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刊献给
DMG MORI 的用户和
关心我们的伙伴。

DMG MORI软件解决方案 ‒
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CELOS®，
加工循环和高效工具。

客户优先 ‒ 我们聆听您的心声！
5项服务承诺，为您提供更高的服务
质量和更公道的价格。

CLX / CMX: 高性价比的基础
机床，精度高，选配丰富。

模具制造和医疗器械行业
的全套加工解决方案。

JOURNAL
虚拟成真
从创意到成品的数字化之路
详情请见

Nº 1 ‒ 2017

4

新

自动化系统
详情请见

新

14

增材制造
详情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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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未来–工业4.0时代的生产
和自动化解决方案
欢迎莅临DMG MORI展位
CIMT北京

2017年4月17-22日

DMG MORI致力于为中小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提供
自动化技术和行业解决方案，我们研发未来车间生产
所需的先进加工技术和数字化解决方案。

更多信息，
请前往

4

2

CIMT 2017

CIMT 2017
欢迎莅临CMIT 2017北京的DMG MORI展台！

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2017年4月17-22日 北京
CIMT 2017 亮点
新

数字化 / 工业4.0

新

全套自动化解决方案

新

增材制造 + 先进技术

作为机床行业的领先供应商，我们不断地
引领机床的技术发展和工业4.0时代机床
的研发。

W3馆
台
展
1
0
1

作为您的专家合作伙伴，DMG MORI
自动化系统公司为您提供全面和灵活的自
动化解决方案，包括从毛坯到成品工件的
全过程： 一站式完整解决方案！

LASERTEC 65 3D用激光堆焊方式形成工
件，在5轴加工中将两种不同的粉末材质结
合在一起，其速度比粉床方式快10倍。

CIMT 2017 现场演示
4台中国首秀机床

中国首秀

中国制造，质量卓越
本次CIMT期间，我们将为您带来在天津
工厂本地化生产的机型，包括：
+ 卧式加工中心NHC系列
+ 立式加工中心CMX Vc系列

CMX 1100 Vc（配自动化系统）
立式加工中心

3
CIMT 2017 现场展示机型

车削中心
+
+
+
+

CTX gamma 2000 TC
CTX alpha 300
SPRINT 32|8
NLX 2500 SY/700

加工中心
+
+
+
+
+

DMU 50
DMU 85 monoBLOCK®
DMC 80 FD duoBLOCK®
DMC 650 V
HSC 75 linear

+ NZX 2000 STY3
+ G 100 M/480
+ NRX 2000 MC（配桁架式机械手)*

+
+
+
+

NVX 5100|50
NHC 4000 (配多托盘）*
CMX 600 V
CMX 1100 Vc (配自动化系统)*

激光技术

+ LASERTEC 65 3D
+ LASERTEC 20（带精密刀具）
超声技术

+ ULTRASONIC 30 linear
磨削中心

+ Vertical Mate 85
*带自动化解决方案

中国首秀

SPRINT 32|8
自动车削中心

中国首秀

DMC 80 FD duoBLOCK®

带托盘交换系统的5面5轴万能加工中心

中国首秀

CTX alpha 300
万能车削中心

4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工业4.0时代的
CELOS®

智能工作流程

生产

+ 基于APP应用程序和全数字化工作流程的CELOS®，
确保高效率的车间生产

超越智能

机床

+ 基于APP应用程序的CELOS®控制和操作系统
+ 26款CELOS® APP应用程序，设置和优化工艺
以及数字通信
+ 多达60个传感器，监测和控制机床的加工过程
+ DMG MORI加工循环 - 高效的对话式车间编程

新

CELOS®高性能套件

机床状态显示的软件套件，
提高机床可用性
状态分析器

分析机床和加工
过程信号

配工业4.0传感器包，
增加更多功能

性能监测器

监测生产数据并提高
数据透明度

现有26款CELOS® APP
应用程序
现有数字化生产的CELOS® APP应用程序

材料/工件

程序/工艺

JOB
MANAGER

SURFACE
ANALYZER

JOB
MANAGER

TECH
CALCULATOR

JOB
ASSISTANT

CAD-CAM
VIEW

JOB
ASSISTANT

CAD-CAM
VIEW

CONTROL

DOCUMENTS

3D PART
ANALYZER

更多有关我们26款CELOS® APP
应用程序，现有CELOS®项目及其最新信息，
请访问：
celos.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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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DMG MORI有限公司总裁森雅彦博士和

DMG MORI股份公司主席克里斯蒂安•特内斯

新飞跃和精彩纷呈的创新
尊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

卓越生产

DMG MORI正在飞速发展。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您，我们不断调整自身，积极发展

数字化工厂

我们的核心业务：机床和服务。
希望我们的创新和全套技术解决方案将给您带

来惊喜，我们将继续引领行业的发展。
我们的目标是合作共赢！您的收益就是我
们的价值所在！

+ DMG MORI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全套
的生产规划和控制

我们以客户和合作伙伴为重心，这也是我们推出“客户优先”计划的原因。
我们

的5项服务承诺将带给您实在的收益！您现在能以“优惠的价格”获得原厂备件
和高可用性，以及新的上门服务费、全程无忧的服务合同等。
更多信息，请详见
本期第10页。

我们正在积极地推进我们的
“质量优先战略”。
作为
“全球一家的公司”
，DMG MORI
零部件集高质量、高精度和高耐用性于一身。
例如，所有speedMASTER ®主轴均
提供18个月质保期，您将直接获益于我们的全球化高质量的服务。

