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INE – 特有的最新
ecoMill V 系列立式加工
中心配最新 DMG MORI
SLIMline® 多点触控
控制面板。

谨以此刊献给所有
DMG MORI 的用户
和关心我们的伙伴

增材制造 - 集激光堆焊与
5 轴铣削加工技术于一身
的复合加工技术。

NLX 与 CTX - 畅销的
超高稳定性与高精度的
万能车削中心。

CELOS® 与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 将制造
企业内的机床全面接入
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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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DMG MORI 的
软件解决方案
欢迎莅临 CIMES 2016
DMG MORI 展台

W1 馆, A101 展台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2016 年 6 月 22 – 26 日

CELOS® 是 DMG MORI 基于应用程序的
控制和操作系统，其简洁的操作就像使用
智能手机一样方便，并将制造企业内的
所有机床连接在一起。

详情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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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最新发展与创新
DMG MORI SLIMline®
多点触控控制面板

– 强劲功能，优惠价格!

ecoMill V
紧凑、高效、高动态性能与高精度: 全新 ecoMill V 系列立式加工中心

PDM

4–5

PPS/MES

ERP

CAD/CAM

CELOS® 与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DMG MORI 出品

CNC 搜索 –
在线查找
所有可立即发货
的机床

在制造企业内将机床全部接入公司网络中，
以最佳的方式组织加工工艺

700 多台可立即
发货的机床!

在线浏览可立即发货的机床清单，每天更新，
查找正确配置的最理想机型:
cnc-scout.dmgmori.com
查看全部可供应的
产品和服务:

cnc-scout.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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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 CIMES 2016

诚邀您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至 26 日莅临我们在 CIMES 2016，
W1 馆 A101 的 DMG MORI 展台。
届时将共有 13 款高科技机床与
CELOS® 系统亮相，聚焦汽车制造、
航空航天和医疗器械行业。
此次展出面积达 600 m²。

联系人:
刘成丽 女士
电话：010-5825 6006
chengli.liu@dmgmori.com

CIMES 2016 亮点

+ 加工循环演示 – DMG MORI 开发的应用技术将帮助
您的操作工程师提高切削效率并加工复杂工件
+ 亚洲首秀: CTX gamma 2000 TC 第二代 –
6 面完整加工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 中国首秀: WASINO J1 – 加工高精度复杂工件的车削中心
+ 中国首秀: ecoMill 1100 V – 全新开创性的 ecoMill V 系列立式加工中心
+ NHC 6300 + 自动化系统 – 带自动化系统的批量生产机床：
您的工件打印机
+ 上海与天津工厂本地生产 – 全球化与贴近客户的生产战略

扫描二维码关注
DMG MORI 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关于 CIMES 2016
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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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INE ecoMill V
MAN INDUSTRY
CO. LTD.
“ecoMill V 立式加工中心 6 µm
的定位精度，让我们的所有工件
都能满足高质量标准的要求。”

立即观看
ecoMill V 视频
有关 ECOLINE 系列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ecoline.dmgmori.com

ECOLINE 系列机床
标配 18 个月的质保期
适用于零件和服务

公司总裁 Jodai Takanori 评价 ecoMill V 系列立
式加工中心高达 6 µm 的定位精度。

公司总裁 Jodai Takanori 认为：
“与 DMG
MORI 合作以来， 我们最大限度地缩短了
生产周期并有效减少了购买的机床数量。
DMG MORI 的 ecoMill V 系列不仅满足了
我们小批量零件加工的需求， 更能保证快
速的交货周期， 丰田的准时制生产是我们
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
”该公司主要生产
汽车行业的气门座和减震器零件以及齿轮，
电力机车受电弓的高精度硬质合金滑动触
头以及难切削材料， 例如石墨。提高生产
力的关键是装夹操作。“ecoMill V 立式加
工中心的突出优点是其优异的接近性能，
因此，我们能十分方便地更换夹具。此外，
大型加工区可在加工中使用多个夹具，工
件 数 量 可 多 达 30 件。该 机 卓 越 的 高 达
6 µm 的定位精度对我们的产品质量起到十
分关键的作用。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加工
出一件废品。主轴负载的显示也有助于达
到高精度， 因为我们能准确知道是否需要
换刀。转速高达 12,000 rpm 的高速主轴以
及 30 位刀库让我们能高速加工和快速响
应短工期的要求；显著提高我们公司的竞
争力。ecoMill V 立式加工中心的另一个优
点是美观的造型，”公司总裁介绍道：
“我
们的客户来厂访问时， 他们对该机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更增强了对该机床质量的信
心。还可选配排屑器，加工区也易于清洁。
”

ecoMill V –
极高精度，优惠价格!
+ 高性能和高效率
12,000 rpm 铣削主轴（标配）
+ 极高精度
直连滚珠丝杠

+ 高速换刀系统
30 位刀库（标配）

+ 操作舒适
高效装件与卸件

+ 可视性与接近性能
宽敞的加工区与高 850 mm 的工作台
+ 极高可靠性
耐磨与抗划伤的面板

适用于 ecoMill V 系列的山特维克可乐满刀具箱
MAN INDUSTRY CO., LTD.
288-1 Bessho, Maizuru City, JP-Kyoto 624-0805

购买一台 ECOLINE 机床就能以特惠的价格向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山特维克可乐满购买一套刀具箱。
该刀具箱包括刀具、
刀座与刀片，让您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始生产。
我们与山特维克可乐满的技术合作关系为您提供最适合 ECOLINE 的刀具箱并
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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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MG MORI SLIMline®
多点触控控制面板 –
直观的用户界面让用户操作更便捷

直观易用的
触控操作

极高可靠性

+
+
+
+
+

3D 数控技术
19" 多点触控显示屏，显示更优异
更强的控制功能与更全面地显示机床状态
控制面板 45° 自由转动，操作更轻松
DMG MORI SMARTkey®

更有效地操作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 MAPPS IV 版发那科
数控系统

+ 快速和轻松地访问参数及用户数据
+ 任务单及工艺数据的管理与文档手册
+ 凭借 DXF 导入功能（选配）高效管理数据

+ MAPPS IV 用户系统配控制面板
和前端 Windows 计算机
+ 3D 加工仿真，轻松验证每一个轮廓
+ 使用外部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的数控操作
+ 用外部计算机导入和导出程序
+ 文件显示和记事功能方便用户查看操作说明、
图纸和文字信息

更舒适地操作
+
+
+
+

全字符键盘，可靠的触控操作，简化操作
最新版 ShopMill
优化的触控显示屏操作
触控操作的 3D 仿真

150 × 150 × 70 mm
演示件 // 机械工程
材质：钢（45 号）
加工时间：2 分钟

ø 80 × 98 mm
铣刀 // 刀具制造
材质：不锈钢（1.4305 号）
加工时间：40 分钟

15" DMG MORI SLIMline®
配发那科版 MAPPS IV

ø 180 × 15 mm
调节环 // 机械工程
材质：铝
加工时间：19 分 13 秒

19" DMG MORI SLIMline®
多点触控控制面板
配 Operate 版西门子
数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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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PTOOLING
“增材制造技术让我们能减轻
零件重量达 30 %，提高强度达
50 %，生产速度更快、材料成本
更低。”

激光堆焊

=

公司总裁 Marv Fiebig，PTooling 公司用新款
LASERTEC 65 3D 为能源、
航空航天及模具制
造业生产直径达 ø 500 mm 的工件。

Marv Fiebig 是 家 族 企 业 PTooling 的 总
裁，公司位于加拿大阿默斯特堡市，至今已
有 35 年的历史，拥有丰富的实际制造和制
造技术经验， 其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
气设备、空气压缩机、航空航天和注塑模
行业：
“我们的机床全都是新机床，维护保
养良好、坚固且耐用。我们投资购买目前市
场上最先进的技术， 并非常期待高难度的
挑战， 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是最顶尖的供应
商。在北美服务供应商中，我们是第一家安
装 DMG MORI 的 LASERTEC 65 3D 激光
堆焊复合加工机床的公司， 我们对此感到
非常自豪。该机不仅能进行激光堆焊，还具
有完整的 5 轴立式加工能力，可加工高难
度零件， 最大直径达 500 mm 并能达到铣
削的质量。激光堆焊与 5 轴铣削间的灵活
切换能力不仅为客户节省大量的材料， 还
为以前无法实现的几何形状提供新的加工
方式。
”

具有成品质量的
3D 工件增材制造

LASERTEC 65 3D –
激光堆焊与 5 轴铣削的巧妙结合

PTooling
200 St. Arnaud Street, Amherstburg,
ON N9V 3X9 Canada
marv@ptooling.ca, www.ptooling.ca

(CIM-加拿大工业机械杂志保留所有权利)

DMG MORI 出品

+

增材制造
增材制造

5 轴铣削

++ 同级别中优异的表面质量及极高的工件精度
+ 粉末喷嘴的激光堆焊：比粉床方式快 10 倍
++ 具有成品工件质量的完整加工，并提供全自动
的铣削、车 / 铣复合加工以及激光加工方式间
的切换能力
+ 多种生产工艺的软件模块
+ 堆焊多种组合材质，包括不锈钢、镍铬合金
625 / 718，有色金属合金及钨铬钴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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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加工

