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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克：卓越的加工智慧
构建在先进算法技术基础上的智能化控

制技术则是赫克方案的核心所在。

为自动化装配提供“双保险”
绅名科技一直脚踏实地的在为中国企业的腾飞

而努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消化，为中国制

造业的快速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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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2017（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高峰论坛

欲了解 CIMT2017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
MM现代金属加工

二维码

欢迎莅临 wl-029

新理念 •新模式 •新生态 是机床“制造商”也是“使用者”

伴随着工业 4.0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逐渐落地及《中

国制造 2025》的巨大推动力，全球机床工具产业开始了新

一轮的转型升级和积极变化。

                                                         （详见 04 版）

市场在进化，基于 CIMT 展会的主题“新需求 • 新供给 •
新动力”，现代威亚在进化的同时也更愿意与客户一起分享

和共同成长。

                                                         （详见 08 版）

由 MM《现代制造》杂志社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高峰会 (CMWS 2017) 于 2017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本届

论坛围绕“智能制造落地解决方案”这一主题，邀请国内外知名行业专家及技术领先的供应商，就《中国制造 2025》如何成功落

地提供最具现实说法的讲解。    （详见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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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意大利与中国制造业的
完美融合

巨浪 勇立潮头创新篇

西门子引领机床数字化制造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行者无疆 志存高远

CIMT2017 部分参展商名单

机械工业2016运行形势
回顾和2017展望

到2021年巨浪要在中国市场实现1亿欧元的销售目标。

本届 CIMT，意大利国家展团由 41家意大利机床领域制

造企业组成，参展面积近 2000 m2。

西门子将向大家诠释机床数字化的理念，帮助客户

完善机床的数字化。

访格劳博机床（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任宏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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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在美国先进制造业再回

归、德国“工业 4.0”尤其是《中

国制造 2025》的强大推动下，

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着基

础能力、质量品牌以及标准

化的提升。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

要，智能化制造已经成为未

来制造业技术发展的必然趋

势。在面对制造业信息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迫切

需求及其所带来的市场空间，

企业需要不断拓展业务范围，

逐步向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

案方向发展。

在此背景下由 MM《现

代制造》杂志社主办的第

十三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高

峰 会 (CMWS 2017) 于 2017

年 4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本

届论坛围绕“智能制造落地

解决方案”这一主题，邀请

国内外知名行业专家及技术

领先的供应商，就《中国制

造 2025》如何成功落地提供

最具现实说法的讲解。

沈阳机床集团总系统师、

上海研究院院长朱志浩先生

作为论坛主席为大家分享了

“制造装备全生命周期运营，

装备企业必由之路”这一当

下热点话题。改变传统买卖

关系，借助工业互联网让装

备制造商专业化运营智能装

备，确保装备在全生命使用

过程中能价值发挥最大化，

装备使用方可以获得性价比

最优的装备使用权，这是制

造装备全生命周期运营的本

质。另一位来自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专家刘强教授，则

从“智能数控技术研究与实

践”的角度与大家探讨了“工

业 4.0”、智能制造背景下的

中国数控机床的发展与面临

的挑战，数控机床相关关键

技术的发展，并作了对智能

数控的思考及探索研究。

如果说前两年大家更关

注智能制造热点话题所阐述

的概念或者勾画的前景，那

么如今能让大家心动的则是

能将这些概念转化为现实的

落地解决方案。所以本次论

坛邀请到了多位业内知名企

业代表，如福斯润滑油（中

国）有限公司、北京绅名科

技有限公司、山高刀具（上海）

有限公司、爱路华机电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为与会听众

分享了不同的智能制造产品

及对应的落地解决方案。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

限公司金属加工液产品经理

曾拥军先生，率先分享了福

斯为预防和控制金属加工液

使用中的健康与安全问题提

供的相应解决方案 ；山高刀

具（上海）有限公司产品管

理部经理冯浩先生为与会听

众带了智能制造刀具解决方

案 ；北京绅名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制造副总经理杨森先生

介绍了绅名科技通过智能产

线，设备智能互联，制造执

行系统相互组合为企业提供

一体化解决方案 ；爱路华机

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产

品与技术销售总经理陆俊杰

先生则介绍了 EROWA（爱

路华）集成化制造管理系统，

随着“工业 4.0”概念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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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高峰论坛隆重举行