2017年EMO汉诺威展上我们将为您呈现公司最新技术发展。
而值此新年伊始，
我们在此刊中为您带来三款全球首秀机床和重要的创新技术：

+ 增材制造更强竞争力！DMG MORI与REALIZER的合作，使在未来提供选择性

刀具/装夹

激光堆焊技术成为可能，实现更强的先进制造实力。

+ 践行数字化之路！我们将继续丰富创新解决方案的软件。这些软件都以

CELOS®机床

现有的26款APP应用程序已能建立网络化的智能生产系统。
CELOS®为基础。

26款特有的DMG MORI加工循环让您快速和轻松地在车间完成程序编程。

JOB
MANAGER

PALLET
MANAGER

CONTROL

STATUS
MONITOR

PERFORMANCE
MONITOR

JOB
ASSISTANT

CLAMP
CHECK

JOB
MANAGER

MESSENGER

SERVICE
AGENT

JOB
SCHEDULER

JOB
ASSISTANT

NETSERVICES

ENERGY
SAVING

ROBO2GO

DOCUMENTS

TOOL
HANDLING

在生产技术方面，我们的DMG MORI Powertools将简化程序的自动
生成过程。

作为“全球一家的公司”
，您将感受到我们多样化的产品线、强大的专业技术、
创新和全球化的布局。
我们致力于成就您的未来，随时随地为您提供服务！
欢迎联系我们！我们的全球员工将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森雅彦 工学博士

克里斯蒂安•特内斯

DMG MORI有限公司

DMG MORI股份公司

总裁
SETTINGS

CONDITION
ANALYZER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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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DMG MORI加工循环 | 高效工具

编程速度
提高60 %
亮点：DMG MORI加工循环

++ 对话式编程，26款特有的加工循环，包括操作、测量、装夹和监测
++ 新：内圆、外圆和平面磨削的智能磨削循环
++ 实时监测, 确保高工艺安全性和工件质量

用特有的DMG MORI
加工循环在车间编程
操作循环

举例：

欢迎观看3D quickSET®
视频短片
dmgmori.com/en6450

测量循环

加工循环

刀具排序循环

3D quickSET®

磨削2.0

++ 按照要求的顺序对刀库中刀具自动排序，
缩短辅助时间
++ 不用主轴，而是用换刀器对链式刀库中
刀具换刀，优化换刀时间

++ 检查及修正4轴和5轴机床运动特性精度
的工具包
++ 各类主轴头和工作台轴
注意：仅限与测头选配一起使用

++ AE（发声）传感器检测砂轮与工件的
初次接触
++ 适用于内圆、外圆和平面磨削
++ 修磨砂轮的修磨循环

监测循环

MPC 2.0 – 机床
防护控制*

++ 铣削主轴的振动传感器
++ 新：钻削和螺纹切削的切削力监测

过

装机量超

8,000 台

*铣/车复合加工中心
的套件包括刀具轻松监测2.0

7

DMG MORI高效工具提高机床产量达3倍！
如果没有该解决方案，我们无法在近两年
内保持增长。
Christian Ruhland,
总经理 AyTec Automation GmbH

亮点

+ 自动生成加工生产程序
+ 新：技术库，自适应控制，CAM代理
+ 新：24名DMG MORI专家帮助您熟悉 SIEMENS NX、
AUTODESK FeatureCAM和ESPRIT
+ 特有的模块式DMG MORI软件解决方案

配特有DMG MORI高效工具的
CAM系统编程

虚拟机床

技术库

在虚拟世界中避免实际问题！
通过控制你的NC程序来实现控制多台机床和进行
无人值守生产 。

以您的专业经验为基础，高可靠性地生产！
一键保存和读取全部程序和刀具信息。

+ 对已知的几何特征 指定熟悉的刀具和加工参数
+ 已审核的切削参数 自动用在新程序中

+ 大量新功能，1:1地仿真加工过程
+ 用DMG MORI接口方便地向仿真
软件提供数据：
‒ 夹具
‒ 零点和工作台位置
‒ 刀具和数控程序

自适应控制

CAM代理

可控的高质量！
全自动地机内对正工件、加工配合尺寸并记录结果 。
+ 简单易用的输入界面，可 …
‒ 高精度地加工配合尺寸
‒ 校准测头
‒ 记录测量值
+ 自适应过程控制
+ 全部且直接在控制系统上操作，
不影响机床运作

ø 58H7

+0.05

92 -0

数控程序信手拈来！
一旦输入了CAD软件中的工件族，将按照要求自动
生成同族工件程序。
+ DMG MORI智能编程可以：
‒ 从CAD系统学习模板
‒ 自动生成程序，同时保持全部已定义的步骤
和加工参数
‒ 换机床时，自动为现有刀具和工艺匹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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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X Vc 基础型立式铣削加工中心

CMX Vc

CMX Vc

配高性能主轴和丰富选配的
高性能铣削加工中心！

技术参数

行程 (X / Y / Z)

刀位数

最大工作台承重

最高主轴转速

带MAPPS IV
版发那科数控系统

•有

mm

mm
kg

rpm

CMX 600 Vc

600 / 560 / 510
30

600

12,000

•

CMX 800 Vc

800 / 560 / 510
30

800

12,000

•

Compact
Competitive
Customised

CMX 1100 Vc

1,100 / 560 / 510
30

1,000

12,000

•

有关 CMX Vc 系列
加工中心的详细信息：

cmx-vc.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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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DMG MORI SLIMline®
和MAPPS IV版发那科数控系统
亮点

