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ffolter Technologies SA

AFFOLTER

CNC高钢性精密滚齿设备
Gear AF110

数控微型滚刀床的精密加工机数控微型滚刀床的精密加工机
扭距力1200N、最大可能加工模数１ｍｍ
最大加工模数 1 mm、切削长度 90 mm、工件直径 60 mm 、
滚刀直径50 mm

7轴CNC、刀具主轴同期转数12,000 rpm、刀具轴自动回转角度 -45/+30°

HRC600的淬火材经过精密刮削加工，
最适用于流星齿轮，高速旋转用的精密齿轮
CNC控制加工，抑制毛刺



ATL Anlagentechnik Luhden GmbH

加热式去毛刺系统
iTEM系列

高效去除部品内部的毛刺高效去除部品内部的毛刺
通过燃烧气体在2500℃～3500℃的高温，通过20ms的短时
间处理，去除部品内部毛刺
适用于钢铁，铸铁，铝，黄铜，锌，铜等材料。
不受工件形状制约和限制
对多孔工件的油压机构部品，汽车部品的去毛刺效果尤佳
上料，下料平均加工时间2分钟



Blohm Jung GmbH

ＣＮＣ超精密平面成形磨床

J600J600
兼备最高磨削精度，表面精度，高生产性能的最新设备

衰减性与平滑性兼具的EasySlide引导系统采用
快速并且简单好用的磨削程序系统软件
PA37K的连续磨削上料系统
多边形磨削系统



Dr. Mueller DIAMANTMETALL AG

磨削砂轮

Dr.Muller 于1935年发明金属粘结剂，生产CBN&金刚石砂轮

CBN&金刚石砂轮等关联商品达到90,000种，3～4周的订单交货CBN&金刚石砂轮等关联商品达到90,000种，3～4周的订单交货
周期

新开发的Matrix系列砂轮实现了更高性能的磨削性能，同时改善了
切削深度，和磨削时间



Etalon AG

机床空间误差补偿系统
激光跟踪仪系列

被多家5轴控制加工中心 ，大型加工中心的知名制造 厂家采用，
重型电机，航空业界的用户的采用范例也在不断扩大中

ETALON 的空间误差补偿使机床的误差得到大幅改善
直线运动轴自由度之外，还可测量主轴回转，工作台旋转轴，倾斜轴的误差
耗时仅1小时11分钟实现空间误差测定
使用跟踪测定，无需经验即可简单操作
对应主要控制器的空间误差补偿数据的输出格式



Etalon AG

绝对长度测量系统

最大88通道，最大对应测量距离20米，误差在0.5 μm/每米以下

0.2～20 m的绝对长度测量，精度为U95%=0.5 ppm
安定化HeNe激光的相对偏差为0.317ppm
最大88通道，光纤长5m，利用范围广泛
无需电气传感器的微型光学零件和光纤，反射器型的测定通道
最大频率500 kHZ，约2秒测量时间



切削工具刃口检测仪
MikroCAD Premium

通过检测仪的管理刀尖形状的磨损和崩刃，延长工具寿命稳定化

测量范围：2.4×1.8×1mm

GFMesstechnik GmbH

测量范围：2.4×1.8×1mm

光学LED，1600×1200像素相机，深度方向稳定，配有高精度远心镜头

花岗石板：宽450×进深350×厚度30mm（Z移动范围约500mm）

工具刃口R的反复测量误差为1μm以下
检测时间为短时间30秒
丰富的刀尖检测专用软件



湿式喷射表面处理装置
COMPACT Ⅱ PLUSシリーズ

从选定的角度，使用高流量(600-700ℓ/分)的研磨剂喷射处理
以达到光滑的表面

采用自社的喷射喷头，有效防止研磨剂的扩散

Graf Technik GmbH

采用自社的喷射喷头，有效防止研磨剂的扩散
HSS滚刀φ80 x L180mm、1支 去毛刺和搪磨大約5分钟
超硬铣刀φ10x 70mm 、44支、搪磨大約20 分钟
刀片用夹具φ80x60mm、30支、去毛刺大約90分钟
超硬带洞刀片50片，涂层の表面精加工大約4分钟

