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刊献给所有
DMG MORI 的用户
和关心我们的伙伴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
案：24 款特有的加工循环
和 10 款全新 CELOS® 应
用程序。

DMG MORI 制造商服务：
客户优先 – 我们倾听您的心声！
5 项服务承诺为您提供更高质量的
服务与更优惠的价格。

CMX：CMX Vc 机床
中国本地化生产

全面的汽车和航空航天业
加工解决方案。

journal

Nº 2 – 2016

全新

复合加工技术

MTG – 一次装夹完成铣削、
车削和磨削。
详细信息，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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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加工循环 MTG：
铣削、车削和磨削。

带特有软件解决方案的
创新技术
24 款特有的 DMG MORI 加工循环 –
参数编程比传统编程方式快 60 %。

详细信息，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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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DMG MORI 有限公司总裁森雅彦博士和 DMG MORI 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蒂安·特内斯。

统一、创新与质量
尊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关心我们的朋友们，

“全球一家”是为了集 DMG MORI 有限公司和 DMG MORI 股份公司两家公司的
力量，打造全球统一的机床公司。我们全球的生产工厂和 164 个国际化技术中心及
服务网点，拥有超过 12,000 名员工，正在共同努力以于成为世界各地客户的首选。
我们保证：与您、我们的客户和供应商将保持稳定与持续的合作关系。我们调整并
致力于在以下新领域与您合作：
“全球一家”代表着对于机床、DMG MORI 部件、
软件解决方案和机床终身尊享服务的前瞻性创新；也代表着从生产到面向客户定制
完整解决方案的全面高品质、以及工业 4.0 时代要求的更高技术和全新工艺以及自
动化、数字化。
我们的目标是更广泛地提升全球化能力和加强发挥我们本地生产工厂的优势。弗朗
顿工厂和斯巴赫工厂领先和精湛的 5 轴完整加工技术是其中的典范。

比勒菲尔德工厂和伊贺工厂将在先进的万能车削和车 / 铣复合加工技术方面继续保
持密切合作。另外，贝加莫工厂的重点将是生产型车削和自动车削技术。同时，我们
将发挥位于奈良的汽车卓越技术中心和位于弗朗顿的航空航天卓越技术中心的技
术优势。

在质量管理方面，我们将继续推进“质量优先”战略。质量一致要求正在我们全
球一体化的公司内统一执行。ECOLINE 升级到全新 CLX 和 CMX 系列机床就是
其中的成果。CLX 和 CMX 系列机床是为全球市场设计的极具吸引力的标准机
床，为用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性能以及 DMG MORI 全部数控系统和自动化系统
专有技术。质量更高和生产力更高 – 现在 CMX V 还新配海德汉数控系统。我们
永远不会忽略来自我们尊敬客户的要求！
我们已全面修订了服务和备件价格。我们的 5 项服务承诺将满足您对高质量服
务的要求 – 且价格公道、性价比高。欢迎体验！

我们相信，我们“全球一家”的进一步整合将使您、我们的客户、供应商和业务
合作伙伴从中获益。我们感谢您的厚爱成就了我们的今天。我们愿与您携手共塑
未来。这是请您与我们保持联系的原因！您的反馈意见非常重要！

作为一家综合性机床制造商，意味着我们将持续创新，以便您能从中受益。我们一
直遵循客户获益至上。总之，我们期望倾听您的需求并提供满足您要求的解决方案。
除机床和 DMG MORI 部件外，我们将重点加强复合加工技术和工艺解决方案。

数字化是我们未来的重点。我们正在扩展基于 APP 应用程序的 CELOS® 控制系统
和操作软件并使其成为数字化的平台。我们拥有工业 4.0 时代所需的技术和产品以
及必要的工艺专有知识。CELOS® 是我们已经为客户提供的互联时代智能化生产的
钥匙。我们既定的合作伙伴现有更简单的新方法，即将他们自己的 APP 应用程序加
入到 CELOS® 中。最新超声和激光加工技术现已提供多种多样的加工方案。我们正
在专注于改进提高增材制造技术，尤其是金属材质的增材制造。

森雅彦博士
总裁
DMG MORI 有限公司

克里斯蒂安·特内斯
首席执行官
DMG MORI 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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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ONE

“全球一家 – 我们的目标是:
成为全球客户的首选”

软件解决方案

服务和备件

CELOS® – 基于 APPs 应用程序的控制和
操作平台，也是数字化的入口。加工循环：
对话式输入界面，编程速度提高达 60%。

客户优先 – 我们聆听您的诉求！
我们的 5 项服务承诺将确保您同时
享受到高质量和高性价比的机床服务。

CMX

CMX Vc 机床
中国本地化生产

2016
GLOBAL ONE –
全球综合性机床制造商

自动化系统

全面创新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例如 Robo2Go – 无需进行
机器人操作的培训，
也能轻松操作。

2013

全球统一品牌

技术解决方案

拥有综合性技术和行业应用能力，
包括增材制造。

2011

首次共同开发项目

日本

2009

开始合作
拥有 200 多年的机床生产经验。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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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24 款特有的 DMG MORI 加工循环

辅助系统实现高效编程和
更高的机床安全性
复杂加工循环的编程速度快 60 %，自动生成 DIN 程序：
+ 操作简单，基于窗口的对话式参数输入
+ 无需 CAD / CAM 系统，比如螺纹和齿轮的加工

示例:

插补车削 –
凹槽车削循环

多种螺纹加工循环 2.0

偏心车削和铣削

在铣削加工中心和车削中心上通过两根直线轴的
圆弧插补轻松加工密封面和凹槽。

自定义轮廓、螺距和螺纹升角，加工多头螺纹。

车削运动与 X 轴和 Y 轴的运动相互叠加形成
偏心车削和铣削的轮廓。

“尽管我们没有车削中心，也能进行偏心车削加工。
”

“即使没有昂贵的 CAD / CAM 系统，我们也能在机
床上直接加工出复杂的螺纹几何形状。
”

“不需要用复杂的 CAD / CAM 系统，我们只需要输
入几个参数。
”

5
磨损

功率

“自从我们使用 MPC 和
刀具轻松监测以来，过载
或碰撞导致的主轴或机床
损坏都大幅减少。”

停止

缺刀

设置点
停止

时间

n

Ff

防护套件*
包括刀具轻松监测 2.0 和 MPC
高效保护机床

+ 监测振动和进给运动的快停（MPC – 机床防护控制）
+ 通过创新的负载评估算法，自主监测负载极限（刀具轻松监测 2.0）

DMG MORI 工艺链
全新: 自适应测量模块

VOESTALPINE GIESSEREI LINZ GMBH
“由于我们采用了工件自动测量技术和铣削参数的自适应控制技术，
我们现在的生产达到了零缺陷。
”

位于奥地利林茨的 voestalpine 公司的 CAM 编程人员
Christian Farthofer 和 NEM 生产经理 Herwig Riess 在
DMC 80 U duoBLOCK® 加工中心的控制面板前。

gearSKIVING

在 NX CAM 系统中编写测量步骤程序，然后在
DMC 80 U duoBLOCK® 加工期间自动修正铣削参数。

voestalpine Gießerei Linz GmbH, 公司创建于 1954 年，该公司设计和开发汽车制造业冲压机的凸轮滑台。
客户对凸轮滑台测量精度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尽管交货时间缩短，我们也必须保持高精度”
，NEM 生产经
理 Herwig Riess 说。
为此，我们选用 DMG MORI 工艺链并与 DMG MORI、JANUS Engineering 和雷尼绍
公司合作为该工艺链增加了自适应测量模块。
现在，DMC 80 U duoBLOCK® 5 轴加工期间在机测量中获得的
实际参数全自动地和实时导入到一个特殊的循环中。
无论是形状还是位置公差，该工件精度都达到 < 5 µm。
凸轮滑台的测量结果保存在 CAM 程序中，并在两个加工步骤之间自动执行测量。Herwig Riess 评价道：
“系
统全自动地检测和补偿装夹误差或运动特性误差。
”不再需要手动测量步骤，繁重的质量检查任务也成为过
去。
“我们的整体报废率接近 0 %。
”