+ 3D加工仿真，轻松验证轮廓
+ 对话式自动编程功能，带工艺菜单
+ 导入和导出程序，用外部计算机通过MORI-SERVER
导入和导出
+ 文件显示和注释功能，以查看操作说明、图纸和文字信息
+ 垂直软键可设置为菜单或快捷键，让用户快速选择
显示的数据

量身定制
新

新自动化解决方案

新

新选配

新
全新 CMX Vc ‒ 高性能入门级立式加工中心
+
+
+
+

标配 30 位高速刀库
标配高精度的 12,000 rpm 铣削主轴
Y/Z 轴高刚性的滚柱导轨
更高刚性 ‒ 有限元（FEM）优化设计的铸铁床身
及C形立柱结构，最大承重达1,000 kg
+ 结构紧凑和操作舒适的设计，工作台高度为 850 mm
+ 同级别机床中占地最少 ‒ 操作舒适

+ WH 10自动化解决方案
配6自由度机器人
+ 负载能力10 kg或25 kg

+ DDRT 4轴小工作台，适用于
CMX Vc系列
+ 主轴中心吹气
+ 测头和对刀功能确保工艺稳定性
和高精度
+ 生产套件包括15或70 bar内冷系统

新加工循环：MPC

+ 机床数控系统的图形显示，以监测工艺
+ < 10毫秒的快停功能，确保机床安全
+ 根据可定义的工艺响应，设置刀具和工
艺的特定限值，以控制工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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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制造商服务

客户优先
我们的5项服务承诺！

备件

欢迎垂询价格

全球化网络，高可供性。
+
+
+
+
+
+

全球化的物流网络，覆盖所有海外市场
超过280,000种库存备件
备有超过1,000个的库存主轴
备件可供率超过95%
提供新件和交换件
品类齐全的备件甚至可用于1970年代的机床

1

2

最优惠的原厂备件

价格优惠的主轴服务

最优惠价格保证

如果您能得到的备件价格或备件报价比我们的价
格低20%，我们将立即给您返回100%的差价。
这是我们的承诺！*
便捷

DMG MORI 维护保养包

只需通过电子邮件将我们的报价号或订单号与
其它低价报价或其它备件供应商的网页链接地址
发给我们：bestprice@dmgmori.com

DMG MORI的备件价格公道，他们能够了解到
我们客户的需求。
Doug Murphy‒ 总经理，
Metaltech Precision Engineers Ltd，英国

+ 超过200种不同的维护保养包，
为每一款机型量身定制
+ 确保机床的高可用性
+ 所有重要易损件一应俱全
+ 避免高昂的后继损失
+ 高性价比套件，节省资金达25 %

DMG MORI主轴维修
+
+
+
+

快捷、高质量和高可靠性
全新提供：9个月的质保期
固定价格，无附加费
包括更换旋转接头

大修过的交换件主轴或新主轴立即可用

+ 大修过的交换件主轴或新主轴立即可用
+ 长达18个月（新件）或9个月（交换件）的质保期
+ 备有超过1000个的库存主轴

我对他们的主轴维修服务很满意，我相信
这项服务加强了我们公司与DMG MORI间
的合作。
UNIMOLDS Srl ‒
Bovolenta PD，意大利

备件的
优惠价格
保证

有关我们维护保养包的详细信息、产品描述和价格，
请咨询当地服务团队：www.dmgmori.com

需要个性化的主轴
服务吗？只需点击：

spindleservice.dmgmori.com
* 有关优惠的报价条件，请访问:
spareparts-bestprice@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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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3

4

5

可信赖的制造商服务

预防性维护，降低停机次数

翻新

亮点
+
+
+
+

全球2,500多名高素质的服务工程师
广泛的服务网络，快速的响应，强大的执行力
全球150多家技术和服务中心，随时随地在您身边
24 / 7服务热线：我们的专家通过电话能解决
60 %的问题
+ 预防性维护将显著降低机床的意外故障
+ 300多种创新的服务产品，优化您的工艺
+ 全面的培训产品

DMG MORI服务升级

+ 检测升级：
入门级的经济型服务包，
提供详细的机床状态报告。
+ 维护保养升级：全面的2,000小时维护，
更换所有必要易损件。
+ 服务能力升级：我们帮助您快速掌握
如何维护保养机床

DMG MORI的维护保养升级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我们不但获得了保证，还得到了最好的价格。

恢复性能达100%
+
+
+
+
+

确保高生产力和工艺稳定
保持和提高产能
恢复机床精度
翻新服务由拥有独家生产技术的高级专家执行
全面的保修服务。

前–后
前

Eamon Lyons ‒ 总经理 ‒
Midland Aerospace，英国

营
本地化经
是我们的
力
全球竞争

您有任何问题吗？

我们将给您回电, 只需发送电子邮件至：
customer.first@dmgmori.com

请联系
您的当地
服务经理

后

您对我们的服务产品感兴趣吗？
有关可预测和更低的运营成本，请访问：
serviceplus.dmgmori.com

我们会及时回复您的邮件,
只需发送电子邮件至：

lothar.sommer@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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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X 万能车削中心

6面完整加工

从万能车削 …

转速高达10,000 rpm的BMT®刀塔
+ 更强加工能力和更高铣削精度

所有轴全配硬轨
+ 更高减振性能和动态刚性

100 mm的Y轴行程
+ 偏心加工

NLX 2500SY | 700

+ 配副主轴和Y轴的畅销机型
+ 车削直径达366 mm
+ 车削长度达705 mm
+

万能车削的加工循环举例
齿轮铣削

+ 对话式输入齿轮参数进行编程
+ 平移铣刀，延长刀具寿命
+ 可实现的质量优于DIN 8

刀具轻松监测
+
+
+
+

刀具破损或过载时，避免损坏
一秒后，立即停止进给
创新的处理算法，无需传感器
自动确定负载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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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X TC 车/铣复合完整加工