三大应用领域

生产

观看
LASERTEC 65 3D
视频
更多关于
LASERTEC 系列产品:

1 – 3 µm
振幅

1 – 10 µm
振幅
50,000 rpm

多种材质
例如镍铬合金上带铜

堆焊冷却道

维修

lasertec.
dmgmori.com

皮尔顿水轮的水斗

叶尖维修

喷涂
ULTRASONIC 第一代

应用于磨削材质，例如玻璃，高性能陶瓷，
玛瑙和硬质合金

=

牙轮钻的 3D 喷涂

+

全新: ULTRASONIC 铣削
重型加工金属合金与复合材料

第二代 ULTRASONIC – 磨削 / 钻削 / 铣削

全球首秀:
ULTRASONIC 20 linear – 转速达 60,000 rpm 的
HSC 铣削，以及转速达 50,000 rpm 的超声磨削和铣
削，并配 CELOS® 应用程序
CAD / CAM 综合系统
增材制造和材料切削

自适应工艺控制
自动调整激光输出功率

LASERTEC 4300 3D –
激光堆焊提供 6 面车 / 铣完整加工能力，
最大工件尺寸达 660 × 1,500 mm，重达 1,500 kg

DMG MORI 出品

+ 最高转速达 60,000 rpm 的 HSC 铣削*
+ 超声外圆柱 / 内圆柱磨削，带车 / 铣工作台，
最高转速达 1,500 rpm*
++ CELOS® 内置超声加工应用程序，可自动检测
频率和振幅并进行跟踪*
* 选配

DMG MORI 出品

新款 ULTRASONIC 20 linear 机床集
超声磨削、钻削和铣削以及 HSC 铣削
加工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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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X 万能车削中心

NLX 2500SY | 700 – 6 面加工配主轴与副主轴及刀塔，
Y 轴行程达 100 mm

从 2 轴车削中心到配副主轴和 Y 轴的 6 面完整加工，
NLX 系列车削中心满足所有应用要求。
NLX 系列车削中心

+ 所有轴均配箱型导轨，导轨宽度达 180 mm，
具有优异的减振性能及动态刚性
+ 温度控制解决方案，床身带冷却液循环冷却，
提高热稳定性
+ BMT® 刀塔（内置电机刀塔）
，转速达 10,000 rpm
或扭矩达 117 Nm，具有堪比加工中心的铣削性能
+ 多种自动化配置，包括棒料送料机和桁架式装件机

10,000 rpm

100 mm Y 轴

所有轴的箱型导轨以及 BMT® 的刀塔技术确保
该机是重型加工的理想选择

有关 NLX 系列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nlx.dmgmori.com

下载 NLX 系列的样本，敬请访问:
download.dmgmori.com

NLX 2500 | 700

适用于每一种应用要求的
正确解决方案 –
多达 12 种机型的 NLX 系列

3,000

车削长度 (mm)

NLX
3000 | 3000

2,000
NLX
3000 | 2000

1,500
1,250
NLX
2500 | 1250

NLX
3000 | 1250

NLX
2500 | 700

NLX
3000 | 700

NLX
6000 | 2000
NLX
4000 | 1500

+ 盘件直径达 ø 460 mm 或带 Y 轴时为 366 mm，
最大卡盘直径 ø 300 mm（12”
）
+ 最大可加工的棒料 ø 80 mm
+ 100 mm 的 Y 轴行程（Y 版和 SY 版）
，用于偏心加工
+ BMT® 刀塔（内置电机刀塔）
，转速达 10,000 rpm，
具有加工中心的铣削性能且多达 20 刀位
+ BMT60 刀具接口，选配 VDI-TRIFIX®（12 刀位）
+ CELOS® 配 MAPPS 版三菱数控系统

700
NLX
4000 | 750

500
NLX
1500 | 500

NLX
2000 | 500

NLX
2500 | 500

卡盘尺寸（英寸或毫米）

6"

8"

10"

12"

15 / 18"

18 / 21 / 24"

150

200

250

300

380 / 450

450 / 530 / 600

除 NLX 2500SY | 700 外，全新 NLX 2500Y | 700
现在也开始由吉特迈意大利公司生产。

ø 81 × 147 mm
夹紧件 // 汽车制造
材质：S45C
加工时间：17 分 43 秒

NLX 2500SY | 700
配副主轴与 Y 轴的成功机型

DMG MORI 出品

ø 153 × 170 mm
皮带轮 // 机械工程
材质：SCM435
加工时间：19 分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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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X 万能车削中心
SIEFER
TRIGONAL®
一次装夹完成车削与铣削加工，
可缩短加工周期达 60%，
最大扭矩达 100 Nm

Gerd Birkenkamp（左）
，Siefer Trigonal 公司的
总经理，如此评价 NLX 4000 | 1500

Trigonal® 是 Wilhelm Siefer 公司生产的
混料机与磨料机的品牌，这些机器应用于
从低粘度到高粘度的混合液或含固体液
体。
自 2015 年初，NLX 4000 | 1500 机床
的 BMT® 刀塔提供扭矩达 100 Nm 的动力
刀，增强了该公司的制造能力。
“我们的工
件全部为不锈钢材质，因此必须依靠高性
能的制造技术”
，Gerd Birkenkamp 总经理
说。
NLX 系列机床的稳定性是该机能长期
保持微米级高精度的基础。他称赞该机床
身中的冷却液循环冷却，它能确保极高的
热稳定性。
此外，决定高生产力的因素是可
一次装夹并用 Y 轴和 C 轴进行车削与铣削
加工，Birkenkamp 确定地说：
“有时可缩短
加工周期达 60%。
”

高精度刀塔与主动冷却技术提高精度和速度达 50 %

全新: 连续以
6,000 rpm 转速
加工，提高速度达
50 %

++ 盘件直径达 ø 410 mm，卡盘直径达 ø 400 mm（16"）
及最大棒料加工直径达 ø 102 mm
+ 选配扭矩达 360 Nm 的副主轴，具有 6 面完整加工的能力
++ < 10 μm 的直径公差
+ 主动冷却，< 10 μm 的热稳定性
+ 每一刀位均提供 80 bar 压力的切削液
++ 动力刀转速提高达 50 %，在 100 %负荷条件下可用
6,000 rpm 转速连续加工
++ 12 位 VDI40 盘式刀塔，10 / 10 kW，36 / 28 Nm（40 / 100 % DC）
++ X 轴直线驱动，1 g 加速度，极高精度并提供 5 年的质保期
++ CELOS® 配 Operate 版西门子数控系统

CTX beta 500 linear 与
CTX beta 800 linear –
精度和速度提高达 50 %

刀塔刀盘和刀具驱动的主动冷却系统确保热稳
定性优于 10 µm

交货时间
仅四周！*
* 比勒菲尔德工厂交货

CTX beta 800 linear
直线电机驱动，加速度高达 1 g，
能极大地缩短屑到屑换刀时间
Wilhelm Siefer GmbH & Co. KG
Bahnhofstr. 114, D-42551 Velbert
info@siefer-trigonal.de, www.siefer-trigonal.de

5 年质保

绝对式磁栅长度与角度测量系统
是优化机床性能的最佳解决方案

对于高达 200 m/min 的响应速度，SR67A / 27A 直线直接测
量系统是配直线电机的高精度、高动态性能机床的理想选择。
此外，这些磁栅测量系统的高强度也使该系统成为重型加工的
理想选择。

SR67A / 27A 系列绝对式磁栅编码器确保:

++ 200 m/min 的响应速度，满足高速应用要求
++ 抗振动和抗冲击确保极佳的材料切除速度。
SR67A 的抗振动性能达250 m/s²
和抗冲击性能达 450 m/s²
++ 热膨胀系数与钢相同，确保温度影响最小
++ 高达 0.01 μm 的分辨率，确保高精度测量
++ 耐水、耐油和防尘确保高可靠性，以适应于恶劣的应用环境

DMG MORI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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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X TC 车 / 铣复合完整加工
全新
compactMASTER®
车 / 铣主轴

150 mm

180 mm

350 mm

最大 ø 500 mm

120 Nm 扭矩，
200 mm Y 轴

CTX beta 800 TC 配 compactMASTER® 车 / 铣主轴 –
万能车削中心的加工优势

ø 230 × 250 mm
控制壳 // 机械工程
材质：C45
加工时间：
28 分钟

++
++
++
++
++
++
++

100 %万能车削
100 %铣削：120 Nm 扭矩和 200 mm 行程的 Y 轴
标配刀位数多一倍（24 刀位）
，选配链式刀库，多达 80 刀位
优异的铣削功能，直驱 B 轴，摆动范围达±110°，连续转动
多刀 – 缩短屑到屑换刀时间，达到堪比刀塔机床的性能
优异的接近性能，到主轴长度仅 350 mm
CELOS® 配 Operate 版西门子数控系统

观看
CTX beta 800 TC 视频
有关 CTX TC 系列机床的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ctx-tc.dmgmori.com