此软件已成为现代智能化制

造的“神经系统”中必不可

少的一个环节。

4 位演讲嘉宾围绕包括

大家关注的“工业 4.0”以及

中国智能制造在内的内容进

行了不同的解读、介绍，不再

仅仅是停留在智能制造概念

上的谈论，而是真正把概念付

诸实践，共同为处于制造业转

型期的国内制造企业提供最

具前瞻性的意见及解决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

坛特邀了来自航空航天和模

具行业的两位核心读者，针

对具体行业，提出对智能制

造的不同需求。上海航天设

备制造总厂数控加工工艺研

究室主任刘晓博士，为大家

介绍了企业在航天智能制造

领域的探索。此外，对国产

数控装备在航天示范应用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

提出了航天制造领域对自主

可控装备、系统与智能制造

的需求。另一位是来自青岛

海尔模具有限公司智能制造

总监姚玉峰先生，介绍了家

电行业转型的必要性及家电

行业“工业 4.0”的本质，分

享了家电模具生产过程可视

化及设备关键部件预测性维

护，满足客户大规模定制的

相关实例。

智能制造会给未来的

社会及制造业带来什么变化

呢？相信通过此次论坛大家

对于智能制造落地解决方案

都了一定的了解。智能制造

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生产率和

质量，降低制造成本，使制

造业的社会化分工更专门和

明确化。工业大变革的浪潮

已势不可挡，制造业的竞争

将更加激烈。但我们相信，

智能制造必将引领我国制造

业奔向美好明天，成就新的

世界制造强国。

由 MM《现代制造》杂

志社主办的中国国际金属加工

高峰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十二届，已成为中国机床行业

颇具影响力的品牌论坛。可以

说该论坛在加强国际间先进制

造技术交流与合作、充分了解

世界机床工业发展新趋势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全

球领先 OEM 供应商与中国各

行业用户进行有效沟通的重

要平台。明年，我们将于上海

CCMT 展会期间举办第（十四）

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高峰论坛，

期待与同处制造业的你们继续

分享关于智能制造落地解决方

案，为制造业的蓬勃发展贡献

力量。

■ 2017（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金属加工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

高档数控系统
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成果·高速高精控制

·五轴联动
·智能化
·云数控
·客户定制化开发
·系列化成套性好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协会
            欢迎您的参观指导

展位号：E3-415
中国·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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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念 •新模式 •新生态
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

床展览会（CIMT2017）隆重

开幕前夕，一年一度的“2017

机床制造业 CEO 国际论坛”

于 2017 年 4 月 16 日（星期

日）上午在北京临空皇冠假

日酒店成功举办。本届论坛

邀请到了中国机床工具工业

协会当值理事长、秦川机床

工具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龙兴元先生和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先生致