… 到车/铣复合加工

120 Nm的compactMASTER®
+ 530 cm³/min的切除速度（Ck45）

热稳定性< 5 μm
+ 主轴长度补偿，更高表面质量
多达80刀位
+ 更高灵活性和
更短装夹时间

CTX beta 800 TC

+ 标配全面，包括卡盘、
排屑器、
内冷系统和多刀头
+ 车削直径达500 mm
+ 车削长度达800 mm
+

车/铣复合加工循环举例
防护套件 *

+ 缩短辅助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 机床防护控制
‒ 铣削主轴内置振动传感器
‒ 10毫秒内快速关停
+ 刀具轻松监测2.0
‒ 刀具监测系统
*该套件包括MPC和刀具轻松监测2.0

5轴联动加工
+
+
+
+

智能运动控制，确保高表面质量
5轴插补加工自由曲面
用客户的CAD/CAM系统编写5轴运动程序
预读功能，不间断地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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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自动化系统

每4台机床
可配一套
统
自动化系

从毛坯到成品：
一站式完整
解决方案！
托盘运送举例
PH – 托盘运送

+ 经济型自动化系统，适用于1台机床1个装夹位
+ 标配8个附加托盘位，最多可达30个

RPP和RS – 环形托盘库

+ 简易自动化系统，适用于1台机床和1个装夹位
+ 多达11个附加托盘位

15
标准自动化系统举例
配Robo2Go的CTX beta 800 TC

+ 适用于所有配CELOS®的DMG MORI万能车削中心
+ 无需机器人知识，全部通过CELOS®控制
+ 操作员无接近限制

生产单元举例
模块型生产单元系统

+ 工件和刀具运送
+ 标准化的710 mm模块，轻松匹配生产单元
+ 丰富的辅助模块，例如:
‒ 去毛刺
‒ 冲洗
‒ 测量
‒ 刀具管理

710 mm

配WH3的MILLTAP 700
+
+
+

最大工件重量达7 kg
工作半径892 mm
15位工件座的回转系统

+ 可扩展到4台机床和多达2个装卸站
+ 多达29个附加托盘位

710 mm

带机械人装件的NRX 2000，带毛坯材料位置检测功能
+ 桁架式装载机，从暂存区移到工序1和工序2处

配桁架式装载机的2台CTX alpha

CPP – 托架托盘库

710 mm

LPP – 直线托盘库

+ 可扩展到8台机床和多达5个装卸站
+ 2层多达99个附加托盘位

+
+
+
+

可集成多达8台机床
标准化、基于功能的模块
模块系统
工件、托盘和刀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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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U 万能铣削加工中心
第三代DMU 50

中国首秀

标配speedMASTER®
主轴的5轴加工技术
18个月的质保期

30、60和120刀位
speedMASTER®主轴选配：
+ 15,000 rpm / 21 kW, 111 Nm
+ 15,000 rpm / 46 kW, 200 Nm
+ 20,000 rpm / 35 kW, 130 Nm

+ 加工区加大78%
+ 快移速度提高40%，标配42 m/min
+ 摆动范围加大28%，回转摆动工作台
工作范围达－35° / +110°
+ 汲取 超10,000台已交付机床的经验
+ 标配 5轴联动加工能力

78%
大

加工区加

占地面积
2
< 6.7 m

DMG MORI零部件
高可靠性和高质量

toolSTAR

speedMASTER®

+ speedMASTER®
主轴转速达20,000 rpm

18

期

个月质保

+ toolSTAR多达120刀位

精度

0.9
间

秒换刀时

+ 5轴全部标配直接测量系统
+ 直联驱动的滚珠丝杠
+ 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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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110 °

PROtime – 显示：
+ 剩余加工时间
+ 冷却液位警告
+ 液压油位警告
+ 待换刀警告

－35 °

数控系统选配

DMG MORI的CELOS®配
21.5″ ERGOline®和西门子数控系统

19″ DMG MORI ERGOline®
控制面板配HEIDENHAIN TNC 640

自动化选配
带确保高精度的内冷系统

刀具管理

托盘运送

例如：WH 10
+ 增加多个工艺工序，全面完成加工
+ 大库容，高更灵活性
+ 带工件库，在生产的同时为托盘装件

例如：PH 150|8
+ 经济型入门级系统
+ 带托盘库，8个带件托盘位
（选配：多达30个托盘位）
+ 托盘装夹位带简单易用的
触控屏控制面板

热量控制

+ 冷却滚珠丝杠螺母、导轨和轴承
+ 主轴冷却
+ 冷却工作台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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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DMG MORI –
满足您各种规格需求的
模具制造合作伙伴
3轴

DMC V

+ 标配20,000 rpm转速的
speedMASTER®主轴
+ 创新的冷却系统和直接位移测量系统
确保高精度

髋骨骨钉锻模
机床：DMC 650 V
材质：1.2343
尺寸：250×200×100 mm

5轴万能

+ 标配15,000 rpm转速的
speedMASTER®主轴及内冷功能
+ 全部轴采用箱型硬轨确保高稳定性
和高减振性能

DMU eVo linear

+ 高达80 m/min的高动态性能5轴加工
+ 标配20,000 rpm转速的
speedMASTER®主轴

DMU monoBLOCK®

散热器格栅模具
机床：NVX 5100
材质：SKD61
尺寸：700×450×150 mm

轮胎模
机床：DMU 60 eVo
材质：Toolox 33
尺寸：370×320×130 mm

波比车模具
机床：DMU 65 monoBLOCK®
材质：1.4122
尺寸：580×300×380 mm

NVX 5000 系列

+ 高承重和高动态性能的回转摆动工作台
+ 全动工作台确保高速加工和高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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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加工机型表
3轴
XXL
> 2,700 mm