缩短编程时间达 60 %，特有的 11 款 DMG MORI
加工循环，人机对话式编程。
详情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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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CTX TC 系列机床样本，
敬请访问：
download.dmgmori.com

±110°

11
DMG MORI 部件

NTX 车 / 铣复合完整加工

compactMASTER® – 车 / 铣主轴，
具有堪比加工中心的铣削性能

±120°

530 cm³/min 的材料切除速度*
+ 面铣刀 ø 63 mm // ae = 30 mm // ap = 10 mm
+ 主轴转速：1,768 rpm（Vc = 350 m/min）
M20 螺纹*
+ 螺纹尺寸 M20 × 2.5 mm // 主轴转速 606 rpm

ø 65 mm (选配)
棒料加工
(标配 ø 52 mm)

* CK 45 // compactMASTER® 扭矩达 120 Nm

compactMASTER® 规格
主轴长度
转速
扭矩

CTX beta TC
350 mm
12,000 / 20,000 rpm
120 Nm

CTX gamma TC
450 mm
12,000 rpm
220 Nm

CTX TC – 车 / 铣复合：通过配置下刀塔
可以将万能车削中心转变为生产型车削中心

Y 轴 (mm)

6 面完整加工配主轴与副主轴；双刀架确保极高的生产力。

CTX beta 2000 TC

300
CTX beta 1250 TC
(linear)

250

200

ø 430 mm
(标配 150 mm /
6 英寸卡盘)
CTX gamma
1250 / 2000 / 3000*
TC (linear) + TC 4A

420

800 mm

CTX beta 800 TC

10" (250)

卡盘尺寸，英寸 (mm)

CTX beta 1250 TC 4A

12" (300)

15" (380)

120 Nm compactMASTER®

下刀架配置的 4 轴加工

18 – 25" (450 – 630)
220 Nm compactMASTER®

ø 60 mm
髋臼 / 医疗器械
材质：钛
加工时间：
7 分 30 秒

NTX 1000 –
配第二刀架的
生产型车削

* 不适用于 CTX gamma
3000 TC

全球首秀: CTX gamma 3000 TC –
800 mm 的 X 轴行程以及全新
compactMASTER® 车 / 铣主轴，
扭矩达 220 Nm

ø 90 × 106 mm
刀座 // 夹刀装置
材质：
1.2343（X37CrMoV5-1）
加工时间：15 分钟

+ 直驱（DDM® 技术）B 轴的 5 轴联动加工，
适用于加工医疗器械、模具、航空航天和
汽车制造行业的复杂工件：B 轴± 120°
摆动范围和 100 rpm 的快移速度
++ Capto C5 车 / 铣主轴，转速高达 20,000
rpm，标配 12,000 rpm
+ B 轴与 10 位下刀塔（选配）同步加工
+ 复杂工件的棒料加工，最大直径达 65 mm，
标配 52 mm；卡盘直径达 200 mm
+ 工件长度达 800 mm 和直径达 430 mm

CTX beta 800 TC –
全功能的万能车削加工解决方案

(包括卡盘，排屑器，内冷系统，2 套多刀系统等)

dmg mori 出品

DMG MORI 出品

DMG MORI 出品

12
SPRINT 自动车削中心 / 生产型车削中心

SPRINT 20 | 8 宽敞的加工区，配多达 6 根直线轴和 2 根 C 轴；3 个独立
刀架共提供多达 25 个刀位，主轴能进行 4 轴加工，8 位动力刀。

全新: SPRINT 20 | 8 –
适用于加工最大达
ø 20 × 600 mm 的工件，
占地面积仅 2 m²
双Y轴

+ 6 根直线轴及 2 根 C 轴
+ 3 个独立刀架共 25 个刀位用于主轴的 4 轴加工
– 4 个动力刀位（径向）用于主轴加工
– 2 个静止深孔钻刀位用于主轴加工（正面）
– 4 个动力刀位用于副主轴加工（正面及/或径向）
+ 长度达 600 mm 的长件通过副主轴卸件*
+ SWISSTYPE kit* 可在一台机床上既车削短件又车削长
件，转换时间小于 30 分钟
+ 带刀具快换系统*，缩短换刀时间达 20 %
+ 高压冷却液压力*达 120 bar
+ FANUC 32i-B 配 10.4" 彩色显示屏
* 选配

SWISSTYPE

10
+B

复杂程度（直线轴）

SPRINT 50-3T B
→ CELOS® 带西门子数控
→ 带 B 轴 3 刀塔

SPRINT 65-3T B
→ CELOS® 带西门子数控
→ 带 B 轴 3 刀塔
SPRINT 65-3T
→ CELOS® 配 MAPPS 版
发那科数控系统
→ 3 刀塔

10

SPRINT 42 | 10 linear
→ 46 刀位
→ 3 刀架

8

7

6

SPRINT 20 | 8
→ 25 刀位
→ 3 刀架

SPRINT 32 | 8
→ 28 刀位
→ 3 刀架

5

SPRINT 20 | 5
→ 23 刀位
→ 2 刀架

SPRINT 32 | 5
→ 22 刀位
→ 2 刀架

20

SPRINT 42 | 8 linear
→ 26 刀位
→ 3 刀架

SPRINT 50-3T
→ CELOS® 带西门子数控
→ 3 刀塔

SPRINT 65-3T
→ CELOS® 带西门子数控
→ 3 刀塔

SPRINT 50-2T
→ CELOS® 带西门子数控
→ 2 刀塔 / TWIN 结构

SPRINT 65-2T
→ CELOS® 带西门子数控
→ 2 刀塔 / TWIN 结构

SPRINT 50-2T (发那科)
→ CELOS® 配 MAPPS 版
发那科数控系统
→ 2 刀塔

32

42

生产型车削 – 多达 3 刀塔带 B 轴

2016年全新登场

请立即观看意大利
本地生产的视频
有关 SPRINT 系列机床的更多信息，
敬请访问：
sprint.dmgmori.com

下载 SPRINT 系列机床样本，
敬请访问：
download.dmgmori.com

50

SPRINT 20 | 8
6 根直线轴
和 3 个独立刀架
共 25 个刀位

交货时间
仅两周!*
* 贝尔加莫工厂交货

棒料直径 (mm)

自动车削 – SWISSTYPEkit

SPRINT 系列
现有多达 14 个型号

6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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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SSTYPEkit
ø 10 × 85 mm
骨钉 // 医疗器械
材质：钛（Ti6Al4V）
加工时间：240 秒

13
CTV 生产型车削中心

WASINO 自动车削中心

SPECK PUMPEN
WALTER SPECK
GMBH & CO. KG

“自动化解决方案能灵活适应未来
小批量时代的要求。
”
100 多年来， 位于德国罗特的 SPECK PUMPEN
Walter Speck 公司致力于制造高质量和高可靠性
的工业泵和泵机系统。其客户涵盖医疗器械、化工
和塑料工业等行业。自本世纪初，该公司的主要数
控机床均来自 DMG MORI， 自 2010 年起，DMG
MORI 自动系统公司帮助该公司实现自动化生产，
例如，由 CTV 160 与 DMC 635 V, MILLTAP 700
与 CTV 160 组成的两条自动化系统， 并优化了电
机轴承组件的生产。

机械生产经理 Dieter Meier 对该机优异的生产力
留下深刻印象。

DMG MORI 自动化系统公司以现有工件为基础，
设计和实施了两个互连的系统。“我们能在三个月
内开始生产”
，Dieter Meier 谈到自动化系统快速
部署的情况时说。他相信自动化系统是制造业的未
来：
“缩短加工周期、提高生产能力并显著提升生
产力。安装自动化系统以后，每台机床都能发挥出
其最大的功用。
”

“这两套自动化系统的产能非常高”
，机械生产经理
Dieter Meier 回忆说。SPECK 这两台互连机床中
的每一台每年都生产 250,000 件压铸铝的轴承组
件。如此高的产量并不是来自于大批量的生产，生
产经理解释说：
“我们小批量生产不同类型的工件，
因此两套自动化系统都必须能灵活配置。
”这正是
DMG MORI 自动化系统公司安装了灵活抓手的原
因。回转托盘库的自动化装置也能精确调整直径，
大幅减少操作时间。

总经理 Gianluca Marchetti（左）与 DMG MORI 意大
利公司的 Corrado Brevini（右）。

M.T. S.R.L.
“我们现在能加工圆度达 0.5 µm 的
”
工件，表面质量达到磨削程度。
M.T. S.r.l. 公司创建于 1972 年，最初是一家复
杂工件的分包加工制造商，自公司成立起，其
业务领域不断扩展。今天，这家位于意大利马
里尼亚诺的公司生产众多类型的动力刀与静止
刀的刀座。为继续扩大生产能力，2015 年公
司总经理 Gianluca Marchetti 投资购买一台
WASINO 自动车削中心：
“高精度的 WASINO
G100 | 480（原 G-07）是 50 至 1,500 件批量
工件加工的最佳选择。
”他相信该产品线是对
DMG MORI 车削中心的最佳补充。