直齿和斜齿外圆柱齿轮或内圆柱齿轮以
及花键齿，无干涉也无损坏。

“巧妙的加工工艺！我们现在生产齿轮的
速度达到插齿速度的 8 倍。
”
请立即观看 DMG MORI
加工循环的视频短片
下载全部 24 款 DMG MORI
加工循环的样本：
download.dmgmori.com

VOESTALPINE GIESSEREI LINZ GMBH
voestalpine-Straße 3, A-4020 Linz
giesserei@voestalpine.com, www.voestalpine.com/giesser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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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OS®

– 您的解决方案就是：
我们为合作伙伴量身定制的 APP

+
+
+

将您的软件解决方案集成在我们为合作伙伴开发的 CELOS® APP 中，
包括 DMG MORI 直观易用的风格、测试和认证。

完美集成在 CELOS® 系统中的成熟解决方案，确保工艺流畅和连接有效

只需 7 步，轻松创建自己的应用程序 –
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帮助您：请联系 patrick.beller@dmgmori.com
两款新的为合作伙伴开发的 CELOS® APP:

“CELOS® 开发员版为我们的客户和业务
合作伙伴开发自己的 CELOS® 应用程序
提供了可能。”
Holger Rudzio 博士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总经理

全新

全新

表面质量分析器

夹紧检查

+ 机内表面质量的测量
+ 在线表面质量控制
+ 已获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认证

+ 控制夹持力，提高机床的安全性
+ 无线测量，甚至可在车削时测量

全新

现拥有 26 款 APP – 共有 10 款
全新 APP 和全新功能

有关 CELOS® 的详细信息，
敬请访问
celos.dmgmori.com
请立即观看 CELOS®
视频短片

性能监测器

请点击下载 CELOS® 样本:
download.dmgmori.com

表面质量分析器

夹紧检查

状态分析器

3D 零件分析器

ROBO2GO

托盘管理器

CELOS ®
开发员版

CELOS ®
更新

“KPI 和 OEE 分析皆
一目了然”

在线显示系统

7
传感器
全新

DMG MORI 状态分析器 –
60 个机床内传感器监测机床状态
从大数据到智能数据 – 记录和分析机床数据并直接反馈给客户确保机床更高
的生产力。
> 分析个别机床、一地的多台机床或多地的多台机床。

i4.0 传感器套件

更高精度和更高的工艺安全性：
车削*

++ 先进的传感器控制 –
分析功率，压缩空气消耗量和冷却控制
++ 温度控制 – 位移补偿和精度调整
++ 机床防护控制（MPC）– 铣削主轴的振动传感器
提供的预防性保护
++ 刀具轻松监测 2.0 – 监测刀具破损和磨损

铣削**

++ 机床防护控制（MPC）– 铣削主轴的
振动传感器提供的预防性保护
++ 主轴热膨胀传感器（SGS）–
该传感器用于确定和补偿主轴热膨胀
++ 内冷流量监测 – 监测内冷流量以确定所需的
冷却液输出量

> 测量、显示和分析作用力、振动、温度和润滑。
状态分析器

+
+
+
+

数控程序的优化
机床故障预警
分析故障原因
保存数据以进行长期分析

智能传感器和
网络化软件迎接
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

机床业 4.0 使命：机电的轴承系统和“滚动轴承领域的专有技术”是机床 4.0 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获益于舍弗勒微服务的数字化新方式，例如自动化的滚动轴承诊断和滚动轴承的剩余寿命计算。

回转工作台轴承 YRTMA
配角度测量系统

直线循环滚柱轴承和导轨组件 RUE 4.0
配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

> 预防性维护，监测作用力、振动、温度和润滑。

Stefan Spindler 博士
舍弗勒股份公司工业
应用总监

DMC 80 FD duoBLOCK®
在位于 Höchstadt 和 Aisch 的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工厂长期使用

“我们与 DMG MORI 合作，进一步开发我们
的数字化生产解决方案，这将用于我们的
生产也将服务于 DMG MORI 的客户。我们的
Höchstadt 工厂在使用数字化的 DMC 80 FD
duoBLOCK® 加工中心期间获得了宝贵的经验，
在市场上也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这为数字化
之路奠定了基础。”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KG

www.schaeffl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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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OS® 与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
您的数字化
入口

“我们将向您展示数字化转型以及应对工业 4.0 时代对您
以及对我们挑战的解决方案。
在应用程序的支持下，CELOS®
开创了无纸化人机互动的新方式。
”

数字化的 3 个层级
1 轻松连接机床与公司的网络系统
直接访问机床的任务单

我们的软件解决方案适用于任何一个数字化层级

ﾠ任务单

2 用 PC 版 CELOS® 网络连接多台机床
在工作准备阶段，所有相关的任务单数据都直接
发送给相应机床，包括机床使用的优先顺序

+ 客户的 CAD 数据或工件图纸
+ 在“任务管理器”中创建任务单
> 工艺计划

CELOS®
PC 版

任务单管理

任务管理器

3 用 PC 版 CELOS® 连接现有 ERP 系统（例如 SAP）
或网页应用，直接从现有生产组织单位自动控制
生产流程

CAD / CAM 阅读器

ERP

CELOS®
PC 版

OERLIKON BARMAG
“CELOS® 智能且持续地连接 ERP
系统。
”

位于 Remscheid 的 Oerlikon Textile 公司以及其
Oerlikon Barmag 品牌都是瑞士 OC Oerlikon 集团
的一部分。
这家集团公司是长丝纺丝系统全球领先
的供应商，他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丝线、纤维和
无纺布生产。Remscheid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生产
高安全性的部件。
高达 8,000 m/min 绕线速度的高
速绕线机是他们的典型产品。
高技术装备的 Remscheid 工厂共有大约 120 台机床。
其中部分机床是
DMG MORI 的铣 / 车和车 / 铣复合中心。
他们最新购
买的 CTX beta 800 TC 并为该机配备了 CELOS® 系
统是其中的亮点。

这个样板项目是全公司计划的一部分，生产和特殊
工具高级经理 Andreas Böttcher 介绍说。
持续和透
明的数据在整个价值链上流动是其中的关键，只有
这样才能整体和持续地优化加工周期和生产工艺。
Böttcher 指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从无缝连贯的工
件追溯性到工艺的文档化。
他介绍说，CTX beta 800
TC 加工中心旁的打标位为每一个工件打上其唯一
的 OCR 标识码。

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样板项目的一部分，车 / 铣复合
中心连接了 ERP 系统，因此任务单、数控程序和定价
数据都通过特殊的中间软体从数控系统传给 CELOS®
并在 CELOS® 中管理，加工后报告给 ERP 系统。

Oerlikon Barmag 的生产和特殊工具高级经理 Andreas Böttcher（左）和 Bahtiyar Ayar 专家都为 CELOS® 点赞。

Oerlikon Barmag
Remscheid, germany
www.barmag.oerlikontexti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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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铣复合完整加工
体验工业 4.0：位于比勒菲尔德吉特迈
车削中心公司的 CELOS® 体验中心占
地面积超过 2,000 m2。

