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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钻孔、镗削、铰削和螺纹加工领域，KOMET® 集团作为提供精密刀具的专家，

得到了国际范围的认可。

我们专注于提供和销售面向未来的的金属加工解决方案，以及专业完善的服务。

KOMET® 集团核心业务



为了更加的贴近客户，高迈特

集团®在全球范围设立了分布广

泛的分支机构。

在全球五大洲超过50个国家，

我们通过各个分公司和办事处，

为跨国企业、大公司以及中小

企业提供创新的金属加工解决

方案和技术保障。

高迈特中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

员，与中国客户一起成长。

总部
分公司
销售和服务中心
生产中心

遍布全球
全球资源共享



公司由独具创造才能的发明家Robert Breuning创立于1918年，迄今97年。

从1924年公司正式取名为KOMET。

1948年, 在德国Besigheim设立公司总部。 2003年成功组建KOMET ® GROUP(高迈特集团)

关于KOMET ® 集团



KOMET® 自1996年接管 DIHART AG 及1999年接管 JEL 公司后，开始生产全系列应用于孔加工领域

的产品，正式成为孔加工领域的专家。

2011年接管RHOBEST公司具备纳米金刚石涂层的能力，2012年接管监控加工过程的BRINKHAUS公司，

KOMET® 集团在整个生产过程为客户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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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在钻孔、粗镗、精镗

其他精密孔加工提供

创新解决方案

为高效精加工内孔提

供高精度铰削方案和

精密铰刀

螺纹加工方式的引领者

从标准产品到非标，提

供快速交货、现场调试

和循环的修磨修理服务

纳米金刚石涂层专家

通过刀具在线监控和

控制系统实现加工过

程管理和质量控制

1996 1999 2008 2011 2012 ……



- 创新的刀具理念

- 完整的解决方案

- 更多的产品附加价值

- 全球范围的技术共享和支持

我们称为TOOLS PLUS IDEAS 

一个全新的贯穿整个销售服务和技术支持过

程的方式，为客户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增值

服务。

我们的目标就是您的成功



© 高迈特集团 | 02.07.2015

刀具与加工理念的完美结合

TOOLS PLUS IDEAS

在钻孔、粗镗、精

镗其他精密孔加工

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纳米金刚石涂层专家 通过刀具在线监控

和控制系统实现加

工过程管理和质量

控制

为高效精加工内孔

提供高精度铰削方

案和精密铰刀

螺纹加工方式的引

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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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PLUS IDEAS
刀具与加工理念的完美结合

- 1950s   铰削技术专利

- 1960s   创立螺纹加工标准

- 1970s   首次推出带可转位刀片式钻头。

- 1980s   展开式刀具（Facing Heads）、整体硬质合金螺纹刀具、ABS模块系统。

- 1990s   X3项目优化管理理念、VABOS复合刀具

- 2000s   将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于刀具系统，首次推出KomTronic® U轴系统；

把蓝牙技术应用于精密镗削领域，推出MicroKom® Blufex。

- 2010s   纳米金刚石涂层技术、智能在线加工监控系统

- 现在 我们致力于为 解决加工难题 和 面向未来的生产

提供新型切削材料和涂层、提升加工效率，同时为整个加工过程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通过不断创新来推动切削技术的发展
这是我们不断取得成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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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S PLUS IDEAS
刀具与加工理念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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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o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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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ET‘s supplier transformation for the Smart Factory
Chance from an major supplier to an process solutions supplier with the KOMET GROUP

高迈特提供给客户加工过程全方位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向智能化生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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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solution

产品解决方案
Component solution

加工零件解决方案
Product

产品
Process solution

加工过程全方位解决方案



Dependencies between Process Monitoring and Industry 4.0
基于工业4.0的加工过程监控



+ 保护刀具、机床和工件，避免进一步损坏
+ 提高加工过程安全性和机床的稳定性
+ 提高机床和刀具的利用率
+ 机床状态和有效利用率分析
+ 适用于高速加工和无人值守
+ 可集成的机床信息化管理网络