一体化的自动化系统让 M.T. 公司几乎可以全自动地
生产多达 1,500 件零件。

在 Gianluca Marchetti 看 来，WASINO G100
机床高达 0.5 µm 的圆度，这样的高精度以及
优异的温度稳定性是投资购买该机的主要原因。
“表面质量几乎达到磨削质量”
， 公司总经理
继续介绍说，包括加工复杂工件时：
“过去，我
们必须用特殊的砂轮通过多次装夹才能磨削工
件表面。现在，用 G100 只需一次装夹就能达
到一致的表面质量。
”该机可搭载标配的自动
化系统。

Speck Pumpen
Walter Speck GmbH & Co. KG
Regensburger Ring 6 - 8, D-91154 Roth
www.speck.de

M.T. S.r.l.
Via Casino Albini 480
IT-47842 S.Giovanni in Marignano
www.mtmarchetti.com

WASINO 的 10 种车削中心：
超精密车削中心，圆度达 0.2 µm

BURGMAIER TECHNOLOGIES GMBH + CO. KG
刀具 (复杂性/生产力)
2×8

M = 动力刀
Y = 动力刀和 Y 轴
S = 副主轴

AA-1
ø 100 × 100 mm
双主轴

JJ-1
ø 100 × 75 mm
GG-5
ø 50 × 40 mm

2×4

A 150SY | 15D (AD-18S)
ø 120 × 80 mm

15 + 8
18

刀塔配动力刀、C 轴
和Y轴

A 150Y | 18 (A-18S)
ø 120 × 80 mm
A 150Y | 12 (A-12)
ø 100 × 8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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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ann Bernhard（左）和 Gunnar Deichmann（右）,
Burgmaier Technologies GmbH.

“SPRINT 65 让我们提高了工艺可靠性
”
并缩短当前加工时间达 50 %。
BURGMAIER 专业生产高精度车削工件，产品广泛
应用于汽车制造以及液压和电子行业，至今已有 80
多年历史。该公司拥有 750 多名员工，共四个车削
生产基地，多年来 BURGMAIR 始终保持着与 DMG
MORI 密切合作的关系。不仅订购了 8 台 SPRINT
20 机床，还订购了一台 SPRINT 65。
“这些机床让
我们能成功避免短期的生产瓶颈”
，公司首席运营官
Gunnar Deichmann 介 绍 说。BURGMAIER 用
SPRINT 65 直接用棒料制造 HGV 的高压共轨喷油
系统的喷油嘴零件，该机的换刀系统还避免了过去
因换刀所花费的非生产时间。

用 SPRINT 65 高精度车削中心加工，例如平面度
达 0.004 mm

“这提高了我们的工艺可靠性且加工精度非常高”
，
公司经理 Johann Bernhard 介绍说。公差能可靠地
达到 0.02 mm， 而平面度和平行度分别达到惊人的
0.004 mm 和 0.008 mm。三刀塔以及摆动 B 轴和
36 把特殊刀具的配置使 SPRINT 65 拥有极高的生
产力。DMG MORI 高精度车削中心以及现代化的数
控 技 术 缩 短 该 工 艺 的 周 期 时 间 达 50 %。Gunnar
Deichmann 总结道：
“对于 10,000 件零件的较大批
次，其效益十分显著。
”

刀塔

G 100M | 480 (G-07M)
ø 100 × 100 mm

8
直线刀架
5

J-1
ø 80 × 50 || ø 25 × 180 mm

G 100 | 480 (G-07)
ø 100 × 100 mm
G 100 | 300 (G-06 / G-06P)
ø 60 × 60 mm

卡盘尺寸，英寸

5" (130 mm)

8" (200 mm)

3 µm

标配车削中心

0.2 µm

WASINO

BURGMAIER Technologies GmbH + Co. KG
Hauptstraße 100 - 106, D-89604 Allmendingen
www.burgmaier.com

圆度: 0.2 µm ≥ G 100 | 300
0.5 μm ≥ G 100 |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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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OS® 与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Christian Thönes
执行委员会主席
DMG MORI
股份公司，
比勒菲尔德

“CELOS® + DMG MORI 软件
解决方案让我们的用户迈入数
”
字化生产时代。

满足数字化生产要求的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CELOS® 将保时捷公司组织及生产计划的
制定系统与 DMG MORI 机床连接在一起

工艺计划与
1 : 1 仿真

工业 4.0 对 DMG MORI 来说
意味着什么 ?
对于我们来说，工业 4.0 意味着为用户
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完成数
字化转型。给客户带来价值始终是我们
解决方案的核心。本期报道的保时捷赛
车公司和 Schaeﬄer Technologies 公
司就是最好的例证。

2

1

DMG MORI 是如何帮助客户的呢 ?
核心之一是拥有多达 16 款应用程序的
CELOS®。无论是在数控系统还是在计
算机上都能管理和显示任务单、工艺和
机床数据并提供文档手册。CELOS® 还
能与上端软件系统交换信息，因此它能
将 IT 系统与生产系统连接为一体。
就是说没有软件将无法工作吗 ?
用软件将能更好地工作！我们的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已证明了
这一点，例如 DMG MORI 工艺链和
DMG MORI 虚拟机床。开始加工前，
用仿真技术数字化地仿真实际生产工
艺，以确保极高的工艺可靠性和产品质
量。
另外，24 款 DMG MORI 加工循环同
样如此。人机对话式的编程技术让用
户在编写数控程序时提高编程速度达
60 %。此外，我们还为客户提供最新
i4.0 传感器套件，以优化数据处理、提
高精度和改进工艺的可靠性。

任务单 /
保时捷 CAD 数据

1. 任务单
CAD 数据

+ 保时捷研发人员将零件的 CAD
数据发给保时捷赛车数控技术
中心。

斯巴赫保时捷赛车数控技术中心

观看斯巴赫保时捷赛车
数控技术中心的视频短片
有关与保时捷技术合作的更多信息，
敬请访问
microsite.dmgmori.com

+ 专为保时捷设立的数控技术中心，
开发复杂工件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 重点：长期技术展示
+ 五名 DMG MORI 人员分两班生产
保时捷零件
+ 目前配备的机床:
+ CTX beta 800 TC 配 CELOS®
HSC 70 linear 配 CELOS®
DMU 60 eVo FD 配 CELOS®

2. 工艺计划
DMG MORI 软件解决
方案和 CELOS® 的应用
程序能准备任务单并制定
工艺计划。

CAD-CAM /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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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LOS ® PC 版

任务管理器

任务规划器

切削计算器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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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时捷赛车数控技术中心

成功的技术合作伙伴

CELOS® 帮助 DMG MORI 的保时捷赛车数控
技术中心合理地组织工艺，确保生产的工件
具有极高质量

加工

3
第三次成功合作已经开始：DMG MORI 再次为保时捷 LMP1 车队提供支持，
保时捷车队在 2016 FIA 世界汽车耐力锦标赛（WEC）中摘得桂冠。作为创新
的领先企业，DMG MORI 为保时捷车队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位于德克尔马
豪斯巴赫的保时捷赛车数控技术中心集中了 DMG MORI 数十年专有的加工
技术与最新软件技术。

CELOS® – 领先的一致化工艺管理技术
截至 2015 年年底，DMG MORI 已为保时捷车队制造了 60 多种不同工件，
工件总数超过 2,300 件。这些零件包括从复杂泵机和电机壳到创新和复杂的
制动系统零件。保时捷 LMP1 车队的研发人员提供加工这些零件所需的 CAD
数据。斯巴赫的加工专家用这些数据设计了整个加工工艺并最终加工成成品。

无论是对于 DMG MORI 还是对于保时捷车队，CELOS® 都已成为双方合作的
基石。该赛车数控技术中心的全部机床都配 CELOS® 系统。保时捷车队还使用
PC 版的 CELOS®。

PC 版 CELOS® 相当于一款中央计划的制定和管理软件。机床的控制台直接发
出各个任务单。任务管理器将数控程序、设置计划和刀具数据汇总到一个任务
包中。因此，在保时捷赛车数控技术中心没有纸质版技术图纸或文档。任务规
划器详细安排任务计划并将任务分配给特定机床。用户在 CELOS® 控制面板
上能查看当前状态以及最新修改的效果。除计划和管理工具外，CELOS® 控制
面板还能实时读取所有相连机床的信息。用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工作情况，优化
中短期生产。网络化的机床及持续记录实时数据的功能是迈入工业 4.0 时代的
重要一步。

成品工件

4

3. 加工
CELOS® 应用软件
帮助用户设置和准
备任务单并实时监
测机床。

4. 交付

机床

最终工件

+ 高效工艺链提供决定性的优势

任务助手

服务助手

刀具管理

在线显示系统

工件:
100 × 45 × 45 mm，摆动夹
用 HSC 70 linear 铣削加工
材质：铝；加工时间：3 小时

DMG MORI 机床可加工的
大量工件中的部分示例

ø 40 × 18 mm
差速器盖
用 CTX beta 800 TC 车削加工
材质：铝
加工时间：4 分钟
200 × 90 × 30 mm
轴承座
DMU 60 eVo linear 铣削加工
材质：铝
加工时间：15 小时

36 × 44 × 10 mm
阀体
HSC 70 linear 铣削加工
材质：铝
加工时间：28 分钟
360 × 200 × 25 mm
排气系统支架
DMU 60 eVo linear 铣削加工
材质：铝
加工时间：4 小时