研磨剂的机内管理与移动式多喷射头采用
刀片的刀刃R50μm +/-5μm范围内安定实现、

+/-2μm的形状保持

清洗功能防止高速钢腐蚀



Efficient innovations

涡轮叶片
高速车铣中心

与欧洲大规模发电厂家共同开发的，
理想型涡轮叶片加工机

HSTM系列

理想型涡轮叶片加工机
螺旋式粗加工方式（专利取得）使粗加工时间得到大幅度削减
最适合的叶片加工的结构设计理念
专用CAM软件Blade Mill的应用，使其具体良好的作业性能和加工的适用性
采用CO2气体冷却剂，使成本得到削减
采用激光熔覆系统自动进行叶片的修复工作



CNC高速螺旋槽工具专用磨床
GS635

高速螺旋槽研磨工具专用机

HAUX Maschinenbau GmbH

液体中研磨可抑制烧伤，实现高速加工
高速加工所需要的转塔式工作头，最高可以搭载3门龙头。
利用磨削液的专用容器内的高速冷却液，高速进行螺旋槽加工



IMM Maschinenbau GmbH

叶片边缘，背部的自动精加工叶片边缘，背部的自动精加工
与手动精加工相比，加工时间缩短70～90%
较高的磨削能力，使前工序的铣削时间大幅缩短
使用专用CAD/CAM软件作成加工程序
对于钛，镍合金等的难切削材料，采用湿式磨削
翼面形状的同一性，面精度大幅度提升



INDEX-Werke GmbH & Co.KG

CNC多轴自动车削床

MS16C

凸轮式的循环运作与全轴数码控制，高通用性的融合

棒材最大直径16mm，主轴6根，最大转数10,000rpm
主轴独立旋转控制带动各轴进行适当加工主轴独立旋转控制带动各轴进行适当加工
CNC实现最短2～3小时的安装时间（棒材直径统一情况下）
合计11个刀架，对应复杂加工，采用成形切刀同时进行加工，使周期
时间缩短
中央滑座无采用，具备优良的碎片排出性能和良好的作业性能



Sun Instruments, Inc.

光纤激光打标机

YS激光打标机

高速打标

装载有维护性能卓越的光纤激光，拥有10万小时长寿命
配有高速激光振镜，实现高速打标
简约设计，节省空间



RayCutter

金刚石工具激光加工机

对应金刚石工具的粗加工以及精加工

● 加工范围（X×Y×Z)： 400×250 ×100 mm
● 独有的激光边缘加工，可改善刀具寿命
● 高刚性机体构造 实现高精度加工
● 5轴同时控制，具有较高的通用性
● 自动加工，良好的生产率



生产型切削中心

在速度和精度上远超越现行切削的自动切削系统

MFP/MGC系列

在速度和精度上远超越现行切削的自动切削系统

液体静压导轨&高功率马达的使用，可进行高负荷的缓进给磨削
对应多种切削组件选择
5/6轴，可对应多面&复合形状
ATC（砂轮/切削工具/探针）的使用可对应多种模式形状



Magnetfinish GmbH

切削工具表面打磨装置
MF62CA

工具表面，边缘打磨处理，日本国内工具生产厂家采用

加工范围： φ0.2～16mm（刀柄直径：φ2～16mm）加工范围： φ0.2～16mm（刀柄直径：φ2～16mm）
L：5～300mm   超硬，高速钢

配有外围处理用磁性法兰2片，副切削刀用磁性法兰1片
可用于钻头，合金铣刀，螺丝攻的副切削刀，边缘处理
Φ300mm的长钻凹槽表面加工（最大直径φ6mm）
旋转式磁性法兰 实现对圆头铣刀边缘的均匀处理



●光学系统下形成鲜明图像

OGP/QVI

映像投影仪
c-vision  Floor Model

●光学系统下形成鲜明图像
●Smart Scope下的高度图片处理能力
●全自动的外形测定，消除人工操作误差的产生
●采用CAD 投影，无需转速图表，即可完成形状评价



PEMTec SNC

精密电解加工机
PEM400

针对高附加价值，高硬度，难切削材为材料的大批量零件
进行无毛刺，无结晶构造变化，无电极消耗的精密加工进行无毛刺，无结晶构造变化，无电极消耗的精密加工

高硬度，难切削材料，由于采用精密电解加工而不产生个体差别
使用同一电极，无电极消耗，实现从粗加工到精加工
无需去毛刺，去除变质层，抛光，淬火后的修补等的后序加工
被加工的材料不会产生微裂纹，结晶构造变质，不会受热冲击影响
电解液的控制循环系统充分考量环境保护