- 减少废品和批量废品
- 减少返修和机床维护成本
- 减少空行程和停机时间
- 降低刀具成本
- 降低生产管理成本
- 减少生产风险

为您的机床增加一套智能的辅助系统

 识别异常加工过程、保证过程稳定
 降低加工成本和风险
 提高加工效率
 保护机床/刀具和工件
 加工过程记录和过程质量控制
 网络化的机床信息和过程集中管理





Outline

 Introduction 简介

 Industry 4.0  工业4.0

 State of the art some years ago  数年前的状况

 Expected changes  期望的改变

 Our motivation to take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Process monitoring based on Industry 4.0  基于工业4.0的加工过程监控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Qualifying analyzing processes 过程质量控制和分析

 Machin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机床和加工过程管理

 Summary, conclusions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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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t is meant in Germany 德国对工业4.0的展望

Industry 4.0 工业4.0

 After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German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had some fear about missing the next revolution 

在网络技术开始飞速发展之后，德国政府和工业界担心会错失下一次工业革命

 “Next revolution”? In German counting:  通常认为的工业革命

 1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deep and long-lasting change of industry and live in first stage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at the tip from the of the 18th to 19th century.

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替代手工劳动时代

 2nd: Upcoming electro-technical and chemical industrie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n Mid-

Europe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

 3rd: Change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which came with computers and first wave of automation

第三次工业革命：自动化控制和计算机信息时代



As it is meant in Germany 德国对工业4.0的展望

Industry 4.0 工业4.0

 Germany should “drive” the next revolution; topic of the

expected change: 德国希望驱动这次新的革命，其中最主要的期望是：

Change from “thumb” automation to a much mor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production  从自动化转向更高效的智能化生产

 With “Industry 4.0” in Germany is meant

 Next Expected “driver”: change from automation to 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下一个驱动力：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和信息化转变

 Collective term for technologies and concepts for value chain organization

集合创新的技术和理念来组织价值链

 Higher flexibility by decentral intelligence; independend automatization and self organization of small units  

每个小的生产单元都能独立的实现自我组织和自动化，通过这种去中心的智能化实现更高的柔性；

 Deep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production units  在每个生产单元之间实现更深入的交流

 More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by having more data available at supplier’s and costumers side 更加高效的供应链

 Enabling data driven service models  数据驱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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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of the art some years ago 数年前的状况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测量

Work Planning

生产计划

Supplier

供应商

Customer

客户

Worker

操作者



Machines 机床

State of the art some years ago 数年前的状况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Work Planning Supplier

Customer

Worker

 Runs NC program, which is locally stored on the machine 执行本地存储的NC程序

 Machine does exactly what is programmed; doesn’t think; keeps working after tool breakage  

完全按程序的顺序执行操作，即使发生了断刀也不会停止

 Has no intelligence what to do with its sensor signals 机床本身的很多信号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Has no glue about process and tool wear  完全不能自主了解加工过程和刀具的状况



Worker 操作者

State of the art some years ago 数年前的状况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Work Planning Supplier

Customer

Worker

 Has knowledge about process  拥有现场加工经验

 Reacts mostly to things, the machine tells him 通常根据机床反馈和程序来进行操作

 Changes NC program do adapt cutting parameters to the needs of the process

在必要时需要对加工参数进行调整

 Changes the tools by own experience; has no information about tool wear from machine

通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刀具磨损和换刀，无法从机床得到相关数据



Supplier 供应商

State of the art some years ago 数年前的状况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Work Planning Supplier

供应商

Customer

Worker

 Does often not deeply know, what 

happens inside the costumers 

production    通常不能深入了解自己的
产品是如何在客户的生产中应用的

 Communication only in case of 

problems  仅仅在发生问题时有一些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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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ized factory 数字化工厂

Industry 4.0 - Examples for expected changes 期望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测量

Work Planning

生产计划

Supplier

供应商

Customer

客户

Worker

操作者



Data driven service models 数据驱动服务

Industry 4.0 - Examples for expected changes 期望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Work Planning Supplier

