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 simply works!

可靠的过程监控。
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科技上，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
佳的。解决方案越复杂就越是
难以被人们掌握和应用。简
单、可靠、有效是 BK Mikro 
的刀具破损监控系统的特点。

因传统机械方式及接触式触碰，BK Mikro
乍看不像是一个高科技产品。但正式这种方

法确保了 BK Mikro 系统的高可靠性、易使

用维护、不受各种切削液，油污碎屑的影响 

(IP67)。

Profi bus总线、省空间的安装方式、及特殊

的BK Mikro软件等这一些相互联系的功能组

件确保了 BK Mikro 是一个高度灵活、有弹

性、集多种功能，既可用于刀具监控又能确

认自由区域的监控系统。

BK MIKRO 的价值



It simply works: BK Mikro

全部可控且安全：在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中，有

许多领域可以使用 BK Mikro 系统。下面您将看

到几种典型监测的应用。

定位检测

•  检测偏差

• 监控公差

•  检测零件厚度

• 径向扫描或线性检测

检测轮廓线/侧面

•  核查瑕疵欠缺形状

• 检查表面是否平整

•  进料监控

• 径向扫描或线性检测

隐藏几何图形的测量

•  孔/模腔

• 狭小空间区域检测

• 特殊摆杆型号的应用

•  线性检测

刀具监控

•  静止或旋转中的刀具

• 单及双主轴

•  破损检测

•  径向扫描及切割边沿

物件检查

•  进料/退料/对象有无的检查 

•  辨别刀库内的刀具

•  基于直径的长度测量

• 径向扫描或线性检测



BK Mikro是一个不间断

工作的保险装置。

控制器单元有三种不同功能的产品以完全满足众多

领域的应用。

“Basic” 专为简单、低成本解决方案准备，例如：

只需要单独一种监控功能时。”Premium” 则可监

控大量的物体，凭借可选择的 PROFIBUS 网络系

统，允许通过CNC系统软件来实现完全功能的、无限

的刀具监控管理。”I/O” 扩展模块则提供了更进一步

的功能选项，可使用特定附带功能。

BK Mikro 系统由 3 个零件组成：

扫描探头、控制器单元、连接缆线。

BK Mikro 的工作原理既简单又智能。摆杆被扫描探头驱

动，根据机器工作节拍对物体的位置进行扫描。控制器

单元比较结果和预调参数之间的差异后，经数字输入输

出 (I/O) 或者走总线 (PROFIBUS或DeviceNet) 传递一个

OK 或 KO(NG) 信号给到机器的控制系统。任何被探测到

的绝对偏差将会触发一个即时停机信号。

了解 BK MIKRO



TK9LIN50 
直线运动且高精度：凭借其极高重

复精度TK9LIN非常适合用于需要高

精确度的应用。

• 量程50mm

• 重复精度0.05mm

• 定位检测

• 钻孔深度测量

TK94A / TK94RL
强有力且高速度：TK94A的零部件

专门针对需要特别有力旋转且检测

周期极短的应用做了优化。

• 与刀具直交接触的检测

• 最小检测刀具直径0.5mm 

• TK94A型为单次单向检测

• TK94RL型为单次双向检测

TK91A
强有力且高精度：TK91A专用于

扫描长的刀具和检测最细小的绝

对偏差。

• 单向轴向的监测 

• 多种不同长度刀具 

• 量程最大达700mm  

• 专用于安装在刀库内部



TK8A
结构紧凑且高精度：TK8特别适

合短时间内、长距离、高精度检

测。

• 单向轴向的监测

• 多种不同长度刀具 

• 量程最大达380mm 

•  专用于安装在刀库内部

TK96A / TK96RL
尺寸极小但有力：TK96是针对狭

小空间且环境恶劣的有效解决方

案。

• 与刀具直交接触的检测

• 最小检测刀具直径0.1mm

• TK96A型为单次单向检测

• TK96RL型为单次双向检测

TK7A / TK7RL
体积小巧速度快：TK7特别适用于

低成本但快速和简单的监测。

• 与刀具直交接触的检测

• 最小检测刀具直径0.3mm

• TK7A型为单次单向检测

• TK7RL型为单次双向检测

无与伦比的可靠性：扫描探头拥有极端结实的机械设计，切削

液和加工碎屑是完全透不过去的。

平滑的壳体容易安装且无需辅助设备。BK Mikro 提供了一系

列多种型号的扫描探头和摆杆以应对各种苛刻的安装环境。



It simply works: BK Mikro

请根据实际应用选择 BK Mikro 相关配件以对

应相关需求和监测功能。

配置软件可升级且容易管理监控数据。

该软件专为 BK Mikro 而开发。它的作用

是在数控加工程序中生成、集成、管理工

件和刀具监控周期。在对话框支持下通过

交互式输入完成编程。它有 2 种工作模

式：Premium 模式提供全部完全的功能而

Basic 模式下以简化形式提供最重要的功

能。系统设置提供，除了别的功能之外，

可规定参数直到 512 个刀具或长期记录。

空气屏蔽罩专为极端恶

劣环境而使用。

各种不同长度、形状、顶

端的摆杆应对各类检测。

铝制安装支架带自锁螺

丝连杆可完全固定扫描

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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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了解更多关于BK Mikro的信息?

欢迎浏览
www.bkmikro.com 

欢迎致电
+86 755 61272925 or +86 411 87530308

Email: info@bk-mikr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