cn
service@lurens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