供应商

Worker

 Knows, what happens with his products

知道自己的产品在生产中是如何应用的

 Has data from the production

可以从生产中得到数据

 Optimizes the production as service

通过服务帮助客户优化生产

 Uses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s selling 

point; enabled workers to change tools 

depending on the tool state

销售不仅仅是产品，还包括知识和信息

 Example: VW Salzgitter / KOMET  later

例如高迈特为德国大众提供完整的产品和服务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Work Planning Supplier

Customer

客户

Worker

Process Monitoring

加工过程监控

 Gets documentation on processes – per process, even after 

years 得到零件的每个加工过程的文件记录，即使在数年后都可
以追溯

 Has more control about the products quality 提高对产品加工过
程的质量控制

 Example MTU Munich / FAA  later 例如德国MTU航空发动机公
司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供此类加工过程的记录

Customer information / documentation 客户得到过程信息/文档

Industry 4.0 - Examples for expected changes 期望



CNC

CNC

CNC

CNC

Measuring

Server

服务器

Work Planning Supplier

Customer

Worker

 Machines can get many attributes from a central server

机床可以直接从中心服务器得到所需的信息

 Examples: workpiece data, NC program,  monitoring settings

例如：加工工件信息、NC程序、监控设置等

 Example MTU Munich  later例如德国MTU航空发动机公司通过
这种方式来对机床和监控进行管理

Machines and Network 分布式机床网络

Industry 4.0 - Examples for expected changes 期望

Process Monitoring

加工过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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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of production 生产风险

Our motivation for taking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CNC

CNC

CNC

CNC

 Automatic clamping/transfer/production

自动装夹、流转和生产

 Unstable machining condition

不稳定的加工工况

 Very long process

程序执行(单件生产)的时间很长

 Expensive machine and workpiece

昂贵的机床和工件

 Unmanned production

同时照顾多台机床或无人化值守

During the process is running

在加工过程中



The risk of production 生产风险

Our motivation for taking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失误 不合理 不稳定因素

• 装夹不稳
• 未及时换刀
• 刀具未锁紧
• 刀具跳动太大
• 缺刀
• 缺工件
• 程序错误
• 操作失误

• 加工方法
• 刀具选型
• 余量
• 参数

• 材料缺陷
• 经过修磨的刀具
• 质量不稳定的刀具
• 毛坯余量不稳定
• 前序加工不稳定



The risk of production 生产风险

Our motivation for taking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Collision – broken spindle

撞刀 - 损坏主轴



The risk of production 生产风险

Our motivation for taking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Tool breakage or clamping issue

– broken tools or workpiece

刀具断刀或夹持问题
- 损坏机床、工件或刀具



CNC

CNC

CNC

CNC

Worker

操作者
Process

Monitoring

加工过程监控

 Help people to take care of the machines; Unmanned production

帮助客户监控和照顾机床，实现无人化生产

 Stop the machine if necessary 在发生异常时立即停止机床

 Give a look inside machine and process 深入了解机床和加工过程

 Judge process and tools; tool life management 加工过程评估和刀具
寿命管理

 Intelligent monitoring, control and documentation 智能监控

 Process & alarm record and analysis 加工过程&警报的记录和分析

Our motivation for taking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Our motivation for taking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Monitoring system suppliers for machine tools have data and intelligence in their systems; we can be “link”

机床已经有很多的数据和信号，监控系统可以通过将机床数据连接起来，实现更智能化的应用

 Examples: 例如

 KOMET technicians at VW Salzgitter were able to detect tool wear and let the machine personnel exchange drills 

when they were worn (and not after a given number of holes)  通过从机床中得到刀具的磨损数据，高迈特在为德国大
众提供刀具时，可以在刀具真正磨损的时候更换刀具

Industry 4.0: machine recognizes problems by itself  real-life: saved tool costs by 30T€/machine year

工业4.0 ： 机床能自主地识别自身的问题  真实的应用：每年每台机床节约 3 万欧元的刀具成本



Our motivation for taking part 高迈特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Examples: 例如

 MTU Munich was able to reduce safety factors during a turbine disc design in agreement/teamwork with the 

American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because they monitored and logged the drill of critical holes

德国MTU航空发动机公司在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合作设计、生产涡轮盘产品时，通过对加工过程监控来进一步
提高产品的安全标准，保证重要加工部位的过程质量；同时自动生成可追溯的过程数据文件，作为质量体系认证的一
部分

