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推力规格２ LT系列增加了新的高推力规格！
丰富的产品阵容，适用于各种用途新产品

LT系列的特长■
速度稳定性高
通过直接驱动与先进的伺服技术，实现了极高的速度稳定性。

静止稳定性
采用先进的伺服技术，实现了高静止稳定性。

高节拍
与现有的高推力规格相比，提高了约17%的额定推力！
虽然紧凑小巧，却能产生大推力。实现了高加减速、高响应定
位，为缩短动作周期做出贡献。

高推力
形状紧凑小巧，却可实现最大推力390N。最适合对于重物的
精密定位。

直线电机工作台LT是在可动工作台和底座间装有交流直线伺服电
机，内置光学式线性编码器的紧凑型高精度定位工作台。轻量的可
动工作台和大推力，使高加减速和高响应动作成为可能。

LT系列的结构■ 线性编码器用读取头线圈电路板动子线圈

线性编码器用光栅尺

原点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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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ADVA驱动器时的值。※使用ADVA驱动器时的值。

通过提高
额定推力
缩短动作周期！

10mm/s速度稳定性（测量频率1000Hz）：±1.78%

New

扩充高推力
规格！

系列LT

试验条件
型号 LT150CEGF LT150CETF（新产品）

装载物质量 2　kg
行程 100　mm

最高速度 1　m/s
加减速时间 0.05　s

停止时间 0.19　ｓ 0.10　s
实际推力 48　N 56　N

试验结果
5个周期时间 3.45　s 2.55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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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电机工作台LT的采用实例〉

表1.　性能

各种特性■

注（1） 最大推力的持续时间最长为1秒。　（2） 根据所使用的控制器的最大输出频率，有时无法达到该速度。　（3） 产品主体的温度恒定时。

直线电机工作台LT 纳米直线电机NT…V

测试分类机
用于半导体器件运行测试（性能评估、质量判定）的装置。由
于该搬运部普遍要求高速且高重复定位精度，因此采用了以
高速、高精度著称的IKO直线电机工作台。

图1.　LT150CE、LT170LD的推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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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紧凑型　LT…CE 长行程型　LT…LD
型号 LT150CEG LT150CET LT170LDG LT170LDV LT170LDT

推力、速度规格 高推力规格1 高推力规格2 高推力规格1 高速规格 高推力规格2

可动工作台
形状

标准

带法兰

最大推力(1)　N 350 390 350 145 390
额定推力　N 60 70 60 25 70

最大可搬质量 kg 35 39 35 20 39
有效行程长度

mm 1200 1200 2720 2720 1640
分解能　μm 0.1 0.5 1 0.1 0.5 1 0.1 0.5 1 0.1 0.5 1 0.1 0.5 1

最高速度 (2)　mm/s 700 2000 2000 700 2000 2000 700 2000 2000 700 2000 3000 700 2000 2000
重复定位精度 (3)

μm ±0.5 ±0.5 ±1.0 ±0.5 ±0.5 ±1.0 ±0.5 ±0.5 ±1.0 ±0.5 ±0.5 ±1.0 ±0.5 ±0.5 ±1.0

推
力
　

N

工作台的移动速度　mm/s

LT150CET, LT170LDT　　　　　　　
LT150CEG, LT170LDG
LT170LDV

NEW

NEW

NEW

IKO 机电一体化网址
https://www.me-iko.com/mecha-tool/index_c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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