ﾠ工艺计划 / 工作准备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和
CELOS® 应用程序为您准备任
务单和制定工艺计划。

CAD-CAM / 仿真

+ DMG MORI 工艺链
+ Programmer 3D 车削
+ DMG MORI 虚拟机床

ﾠ加工

CELOS® 应用程序帮助用户设置和
准备任务单并实时监测机床。

CELOS ® PC 版

机床

任务管理器

任务规划器

任务助手

刀具管理

切削计算器

文档

服务助手

在线显示系统

INGERSOLL WERKZEUGE GMBH
“凭借机内测量和可靠的加工方式， 我
们用 NTX 1000 生产高精度刀片，几乎
无需人工干预。
”

“通常我们生产的单件刀具批量达 3,000 件，”英
格索尔的刀座生产经理 Klaus Wehr 说。棒料送料
机、工件自动卸件器和机内测量系统使 NTX 1000
成为批量生产的理想选择，而且大部分操作无需人
工干预。车 / 铣复合中心还满足了复杂性要求：
“我
Ingersoll Werkzeuge gmbH 公 司 产 品 繁 多， 从
们用 C 轴固定工件进行 5 轴联动加工。由于该机
牙科行业用的 0.1 mm 钻头到船舶制造用的 5,500
配尾座且机床结构稳定，满足了几何和精度的全部
mm 特殊刀具不一而足。该公司总部位于 Haiger，
要求。
”
他们与各行业的客户密切合作并生产个性化的重
型加工特殊刀具， 这类产品占生产量的 90 %。包
括非常复杂的由数百个 HSS 刀片组成的圆筒切片
铣刀。准确的几何和极高的精度是必不可少的要
求。2014 以来， 这些刀片全部在 DMG MORI 的
NTX 1000 上加工。

位于 Haiger 的英格索尔刀座生产经理 Klaus Wehr。

NTX 1000 对铣刀的刀片进行 5 轴联动加工。

带多达数百片刀片的铣刀。

Ingersoll Werkzeuge gmbH
Kalteiche-Ring 21 – 25, D-35708 Haiger
www.ingersoll-im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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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制造商服务

客户优先 –
我们的 5 项服务承诺！
1

“我们倾听您的心声！我们的 5 项服务承诺将让
我们以公道的价格满足您对更高服务质量的期
待。我们说到做到！”

2
制造商直接提供的价格优惠的

原厂备件价格优惠的保证

主轴服务

Maurice Eschweiler 博士
工业服务总监
DMG MORI 股份公司

备件

全新

典型机床维护包

如果我们提供或供应的备件在其它地方价格至少
便宜 20 %，我们将立即全款向您返回差价。
这是我们的保证！*

世界级制造商的专业经验和更具竞争力的新价格 –
DMG MORI 的主轴服务！

方便

主轴维修

只需向下面的邮箱地址发送电子邮件，列出我们的
价格及提供的数量以及其它供应商提供的便宜
价格或提供其它供应商的网页链接地址：
bestprice@dmgmori.com

维护包

* 只适用于 2016 年 9 月 1 日后我们交付的备件。
其它供应商的备件必须完
全相同 – 未修过、非仿品或其它款。
是质保期相同的新件且完全相同。
供应
范围和数量相同。
其它渠道的零件供应条件相同。

价格优惠的全套原厂更换件。

安全的自定义维护。
我们专家精选的备件套件，为每一
机型量身打造！您所获益 – 备件齐全且价格优惠。
亮点

+ 提供超过 200 种不同的维护套件，为每一机型量身
打造
+ 确保机床的高可用性
+ 所有重要的磨损件一应俱全
+ 保护机床，避免高昂的后继损失
+ 高性价比套件，节省资金达 25 %
有关我们维护套件的详细信息、描述和价格，请咨询当
地服务团队: www.dmgmori.com

全新

DMG MORI 备件服务

全球化网络，高可供性。
+
+
+
+
+
+
+

全球化物流网络，覆盖所有海外市场
超过 280,000 件不同的库存备件
1,000 多根主轴随时可发
备件可供率超过 95 %
提供新件和替换件
许多备件甚至适用于 1970 年代的机床
24 / 7 服务热线受理备件的订购，全球无限制

全面控制成本的专家维修。
+
+
+
+
+

固定价格，无附加费
6 个月质保期
包括更换旋转接头
包括更换故障定子和转子零件
我们经验丰富的 DMG MORI 服务工程师
专业地拆装您的主轴

主轴替换服务

您可选择：
全面大修的替换主轴或全新待用主轴。

+ 质保期达 9 个月或 18 个月
+ 包括更换旋转接头
+ 经验丰富的 DMG MORI 服务工程师专业地更换
受损的主轴

格的
优惠价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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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3

4

5

可信赖的制造商服务

我们确保您的高生产力

彻底翻修 – 恢复高性能

全新

全新

成熟

本地化经营是我们的全球竞争力。
我们能提供全天候的
应急服务。
随时、随地。

降低机床全寿命期内的使用成本、提高机床的可用
性和精度 – DMG MORI 服务升级版!

成熟的 DMG MORI 技术确保完整的功能 – 机床或
部件的翻修服务确保生产工艺的高可靠性。

亮点

维护保养升级版

亮点

全球 2,500 多名高素质的服务工程师
服务网络广，快速的响应，强大的执行力
全球有超过 150 多家技术和服务中心，贴近客户
24 / 7 服务热线：我们的专家通过电话能
解决 60 %的问题
+ 预防性维护显著减少机床意外故障
+ 超过 300 种创新的服务产品，优化您的工艺
+ 全面的培训产品
+
+
+
+

制造商的维护确保机床的高可用性。

+ 用固定价格更换 / 安装所需磨损件
+ 维护等级可根据机床工作时间调整
+ 所有服务项目和维护期间确定的所需备件都享受
10 %的特殊折扣
+ 期限：3 年（新机床）或 2 年（在用机床）

维保培训升级版

专业维护 – 我们教您如何自己进行维护。

+ 用维护套件更换关键磨损件，维护套件针对
每一机型量身打造
+ 强化的维护培训（每 2,000 小时提醒）
+ 提供培训并交付 iKey（检修钥匙）

请立即观看 LifeCycle
机床尊享终身服务视频短片

有关维保升级版的详细信息，
敬请访问：
serviceplus.dmgmori.com

+
+
+
+
+
+
+

固定价格覆盖大量机型
恢复高性能
制造商质量标准的部件翻新服务
其它软件更新和所选改造项目
大量工作测试确保高质量
完善的服务质保
翻修方式 – 在现场或在制造商自己的工厂

项目案例

请立即观看 MF Twin 65
翻修视频短片

请立即观看 DMC 200 U 的
翻修视频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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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X Vc  

CMX Vc 机床
中国本地化生产
自 9 月 1 日起：全新入门级机床

+

C = CT

PA
COM 、
紧凑 IVE
T
PETI
COM 争力、
高竞 ISED
TOM
CUS 定制
可

CMX Vc – 入门级立式加工中心
(中国生产，发那科数控系统)

瞄准全新加工方式

更高技术、更多解决方案！
3D 数控系统: 发那科

软件解决方案: 加工循环
定制配置:

大量选配

中国生产

质量上乘!