Industry 4.0: machine gives deeper insight  real-life: enabled the construction of better turbines

工业4.0 ： 更深入的了解机床和加工过程  真实的应用：实现更好的涡轮结构设计和制造

 Daimler was able to replace manual inspections after a problematic production; we u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戴姆勒通过采用拟真的智能化加工过程监控，可以自动识别生产过程中有瑕疵的产品，不再需要手动检查

Industry 4.0: machine learns automatically and tells about deviations  real-life: saved costs by 150T€/year

工业4.0 ： 机床可以自动进行学习并对差异进行监测  真实的应用：每年节省15万欧元的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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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Collision detection

碰撞监测

在加工过程前
（G0快进给阶段）
监测主轴振动，在
发生碰撞的一瞬间
停止机床进行保护

�ToolScope-碰撞检测.mp4
�ToolScope-碰撞检测.mp4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视频链接

../视频/Komet-ToolScope-碰撞监测.mp4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T1

T3

T4

T5

Tool breakage detection 刀具破损/断刀监测

发生异常时及时停机
保护机床/工件/刀具

T2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视频链接

../视频/Komet-ToolScope-公差范围监控.mp4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根据加工曲线进行监控 – 自学习监控范围边界

异常状态监控



Example: broken 

core hole drill of 

the tap
攻丝示例

Recognized tool breakage!

Machine is stopped immediately

监测到断刀并停止机床

异常状态监控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异常状态监控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异常状态监控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根据加工曲线进行监控

– 固定的监控范围边界的缺点 (例如把范围设置为主要曲线的± 10% ) 

– 忽视了实际生产过程的正常波动



异常状态监控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根据加工曲线进行监控 – 可实现非常严密的监控范围

– 统计过程控制模块考虑了生产过程的标准偏差

– 系统自动学习并缩紧监控范围

– 可根据趋势进行自动调整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油泵产品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大批量生产

• 在6台机床组成的生产单元中流水加工

• 全自动化的生产，通过机器人上下料

• 主要加工方法：铣削、钻削、铰削、攻丝

• 刀具断刀和破损经常被忽略

• 生产被打断、机床和废品的成本增加、不能及时完成生产任务

• 需要人工挑选出有缺陷的产品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油泵产品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有效识别刀具断刀和破损，准确率99%

 因为能更早的识别刀具的异常，如刀片崩刃，
因此能在 >60% 时减少断刀或刀体损坏发生

 >90% 的准确率识别出工件未夹紧的情况

 节省成本: (大概 20.000 €/年/机床)

 机床时间成本

 缺陷产品的成本

 人工挑选缺陷产品的成本

 额外的加班成本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缸盖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批量生产

• 五台加工中心组成生产线

• 自动装夹工件

• 在精铰导管孔时，有时铰刀上会有缠屑，在退
刀时会使已经加工好的孔变大，或损坏加工好
的表面质量

• 需要每件加工好后 100% 得进行人工检查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缸盖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100% 监测出加工过程有缺陷的产品

 节约成本: 

 节约了三班手动检查的步骤，大约节约成本
150.000 €/年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监控错误的装夹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批量生产

• 使用机械手装卸工件

• D10mm 铣刀和 M8 丝锥经常发生断刀

• 机械手抓取工件时可能会有错误，导致工件无
法正确的夹紧，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风险

• 错误的装夹会造成每班可能有一次断刀或废
品，问题是如何把这件废品从众多的工件中挑
出来

• 发生过最严重的情况：夹持系统和所有的刀具
都损坏了。成本: >20.000€

• 需要增加机床的利用率和稳定性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监控错误的装夹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100% 监测出D10mm 铣刀和 M8 丝锥的断刀

 100% 监测出不正确的夹紧

 减少因夹持原因或断刀造成的70%的后续废品

 增加了机床的利用率和稳定性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拉削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 小批量的系列产品，周期性循环的生产任务