作为控制台的 PC 版 CELOS®：CELOS® 将任务准备与车间组成高效的生产系统。

16
CELOS® 与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24 款特有的
DMG MORI
加工循环

不带加工循环的传统

人机对话式编程

+ 速度快 60%
+ 新应用，例如磨削
和 gearSKIVING
+ 显示、互动
和便捷的用户操作

带加工循环的人机对话式编程

din 程序

轻松编写复杂加工程序的软件解决方案 –
人机对话式编程

下载全部 24 款 DMG MORI
加工循环样本，敬请访问:

立即观看 DMG MORI
加工循环视频短片

download.dmgmori.com

三个示例
+ 机床保护，工艺监测和控制 +

n

Ff

+ 在一台机床上通过
人机对话编写

螺纹加工程序 +

+ 监测主轴和轴向负载 +

MPC 2.0 –
机床防护控制
+
+
+
+
+

严重振动时停机
铣削主轴的振动传感器
新：钻削和螺纹加工的切削力监测
新：空转时的不平衡显示
新：升级配 1.0 版 MPC 的所有
加工中心和铣 / 车加工中心

简便的刀具监测 2.0 –
刀具监测系统

多种螺纹加工循环 2.0

++ 避免损失，刀具破损或刀具过载时
关闭主轴和进给轴供电
++ 立即停止进给轴运动：主轴一秒内
停止运动（刀具非切削时）
++ 无传感器自动知晓负载极限
++ 适用于车削、铣削和钻削加工

++ 加工大传动或特殊螺纹，适用于无法
用常规方法加工的螺纹
+ 自定义轮廓、螺距和齿形
++ 单点位置 – 基于特定位置的螺纹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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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程序转换
在新机床上用旧版程序! 节省时
间，现在就让我们为您转换程序!

机械工程行业的成功案例

转换旧版及第三方数控系统程序，
使转换后的程序能在 SIEMENS
840D solutionline 系统中运行
适用
西门子数控
系统
在新机床中
运行旧版程序

让新款 DMG MORI 机床立即开始高效工作
快速完成程序编写
支持旧型号机床中的循环
专为特殊机床设计的程序；考虑特殊功能
由 DMG MORI 培训学院的培训师
提供基础培训（例如装夹工件）
+ 节省时间，不需要为重新编辑程序而增加人员
+ CELOS® 系统，DMG MORI
新款机床的理想之选
+
+
+
+
+

已转换 500 多个旧版数控程序，
让用户快速投入生产!
新款高性能 CTX beta 800 4A 车削中心取代旧款机床时，可能需要
为新机床重新编写全部现有程序。DMG MORI 数控程序转换服务是
您的最佳选择。只需一周时间，全部 535 个旧版数控程序都将根据新
机床的结构特点被调整为适用于新款数控系统的程序。

您的 DMG MORI 代表:
张玮玮
电话: 021-3106 6261
weiwei.zhang@dmgmori.com

DMG MORI
工艺链

通过认证的后处理器及 1:1 仿真
功能快速和安全地制造工件

ZAHORANSKY
FORMENBAU GMBH
“使用 DMG MORI 虚拟机床的 1:1 仿真功能，
我们缩短装夹时间达 30 %。
”

DMG MORI 虚拟机床是对 DMC 160 H duoBLOCK® 加工中心
的 1:1 仿真，包括实际数控系统。

用 SIEMENS NX CAD / CAM 编程

位于弗赖堡的 ZAHORANSKY Formenbau 公司是拥有 100 多年
成功历史的 ZAHORANSKY 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公司现有员工 220
名，从模具到工艺控制，该公司是智能解决方案的代名词。他们的专
业技术为公司赢得竞争优势，同时医疗器械、包装和个人保健行业
的企业购买其高质量、先进的模具技术可持续地优化塑料产品的生
产。工艺优化也是 ZAHORANSKY 工厂的日常工作， 近期他们购买
了 DMC 160 H duoBLOCK® 加工中心，其中包括 DMG MORI 工艺
链和 DMG MORI 虚拟机床。“这一软件解决方案让我们能最好地利
用我们的加工中心”
，ZAHORANSKY 公司技术总监 Matthias Faber
说。ZAHORANSKY 充分利用 DMG MORI 工艺链的全部功能：设计
人员用 SIEMENS NX CAD 设计复杂模具。用 SIEMENS NX CAM
生成所需的数控程序。现在，开始用 DMC 160 H duoBLOCK® 加工
中心生产，将来将使用 DMG MORI 虚拟机床。“虚拟机床是对铣削
加工中心 1:1 的仿真，包括实际数控系统。这就是说，我们能在真实
的加工条件下仿真数控程序”
，ZAHORANSKY 公司 CAD / CAM 经
理 Dietmar Glockner 解释说。设计的高可靠性将使加工工艺能顺利
执行。

用 DMG MORI 虚拟机床 1 : 1 地仿真

用 DMG MORI 机床生产

“ 但 如 有 碰 撞， 我 们 能 在 加 工 开 始 前 发 现 碰 撞 问 题。
”1 年 半 以 来，
ZAHORANSKY 一直依赖 DMG MORI 工艺链。仿真数据自动发给 DMC
160 H duoBLOCK® 加工中心， 加工中心 100 % 地执行加工工艺 – 包
括夜间无人值守的加工时段。“我们节省了多达 30 % 的时间， 这是因为
我们不需要人为干预机床工作或也无需对机床进行后续调整”
，Dietmar
Glockner 谈 到 生 产 力 的 提 高 时 说。“机 床 的 操 作 完 全 由 编 程 站 端 控
制。
”DMG MORI 机床保护控制进一步提高了安全性，因为它持续监测
机床的振动和切削负载。ZAHORANSKY 从对 DMG MORI 工艺链的投
资中快速取得回报，Matthias Faber 总结道：
“实际上主轴全天运转而且
停机已成为过去，我们购买的 DMC 160 H duoBLOCK® 加工中心达到
极高的使用率。
”

ZAHORANSKY Formenbau GmbH
Bebelstraße 11a, D-79108 Freiburg
info@zahoransky.com, www.zahoransk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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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OS® 与 DMG MORI 软件解决方案

迎接新一轮
工业革命的到来
PDM

PPS/MES

ERP

CAD/CAM

CELOS®
数据管理

兼容所有系统的
数据交换接口。

CELOS® 是 DMG MORI 基于应用程序的控
制和操作系统，其简洁的操作就像使用智能
手机一样简单并能将制造企业内的所有机床
连接在一起
DMG MORI 的 CELOS® 是一个全功能的基于应用程序的控制界面， 拥
有特有的多点触控显示屏，适用于 DMG MORI 的所有新款高科技机床。
CELOS® 基于应用程序的系统架构使其极易使用，就像使用智能手机一样
简单。配特有的多点触控显示屏的 CELOS® 系统的应用程序为用户提供持
续管理、文档查看以及显示任务单、工艺和机床数据的能力。16 款应用程
序帮助机床操作人员无差错地准备、优化和处理生产任务。CELOS® 应用
程序中的状态分析器是显示、分析和预测所有机床状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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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 CELOS® 样本，敬请访问:
download.dmgmori.com

观看工业 4.0
视频短片
下载工业 4.0 产品样本，
敬请访问：

download.dmgmo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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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EFFLER
TECHNOLOGIES

DMG MORI 出品

PC 版 CELOS® 持续地安排生产
计划和监测机床状态

持续监测机床状态的智能机床

去年， DMG MORI 展示了与技术合作伙伴携手开发的一个工业 4.0
项目。在展示的 DMC 80 FD duoBLOCK® 加工中心上，DMG MORI
安装了 60 多个传感器， 将传感器采集的数字监测数据发到云端， 在
云端对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和分析。目的是持续监测机床的状态。基
于应用程序的 CELOS® 控制和操作系统是人机互动的中心。
为用户提供两方面的优点。状态分析器在 CELOS® 系统中显示工艺
参数，在机床上及时进行能耗和状态分析。另外，在云端汇总采集的
数据并用特殊算法分析数据。
位于赫希施塔特的 Schaeﬄer Technologies 公司正在探索将数据转
化成实际加工知识的途径。2015 年 10 月末至今，DMG MORI 的实
验机床一直持续工作。Schaeﬄer 认为这其中蕴藏着巨大潜力。包括
更好地管理加工工艺， 例如更注意刀具磨损以降低能耗或润滑油消
耗。同样，根据经验确定的“行为模式”将转化的状态数据用于合理
预测主轴潜在的故障。

现在面向未来加工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且结果十分令人振奋。当然，
目前得出确定性的结论为时尚早。尽管如此，Schaeﬄer 希望年底前
能得到有效结论。“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并逐渐了解工业 4.0 在工厂
的实际应用”
，Schaeﬄer Technologies 公司生产机床经理 Martin
Schreiber 说。

i4.0 传感器套件

优化数据处理，提高加工精度
和工艺可靠性，包括：
++ 机床保护控制 (MPC) –
配铣削主轴振动传感器的预防性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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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刀具对话系统 (TDS) –
手动操作、非接触式读写刀具数据的刀具标识系统
++ 内冷系统流量监测 –
内冷系统流量监测系统确定所需的冷却功率