大型
1,500 – 2,700 mm
小型/中型
< 1,500 mm

DMC V
NVX

5轴万能

5轴高精度

DMU 340 P, DMU 600 P
DMF 360/600

DMU 600 Gantry linear

DMU 210/ 270
DMF180/260

DMU duoBLOCK®
DMU monoBLOCK®
DMU eVo linear

DMU 270 µPrecision
DMU 210 µPrecision
DMU 125 µPrecision
NVD
HSC linear

5轴高精度

DMU duoBLOCK® / DMU PORTAL
+ 加工的最大工件可达
3,000×6,000 mm
+ 还提供µPrecision高精度版

HSC 30 / 70 linear

+ 直驱电机，确保高精度保持性和
Ra < 0.15 μm
+ HSC主轴，转速高达40,000 rpm，
冷却转子、法兰和套筒

新技术

LASERTEC 210 Shape
LASERTEC 75 Shape
LASERTEC 45 Shape

新技术

DMU 600 GANTRY linear

+ 高架桥式结构，工作台承重150 t，
全部轴配直驱电机
+ 高达3 m/s2的运动加速度

LASERTEC Shape

+ 加工几何定义的表面纹理
+ 集成激光系统，占地少

中国首秀

车身冲压模
机床：DMU 340 P
材质：1.2343
尺寸：1,000×1,800×400 mm

汽车大灯注塑模
机床：HSC 70 linear
材质：1.2312
尺寸：680×400×350 mm, Ra < 0.15 µm

汽车保险杠模芯
机床：DMU 600 Gantry linear
材质：21CrNiMo2
尺寸：2,500 × 1,000 × 1,400 mm

平板电脑后盖注塑模
机床：LASERTEC 75 Shape
材质：Aluminum
尺寸：290×220×6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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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

KWS KÖLLE GMBH

KOSME GESELLSCHAFT MBH

高速切削技术和
车/铣复合完整加工
微米级的高精度模具
位于Mauerstetten的KWS Kölle公司拥有56名高素质的专家队伍，自1978成立以来，他们已发展成为
高竞争力和可靠的模具和个性化工件生产的制造商。
该公司拥有从设计规划和开发，到生产以及质量
保证和机器维护的全面能力。

KWS先进的生产车间装备了他们多年来一直依赖的DMG MORI机床，包括CTX beta 800 TC和
Helmut Hübner总经理说，CTX的到来正当时，也是最好的选择：
HSC 30 linear。
“该机能在一台机床上对复杂工件进行完整车削和铣削加工，它节省了KWS机床占地面积并大幅度
提高了灵活性。
”毕竟每一批次的产品基本只有一件。
CTX beta 800 TC的compactMASTER®提供突出
的优势。
“120 Nm的扭矩和350 mm的长度，这款超紧凑的车/铣主轴的加工能力远超刀塔，”Helmut
Hübner说。
“其卓越的加工性能使我们不必添置更多设备。
”

“我们对5轴加工中心的精度有很高的要求，”Helmut Hübner看着HSC 30 linear说道。高达
40,000 rpm的转速和> 2 g的加速度，直驱电机技术给他本人和他的员工留下深刻的印象：
“该机拥有无
与伦比的动态性能，特别是5轴联动铣削能力 ‒ 让我们能加工任何材质。
”刀具磨损也明显减小 ‒ 毕竟
“我们现在已经不需
KWS经常加工高合金钢，硬度达HRC 68。
而且，HSC 30 linear 还提供极高的精度：
要最后的打磨操作，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数微米的加工精度。
”

模具生产经理Andreas Steidl高度赞扬HEIDENHAIN TNC 640易操作的对话式编程能力和高性能的程序仿真能力。

新配HEIDENHAIN TNC 640数控系
统的DMU 95 monoBLOCK®机床
加工高精度的塑料瓶模具
位于维也纳附近Sollenau的KOSME Gesellschaft公司开发生产拉吹模机时，他们依赖DMG MORI
和海德汉的加工技术。
30升容量的吹塑模在配TNC 640的DMU 95 monoBLOCK®加工中心上生产。
“创新的数控系统不仅提供易操作的对话式编程功能，还提供许多新功能，例如程序仿真功能，
”模具生产经理Andreas Steidl说。
功能丰富的TNC 640还能提高表面质量和缩短周期时间。
“而且，
DMU 95 monoBLOCK®的价格非常有吸引力，”Andreas Steidl对该机齐全的配置评价道。
高动态性能的直驱电机给
新款eVo linear 5轴万能铣削加工中心是该公司主要装备的机型。
“所有模具最
Andreas Steidl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该机还配HSC主轴，能达到惊人的加工效果：
后都要进行抛光，但DMG MORI机床高达40,000 rpm转速的主轴或DMU 95 monoBLOCK®高达
20,000 rpm转速的主轴，显著缩短了后续处理的工作量。
”

Helmut Hübner，总经理，
KWS Kölle GmbH

HSC 30 linear ‒ 40,000 rpm主轴和
直驱电机的配置确保微米级的高精
度加工，包括加工难切削材质，例如
钨和铜。

高精度和复杂工件的全部车
削和铣削加工现在都能用一台
CTX beta 800 TC完成。

WERKZEUGBAU

•

SONDERFERTIGUNG

KWS Kölle GmbH Werkzeugbau-Sonderanfertigung
Lindenstraße 16, D-87665 Mauerstetten
info@kws-koelle.de, www.kws-koelle.de

KOSME Gesellschaft mbH
Gewerbestraße 3, A-2601 Sollenau
kosme@kosme-austria.com, www.kosme.at

We’re entering the future of manufacturing.
Are you coming?
Optimize your machining processes and decision-making with CoroPlus®,
the new suite of connected solutions for digital machining.