辞 ；多位全球业界知名企业

CEO 发表主旨演讲，他们分

别是 ：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

兼党委书记关锡友先生、山

崎马扎克株式会社代表取缔

役副社长清水纪彦先生、北

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蔚飞先生、库卡机器人

股份有限公司关键技术经理

Andreas Schuhbauer 先生、

博世力士乐中国公司销售副

总裁刘天鹏先生。嘉宾们围

绕主题对全球机床市场最新

的需求和供给变化情况进行

阐述，并与业界分享长期从

事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和感

受。有近两百位全球机床业

界企业家、用户领域代表和

部分专家、学者及主流媒体

代表参加论坛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

需求 •新供给 •新动力”，与

CIMT2017 同奏创造新动力

的号角。特别是伴随着工业

4.0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的逐渐

落地及《中国制造 2025》的

巨大推动力，以及世界经济

发展速度减缓和转型带来的

压力与机遇，全球机床工具

产业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升

级和积极变化 ：新的市场需

求正在不断彰显，新的产品

供给不断丰富，行业如何重

获新的增长动力，这是业界

共同关注的话题。本届论坛

CEO 们的智慧观点给了我们

新的启迪，从其精彩的演讲

中透露出了积极的行业发展

信号，可以总结为三个特点。

一是新理念。全心全意

为客户着想，这是多家 CEO

的共同体会。百年企业马扎

克的名言是 ：我们最大的喜

悦是得到客户的满意和感动。

这与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董事

长兼党委书记龙兴元先生倡

导的“我们要为用户赚钱而

奋斗”的箴言如出一辙。虽

然不同于老国企沈阳机床和

百年企业马扎克的发展之路，

来自中国年轻民营企业——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蔚飞先生更是深有同

感地指出，痴迷于小刀具加

工研究让精雕必须要通过不

计代价的技术服务，让客户

在使用精雕机的过程中能赚

钱，能再发展！

二是新模式。全球制造

业发展模式呈现出智能化、

绿色化、服务化发展趋势。

这是龙兴元董事长在总结秦

川集团打造现代制造服务业

的经验时提到的观点。特别

是近年来，全球经济进入了

新的发展机遇期，以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网络

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更

是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传统

的制造业生产方式，制造业

服务化是大势所趋。 

三是新生态。熟读世界

工业史的沈阳机床集团董事

长关锡友指出，全球制造业

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

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是机

械时代，强调的是结构设计，

中国当时与世界各国同步。

19 世纪 60 年代，是计算机

时代，而中国迷失了“强调

控制”的计算机时代。2012

年开始，进入信息时代。信

息与通讯技术进入工业全过

程，这将诞生智能机器，使

得机器与机器、人与机器、

人与制造过程互联互通，从

而重塑工业体系，推动传统

“大而全”的集中式制造与

组织模式向分布式布局、分

级式结构和分享式经济转变，

进而改变生产方式、催生新

生产关系、诞生新工业经

济。正是基于对新工业经济

的深度思考和积极探索，沈

阳机床这个老国企焕发新生

机，以 i5 智能平台为关键系

统，逐步演绎出了从智能机

床 i5OS 到智能工厂 Wis 再

到智能生态 iSesol 的完整演

进路径。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

全面深刻的再平衡过程中，

中国经济更是如此，正如中

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陈惠仁担纲

主持时所言，按国家发改委

主任何立峰的论述，当前中

国经济发展面临实体经济结

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

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

济失衡，必须用深化改革的

办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

率，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

均衡。

■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惠仁担当论坛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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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齿机   
  插齿机   
  磨齿机
  削齿机

  龙门机器人
  运输系统
  存料系统
  托盘装卸运输系统   

  旋转托盘装卸系统   
  机器人集成
  齿轮加工刀具

利勃海尔机械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马吉路88号1号楼
电话：021 5046 1988
传真 021 5046 1989 
info.lmslvt@liebherr.com
www.liebherr.com

齿轮加工机床和自动化系统的集合制造商

智能化生产

由于拥有金属切削机床，齿轮切削刀具和自动化系统等广泛综合的技术资源，利勃海尔能够
向每一个圆柱齿轮加工的用户需求，提供完美解决方案。
利勃海尔齿轮加工机床在齿轮软切和硬切加工领域里，依靠其高加工精度和稳定性享有盛
誉。此外，利勃海尔还生产高质量的齿轮加工刀具。
在自动化系统领域利勃海尔提供自动化机床产品，以及制造和工厂自动化的创新解决方案。

Liebherr Machinery Service (Shanghai) Co. Ltd.
利勃海尔机械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Building 1, 88 Maji Road   马吉路88号，1号楼, Waigaoqiao FTZ  外高桥自贸区 
200131 Shanghai 上海, P.R.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86 21 2893 8088, gear.service@liebherr.com

邀请函

时间： 2017年4月17日至22日
地点： 中国国际展览馆（新馆） 北京
利勃海尔展台：	 W3 馆，306 号展台
开放时间：	 周一至周五 7:00至 17:30

创新的解决方案	–	来自利勃海尔齿轮技术和自动化的新成果

在 2015  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的W1馆 323    号展台上我们将为您展示我们的新型滚齿机
LC 180    以及针对齿轮啮合去毛刺的最新经济合理之加工方案。同时，我们也向您通报
本领域内有关齿轮加工机床，自动化生产系统以及齿轮加工刀具的最新消息。

在创新研发方面，我们格外关注各种不同应用案例的最佳方案。

结果：工件加工工艺的安全性以及可靠的质量 - 尽可能拥有更高的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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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表示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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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浪 勇立潮头创新篇
近两年，中国机加工行

