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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天线转台与伺服控制

天线转台按运动形式可分为旋转台和位移台；旋转台的基础结构可分为方位转台、俯仰转台和极化转

台系统；位移台的基础结构是直线位移台，分为X轴位移台、Y轴位移台和Z轴位移台。恒达微波采用模块

化设计方案，可提供系列化基础转台，并可根据不同需求和应用场合，通过不同转台结构之间的组合完成

不同应用需求的一维、两维、三维、四维甚至多维组合转台系统。

位移台也称为扫描架，采用伺服电机+U型导轨组合而成，其中U型导轨和滚珠丝杠部采用球保持器，

适应高转速运动，消除了钢球之间的摩擦，消除了钢球之间相互碰撞的声音，大幅度地提高了扭矩特性，

具有低噪音和优异的滑动性能。可根据用户要求实现各种旋转位移运动控制。运动速度、范围、精度、负

载能力和控制接口的定制。

转台具有手动控制、电动控制、远程PC控制等控制模式，可控制转台进行点动、连动、位置预置、

扫描、跟踪、归零、待命等运动功能，并可实时上传系统状态、轴角信息、限位信息、故障信息，具有程

序限位、电气限位、机械限位、电气短路、漏电保护等功能。

【型号描述】承重能力为100Kg的二维转台，AP代表转台，100代表承重100Kg，AE代表下方位-上俯

仰，多维组合转台，其结构描述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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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型】

一维转台

类型 方位 俯仰 极化

位移台

X轴 Y轴 Z轴

型号

电动 A E P X Y Z

手动 AM EM PM XM YM ZM

转台外形

二维转台

类型 方位-俯仰 俯仰-方位 俯仰-极化 X-Y轴

型号

电动 AE EA EP XY

手动 AEM EAM EPM XYM

转台外形

多维转台

类型 方位-俯仰-极化 方位-X轴-极化 X轴-Z轴-极化 多维组合

型号 AEP AXP XZP XYZAEP

转台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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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台通用指标】

转台类型： 旋转台 位移台

负载承重： 10~1000Kg 10~1000Kg

运动范围： 0°~360° 连续旋转，可定制范围 50~10000mm可定制范围

运动精度： 0.05° / 0.1°/ 0.2°/ 0.5°等不同级别可选
0.01 / 0.05 / 0.1 /0.2 /0.5 mm /1mm等不

同级别可选

转动速度： 0.1°~60°/ S连续可调 0.1mm~50mm/ S连续可调

角加速度： 0.1~30°/S2 0.1mm~30mm/ S2连续可调

供电接口： AC220V / DC24V / DC48V 可选

控制接口： RS232/RS485/RS422/CAN总线/LAN 等接口可选

4.1 一维转台

4.1.1 一维方位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 ≤10 ≤20

0°~360° 连续旋转

≥0.05°

0.1°~60°/秒连

续可调

铝材

HD-AP30A ≤30 ≤30 ≥0.05°

HD-AP50A ≤50 ≤50 ≥0.05°

HD-AP100A ≤100 ≤100 ≥0.05°

HD-AP200A ≤200 ≤200 ≥0.05°

HD-AP500A ≤500 ≤500 ≥0.05°

HD-AP1000A ≤1000 ≤800 ≥0.1° 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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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一维俯仰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E ≤10 ≤20

-92°~+92°连续旋转

(朝天为 0°)
0.05°~0.5°

0.1°~60°/秒

连续可调
铝材

HD-AP30E ≤30 ≤50

HD-AP50E ≤50 ≤50

HD-AP100E ≤100 ≤100

HD-AP200E ≤200 ≤200

HD-AP500E ≤500 ≤500

4.1.3 一维极化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P ≤10 ≤20

0°~360° 连续旋转 0.05°~0.5°
0.1°~60°/秒

连续可调
铝材

HD-AP30P ≤30 ≤50

HD-AP50P ≤50 ≤100

HD-AP100P ≤100 ≤100

HD-AP200P ≤200 ≤200

4.1.4 一维直线转台

转台类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型 号： HD-AP1000X HD-AP500X HD-AP200X

承 重： ≤1000Kg ≤500Kg ≤200Kg

自 重： ≤800Kg ≤500Kg ≤200Kg

材 料： 钢 钢 钢

运动精度： 0.01mm/0.1mm可选 0.01mm/0.1mm可选 0.01mm/0.1mm可选

运动范围： 0～5000mm 0～2000mm 0～1000mm

运动速度： 0～50mm/S 0～50mm/S 0～50mm/S

供电电源： AC 220V/10A AC 220V/5A AC 220V/2A

控制接口： RS232/RS485/CAN总线/LAN 可选

功能介绍：

a. 具有电动控制、远程PC控制模式；

b. 具有点动、连动、位置预置、待命功能；

c. 具有实时上传系统状态、轴角信息、限位信息、故障信息的功能；

d. 具有程序限位、电气限位、机械限位、短路、漏电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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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二维转台

4.2.1 方位-俯仰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EA ≤10 ≤40

方位：0°~360° 连续旋转

俯仰：-92°~+92°连续旋

转(朝天为 0°)