C5-3-80-LL35060-10C
3-80-101112-8-M5 4315
3D MODEL STP
2D MODEL DXF
KAPR 94.7°
vc 381 m/min
fn 0.4 mm/r
IN STOCK

Save time and improve quality
in design and planning

Get real-time
machining insights

Improve your processes
through advanced machining
analytics

Visit us online at coroplus.sandvikcorom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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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U monoBLOCK®
现在新增4个选配

主轴

1 转速高达40,000 rpm的电主轴

+ 转速高达40,000 rpm，确保高表面质量
+ HSK-E50 / 20 kW（40 %负荷周期）/ 16 Nm（40 %负荷周期）

冷却的转子、
法兰和套筒。

驱动

2 C轴配直驱电机

+ 高动态性能C轴，快移速度可达80 rpm
+ C轴配水冷直驱电机

量

全球装机
已超

3 A轴和C轴配直驱电机

4,000

+ 配直驱电机的A轴（双驱动）和C轴确保高动态性能
+ 高定位精度的A轴和C轴（7秒）

台

有关DMU monoBLOCK®
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oblock.dmgmori.com

DMU 75 monoBLOCK®整机配置

4

CELOS®配MAPPS版
发那科系统

亮点
+
+
+
+

简单易用的对话式编程功能
强大的搜索功能，快速查看所需信息和手册数据
6窗口显示，一次查看机床的所有重要信息
多点触控的双显示屏

现可于DMU 75 monoBLOCK®搭载
也适用于：
配西门子系统的CELOS®

HEIDENHAIN iTNC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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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L
适用于所有尺寸及应用的XXL级应用！

超现代化的大型工件加工中心！

150 t
最大工件重量达

车身模具
行业：模具制造
尺寸：3,940×2,210×945 mm
材质：工具钢(1.2312)
加工时间：18小时

3 m/s度
运动加速

2

新

DMU 600 Gantry linear
高架桥式加工中心
+ 极高轮廓精度、重量达150 t工件的高动态性能5轴加工
+ 全部轴均配置直驱电机，确保高表面质量和高动态性能，
加速度达3 m/s²和进给速度达45 m/min
+ X轴行程标配6,000 mm，并可加长
+ Z轴配多种行程版，最大可达2,000 mm

5,000 mm

3,000 mm

DMU 600 P
龙门加工中心
+
+
+
+
+

高刚性, 加工的工件最大重量达40 t
桥式结构，确保高刚性和高精度
短力矩，小作用力
X / Y / Z轴高达30 m/min的快移速度/进给速度
高性能的加工能力，最大扭矩达2,500 Nm

40 t
最大工件重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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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MG
MORI SYSTEMS
高级合作伙伴
HAIMER GMBH – 现在也提供刀具预调仪
ZAHORANSKY AG

WADA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 LTD.

DMG MORI与HAIMER
建立高级合作伙伴关系，
HAIMER接掌Microset公司

“Thanks to the new manufacturing cells consisting of three 5-axis machining centres
with a total of 580 tool pockets and 112 pallet positions, we can now manufacture more
than 4,000 different workpieces highly flexibly and fully automatically.”

合作销售刀具预调仪

„RPP system-integrated NHX 4000 improves
efficiency of high-mix low-volume production.“

5,000
量
超

台的装机

DMG MORI与HAIMER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正变得更加紧密。
2017年1月1日起，HAIMER已接掌DMG MORI的刀具预调仪技术和
Microset公司，Microset也将更名为HAIMER Microset有限公司。
对
于位居夹刀和刀具管理领先地位的HAIMER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是绝
佳的补充。
作为Microset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供应商，所有Microset产
品和服务仍将由DMG MORI提供。
遍布全球的所有DMG MORI技术
中心和解决方案中心以及供应商将全部装备HAIMER的夹刀、动平衡
和热缩产品，包括热缩夹头和刀具室。

左起：DMG MORI股份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Maurice Eschweiler博士，Haimer
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Claudia Haimer，DMG MORI股份公司主席Christian
Thönes，Haimer有限公司总经理Andreas Haimer

DMG MORI 技术中心和方案解决中心的HAIMER产品
Flexible manufacturing cell with two DMU 60 eVo, one DMU 70 eVo, one robot on the 7th axis and CAD / CAM connection to the process control computer
for controlling the machine and tooling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order prioritisation.
夹刀技术