全新: DMG MORI 状态分析器 –
多达 60 多个机床内的传感器
监测机床状态
状态分析器

从大数据到智能数据 – 记录和分析机床数据，并直接提供给服务团队
和客户，以确保机床的高生产力

++ 收集: 可调整样品采集率，并将备份的数据
发送至云端（每 10 分钟可操作一次）
++ 分析: 机床异常情况的模式识别，并直接反馈给
服务团队和客户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
Georg-Schäfer-Straße 30, D-97421 Schweinfurt
www.schaeffl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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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oBLOCK® 5 轴万能铣削加工中心

–30°
ø 400 × 330 mm
牙轮钻 // 能源
材质：21CrNiMo2（1.6523）
加工时间：18 小时

700 × 450 mm
管模 // 模具制造
材质：21CrNiMo2
加工时间：8 小时

+180°

观看第四代
duoBLOCK® 视频短片

powerMASTER®
电主轴，扭矩
高达 1,000 Nm

有关 duoBLOCK® 系列的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duoblock.dmgmori.com
下载 duoBLOCK® 系列
样本，敬请访问：

download.dmgmori.com

5 轴加工的标杆
+ powerMASTER® – 该电主轴扭矩达 1,000 Nm，功率达 77 kW
并带主轴热膨胀传感器（SGS）以补偿主轴热膨胀，确保高精度
++ 全新 B 轴带给用户极高的灵活性和极短的加工时间，
刚性提高 20 %，并内置电缆
+ 大型工件，最大直径 950 mm 和最大高度 1,450 mm
及最大承重 1,500 kg
++ 5X torqueMASTER® – 1,300 Nm，37 kW，
SK50 / HSK-A100 ，转速高达 8,000 rpm
++ 标配高性能 speedMASTER® 主轴，转速 15,000 rpm，
功率 35 kW 和 130 Nm（40 % DC）
++ 高速及创新的轮式刀库，换刀时间仅 0.5 秒和
多达 453 个刀位且占地面积极小

DMU 80 P duoBLOCK®
功率消耗降低达 30 %

例如，标配高达 80 bar 的全新且高效、由频率调节的高压冷却液泵。

DMG MORI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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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加工循环

DMU 万能铣削加工中心

DMU 50 – 5 轴入门级加工中心
3,700 rpm
全球化生产 – 本地生产，服务本地市场
本地生产能确保更短的交货时间和全面的高质量标准

20 rpm

铣 / 车复合加工中心的磨削循环

++ 全新：主轴中内置声学传感器，
用来检测砂轮与工件的初次接触情况
+ 适用于内圆、外圆和平面磨削
++ 砂轮修磨循环用来修磨砂轮
+ 集成的磨削技术确保极高的表面质量
+ 只需一次装夹，提升生产利润率

更多有关 DMG MORI 加工循环，
请参阅

美国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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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每一种应用的理想加工中心 –
全球首秀 第四代 DMU 160 P
duoBLOCK® ，最大加工工件
可达 1,600 mm

德国斯巴赫

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

++ 高性能数控回转摆动工作台，
极高的刚性为用户提供 5 轴联动加工能力
+ 承重高达 300 kg
++ 高性能直列主轴，标配转速达 10,000 rpm，
选配 18,000 rpm
+ 数字驱动技术，标配 24 m/min 的快移速度
+ 可在加工的同时换刀的刀库，多达 30 刀位
++ DMG MORI 的 CELOS® 配 SIEMENS 和
21.5" ERGOline® 多点触控显示屏的控制面板

中国上海

日本千叶

-5°

+110°

数控回转摆动工作台摆动范围: –5° 至 +110°.

承重 (kg)

160

4,500

DMU 160 P / FD
DMC 160 U*
DMC 160 FD*

125
2,800

DMU 125 P / FD

100
DMU 100 P
2,000

DMC 100 U

DMC 125 U / FD

1,000

1,250

80
1,500

DMU 80 P
DMC 80 U
DMU 80 FD
DMC 80 FD
800
* 2016 年第 3 季度起供货

1,600
X 轴行程 (mm)

DMG MORI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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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 5 轴万能加工中心
广东金明精机
股份有限公司

DMU 210 P
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佳圳（左）与
生产总监吴旭葵（右）合影

10 吨

工作台承重
（标配 8 吨）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明”
）位
于广东省汕头市，公司成立于 1987 年，经过多年
的发展，现已成为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于一体的全球知名的薄膜装备供应商，并于 2011
年成功上市。金明精机在德马吉森精机的 5 轴龙门
式加工中心卓越的加工性能的帮助下，从最初的塑
胶厂不断提高加工能力，扩大生产规模，以高品质
的膜生产设备受到海内外客户的青睐，发展到如今
国内领先的膜设备生产厂商，成为膜生产设备行业
的领头羊。

为了加大工作范围和增强生产能力，2010 年金明
先 后 购 进 了 德 马 吉 森 精 机 DMU 210 P 和 DMU
340 P，成为国内第一家采购该大型加工中心的生
产厂家。“DMU 210 P 和 DMU 340 P 是金明用来
加工大型薄膜装备核心部件的主要加工母机，例如
大型的核心部件的加工，因设备加工精度高，加工
范围大， 能够很大程度地实现技术研发的设计思
想，提高核心部件的性能。当然我们的许多设计都
是大型三维非规则设计，只有 5 轴联动的加工中心
能加工我们所设计的产品。所以我们选择了 DMU
210 P 和 DMU 340 P。
”吴总监介绍道。“以最大
的薄膜吹塑机组为例，以往需要 14 个月的交货期，
现在只需要 8 个月就可以完成，”吴总监补充道。
DMU 340 P 在满足客户交货期要求的同时，也为
金明争取了更多的生产时间。

如今的金明， 已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膜设备供应
商，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包装、农业、医药行业等
领域，并积极寻求上下游产业链的合作，努力推动
薄膜装备行业的发展。随着“工业 4.0”以及《中国
制造 2025》的提出，智能化工厂逐渐被各大企业
提上日程。金明也积极履行《中国制造 2025》设备
信息化、数据化技术发展手段和技术创新，并实现
设备与生产管理系统的信息交互与集中控制管理，
为大中型客户实现智能工厂改造提供技术平台服
务。吴总监透露：
“金明目前已在着手准备打造恒
温工厂，在今后将会购进更多例如德马吉森精机机
床这样的智能化生产设备，这将是实现‘工业 4.0’
，
构建智能工厂的第一步。
”

全球首秀 DMU 210 P 第二代
5X torqueMASTER® 主轴确保
极高的加工性能
++ 超大的摆动范围达 250° 及优化设计
的铣头干涉轮廓
++ 优异的精度保持性，配水冷直线导轨
和主动式主轴热膨胀补偿
+ 5X torqueMASTER® 主轴扭矩提高 80 %，
达 1,800 Nm
++ 创新的轮式刀库，多达 243 刀位
（SK50 / HSK-A100）且占地面积极小
++ 主轴确保极高的加工性能

热控制
+
+
+
+
+
+
+

冷却的驱动电机
冷却的滚珠丝杠
冷却的直线导轨
冷却的回转轴齿轮
基于传感器的主轴补偿
冷却的床身
选配：床身温度控制

金明希望经过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借助于 DMG
MORI 这样的厂商力量将自己打造成更加高效率
及国际化的顶尖膜设备生产厂商。而在设备日益大
型化以及高效化的趋势下，产品必将对生产设备提
出更高要求，接下来金明将计划购进德马吉森精机
DMU 600 P 以满足更高端产品的生产需求。高品
质的设备只是基础，长期合作建立起来的信赖才是
德马吉森精机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我们相信德马
吉森精机会继续助力金明精机发展，为金明精机打
造更多的辉煌。

广东金明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河浦大道（深汕高速路河浦出口）
roy.chen@jmjj.com
www.jmjj.com

DMG MORI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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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U G linear XXL 级 5 轴加工中心

DIXI
XXL

150 吨

精度提高三倍!

1,000 mm

工作台承重

加工区
DIXI 125
1,25

0m

1,250 mm

m

整体精度至少提高三倍。
上图: 全球技术领先的工厂正在生产 DMU 600 G linear – 位于弗朗顿的德克尔马豪 XXL 中心。
下图: 稳定的机床结构温度特性确保该机的极高精度。
15 µm

> 100 µm
其它制造商的 5 轴机床

X = 6m

全球首秀 DMU 600 G linear:
新款高架式大型加工中心，
工作台承重达 150 吨

全球首秀 DIXI 125:
工件的空间精度优于
15 µm

+ 高架式结构，工作台承重高达 150 吨
++ 所有的直线轴配直线电机驱动，确保优异的表面质量和高动态性能
（直线电机：X、Y、Z 轴；力矩电机：A、C 旋转轴）
++ 温度控制 – 充分冷却，确保极高的温度稳定性和优异的精度保持性
++ 高刚性 – FEM 有限元优化设计的机床结构及 EN-GJS-600-3（GGG60）铸铁材质

+ 直线轴的定位精度高达 3 μm
+ 精选高质量部件及研磨所有相关部件的
几何接触面，确保极高的精度
++ 温度控制，控制机床所有发热部件的温度
+ 高刚性确保优异的铣削性能（GGG60 铸件）

请立即观看 XXL 中心
视频短片

5 年质保

DMG MORI 出品

150 吨

工作台承重

6.9 m

请立即观看 DIXI 超高
精度加工中心视频短片

更多有关 DIXI 全系列 –
DIXI 125 / 210 / 270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dixi.dmgmori.com

3 m/s2

加速度

9.3 m

12.4 m

DMG MORI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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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制造商服务 值得您信赖!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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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G MORI 服务 –
您的决定性优势!