15" DMG MORI SLIMline®
控制面板配 MAPPS IV 版
发那科数控系统

价格优惠!
为客户打造全新加工方式的优势

+
+

DMG MORI 的全面加工解决方案
自动化选配

对我们现有客户的影响
+
+

对我们现有客户无不利影响

原 ECOLINE 系列机床的服务和备件供应不受影响

DMG MORI 天津工厂
约 22,000 m² 的生产
面积，每月可生产
100 台机床。
天津工厂生产：

dmg mori 天津工厂
中国天津

++ NHC 系列
++ CMX Vc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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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有关 CMX Vc 系列
加工中心的详细信息：
cmx-v.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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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更多加工方式的 DMG MORI
最新入门级机床

使用额外轴进行高效加工

MPC (机床防护控制)

+
+
+
+

铣削主轴处的振动传感器
振动临界点时停止运动
钻孔和螺纹切削中监测切削力
空转时显示不平衡状态

+
+
+
+
+

配 DDM
无反向间隙
高精度分度
强力夹持确保加工的稳定性
选配轴提供高效率的加工能力

最后机会 –
2016 年交货并安装

上海工厂生产的 ECOLINE 系列机床，现货特价销售，机会难得。
2016 年特殊价格销售并保证立即发货和安装。
机床数量有限。
本报价有效期截至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coTurn 310 // 10 台现货机床

特别套装机型: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 Operate 版西门子数控系
统；排屑套件；自动化系统套件；棒料推送器 VDI 30；液压卡盘 Autogrip，
3H08-Z140 型；一套 3 件的铣削 / 镗削加工的动力单元 ESX25;
PROGRESSline 和 Planonlight; DMG MORI 网络服务；
Sandvik-Toolkit 的 VDI 30 刀具包
®

ecoMill 50 // 9 台现货机床

特别套装机型: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 Operate 版
®

西门子数控系统; 排屑套件; X、Y、Z 轴直线直接测量
系统; TRACYL 圆柱面插补; 断电保护的安全套件；
CE 认证; DMG MORI 网络服务; Sandvik-Toolkit 的
SK 40 刀具包

您的联系人

李舒宏 先生
电话: 139 1602 5780
shuhong.li@dmgmori.com

ecoTurn 450 // 7 台现货机床

ecoTurn 510 // 5 台现货机床

特别套装机型: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 Operate 版西门子数控系统；
排屑套件; 5 bar 冷却液喷枪; 液压卡盘 Autogrip，3H08-Z140 型；
一套 12 件 VDI 40 刀座; PROGRESSline 和 Planonlight;
DMG MORI 网络服务；Sandvik-Toolkit 的 VDI 40 刀具包

特别套装机型: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 Operate 版西门子数控系统；

®

ecoMill 635 V // 4 台现货机床

特别套装机型: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 Operate 版
®

西门子数控系统; 排屑套件；X、Y、Z 轴直线直接测量
系统; TRACYL 圆柱面插补；断电保护的安全套件;
CE 认证; DMG MORI 网络服务; Sandvik-Toolkit 的
SK 40 刀具包

刀具预调套件; 5 bar 冷却液喷枪; 液压卡盘 SMW Autoblok，BH-D315/Z300
型，D 76 mm; 一套 6 件 VDI 40 刀座; 一套 3 件铣削/镗削动力单元 ESX32,
DMG MORI 网络服务，Sandvik-Toolkit 的 VDI 40 刀具包

ecoMill 1035 V // 2 台现货机床

特别套装机型: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 Operate 版
®

西门子数控系统; 生产套件 1, X、Y、Z 轴直线直接测量
系统; PROGRESSline 和 Planonlight; DMG MORI 网络
服务; Sandvik-Toolkit 的 SK 40v 刀具包

MILLTAP 700 // 10 台现货机床

特别套装机型: 10" Operate 版西门子数控系统；

排屑套件；筛式切屑箱；X、Y、Z 轴直线直接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的密封空气；电子手轮和 DMG MORI 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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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自动化系统
ZAHORANSKY AG

WADA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 LTD.

“我们的新生产单元由 3 台 5 轴加工中心、共 580 位刀库和 112 位托盘交换系统组成，
现在我们能非常灵活和全自动地生产 4,000 多种不同的工件。”

“配 RPP 托盘交换系统的 NHX 4000 提高了多
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效率。”

用 NHX 4000 全面的功能加工医
疗设备零件，工件最大回转直径达
630 mm。

由两台 DMU 60 eVo、一台 DMU 70 eVo、一台 7 自由度机器人组成的柔性生产单元以及 CAD / CAM 系统，管理机床和换刀以及任务优先顺序的工艺控制计算机
与 CAD / CAM 系统连接在一起。

自 20 世纪初以来，ZAHORANSKY 公司已成为毛刷自动化生产的领
先供应商。该公司位于 Todtnau-Geschwend 的总部大约有 300 名
员工，他们开发和生产绞丝刷、家用刷、工业刷、牙刷和其包装的特
殊机器。小批量和单件生产是常态。“这需要极高的灵活性、特别是
切屑管理”
，ZAHORANSKY 公司生产经理 Lothar Wagner 介绍说。
2015 年，DMG MORI 的生产单元提高了他们的灵活性。在这个交钥
匙总包项目中，DMG MORI 的自动化专家将三台 5 轴加工中心 – 两
台新安装的 DMU 60 eVo 和一台 2007 年的 70 eVo 通过机器人连
接在一起。“执行该项目时，生产没有中断”
，Lothar Wagner 回忆说。
对于 ZAHORANSKY 来说，这套自动化系统是一套量身定制的解决
方案， 它满足了工件生产所需的灵活性的严格要求。现在加工的零件
多达 4,000 余个零件号，材质包括铝、钢，甚至不锈钢，且规格繁多。

因此，需要大量刀位和盘位。除机床的 120 或 210 刀位外，机器人单
元还另外提供 130 刀位， 并全自动地为机床供刀。“托盘系统也拥有
同样的灵活性”
，Lothar Wagner 介绍说：
“DMG MORI 自动化系统
配置了多达 112 位的搁架盘位。
”所有工件的加工只需要 6 套标准化
的夹具。“所有的托盘都能用于任何一台加工中心。
”多达六个装夹
位，装件期间的非生产时间被大幅压缩。“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缓冲能
力，员工装件不再需要等待。
”ZAHORANSKY 实行两班制生产，但
生产单元的装件能力使该系统能全自动地在夜间生产和周末生产。这
位生产经理说：
“我们的目标是每台加工中心达到每年 6,000 个工作
小时。
”

WADA Machine Manufacturing 公司成立于 1957 年，1973 年
迁至沼津铁工工业园并将业务扩展到医疗器械行业。此后，该公
司一直专注于为一家大型医疗设备公司加工尖端医疗器械的高精
度零件。
“尽管我们与客户相距较远，客户多次要求我们要严格
按照交货进度交货，同时还要确保产品的高质量，”该公司总裁
Yoshihisa Wada 回顾公司历史时说。先进的医疗设备，例如 MRI
和 CT，大多为多品种小批量零件，需要快速响应加工任务而且
零件精度要求很高。
“这是日本首套配 5 盘位回转托盘交换系统
的 NHX 4000”。通常，托盘交换系统需要的占地面积是机床的两
倍。但配 RPP 的 NHX 4000，占地面积要小 50 %。我们购买该机
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夜间能进行无人值守生产；DMG MORI 机床具
有高可靠性、高耐用性、高稳定性和高精度，且服务响应速度快，”
该公司的总经理 Shuhei Wada 介绍说。
“我们以前通过多台机床
和多次装夹的多步工艺来满足产量要求。NHX 4000 + 5RPP 让我
们能在夜间进行无人值守生产，而且只需一台机床。我们现在始
终保持五个托盘中的一个托盘可用和待命，以应对紧急的单件加
工任务。
”

WADA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 Ltd.
Numazu Iron Industrial Park
294-26, Ashitaka, Numazu City, Shizuoka 410-0001
www.wada-machine.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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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性和可用性 - 世界各地。
藉由THK的专业技术,提供高品质且精确的滑动

滚珠丝杠

LM滚动导轨
Japan

Europe

China

India

交叉滚柱轴环
Singapore

Shuhei Wada 总经理充分信任
DMG MORI 的快速服务、
机床的
稳定性和精度。

America

THK Co., Ltd.
THK GmbH
THK (Shanghai) Co., Ltd. THK India Pvt. Ltd.
THK LM System Pte. Ltd. THK America, Inc.
z +1-847-310-1111
z�+81-3-5434-0351 z�+49-2102-7425-555 z�+86-21-6219-3000 z�+91-80-2340-9934 z�+65-6884-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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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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Robo2Go –
自动化可以
如此简单!