0.05°~0.5°

0.1°~60°/

秒连续可

调

铝材

HD-AP30AEA ≤30 ≤100

HD-AP50AEA ≤50 ≤150

HD-AP100AEA ≤100 ≤300

HD-AP200AEA ≤200 ≤700

HD-AP500AEA ≤500 ≤1300

HD-AP800AES ≤800 ≤2700 钢材

4.2.2 方位-极化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P ≤10 ≤40
方位：0°~360° 连续旋转

极化：0°~360° 连续旋转
0.05°~0.5°

0.1°~60°/

秒连续可

调

铝材
HD-AP30AP ≤30 ≤100

HD-AP50AP ≤50 ≤150

HD-AP100AP ≤100 ≤300

4.2.3 俯仰-方位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

（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EA ≤10 ≤40
俯仰：-92°~+92°连续旋

转(朝天为0°)

方位：0°~360° 连续旋

转

0.05°~0.5°

0.1°~60°/

S连续可

调

铝材

HD-AP30EA ≤30 ≤100

HD-AP50EA ≤50 ≤150

HD-AP100EA ≤100 ≤300

HD-AP200EA ≤200 ≤700

HD-AP500EAS ≤500 ≤1300 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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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方位-直线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运动精度 运动速度 材料

HD-AP10AX ≤10 ≤40

方位：0°~360° 连续旋转

位移：0～5000mm

方位：

≥0.05°

直线：

0.01mm~

0.1mm

方位：

0.1°~60°/S

连续可调

直线：0～

50mm/S

转台：

铝；

位移

台：钢

HD-AP30AX ≤30 ≤100

HD-AP50AX ≤50 ≤150

HD-AP100AX ≤100 ≤300

HD-AP200AX ≤200 ≤700

HD-AP500AX ≤500 ≤1300

4.2.5 X-Y 位移扫描架

产品型号
承重

（Kg）
自重（Kg） 运动范围 运动精度 运动速度 材料

HD-AP10XY ≤10 ≤40

0～5000mm
0.01mm~

0.1mm

0~50mm/S

连续可调
钢材

HD-AP30XY ≤30 ≤100

HD-AP50XY ≤50 ≤150

HD-AP100XY ≤100 ≤300

HD-AP200XY ≤200 ≤700

HD-AP500XY ≤500 ≤1300

4.3 三维及多维转台

4.3.1 方位-俯仰-极化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EP ≤10 ≤50 方位：0°~360° 连续

俯仰：-92°~+92° 连续
0.05°~0.5°

0.1°~60°/秒

连续可调
铝材

HD-AP30AEP ≤3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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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承重（Kg）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朝天为 0°)

极化：0°~360° 连续

HD-AP50AEP ≤50 ≤200

HD-AP100AEP ≤100 ≤400

4.3.2 方位-俯仰-方位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EA ≤10 ≤50
方位：0°~360° 连续

俯仰：-92°~+92° 连续

(朝天为 0°)

方位：0°~360° 连续

0.05°~0.5°
0.1°~60°/

秒连续可调
铝材

HD-AP30AEA ≤30 ≤100

HD-AP50AEA ≤50 ≤200

HD-AP100AEA ≤100 ≤400

4.3.3 方位-X-极化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XP ≤10 ≤50
方位：0°~360° 连续

X轴：0～5000mm

极化：0°~360° 连续

方位/极化：

≥0.05°

直线：0.01mm~

0.1mm

方位/极化：

0.1°~60°/S连

续可调直线：

0～50mm/S

转台：

铝；位

移台：

钢

HD-AP30AXP ≤30 ≤100

HD-AP50AXP ≤50 ≤200

HD-AP100AXP ≤100 ≤400

4.3.4 方位-X-Y 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自重（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XY ≤10 ≤50

方位：0°~360° 连续

X/Y轴：0～5000mm

方位：≥0.05°

直线：0.01mm~

0.1mm

方位：

0.1°~60°/S连

续可调直线：

0～50mm/S

转台：

铝；

位移

台：钢

HD-AP30AXY ≤30 ≤100

HD-AP50AXY ≤50 ≤200

HD-AP100AXY ≤100 ≤400

4.3.5 方位-X-Y-P 转台

产品型号 承重（Kg）
自重

（Kg）
运动范围 转动精度 转动速度 材料

HD-AP10AXYP ≤10 ≤80
方位：0°~360° 连续

X/Y轴：0～5000mm

极化：0°~360° 连续

方位/极化：

≥0.05°

直线：0.01mm~

0.1mm

方位/极化：

0.1°~60°/S连

续可调直线：

0～50mm/S

转台：

铝；

位移

台：钢

HD-AP30AXYP ≤30 ≤150

HD-AP50AXYP ≤50 ≤300

HD-AP100AXYP ≤1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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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转台伺服控制器（控制软件）

恒达微波提供一系列转台伺服控制器和上位机控制软件，适用于恒达微波研制的各种转台控制监测，

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软件功能和软件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