DMG MORI 制造商的原厂服务灵活且高质
量，从预防性维护到量身定制的服务产品，
精确地满足您的全部要求。

DMG MORI 服务始终为您保驾护航。
无论是
现在还是未来。

24 / 7
DMG MORI 24 / 7 服务
热线。
全天 24 小时服务。
服务热线（中国）: 400 820 0969

KRONES AG
全面的服务确保机床的
高可用性。

10 年

DMG MORI 服务工程师平均拥有
DMG MORI 机床 10 年的使用经验。
图：机床经理 Thomas Gruber，吹塑模管理经理
Georg Hofmeister，生产技术部的 Timo Potratz

Krones AG 是流程工程、罐装和包装领域
的专业技术公司。
该公司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以满足客户的高标准要求。
多年来，该公司
始终保持与 DMG MORI 的服务合作伙伴
关系。
机床经理 Thomas Gruber 介绍合作
关系时说：
“双方都在非常透明的基础上进
行合作。
我们的业务重点是开发解决方案。
”
第一要求是机床的可用率至少达到 95 %。

检测 –
保持高性能的第一步

维护 – 来自专业制造商的维护服务
确保高可用性

维护套件 –
价格经济的全套原厂备件

来自制造商的检测让您始终有备无患。
每次检
测后，我们的服务专家都将提供详细的机床状
态报告。

来自制造商的专业维护将提高您的生产力并
降低您的运营成本。
我们的专家根据检查单上
的项目来检查机床状态并进行相应维护。

独立和可靠地维护您的机床。我们的专家为您
精心挑选适合您机床的原厂备件，您将获益 –
备件齐全且价格优惠。

亮点

亮点

亮点

+

+
+
+

+

Krones 通过定期维护最大限度地降低停
机风险。
购买新机床时，Krones 请 DMG
MORI 培训其员工，使这些员工能独立地维
护机床。
即使发生停机，工厂也可获得DMG
MORI 服务工程师的快速响应以及快速的
备件服务。
“免费的 DMG MORI 服务热线
电话也为我们的员工提供帮助”
，生产技术
经理 Timo Potratz 说。

+

+

Krones AG, Böhmerwaldstraße 5
D-93073 Neutraubling, www.krones.com

检查工作介质，包括压缩空气、液压油、
冷却液和通风空气、中央润滑系统。
根据机床情况：检测防护罩和透明视窗，
主轴驱动和进给轴驱动、换刀系统和
刀库等
选配：以固定价格更换 / 安装
选定的磨损件

我们的服务专家执行全面维护
以固定价格更换/安装必要的磨损件
维护范围可根据机床的工作时间来调整

+
+
+
+

超过 200 多种的维护套件，专为每一型号
的机床量身打造
确保机床的高可用性
含所有重要磨损件的套件
保护机床，避免高昂的后续损失
套件价格经济，节省资金可达 25 %

25
备件
强大的物流网络 – 顶级品质的
服务及遍及全球的网点

名服务专家

无需等待: 所有订单全部集中处理，备件将从离您最近
的备件中心发送，DMG MORI遍及全球的物流网络为
您实现快速交付。

全球超过 2,500 名认证的
DMG MORI 服务专家以最快
的速度为客户提供支持，确保
超过 300,000 台机床的
无故障运行。

顶级设备

6 个大型备件仓库 – 快速交货并缩短交付时间

DMG MORI 让您获益：用制造商的专业知识、
高科技测量设备和高精度仪器进行检测和维护。

主轴服务 –
主轴维护套件

培训 –
您的关键优势

对主轴进行预防性维护，您亦可自行进行主轴
维护：便捷的主轴维护套件将一切化繁为简。

应用培训将提高您的生产力，例如缩短编程时
间和设置时间。

中国
中国备件中心，上海
员工数：5 人
价值：7,400 万欧元
发送：约 50 件 / 天
可供率：95 %

德国
全球备件中心，格雷茨里德
日本
全球备件中心，奈良

观看 DMG MORI
备件视频

印度
印度备件中心，钦奈
泰国
泰国备件中心，大城府

亮点

亮点

+
+

+

+
+
+
+

完美配合相应的夹刀系统
灵活配置，自由可选：机械式或
数字可调拉力表，径向跳动芯轴，
带磁座指示表，深度计
专业的电主轴维护支持
包括全部零件的系统
确保机床的高可用性与高生产力
量身定制系统满足您的要求

+
+
+
+
+

模块化和实用的 DMG MORI 机床编程、
设置和操作培训
创新的培训课程，现代化的培训设备
小班培训，直接上机操作
掌握教学方法和拥有培训证书的
高素质培训师
根据您的现场培训要求，
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
在线培训，巩固新知

美国
美国备件中心，达拉斯

更多有关 DMG MORI
培训学院的介绍及培训课程，
敬请访问:
training.dmgmori.com

亮点
+
+
+
+
+
+

有关 LifeCycle 机床尊享终身
服务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
lifecycle-services.
dmgmori.com

+

全球物流网络，覆盖所有市场
库存备件价值超过 20,000 万欧元及可供率超过 95 %
库存的不同备件数量超过 280,000 件
直接来自制造商的原厂备件
备件范围广，甚至包括 1970 年老机床的备件
订购无地点限制，在全球任何地点均可
通过我们的 24 / 7 服务热线订购
提供新件和替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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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刀具预调仪
VAN AARSEN
MACHINEFABRIEK B.V.

UNO 20 | 40
autofocus –
速度快且精度高

UNO 刀具预调仪拥有极高的工作精
度和优异的测量结果，可测量直径达
400 mm 和长度达 400 mm（选配 700
mm）的刀具。
UNO 自动对焦刀具预调仪的亮点

观看
DMG MORI Microset 视频

+
+
+
+

有关 DMG MORI Microset 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microset.dmgmori.com

自动对焦到被测的切削刃
最适用于多切削刃刀具
SK50 自动对焦主轴
可手动操作

下载刀具预调仪样本，
敬请访问：

download.dmgmori.com

预调刀具提高生产力

无 论 是 锤 磨 机、 制 粒 机 或 混 料 机， 位 于 荷 兰
Panheel 的 Van Aarsen 公 司 自 1949 年 以 来 始
终是农业饲料机械的全球领先供应商。继多年使
用 DMG MORI 机床的成功经验后， 该公司希望
从 DMG MORI 再引进一台刀具预调仪以保证其技
术领先性：
“我们比较了解 DMG MORI 的产品以
及设备的优异性，UNO 20 | 70 自动对焦型的刀具
预调仪具有极高的性价比”
， 采 购 经 理 Jack
Coumans 说。

“400 mm 的直径和 700 mm 的测量长度非常适合
我们的刀具范围。
”FEM 有限元优化、热性能稳定
的铸铁结构都确保高精度的测量结果。

DMG MORI Microset 这款入门级产品的亮点之
一是自动对焦。它能可靠地对焦在切削刃处 – 精度
高且自动对焦。当刀具较复杂时，这个功能对 Van
Aarsen 公司特别有帮助，因为它能自动对焦甚至
能自动校准一排的多个切削刃。

Van Aarsen 公司的高质量标准刀具为其带来了大
量订单，Jack Coumans 表示：
“UNO 20 | 70 自动
对焦刀具预调仪确保刀具的极高精度并显著提高
了生产力。
”

Van Aarsen International B.V.
Heelderweg 11, NL-6097 EW PANHEEL
www.aarsen.com

UNO 20 | 40 autofocus

以质取胜.