有关升级改造的详细信息，
请联系：systems@dmgmori.com

轻松自动化

++ 适用于所有配 CELOS® 的 DMG MORI 万能车削中心

+
+
+
+
+

自由接近，方便操作人员靠近

无需进行机器人操作的培训，完全通过 CELOS® 控制

可灵活应用于多台机床

托盘车方便自动化设备的移动

三种配置：承载能力 10 kg、20 kg 或 35 kg
用 CELOS® 控制 –
无需进行机器人操作的培训!
ROBO2GO

1,080 mm

1,580 mm

有关 DMG MORI 自动化系统的
详细信息，请访问：
systems.dmgmori.com

请立即观看
Robo2Go 的视频短片

下载产品样本
DMG MORI 自动化系统

download.dmgmori.com

安全区 –
激光扫描系统监测工作区 – 一旦有人进入立即
安全停机。现代化的工作环境，无防护栅设计，
确保操作人员的操作便利。

16
汽车行业竞争力

DMG MORI –
机床、加工技术和
工艺的一站式供应商

++ DMG MORI 每年为汽车行业提供 1,500 多台机床
++ 全球技术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更高的可用性和更全面的交钥匙总包项目
+

2

智能监测功能确保更高的工艺安全性

++ 多样化的系统配置满足您特有的生产解决方案要求

1
650 × 355 × 390 mm
ZF 8HP 变速箱
材质：铝

DMC H linear – 高动态性能
直线电机驱动，高达 1 g 的加
速度和持续保持高精度。

2
500 × 300 × 250 mm
曲轴箱 / 汽车
材质：铝

++ 所有轴均配直线电机驱动，快
移速度高达 100 m/min，加速
度达 1 g 和屑到屑换刀时间仅
2.5 秒
++ 更高精度保持性，例如高达
6 µm 的圆度
++ 数控回转工作台或回转摆动
工作台确保 5 轴联动加工
++ 17.2 m2 的占地面积，包括托
盘交换系统和排屑器

3
410 × 180 × 120 mm
缸盖
材质：铝

i 系列 – 高生产力的
生产型机床，适合批量
生产 4 缸发动机。

4
350 × 410 × 230 mm
缸体
材质：铝

++ 获专利的 Z 轴运动特性的主
轴：斜角导轨确保更高的稳定
性
++ X / Y / Z 轴主轴运动，带来更
低运动质量：更高的加工动态
性能确保更快的非切削运动；
床身排屑提供更高排屑性能
++ 占地面积仅 6.7 m²

5
ø 150 × 560 mm
曲轴
材质：GG20

NZX-S 系列 –
紧凑型车削中心，
适合轴件的大批量生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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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10
9

1

7

8

请立即观看汽车行业
视频短片

6
ø 40 × 470 mm
凸轮轴
材质：gG25

++ 紧凑型结构，适合生产线
应用，行程短、主轴和
进给性能高
++ 热对称结构确保主轴中心位
置稳定和更高的加工精度
++ 更方便地接近工件和刀具
++ 立式结构确保更高的
排屑性能

7
ø 18 mm 球直径
CV 接头 AC 滚珠内圈
材质：20MnCr5

CTV 250 DF – 立式车 / 铣
复合加工中心，适合加工
恒速接头。

8
ø 18 mm 球直径
CV 球形滑动接头
材质：CF53

++ 更高动态性能的车 / 铣摆臂
（TM）
，直驱电机驱动转速达
90 rpm 和摆动范围达 +105 /
–45 °
++ TM 摆臂可配合多达两根
HSK-C63-F80 铣削主轴，
6,000 rpm，14.5 kW 和
46 Nm（标配一根铣削主轴）
++ 附加 Capto C5 刀座，适用于
多达 4 切削刃的多刃刀具

9
ø 120 × 80 mm
轮毂
材质：S53C (JIS)

NRX – 满足大批量生产要求
的高生产力双主轴车削中心。

10
ø 60 × 100 mm
接头
材质：热处理的合金钢

++ 最大车削直径 ø 180 / 150 mm
（车削版 / 铣削版）
，最大卡盘尺
寸 ø 200 mm（8"）
++ 更高生产力，更快装件速度，
装件只需 5.6 秒
++ 在加工的同时装刀，一根主轴装
刀，另一根主轴加工
++ 两个 8 位刀塔（选配 10 位*）
，
更高排屑性能
++ 更方便地接近卡盘、刀具和运送
系统
* MC 配置：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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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竞争力

结构件
6

7

起落架部件
4

5

DMG MORI –
航空航天业的
强大合作伙伴
弗朗顿的航空航天卓越技术中心

++ 一站式供应商，包括机床、刀具和加工方式
++ 行业专业知识，从技术咨询到为客户提供
量身定制的交钥匙总包解决方案

典型航空航天部件

涡轮部件

1
ø 950 × 400 mm
壳体
DMC FD duoBLOCK® 系列
材质：钛 6-4

在一台机床上通过四次装夹实现高精
度的铣削与车削完整加工。

起落架部件

2
ø 450 × 120 mm
叶盘
DMU monoBLOCK® 系列
材质：钛 17

回转摆动工作台和 A 轴及 C 轴直驱电
机配置，高动态性能、5 轴联动地铣削
叶片轮廓。

3
ø 1,500 × 750 mm
中间壳体
DMU portal FD 系列
材质：钛 6-4

通过铣削和车削 5 轴联动地加工航空
涡轮机的中间壳体。

4
ø 300 × 300 mm
起落架部件
NLX 系列
材质：钢

箱形导轨优异的减振性能适合重切加
工应用，扭矩达 100 Nm 的 BMT® 刀
塔可执行铣削加

5
ø 130 × 290 mm
起落架油缸
NTX 系列
材质：钢

5 轴联动加工；作为第二刀座的 BMT®
下刀塔同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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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部件
1

2

Ti6AI4V
的材料
去除率高达
454 cm3 /min

3

第四代 duoBLOCK® 加工中心的重型
加工套件
钛材质的切削性能提高达 50 %，
同时缩短换刀时间和提高表面质量，因为：
+ 液压夹持的数控回转工作台
+ Y 轴*减振套
++ 专为重切加工* 而优化的软件
* 适用于与西门子数控系统一起使用

德克尔马豪弗朗顿的航空航天卓越技术中心

+ 超过 20 年的航空航天竞争力
+ 全面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多机加工的交钥匙总包工艺开发：
机床设计、刀具、夹持系统、编写程序
+ 面向未来的更多创新工艺和机床开发，例如增材制造