• 工件：能源行业的涡轮叶轮，高附加值产品

• 拉刀分粗拉和精拉，模块式结构

• 每个模块的磨损程度不一样，需要单独进行监
控

• 如果在加工过程中的切削力发生较小的变化，
需要在拉削结束后停止机床

• 如果检测到很大的切削力异常（如崩刃）应立
即停止机床

• 加工过程中如果发生了断刀或崩刃，肯定会造
成昂贵的工件报废



异常状态监控 - 案例：拉削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ion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为每一个拉刀模块单独监控刀具磨损

 发生较小异常时，在加工过程结束后停机

 发生较大异常时，立即停机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

T1

T2

T3

T4

T5

- 在空切削和小余量时提高进给，提高加工效率
- 在拐角、大余量或硬点处降低进给，保护刀具

Adaptive feed control

自适应控制



Adaptive feed control 自适应控制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 在空切削或小余量的时候提高进给倍率



Adaptive feed control 自适应控制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 在大余量、材料硬点、刀具磨损时降低进给倍率



Let the machine run faster

智能提高加工效率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Example: Roughing with 

a process milling cutter
粗铣示例

视频链接

../视频/Komet-ToolScope-自适应控制-1.wmv


Let the machine run faster 智能提高加工效率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视频链接

../视频/Komet-ToolScope-自适应控制-2.mp4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

T1

T2

T3

T4

T5

- 刀具磨损监控，优化刀具利用率
- 缺刀监测，及时停机
- 换刀原因统计

Average cutting force analysis

平均切削力分析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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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额定加工件数强制换刀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刀具磨损监控

– 示例：拉削过程中的磨损监控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案例

• 大批量的发动机零件制造

• 每台机床每年加工 16.5万件。 该型号的工件年产超过50万
件。

• 每件工件加工需要使用11把硬质合金刀具

• 根据额定的换刀件数强制换刀

• 刀具成本高

• 断刀风险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案例

 节约刀具成本 (每台机床大约 1800 € / 月)

 通过更少的换刀增加机床运行时间
(每次换刀大约需要 4 分钟的停机时间（机床成本 150 € /小时），而使用ToolScope后因为优化了刀具利
用率，每月大约减少了40次换刀，因此总共节省的机床成本 = 400 € / 月)

 需要处理的刀具更少 – 操作者可以把时间用于其它工作

 防止刀具过度磨损引起的破损

 操作者不再需要预先换刀，比如每次换班后换上新刀

 减少了工件的送检频率而节省了成本 (每次换刀后都需要将第一件工件送去检测（每件监测时间5分钟，
检测成本 150 € /小时），而使用ToolScope后因为优化了刀具利用率，每月大约减少了40次换刀，因此总
共节省的机床成本 = 500 € / 月)

节省: 2700 € / 月 / 机床 = 32400 € / 年 / 机床 ！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案例

 数字化的刀具寿命管理 直接将刀具寿命管理集成在了监控系统中

 寿命统计更准确，例如常用的刀具寿命跟踪卡可能会有计算或填写错误

 通过ToolScope系统对刀具寿命进行跟踪和管理，不再需要额外的依靠人工的管理和记录

 通过详细的加工过程记录、断刀警报记录和换刀记录，提高对废品的跟踪和追溯能力。

 分析问题更加容易。例如是否总是在同一个主轴出现问题？ 刀具是否总是容易在同样的深度发生断刀？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案例

换刀

每个红色的点就是一个加
工过程的平均切削力; 

非常好的加工过程的变化
趋势和迹象

缺失极限(绿色)