德国制造的内涵 –
100%由HAIMER翰默设计和制造
HAIMER翰默，全球刀柄热缩技术和动平衡技术的
市场领导者，是一家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奥格斯堡
市伊根豪森镇的中型家族企业。HAIMER翰默在近
40年里为金属切削行业设计，生产和提供了多种
创新的高精度产品。

HAIMER翰默的产品范围包括：刀柄，动平衡机，
热缩机，3D测量仪和最近推出的硬质合金立铣刀所有的产品都产自伊根豪森。

为了进行高密度的HAIMER翰默切削刀具测试，并
且为客户开发正确的铣削策略，HAIMER翰默投资
HAIMER翰默分布在全球的500名员工中，有超过 了一个拥有3台崭新的DMG MORI加工中心机床的
350名工作在伊根豪森-HAIMER翰默唯一的最先进 新应用中心。在一台HSC 70，一台DMU 80 P 和
的高度自动化的工厂中。
一台 DMC 1150 V机床上，来自不同行业的客户的
需求能够被模拟，研究和试切。有了此次的投资，
作为欧洲市场刀柄夹持技术的领导者，HAIMER翰
伊根豪森基地已经被扩展为杰出的刀柄夹持技术和
默每天生产大约2000支刀柄。保持产品始终处于
铣削技术的中心。
技术前沿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HAIMER翰
默每年的8-10%的利润被投入研发。“每天进步”完 和DMG MORI的伙伴关系让HAIMER翰默集团总
美的契合我们的企业精神：以质取胜。
裁兼总经理-安德烈斯·翰默Andreas Haimer非常兴

刀具刀柄技术

热缩机技术

动平衡机技术

测量仪器

奋：对客户而言，这是一个完美的协作！为了将精
度和扭矩从主轴传递到刀刃，高性能的机床需要高
精度的刀柄夹持技术。这是一种多赢的协助关系！

翰默（上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
258号42幢3楼
电话：+86 21 6776 6318
传真：+86 21 6776 6319
haimer@haimer.cn
www.haimer.cn

刀具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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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培训学院

用 DMG MORI 虚拟机床进行
培训应对未来挑战
DMG MORI 虚拟机床能高精度地仿真整个机床几何量
及运动特性并 1 : 1 地仿真机床的实际数控系统。机床
仿真支持所有的数控功能、加工循环及参数编程功能。
用虚拟控制面板或 DMG MORI 实际控制面板就能轻
松操作。这就是说：学员不需要实物机床就能掌握机床
操作。

DMG MORI 虚拟机床—理想的培训环境

准确的 1:1 机床仿真，
100 %无加工碰撞

快速及高效地学习机床的全部功能用法。而且还能彻
底避免学习期间将机床损坏。在机床全力投入生产的
同时，您的员工学会 DMG MORI 机床的操作。为此，
我们提供 DMG MORI 虚拟机床，这是一个价格极为优
惠的培训环境，课堂许可证可用于 6 至 20 名学员。

亮点
+
+
+
+
+
+

100 %有效地学习 DMG MORI 机床的操作
学员培训期间，机床 100 %地用于生产
学习期间，机床零损坏
100 %价格优惠的课堂培训许可证，满足用户需求
大量学员学习实际机床操作的理想选择
仿真功能包括 5 轴铣削加工中心和车 / 铣复合完整
加工中心

请立即联系我们!
扫描二维码关注 DMG MORI 微信公众号
获取有关培训服务商的
更多优点信息和特惠价格!
DMG MORI –
世界技能组织 (WSI)
全球企业合作伙伴

联系人:
孙立 先生, ASM 培训团队经理
电话: +86 (0)21 6764 8876, 手机: +86 (0)13 818 508 892
Email: li.sun@dmgmori.com

用高压冷却液加工是一项具有潜力的新技术，最适用于航空工业
中高硬度合金材质工件的加工：钛，铬镍铁合金和其他高温合金
材料。也适合用于柴油动力总成的 CGI 和其他铸铁材质的加工。
高压冷却液（100 – 400 bar）形成的楔形冷却液区 1) 减小刀具与
切屑间的接触面，减少刀具磨损；2) 直接带走刀具和工件表面热
量，减轻切屑在刀具表面的粘结，提高加工速度和延长刀具使用
寿命；3) 将切屑破碎为更小碎屑，避免划伤工件和刀具对切屑的
二次切削。

推荐使用福斯润滑油

正确的机床、刀具和
冷却液创造更高生产力
制造企业必须不断探索降低生产成本并同时提高产量的方法。对
于当下的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人工成本和其它间接成本不断提
高使中国已失去低廉劳动力和材料成本优势而难以继续生产廉价
产品。以前许多企业的采购经理都基于单位成本做采购决定，而不
是基于生产总成本。

许多研究早已表明人工成本占生产固定成本的 30 % 和机器设备
占 27 %，
刀具成本占 3 %，
而切削液仅占 0.1 %。
如果选用正确机床、
刀具和冷却液，就能加快节拍速度从而提高机床生产力；在提高金
属切除速度的同时加强与 DMG MORI、山特维克和福斯的应用工
程师的合作，就能大量降低成本。

其它消耗品
0.9%
切削液
0.1%

材料
16%

总而言之， 切削刀具和冷却液只占固定生产成本的很小部分。
对于努力降低成本的企业， 他们需要与实力强大的机床（DMG
MORI）
，切削刀具（山特维克）和冷却液（福斯）供应商的密切合
作。 高压冷却加工是一种先进技术，它能提高加工生产力，并能
提高刀具使用寿命和工件质量。

建筑、
管理费等
22%
可变成本
21%

刀具
3%

固定
成本
机器和设备
27%

人工
30%

更长的刀具使用寿命和更快的加工速度意味着更高生产力和更
低生产成本。 减少换刀次数，加快节拍速度，改善切屑流和排屑
都使生产企业能用更少机床生产更多零件。 高压及大流量（例如
33 L/min）冷却液以及准确的冷却部位可将材料切除速度提高
− Longer tool life
40 %。相当于生产力提高达
20 %!
− Chip breaking into smaller chips
− Safe chip removal
KSS

切屑

h

切屑
刀刃

常规

Φ

工件

合理地选择机床、切削刀具、刀座和冷却液非常重要；并不是所有
水基冷却液都能胜任这些加工要求。 高压时的泡沫控制就是一项
挑战。 冷却液的乳液必须稳定，能承受住压降而且发泡少。乳液
的压降意味着乳液的开裂，油液与水和添加剂的分离。 福斯润滑
油（中国）有限公司提供超稳定、低泡的半合成冷却液，这是一种
多用途和适用于多种金属加工应用的理想选择。 在中国，通常推
荐使用 Ecocool 800 NBF C，适用于许多 DMG MORI 机床，尤其
是合金钢和铸铁的加工；这是一种半合成冷却液，最适用于高压
冷却加工。

HD-KSSStrahl

h

F
Φ

刀刃

高压

工件

FUCHS PETROLUB SE
www.fuchs-oil.de
FUCHS CHINA
www.fuchs.com.cn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
高科技园区嘉绣路 888 号
电话: +86 (21) 3912 2000
传真: +86 (21) 3912 2100

福斯润滑油（营口）有限公司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嘉晨大道 10 号
电话: +86 (417) 3360 000
传真: +86 (417) 3362 666

提高供应链透明度的控制塔
控制塔是物流行业的热点话题。
在所有行业中，
控制塔主要用于提高复杂供应链的透明度。

使成本优化

视性
端对端可

控制塔

供应商

复杂供应链需要快速、真实的数据通信。其复杂性来自物流业务中
的跨洲或全球化供应链、相互依赖的大量外包物流业务以及客户
方的严格要求。供应链越复杂，客户获益越多。如果所有数据都能
在一个信息节点采集和处理，那么供应链分散的企业将能特别受
益于控制塔技术。因为它能提供关键信息，例如交货日期和状态、
使用率的波动信息以及原材料供应等信息。
模块化与可扩展
控制塔的规模可根据用户要求扩展。然而，控制塔的全部重点是只
适用于 3PL 和 4PL（有自己资产的第三方物流合作伙伴和无自己
资产的第四方物流合作伙伴）
，对于供应链路径不同和必须合并要
求时尤其如此。控制塔也可以是模块式的，例如用于监测发票（审
计和支付用途）
，甚至也用于评估供应商。

生产 / 仓库

为确保日常业务不被打扰，控制塔需分阶段地实施并需平衡各阶
段重点。其中包括物流服务供应商的基本服务、3PL 公司的附加服
务和 LLP 的服务（领导型物流供应商；综合了 3PL 和 4PL 技能，
例如拥有自己的 HGV 和仓库以及管理复杂供应链的专业知识）到
4PL 公司，它能协调公司的物流业务但不提供自己的资产。无论是
中型企业还是集团公司，如果考虑物流业务外包，那么控制塔技术
是一个可行的选择。Gondrand |ATEGE 已为 DMG MORI 准备好
控制塔解决方案，也就是用位于斯巴赫的采购和配送物流部以及
位于比勒菲尔德的配送物流部。我们集中选择一家物流服务供应
商，为我们提供一站式的物流服务。即使拥有控制塔解决方案，也
需要管理架构的流畅。现在正在为 DMG MORI 开发其它控制塔技
术，以确保可持续地优化供应链。我们已经找到改进生产效率、供
应链透明度、物流服务监测以及运输成本控制等方面的巨大空间。

终端客户

优化物流流程和集中 DMG MORI 与 Gondrand | ATEGE 间的物
流活动将释放各方巨大获益潜力，包括从供应商到最终用户的全
过程。

www.gondrand-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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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珠丝杠

Japan

Europe

China

India

交叉滚柱轴环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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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视野

对于未来投资，
我们是您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我们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不仅可以为您的投资提供不同的融资方案，
还可以为您提供更多附加值服务的一揽子方案。
我们会和德马吉森精机在全球范围内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的专业人员沟通流畅，并且熟悉德马吉森精机各种设备产品。
项目咨询请联系: 021-5062 4255
wenxing.li@deutsche-leasing.cn www.deutsche-leas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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