请立即观看航空
航天业视频短片

最适用于重切加工!
全新: 5X torqueMASTER® 主轴，扭矩提高达 60 %
(1,800 Nm)，摆动范围达 180 °。
+180 °

下载航空航天业样本：

download.dmgmori.com

结构件

6
600 × 500 × 45 mm
吊舱架
DMC duoBLOCK® 系列
材质：钛 6-4

1,000 Nm 高性能电主轴
powerMASTER® 完整加工和
一次装夹重切加工

新技术 – 激光增材制造和超声加工

7
1,200 × 200 × 200 mm
副翼部件
DMF 180
材质：铝

高动态性能地加工细长部件，长度达
6,000 mm，转速高达 18,000 rpm。

ø 450 × 470 mm
火箭发动机喷口
LASERTEC 3D 系列
材质：不锈钢
(X5CrNiMo 17-12-2)
5 轴完整加工 – 在同一台机床进行
激光堆焊和车削。

ø 180 × 80 mm
涡轮壳
LASERTEC 3D 系列
材质：镍铬合金 / 铜

5 轴完整加工 – 在同一台机床进行
激光堆焊和铣削。

ø 380 × 420 mm
照相机壳
ULTRASONIC 系列
材质：氮化硅

多次装夹精加工预烧结的
半成品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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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U  5 轴技术特别呈现

精选 5 轴解决方案

适用于配 CELOS® 的西门子数控系统或配海德汉数控系统。

DMU 50 –
入门级 5 轴加工技术

DMU 60 eVo linear –
高性价比直线电机驱动的 5 轴技术

++ 高性能数控回转摆动工作台，高刚性机床结构确保更高的
5 轴联动加工能力
++ 承重高达 300 kg
++ 高性能直连主轴，标配转速达 14,000 rpm，选配 18,000 rpm
++ 数字驱动技术，标配快移速度达 30 m/min
++ 在加工的同时可换刀的刀库，多达 60 刀位
++ DMG MORI 的 CELOS® 配西门子数控系统和 21.5" ERGOline® 多点
触控显示屏的控制面板
++ HEIDENHAIN iTNC 530 配 19" ERGOline® 控制面板

++ X 轴和 Y 轴直线电机驱动确保更高精度和更高的动态性能，
快移速度高达 80 m/min
++ 为 5 轴联动加工配回转摆动工作台，摆动范围达 115°
和工作台承重达 400 kg
++ 标配 speedMASTER® 主轴转速达 20,000 rpm 和扭矩达 130 Nm
++ 优化设计的桥式结构确保更高的稳定性，占地面积更小，接近性能更优
++ 选配铣 / 车复合加工技术或双盘的托盘交换系统

标配机型带：
排屑器、水枪和 MPC

面向未来的 SINUMERIK

smartOperate –
SINUMERIK 更流畅的
多点触控操作体验
++ 更快地人机交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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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iemens.com/sinume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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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 160 U duoBLOCK®
第四代

DMC 210 U
第二代

++ 立方形加工区，X = 1,600 mm，Y = 1,600 mm，
Z = 1,100 mm 适合加工大型工件，最大直径达 1,600 mm
和最大工件重量达 4,000 kg
++ 高性能的机械主轴：5X torqueMASTER®
主轴扭矩达 1,800 Nm
++ 充分的冷却措施确保长期精度

++ 创新的轮式刀库，多达 243 刀位（SK50 / HSK-A100）
，
更小的占地面积和更短的非生产时间
++ 更大的摆动范围和优化的铣头干涉轮廓（250º 而非 210º）
，
内置电缆拖链
++ 长效高精度和更高的温度稳定性，更充分地冷却直线导轨、进给
轴驱动、滚珠丝杠、旋转轴、电气柜背板隔热等措施

高表面质量 –
工模具工件的高表面质量
++
++
++
++
++

平滑运动控制
高表面质量
更高铣削精度
操作更简单
全新: Operate 4.7 版及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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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U  5 轴万能铣削加工中心

DMG MORI
5 轴技术的突出优势
JK ENGINEERING HOLDINGS LTD.
“DMU eVo 优异的稳定性让我们能加工航空航天或医疗器械行业的钛材质部件
而且达到高精度。
”
2001 年，JK Engineering 公司在英国创立，他们是
一级方程式汽车的生产服务商，高精度是零件的常
规要求。
位于 Kings Langley 的该公司也加工要求
很严格的医疗器械、牙科和电子行业零件，并自其
获得 AS 9100 和 ISO 9001 认证后，开始生产航空
航天和国防工业的零件。JK Engineering 现有 25
名高素质和精力充沛的专家。
现代化的车间装备着
14 台 DMG MORI 的加工中心和车削中心，这是这
家分包制造商的核心生产设备。
其中 5 轴万能铣削
加工中心和自动化系统是这间工厂的特别亮点。

“我们身处快速成长的行业，对于质量要求很高，”
JK Engineering 总经理 John Kenny 简要介绍他们
的日常挑战时说。
他的团队不仅要快速满足这些市
场要求，还要超越这些要求。
“只有不断地掌握更多
的专业知识并投资购买现代化的加工技术，我们才
能保持竞争力。
”七年前购买的 5 轴加工中心就是
基于这个理念。
“在我们看来，DMG MORI 的
DMU 50 是我们第一台也是非常可靠的 5 轴加工
中心，John Kenny 回忆购买过程时说。
此外，紧凑
的机床结构、较小的占地面积正适合我们的生产环
境要求。
“凭借 5 轴加工技术，我们显著减少了装夹
次数，这给予我们超越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
”当
时，竞争对手仍使用 3 轴机床。

John Kenny（中）
，JK Engineering 公司总经理和他的两名行业专家

DMU 60 eVo 正在进行 5 轴加工

医疗器械行业的人造钛合金关节

JK Engineering 自始至终信赖着 DMG MORI。
在总共 14 台 DMG MORI 的机床中共有 10 台为
5 轴机床：三台 DMU 50，五台 DMU 40 eVo 和两
台新 DMU 60 eVo，DMU 60 eVo 还配备托盘交换
系统。John Kenny 指出该机的另一个决定性优点：
“由于该机结构稳定，主轴性能强劲，我们能高生
产力和高精度地进行重型加工。
”10 µm 的精度是
惯例。
“DMG MORI 机床的温度控制技术也为确保
高精度发挥了作用。
”事实上，JK Engineering 在空
调车间中生产，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确保高精
度。
对于 JK Engineering 来说，5 轴加工只是可持续的
工艺优化的第一步。
“自动化是保证生产设备高使
用率的关键”
，John Kenny 介绍说。
机器人和装件
设备对于夜间和周末的无人值守生产都是不可或
缺的装备。
“机器人能提高小批量生产的灵活性，因
为我们能根据优先顺序轻松调整生产任务的顺序
– 而且不需要较长的装夹时间。
”此外，机床的自动
装件功能还能消除手动装夹的误差。John Kenny
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的技术能力以及 DMG
MORI 高可靠性和高精度的机床让我们以强有力的
竞争性价格快速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加工件。
”

一级方程式汽车的复杂铝件

JK Engineering Holdings Ltd.
Unit 2 Leewood Farm, Harthall Lane, Kings Langley,
Watford, Herts, WD4 8JJ.
sales@jk-engineering.co.uk, www.jkeng.co.uk

铝变速箱

●【社内報用】アルテージ （H87×W278mm）英語

Navigate your future
～NTN ULTAGE～

http:// w w w. ntn. co. jp / index.html

ULTAGE series offers you super high speed bearings
with best reliability and eco-friendly.