Since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ZAHORANSKY AG has been
cell has space for 130 additional tools, which can be supplied
acknowledged as the leader in automated manufacture of brushes.
to any of the machines fully automatically. “The same flexibility
At the head office in Todtnau-Geschwend, approximately 300
exists for the pallets”, explains Lothar Wagner: “DMG MORI
employees atten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special
Systems have set up 112 shelf positions.” With only six stand热缩技术
machines for刀具管理
the production of twisted brushes, household brushes,
ardised clamping devices, all components can
be covered. “All
technical brushes, toothbrushes and their packaging. Small batch
pallets fit into every machining centre.” Thanks to the six loading
sizes and one-off production are the order of the day. “This
stations, idle times during loading are reduced to a minimum.
requires a high degree of flexibility, especially regarding swarf
“We now have sufficient buffer capacity, so that employees can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Lothar Wagner, Manager Production
load without having to wait.” ZAHORANSKY works in two shifts,
of ZAHORANSKY AG. This flexibility was expanded in 2015
but the manufacturing cell is loaded so that it can autonomously
with a manufacturing cell from DMG MORI. During the turnkey
run overnight and into the weekend. The Manager Production
project, automation experts from DMG MORI linked three 5-axis
states: “We aim for 6,000 running hours per year on each
machining centres – two newly installed DMU 60 eVo and one
machining centre.”
DMU 70 eVo
dating from 2007 – via a robot. “This was carried
刀具测量和刀具预调技术
动平衡技术
out while production continued”, remembers Lothar Wagner. For
ZAHORANSKY, this automation is a bespoke solution with stringent demands on the flexibility with which workpieces must
be produced. The range of components presently comprises more
than 4,000 part numbers, with components made of aluminium,
steel and even stainless steel in varying sizes. Therefore a large
number
of tool positions and pallet positions is required.
HAIMER Microset刀具预调仪技术是对高精度的刀具夹刀技术、
热缩技术和动平衡机等现有产品线的进一步丰富。
ZAHORANSKY AG
Besides
the 120 or 210 tool positions in the machines, the robot
这将使HAIMER成为机床各领域刀具管理的系统供应商。

Medical equipment component
machined by comprehensive
features of the NHX 4000 with
a max workpiece swing diameter
of 630 mm.

Executive Director Shuhei
Wada
UNO smart
has every confidence in DMG
MORI’s prompt service and
machin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WADA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 Ltd., established in 1957,

VIO
linear into the medical equipment field after relocating to
expanded

Numazu Iron Industrial Park in 1973. Since then the company
has specialised in machining of precision parts for cuttingedge medical equipment for a major medical equipment
company. “We have been commended by the customer several
UNO premium
times for keeping to strict delivery
schedules despite our
distance from them, while maintaining high product quality,”
says Yoshihisa Wada,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 looking back
on the company history. Advanced medical equipment such
优点
as MRI and CT scanners requires quick responsiveness to
mix, MORI联系人仍提供Microset产品的销售和服务
low volume production as well as high precision.
+ high
您的DMG
“For
the
first
time in Japan, we employed the 5-pallet RPP
+ 高级合作伙伴提供全部刀具管理能力
(Round
Pallet
Pool)-integrated NHX 4000.” A normal pallet
+ 合作开发数字生产和智能刀具管理系统
pool
system
requires
a footprint twice as large as the size
+ HAIMER是刀具管理领域的系统供应商
of
a
machine.
With
the
RPP-integrated NHX 4000,
the floor
+ 我们将继续在所有技术中心和展厅展示HAIMER
Microset产品
space requirement is 50 % less. The decisive factors for
our purchasing the machine are the capability for unmanned
HAIMER将在比勒菲尔德工厂新设技术中心和方案解决中心，
operation during the night; high reliability, durability, sta展示机床的完整工艺链。
bility and precision that the DMG MORI machine is offering
and prompt service,” explains Shuhei Wada,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mpany. “We previously used multiple machines
and set up multiple processes to meet quantity requirements.
But with the NHX 4000 + 5RPP, which is able to perform
unmanned operation during night, the required number can
be achieved on one machine. We now can respond to urgent
requests to machine a single component by always having
one of the five pallets available and ready.”

HAIMER GmbH
WADA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 Ltd.
Weiherstraße 21, D-86568 Igenhausen
Numazu Iron Industrial Park
haimer@haimer.de, www.haimer.de
294-26, Ashitaka, Numazu City, Shizuoka 410-0001
www.wada-machine.co.jp

Anton-Zahoransky-Strasse 1, D-79674 Todtnau
info@zahoransky.com, www.zahoransky.com

Reliability & Availability - Worldwide
THK provides original technology in the highest quality
for smooth and accurate movement.

Ball Screw

LM Guide
Japan

Europe

China

India

Cross Roller Ring
Singapore

America

THK Co., Ltd.
THK GmbH
THK (Shanghai) Co., Ltd. THK India Pvt. Ltd.
THK LM System Pte. Ltd. THK America, Inc.
+86-21-6219-3000 z�+91-80-2340-9934
z +91-80-2340-9934 z�+65-6884-5500
z +65-6884-5500
z +1-847-310-1111
z�+81-3-5434-0351 z�+49-2102-7425-555 z�+86-21-6219-3000
www.thk.com/jp
www.thk.com
www.thk.com/cn
www.thk.com/in
www.thk.com/sg
www.thk.co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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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LASERTEC 30 SLM的全球首秀意味着
DMG MORI在增材制造领域增加粉床工艺！

中国首秀

DMG MORI新产品：
选择性激光堆焊

作为全球一家的DMG MORI现携手SLM（选择性激光堆焊）技术的先驱公司
REALIZER公司强化在增材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亮点

+
+
+
+
+

粉床增材制造，体积达300×300×300 mm
针对应用的光纤激光器，功率400 W至1 kW
高精度堆焊3D工件，层厚仅20至100 µm
带粉料调节系统，提高生产效率和材料利用率
优化的工艺链，适用于在DMG MORI的HSC和DMU系列
加工中心上进行后续加工‒更高的工件精度和表面质量