磨损极限(黄色)
异常状态监控 –
监控每个加工过程的
最大扭矩值和公差范

围边界

剩余刀具寿命

双主轴机床的刀具磨损监控

主轴1 主轴2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案例

剩余刀具寿命概览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案例

原来的额定换刀寿命总是比极限寿命要低的，
而使用 ToolScope 之后得到的刀具寿命大部分比

原来的寿命要高

优化刀具的利用率，降低刀具成本和风险



Intelligent production 智能化生产

Wear monitoring 刀具磨损监控

• 刀具磨损监控

– 每次加工过程结束后计算平均切削力

– 该系统提供刀具磨损的跟踪和监控

– 通过设置警告阈值，操作者可以得到刀具磨损的预先警告

– 改变批量生产时根据额定寿命强制换刀的刀具寿命管理方式

– 避免刀具提前磨损带来的风险；优化刀具利用率，降低刀具成本

– 同时为额定寿命的刀具管理方式提供增强的寿命统计和分析功能

– 缺刀检测

– 非常适合批量生产



Qualifying and analyzing processes 过程质量控制和分析

……

T2

T3

T4

T5

Process documentation 过程记录文档T1



Qualifying and analyzing processes 过程质量控制和分析

 极限值监控

 满足航空等行业的质量体系要求

例如 GE 的 P11TF12 标准



Process verification

加工过程验证

Qualifying and analyzing processes 过程质量控制和分析

图纸-建模-仿真-编程-加工-监控记录-验证
……



Process documentaries  加工过程记录文档

Qualifying and analyzing processes 过程质量控制和分析

• 小批量的系列产品，周期性循环的生产任务

• 产品：航空行业关键零部件

• 高附加值产品

• 工件材料 Inconel 合金

• FAA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每个孔的加
工都要提供加工过程监控的文档记录

• 监控冷却液的流量和压力

• 保证加工过程稳定



Process documentaries  加工过程记录文档

Qualifying and analyzing processes 过程质量控制和分析

 KOMET Brinkhaus ToolScope监控系统是目前唯一集成了大
量加工过程文档记录功能的系统。ToolScope能根据GE通用
的P11TF12标准和其他客户内部标准，自动的生成过程文档

 监控和记录的内容包括：主轴/Z轴等轴的扭矩/力等、及冷却
液流量和压力、平均切削力、实时监控和实时文档记录

 为每个钻孔过程生成 PDF 文件

 PDF校验协议用于机床和刀具的校验

 自动上传数据：通过局域网集成功能，自动将每台监控系统
的记录文档上传至客户的局域网服务器



可视化的加工曲线

自动监测和分析

了解
实时加工状态

控制
异常时停机

优化
加工效率

管理
刀具寿命

记录
加工过程数据

看机床负载 (波动)
听声音
目测排屑
感受振动B

e
fo

re
T

o
o

lS
c

o
p

e 精确判断异常
快速发送警告或
暂停机床指令

在程序设定的基础上
根据实际余量和材料

自动调整进给倍率
根据磨损极限

评估刀具寿命
自动提醒换刀

人为观察和判断
有可能发现不及时

准确度不高
过程后的刀具检测

通过测试改进
程序的加工参数
优化走刀轨迹

- 加工过程曲线
- 每个时间点的

机床状态信息
- 过程信息统计
- 过程回顾分析

设定强制换刀寿命
或人为判断

无法记录
根据加工效果评估



Machin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机床和加工过程管理

Remote visualization and control

远程监控显示

Remote data access

远程数据读取和管理

Update process documents automatically

自动上传过程记录文档
（*可匹配工件编号）



Machin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机床和加工过程管理

Machine data and availability

机床数据和加工过程数据
机床有效利用率
- 机床运行状态
- 使用时间和闲置时间记录
- 有效利用率统计
- 运行程序号/刀具号记录和时间
- ……



Machine and process management 机床和加工过程管理

Unusual condition alarm

异常状况警报

Tool wear / missing alarm

刀具磨损/缺失警报

Process monitoring

过程监控

Unmanned production

无人化生产



Summary 总结

 Topics of this presentation 介绍内容

 Intelligent, decentralized quality checking at machines 为每台机床进行独立智能的过程质量控制

 Machines recording data to allow humans to optimize the production 根据数据优化生产

 Machines recording data to allow KOMET tool technicians to take care for whole processes

基于数据化的机床信息，为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测、控制和优化

…driven by the need of KOMET to enthuse customers.  高迈特为客户提供智能化制造的驱动力

 Industry 4.0 is not only some hype, financed by some states by, driven by some  tax payers money

工业4.0并不是口号，而是确实来自于市场和生产发展的需求。

 German industry does this to be better in the competition. The state wants its companies to stay 

competitive.

德国工业界期望通过工业4.0来保持领先优势并进一步提高竞争力。



Global Partner 一些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谢谢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