Machine Tool
Main Spindle Bearing
with Air Cooling Spacer

High-speed Angular Contact
Ball Bearing with Outer Ring
Refueling Holes(HSE-W)

Ball Screw Support Unit
(BSTU)

Double-row 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 for Main Spindle
（NN30H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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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EI SEIMITSU CO., LTD.

“DMU 80 eVo linear 让我们能以
四倍的速度加工超级合金 –
精度达到 ± 2 µm。”

在雷曼兄弟倒闭导致订单严重下滑时，Hidenobu Shigeki 厂长每月拜访 30 家潜在客户。
他卓有成效的
销售努力换来今天公司的成长与成功

Tomoei Seimitsu 的高素质操作人员正在熟练地操作 DMU 80 eVo linear
（左起：Satoshi Sumitani, Hitoshi Nagao, Junji Oki 和 Hayato Ikenaga）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空调、汽车和自行车行业的原
型件。
交货期通常都很紧，通常为一周甚至仅两天。
”
Hidenobu Shigeki 厂长介绍原型件生产的难点时
说。
对该公司来说，尽管交货期很短，但精度不允许
有任何降低。
大部分订单要求的尺寸精度在 ±2 μm
以内。
而且，部分原型件的材质是难切削材料，例如
哈氏合金。

生产总监 Nagao 介绍其原因时说：
“eVo 易于操
作，甚至在高精度和高速加工时也易于操作。
宽大
的机床门让该机拥有优异的接近性能，便于操作人
员装夹操作。
”Shigeki 厂长从公司管理角度表达他
对公司未来的希望，
“DMG MORI 机床占地面积
小，因此单位面积的生产力非常高。
我们希望继续
提高生产速度，目标是占据原型件制造的主导地
位。
”

“为确保高精度，我们持续且精确地控制机床上下
部位的温差并检测每一件工件的质量。
“我们每次
收到订单时都要承受交货期短、精度要求高的压
力，”Shigeki 说。Tomoei Seimitsu 投资购买工厂
设备，以此满足订单快速增多的要求，在过去两年
中已购买了 9 台机床。
“在这些机床中，最显著提高
我们生产力的机床是 DMU 80 eVo linear，”生产总
监 Hitoshi Nagao 说。
他还对 DMU 80 eVo linear
加工中心的高性能称赞道：
“选配直线电机驱动后，
该机的 3D 零件的加工速度是其它公司机床的大约
4 倍。
”在他们所有的 5 轴加工中心中，DMU 80
eVo linear 的产出量最高，几乎所有操作人员都喜
欢使用这台机床，
“只要 eVo 可用就用 eVo”已成为
他们的口头禅。

Tomoei Seimitsu Co., Ltd.
2-2-11, Nakano-cho-higashi, Tondabayashi City, Osaka 584-0022
www.tomoeiseimitsu.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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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F  动柱铣削加工中心

5 年质保期
X 轴直线电机驱动，快移速度达 80 m/min。

±100 °

DMF 260 | 7 正在进行 5 轴加工。

带回转工作台以进行 5 轴和铣 / 车复合加工。

DMF 系列 – 现在标配 B 轴
且价格优惠
+
+
+
+
+

X 轴直线电机驱动，快移速度达 80 m/min

大型单加工区或配加工区隔墙进行摆动加工

B 轴 / C 轴的 5 轴加工，具有铣 / 车复合加工能力
X 轴行程达 6,000 mm，工作台承重达 10 吨
主轴转速达 18,000 rpm 或 10,000 rpm，
扭矩达 413 Nm 和 SK50 / HSK A100

动柱铣削加工中心，两种规格，分别为 700 mm 或 1,100 mm 的
Y 轴行程
Z
DMF 260 | 11

900 mm
700 mm

700 mm
1,100 mm
Y

DMF 180 | 7

DMF 260 | 7

1,800 mm

2,600 mm

DMF 360 | 11

DMF 600 | 11

3,600 mm

6,000 m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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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T  自动车削中心/生产型车削中心

SPRINT 20 | 5 – 最大
可加工 ø 20 x 600 mm 的
工件，最高精度 < 5 µm –
优于同级别机床
+
+
+
+
+

+

市场上特有的大型加工区，
具有独特的易接近性能 –
占地面积 < 2 m²。

装机量超过
500 台

超高的刚性和温度稳定性
确保精度优于 5 µm
加工区大坡度保护盖确保
更好地排屑
5 条直线轴和 2 根*C 轴

2 个独立刀架共 23 个刀位；
多达 6 个动力刀位

SWISSTYPEkit* 一台机床既
能车削短件也能车削长件，
切换时间小于 30 分钟
FANUC 32i-B 配 10.4"
彩色显示屏

SWISSTYPE

* 选配

加工区内配 2 个独立刀架共 23 个刀位，包括 4 个主轴动力刀位和 2 个选配的副主轴动力刀位（包括副主轴的 C 轴）。

短件车削

SWISSTYPEkit

交货速度快，
最短仅 2 周!*
* 贝尔加莫工厂交货

ø 10 × 85 mm
骨钉 // 医疗器械
材质: Titanium (Ti6AI4V)
加工时间: 240 秒

ø 16 × 50 mm
阀体 // 液压
材质: 不锈钢
(X8CrNiS18-9)
加工时间: 98 秒

ø 6 × 65 mm
驱动轴 // 汽车
材质: AISI 304
加工时间: 38 秒

ø 19 × 42 mm
盘件 // 机械工程
材质: Ck45
加工时间: 78 秒

SPRINT 20 | 5
占地面积 < 2 m²,
优异的加工区与占地面积比
复杂性
(直线轴)

SPRINT 50-3T B

SPRINT 65-3T B

SPRINT 65-3T
(发那科)

SPRINT 42 | 10 linear

有关 SPRINT 系列机床的
详细信息，请访问:
sprint.dmgmori.com
请立即观看视频短片
“意大利本地生产”

下载 SPRINT 产品线样本:
download.dmgmori.com

SPRINT 50-3T

SPRINT 65-3T

SPRINT 50-2T

SPRINT 65-2T

SPRINT 20 | 8

SPRINT 32 | 8

SPRINT 20 | 5

SPRINT 32 | 5

20

SPRINT 42 | 8 linear

32

数控系统：发那科

42

8

6

棒料直径 (mm)

自动车削 – SWISSTYPEkit

10

7

SPRINT 50-2T
(发那科)

SPRINT
产品线现在
共有 14 个机型

10
+B

50

65 (90)

生产型车削 – 多达 3 个刀塔并带 B 轴

数控系统：CELOS® 配西门子数控系统或
MAPPS 版发那科数控系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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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LASERTEC 65 3D / 4300 3D –
复合加工的整机结构让您高效
完整地加工高难度的 3D 部件
LASErTEC 3D 亮点
+
+
+

特有的激光堆焊与铣削/车削以及超声磨削 / 铣削复合加工技术
粉末喷嘴支持独特的材质组合并减小材料消耗
多种生产工艺的软件模块

请立即观看
LASERTEC 65 3D 视频短片

* 仅限 LASERTEC 65 3D

灵活的 HSK 刀柄，一体化的激光加工 + 铣削加工 + 超声加工*

激光加工 + 车 / 铣复合加工

ﾠ全集成：工艺

ﾠ应用

数控编程增材和减材加工的复合 CAD / CAM 系统

1
生成激光加工和铣削加工的
数控程序；通过后处理器输出
程序；定义程序顺序。

CAD / CAM 亮点

2
3D 仿真以避免碰撞，同时考
虑一体化的激光头因素。

+ 全集成的软件解决方案，包括增材和减材加工的
程序编程
+ 仿真增材和减材加工的数控程序
+ 预编程的加工方式，确保更快的编程速度
+ 支持多种纹理加工方式的组合