叶轮
尺寸：Ø 44×27 mm
材质：钛
加工时间：49分钟

SINUMERIK 触控操作
引领未来

亮点
4.7
operate

smartOperate – SINUMERIK Operate
更贴心的触控操作体验

+ 更快的人机交互
+ 智能缩放和滚动浏览功能
+ 全面的手势控制功能以及高可靠性的
SINUMERIK Operate用户界面

高表面质量 –
生产一流表面质量的模具

www.siemens.com/sinumerik

+
+
+
+

智能运动控制
高表面质量
更高铣削精度
更简单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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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增强增
材制造力量
DMG MORI正在有针对性地加强未来技术力量：作为地
处Borchen的REALIZER有限公司的大股东，集团公司
现持有该公司50.1%的股份，我们在增材制造领域的市
场地位在进一步加强。

DMG MORI旗下的SAUER有限公司已拥有丰富的喷粉
激光堆焊的专有技术。
在增材制造领域，REALIZER已有
超过20年的“选择性激光堆焊”(SLM）经验。
选择性激光
堆焊是将粉料通过激光逐层堆焊成形，使工件连续成
形。
RealLizer与SAUER的产品线合并后，DMG MORI将
成为一站式金属工件主流增材制造技术的供应商。

“粉床方式的选择性激光堆焊技术将为我们的客户创
造全新的应用。
因此，该技术是对我们先进技术领域的
LASERTEC 3D加工中心非常理想的补充，”DMG MORI
股份公司主席Christian Thönes说。

DMG MORI股份公司主席Christian Thönes（右）
，
REALIZER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Matthias Fockele博士，
共同看好未来的合作。

复杂的金属工件可通过增材制造技术和粉料直接制造。
可用的可焊材料非常丰富，可根据应用要求，还能选择
使用复合材料。

REALIZER GmbH
Hauptstraße 35, D-33178 Borchen
www.realizer.com

全球特有 –
一站式的喷粉和粉床增材制造技术
粉床

欢迎观看增材制
造的视频短片：

dmgmori.com/en6461

LASERTEC 30 SLM

激光构建加工

LASERTEC 65 3D

喷粉

LASERTEC 4300 3D

激光构建加工 + 铣削 / 车削复合加工

NX Hybrid Additive
NX Hybrid Additive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
Die durchgängige Software-Lösung
The integrated
fürsoftware
die additive
solutions
Fertigung,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klusive Simulation und
incl.
Programmierung
simulation and für
programming
Laserauftragof Laser Metal Deposition
schweißen und selektives
and Laser
Laserschmelzen.
Metal Fusion.

siemens.com/plm/additivemanufacturing
siemens.com/plm/additive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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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的专业技术

新 Seebach
斯巴赫
医疗卓越
技术中心

2

3

1

您的医疗领域的强大合作伙伴

5

4
+ 医疗领域应用的一站式生产解决方案
和技术支持服务
+ 量身定制的开发和咨询服务以及培训课程
和研讨会
+ 工艺和机床的开创性技术和创新发展，
例如ULTRASONIC（超声震动加工）
+ 高精度的人工关节，例如钛、CoCr和陶瓷
材质的膝关节和髋关节

1
髋关节座
尺寸：ø 60 mm
材质：钛

NTX 1000
B轴（DDM®技术）
，5轴联动，
加工复杂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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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种植牙
尺寸：ø 10×7 mm
材质：钛（Ti6Al4V）

DMU 40 eVo linear
高动态性能5轴联动加工工艺，
加工难切削材质的植入体和人工关节

MILLTAP 700
高生产力的紧凑型加工中心，
经济地大批量生产植入体和骨板

3
骨钉
尺寸：ø 10 × 85 mm
材质：钛 (Ti6Al4V)

SPRINT 20|5 SWISSTYPEkit®
短件和长件在同一台车削中心加工，
生产高精度的植入体

膝关节
尺寸：62×70×68 mm
材质：CoCr

5
骨板
尺寸：60×18×3 mm
材质：钛

ULTRASONIC 20 linear
5轴ULTRASONIC（超声震动加工）和HSC（高速加工）系列机床，
无论打样件的生产和自动大批量生产，工件尺寸可达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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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PRECISION

适用于

高精度 – 特有

DMU / C 125 P / U / FD
duoBLOCK®
DMU / C 210 / 270
P / U / FD PORTAL
NHX 8000

RECISE

P
MORE
500小时的导轨刮研
提升80 %的空间精度达
< 15 µm

航空航天

机械工程

涡轮机变速箱箱体
材质：铝
孔的精度优于H5
定位公差：12 ‒ 15 μm

定位精度达3 µm*

工作台系统
材质：铸铁
高精度的精加工和5面铣削
形状和位置公差仅10 µm

精度提高3倍！

在用户现场个性化地优化
* 适用于125 duoBLOCK®立柱规格

1,000 mm

15 µm的空间精度

加工区

技术参数

最大行程 (X)

轴定位精度 X / Y / Z

轴定位精度 A / B / C

*空间补偿后，仅限直线轴

mm

µm

秒

DMU/C 125
µPrecision

DMU/C 210
µPrecision

DMU/C 270
µPrecision

NHX 8000
µPrecision

4/3/4

4/4/4

6/6/6

4/4/4

1,250

5/4/4

2,100

5/4/4

2,700

5/4/4

1,400

‒/4/‒

上海新技术中心开业
欢迎您莅临（2017年6月)

1,00

0m

整个加工空间中的精度
至少提高3倍。

m

1,000 mm

15 µm
其它制造商的
5轴加工> 100 µm

月
2017年6
盛大开业

> 5轴卓越中心
‒ 5轴加工体验：航空航天和模具制造业
‒ 先进制造技术:如，增材制造
‒ 25台机床现场演示，并随时可预约试切

P20160557_0317CN

> 面积：1,5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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