Euro-Tech Corporation

桌上式旋转工具专用显微镜
PG 1000-400  Advanced REACTION

配有多种测量方法的刀柄工具专用显微镜配有多种测量方法的刀柄工具专用显微镜

测量范围：φ0.5～16mm、L：约300mm
对象刀具：铣刀，钻头，钻孔器等的刀柄工具
变焦：12.5～145倍
配有高图像分辨率的130万像素 CCD相机
边缘的自动识别功能，可抑制人为误差



PLATIT AG

π411

最短3.5時間の高速涂层炉：

不依靠合金材料，旋转圆盘阴极的构造，改善膜的寿命

旋转圆盘阴极式
PVD纳米结构涂层炉

最短3.5時間の高速涂层炉：
AlTiCrN (膜厚2μm)， 铣刀(3次旋转、连续处理)

Ti, Al, Cr的纯金属材料下的标准涂层
CrTiN, TiAlN(50/50%), AlTiN(55/45%), AlCrN(60/40%),
AlCrN(70/30%), AlTiCrN, AlCrTiN

涂层范围：φ500×H460mm （炉尺寸：W650×D670×H675mm）
铣刀 φ10x70 mm: 504根
车削刀片 φ20x6 mm: 2940个
滚刀 φ60 x 80 mm: 56根



PLATIT AG

使用TiAlN 比之前快60倍令人惊叹的短时间处理
超硬钻头 AlTiN (膜厚度3μm) →处理时间 约12分

令人惊叹的短时间涂层剥离。同时抑制钴物质的流出

PLATIT 周边设备
涂层剥离系统 PLATIT-CT

实现超硬CrTiN, AlCrTiN的涂层剥离

超硬钻头 AlTiN (膜厚度3μm) →处理时间 约12分
超硬滚刀 CrTiN (膜厚度5μm) →处理时间 约14分
超硬钻头 AlCrTiN (膜厚度2.8μm)→处理时间 约12分
超硬滚刀 AlCr系 (膜厚度8μm) →处理时间 约5分
高速钢滚刀 AlCrN (膜厚度4μm) →处理时间 约5分

可以应对AlTiN、CrN、CrTiN、AlCrTiN、AlCrN、AlCrSiN、TiAlSiN、
TiSiN TiN的密着层，抑制超硬钴的流出

超硬的CrTiN、AlCrTiN实现短时间涂层剥离
CrTiN的涂层剥离时间从40小时缩短到14分钟



Riello Sistemi SpA

回转式复合加工中心

多数量，多方向进行打孔，铣削的零件高速加工多数量，多方向进行打孔，铣削的零件高速加工

通过弧形齿盘进行高精度定位
多角形的机体，双层钢构框架,具有高机械刚性
根据加工要求提供最适合的机械布局提案
充分考量维护性和程序性的机械设计



Rollomatic SA

配有砂轮自动转换系统 CNC6轴长钻磨床
GrindSmart528XF

唯一可进行研磨长度和直径比例最大150倍的钻头的磨床

研磨直径0.5-12mm
Zp轴可抑制直线运动的轴数，降低芯厚度误差
专利申请过程中的SmartGuide双重工具支撑系统，不再需要熟练的调整作业，
将大幅缩短工程准备时间
同期旋转砂轮电机使的生产稳定持续
使用CCD相机可检测出冷却液孔φ0.05㎜的位置



Rollomatic SA

配有砂轮自动转换系统
CNC6轴通用工具磨床

GrindSmart®628XW

Rollomatic最畅销的机型
磨削直径0.1-20 mm
采用砂轮同期运转主轴，实现优秀的表面精度，抑制热变形，
达到稳定连续生产
搭载可对应4片砂轮的砂轮适配器，最多可装6组
砂轮适配器的装卸后砂轮振动精度控制在2μm以下
砂轮适配器用的冷却喷头可以在机外设置



Rollomatic SA

刀具编程站
EasySetUpTM

高精度砂轮预设定，提高生产率，零不良品率

使用VirtualGrind®Pro研磨软件，准确测量砂轮的研磨位置
利用实时砂轮数据，可模拟高精度三维刀具
无需试行，使机械生产率提高
使用Rollomatic PerfectArborTM的砂轮适配器，进行高精度测量