生产 3D 部件、喷涂和维修

3
激光堆焊和铣削加工全都在
LASERTEC 65 3D 一台机床
上完成（可灵活切换）。

4
检查完成加工的工件。

加工方向
粉末

激光束

惰性保护气
熔融点

堆焊材料
堆焊区
工件

石油天然气

模具制造

基础材质:
+ Oerlikon Metco INC 625
+ Oerlikon Metco INC 718
喷涂材质:
+ Oerlikon Metco 60 % WC
(镍基)
+ UTP 40 % WC (镍基)

基础材质:
+ UTP Ferro 44
(X20CrCoMo 15-15-3)
+ UTP Ferro 55
(X35CrMoMn 7-2-1)
喷涂材质:
+ Sandvik M2 (S 6-5-2)

钻头

航空航天

机械工程

基础材质:
+ Oerlikon Metco 316 L
(X2CrNiMo 17-13-2)
+ Oerlikon Metco INC 718
喷涂材质:
+ 钨铬钴合金 6
反应材质:
+ 钛合金 (TiAl6V4)

基础材质:
+ Oerlikon Metco 316 L
(X2CrNiMo 17-13-2)
+ Oerlikon Metco 316 L + Si
+ Oerlikon Metco INC 718
喷涂材质:
+ 钨铬钴合金 694
+ 钨铬钴合金 21

涡轮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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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TEC SHAPE
STANDEX ENGRAVING
MOLD-TECH
“ 高动态性能、高重复精度，用恰当的激光焦距
加工表面纹理和清理表面。”

钻头
LASERTEC 65 3D

三明治结构的 3 种材质:
钢 > 镍铬合金 > 碳化钨硬质
合金

完整加工，一次装夹完成激光堆焊、
铣削加工和超声磨削加工。

LASERTEC 65 Shape: 5 轴激光
加工方向盘模具的表面纹理 /
表面清理

完整 CAD / CAM 工艺链的
专业知识

您的联系人

陈仲辉
电话: 136 0161 2871
micky.tan@dmgmori.com

ﾠ材质的专业知识

材质数据库 / 冶金

Thorsten Miebach,
位于 Krefeld 的 Standex 公司
激光技术总监

用 3D 扫描仪测量模具几何

1967 年以来，Standex Engraving / MOLD-TECH 已发展成
为塑料产品开发和生产的著名公司， 拥有员工 1,000 多名，
他们生产的塑料产品拥有高质量的视觉和触觉表面质量且无
翘曲。“我们是唯一的表面纹理加工公司， 我们在全球拥有
35 家子公司”
，激光技术总监 Thorsten Miebach 介绍说。他
负责位于 Krefeld 的全球协调中心的激光技术中心以及粒质
/ 纹理开发。2013 年以来，该公司在德国、中国和美国已安装
了 9 台 LASERTEC Shape 加工中心。“主要是因为 Shape
技术让我们能创造性地设计纹理和加工纹理， 而且比电加
工方式更经济”
，Thorsten Miebach 介 绍 说。DMG MORI
机床的高动态性能和高精度也非常重要：
“我们第一次购买
LASERTEC Shape 加工中心时， 那时它是市场上唯一能用
激光方式加工仪表板纹理并达到质量要求和在限定的时间内
完成和满足重复精度要求的机床。由于在使用该机过程中取
得非常积极的效果， 我们不断扩大我们在全球的装备。
”但
Standex 不仅仅是一家纹理加工服务供应商。“我们为自己设
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不断为客户开发个性化和创新的解决
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影响着整个纹理加工业。
”我们投资新技
术和创新的机床是我们经营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在中国的公
司将购买一台 LASERTEC 210 Shape，以便在这个重要的市
场更好地服务中国汽车制造业。
”

全新:
实验室测试!

注塑模

给用户提供的增材制造的
材质数据库

++ 开发表面、筋板、3D 形状的工艺参数
++ 基于合格件评估处理的数据库确保
材质合格
++ 在全球四家增材制造技术中心开发
客户特定的材质
法兰 / 管件

连续检测材质特性
++
++
++
++
++

粉料的检测
密度测量，结构分析
机械测试程序（抗拉、抗压、抗弯强度）
测量：表面质量、硬度、腐蚀
金属密度 > 99.8 %

Standex International gmbH
Kölner Str. 352, D-47807 Krefeld
t.miebach@standex-gmbh.de
www.standex-gmbh.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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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磨削技术

独家技术：MTG – 一次装夹
完成铣削、车削和磨削

修整砂轮

声学传感器图

测量窗口集成在 CELOS® 显示界面中

亮点
++
++
++
++

复合加工技术:

+ 表面质量 Ra < 0.3 µm
+ 圆度 < 10 µm

+ 直径 > 120 mm 时达到 4 级质量
磨削

取决于材质和环境条件

集成磨削技术确保高表面质量 (Ra < 0.3 µm)
无需多次装夹确保加工的经济性
适用于内表面、外表面和端面的磨削循环
全新: 内置声学传感器来辅助启动加工和砂轮的修整

MTG 套件包括
+
+
+
+

内置声学传感器的 MTG 主轴
磨削和砂轮修整循环
MTG 冷却系统 1,300 升
更全面的机床保护

适用于 DMC FD duoBLOCK®

数控系统:
CELOS® 配 Operate 版
SIEMENS 840D solutionline

欢迎关注以下展会:
+
+
+
+
+
+
+
+
+
+
+

BIMU, 米兰 / 意大利
2016 年 10 月 4 – 8 日
MAKTEK, 伊斯坦布尔 / 土耳其
2016 年 10 月 11 – 16 日
斯巴赫开放日 / 德国
2016 年 11 月 8 – 11 日
希尔登开放日 / 德国
2016 年 11 月 8 – 11 日
首尔技术中心盛大开幕, 首尔 / 韩国
2016 年 11 月 8 日
PRODEX, 巴塞尔 / 瑞士
2016 年 11 月 15 – 18 日
JIMTOF, 东京 / 日本
2016 年 11 月 17 – 22 日
METALEX, 曼谷 / 泰国
2016 年 11 月 23 – 26 日
MTI, 雅加达 / 印尼
2016 年 11 月 30 日 – 12 月 3 日
IMTEX, 班加罗尔 / 印度
2017 年 1 月 26 日 – 2 月 1 日
CIMT, 北京 / 中国
2017 年 4 月 17 – 22 日

JoUrNAL – dmg mori
面向客户和所有相关人士的期刊。
出版方及内
容责任方：DMG MORI 欧洲股份公司（瑞士温特图尔）。
创意、设计、组织和照片：蒙
特富（上海）广告有限公司，发行量：600,000 份。
本期刊内的所有价格均基于当地列
表价格（人民币标价含包装费、运输费和增值税）
，因此该价格可能与其他国家的价格
不同或因当地汇率波动原因而不同。
价格及技术参数、可供产品及售前信息不排除有
变化。
适用于我们相关的一般条款和条件。

法律信息:

王明旺
mingwang.wang@dmgmori.com

弗朗顿开放参观日
2017 年 02 月
14 – 18 日

现场体验 DMG MORI
机床演示!

events.dmgmori.com

德马吉森精机中国
上海市闵行区光中路 331 号, 邮编: 201108,
电话: (021) 6764 8876, 传真: (021) 6764 9033
info@dmgmori.com, www.dmgmori.com

关注 DMG MORI 微信公众号
扫描二维码
随时与我们沟通!

D6943_0416CN32

现场体验 DMG MORI 机床演示!

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