Rollomatic SA

砂轮自动平衡系统
BMT200S

提高研磨品质，改善环形轴承寿命

砂轮最大直径270mm
1600rpm的不平衡量测量
通过激光点测量不平衡点
附已校正，调整平衡的M4螺丝一套



Rollomatic SA

CNC3轴数码工具外圆磨床
ShapeSmartTM NP3

简约的设计，外周加工磨床的经济选择

研磨直径φ0.5～20mm，最长330mm 研磨直径φ0.5～20mm，最长330mm 
高生产率的全动力的砂轮主轴，
内置3轴上料机械手最大可确保约1000根的连续自动生产
搭载简单调整的引导系统，同芯度误差保持在2μm以下。
研磨前，通过机器内部接触针测量工具的长度，对应带漕工具的加工



Rollomatic SA

CNC5轴数控外圆磨床
ShapeSmartTM NP5

此磨床是多段，外周加工的代名词
研磨直径φ0.025～20mm，最长330mm研磨直径φ0.025～20mm，最长330mm
可进行高精度工具，模具，精密冲头的外周加工
达到夹头标准的多段同芯度精度
一步化的长工具的粗加工和表面加工
通过两枚粗砂轮来缩短粗加工时间
可以选配自动装量和机械手来实现无人生产



SCHAUBLIN SA

W＆B刀柄
W＆B类型的刀柄历史随着SCHAUBLIN的发展而开始,一体化生
产的刀柄，被众多工具磨床厂家所持续采用

稳定的品质 从合金钢材料的选定，淬火处理，至机械加工的一体化公司
内部生产内部生产
根据用途选择标准和高精度不同类型的刀柄
知名的工具磨床厂家选择并信赖
SCHAUBLIN被以下工具磨床所采用
瑞士 Rollomatic 工具磨床
澳大利亚 ANCA工具磨床
德国 WALTER 工具磨床
瑞士 EBERG 工具磨床



SCHAUBLIN SA

带有调整振动功能的夹套SRS
对刀柄无损伤，简单，短时间即可调整振动，
使从工具刀柄至刀尖的振动误差控制在2μm以下

通过对刀柄的振动中心和旋转轴的旋转中心的调整，抑制振动通过对刀柄的振动中心和旋转轴的旋转中心的调整，抑制振动
直接接触调整振动的6个螺丝，维持刀柄寿命
适用于直径宽的工具，无需根据工具直径更换卡盘
无需熟练的操作经验，3分钟内即可调整完成
使用设定钥匙，从前方简单拆卸刀柄



Strausak SA

安装有砂轮自动更换系统CNC5轴数控工具磨床

STRAUSAK  U-Grind

此工具磨床对于特殊工具，再研磨皆可灵活应对此工具磨床对于特殊工具，再研磨皆可灵活应对

工程切换设定简单容易
安装有避免干涉，适用于多种工具加工的砂轮转换器
宽裕的机器轴移动设计范围使的对应各类尺寸的工具加工
游刃有余
搭载对应非标准工具，特殊工作专用Numroto plus软件



Walther  Trowal GmbH & Co. KG

表面加工的综合厂商

工具R边缘打磨装置 TMD6/2&4/2
滚筒式涂装装置 RotamatR90

以工具R边缘打磨磨装置为主，为适用于多种样式的工件形状新推出，
滚桶研磨装置和抛丸清理机
本公司独自开发的研磨石，实现多种工件要求的表面加工
通过专用夹具对应对涡轮叶片，人工器具等的表面加工
作为环境保护对策，可安装液体排放装置
控制涂装成本，高效率涂装的滚筒式涂装装置



DAREX, LLC

桌上型数码4轴钻头研磨机 XPS-16+

任何人都可通过简单操作，短时间内实现钻头研磨
加工范围： φ3 ～ 16mm、L：50 ～ 260mm

2糟刃、硬质合金、高速钢2糟刃、硬质合金、高速钢
前端角度： 标准钻90°～150°/ 四锥面钻115°～ 150°
横刃类型： R型、X型

硬质合金＆高速钢的钻头短时间内可完成再研磨
硬质合金φ9.8mm、四锥面钻、 R型横刃 合计1分20秒
高速钢φ16.0mm、标准钻、X型横刃 合计1分25秒

达到日本严格的再研磨公差要求
干式磨削，良好的性能维护和整洁的作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