业发展放缓，各种不确定因

素致使人心浮动，虽然偶尔

会有一些利好消息，但不可

否认的是，整个市场的发展

正在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

对于机加工行业领头羊——

机床企业来说，面临的转型

升级压力尤其大，市场定位、

技术导向、产品结构 ...... 策略

稍有不慎，都会让企业一蹶

不振。在与众多企业老总的

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

们的犹豫亦或是彷徨，但像

巨浪中国区总经理任家平先

生这样对于企业未来发展如

此笃定的却是寥寥无几。从

品牌合并到投资建厂，巨浪

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

庄大道，而这只是巨浪第一

个“五年”计划的开始。

两年前，在很多机床企

业还在走传统发展路线的时

候，巨浪就已经开始筹划着

为未来发展进行铺垫了。巨

浪下大力气对国内应用市场

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在看准

市场需求之后，巨浪在内部

做了一系列调整，从公司组

织结构、团队建设、人员发

展方面都做了相关部署。“随

后，巨浪中国制定了第一个

五年计划，从 2017 年开始

就要把想法落实到每个环节

中，到 2021 年我们要在中

国市场实现 1 亿欧元的销

售目标。”任总坦言道，“我

们现在的销售额是 5000 万

欧元，要达到目标，相当于

五年翻一番，面临的挑战

巨大。”因此，对于巨浪来

说，这并不是一句口号，必

须把行动落到实处。因此，

巨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

集团旗下巨浪（CHIRON）、

斯 塔 玛 (STAMA) 和 舍 勒

(SCHERER) 三大品牌进行

整合，实现统一的销售和服

务渠道。在产品和技术方面，

整合后的巨浪在重切削、高

精加工、高效加工方面都有

了一定的提升，应用覆盖面

更广，给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的选择性更强、更宽了。

为了达到目标，巨浪做

的第二件事就是投资建厂，

任总表示，巨浪一定会坚持

走高端路线，并会持续地把

国外最先进的加工理念和产

品带到中国市场来。“在国

内设备制造领域，很多企业

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但缺

乏对新技术方面的开发和对

产品质量的关注，距离高端

制造还有很大差距，对于流

程管理、技术能力、质量控

制整个体系建设的重视都不

够。”他认为，巨浪作为扎根

在中国的外资企业，有义务

带领中国用户向高端制造发

展。

作为机床行业的领先者，

巨浪近两年在数字化制造方

面的成绩也有目共睹。巨浪

DATALine 能够实现机床与

终端的双向通信，使生产过

程变得更为透明、快速、安全、

高效。通过 DATALine，可

以随时随地监控、分析及规

划生产流程。巨浪公司通过

在其铣车复合加工中心 FZ12 

MT 上配备的 Sinumerik 数

控系统，在机床仿真中使用

虚拟 NC 内核（VNCK），让

控制系统与 Sinumerik 数控

系统使用相同的语言代码，

实现了仿真和试运转的精确

虚拟画面（即数字化双胞

胎）。为了生成尽可能精确的

实际生产过程虚拟画面，巨

浪采用了一种 CAD/CAM/

CNC 集 成 解 决 方 案， 即

ProcessLine，将过程链的虚

拟部分合并到机床中，提供

了完整机床外观的虚拟画面。

“这套系统会对整个加工

环境，如温度、湿度，以及对

于机床的运行、切削力、转速、

冷却液状况等等进行完全的

系统分析，能预估加工结果，

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系列

建议，对机床制造和工件加

工进行全面优化。”任总表示，

在 CIMT 2017 期间，与会者

将有机会参观到巨浪的这些

最新技术成果。

■ 巨浪中国区总经理任家平先生

2017年4月17日 第一期

微信扫码互动

莅临 WL-029
现场参与幸运大转盘

www.chiron.de

April 17th - 22nd I China International 
Center, Beijing, China

巨浪展位：W3-501

关注巨浪官⽅方微信 

巨浪集团

 瞬间超越 

巨浪——金属加工领域领导者

巨浪凯龙机床（太仓）有限公司地址：
江苏省太仓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区发达
路1-1号（215413）
电话: +86 512 53670800
邮箱：info@chiron-china.com

巨浪凯龙机床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甲2号诺金
写字楼1805室（100016）
电话 :  +86  10  6598 9811
邮箱：info@chiron-china.com

服务领域 ...
I 航空航天
I 汽车制造
I 机械工程
I 医疗器械
I 精密制造

作为立式加工中心的生产商及全面交钥匙解决方案设计者，巨浪公司始终都是位居
世界领先地位的市场先导者。数十年来，巨浪公司的机床一直是金属加工领域用户
的理想选择 。

交钥匙服务 ...
I 项目策划
I 工艺设计
I 项目管理
I 工艺验证
I 技术支持
I 操作培训

巨浪-M17-09-3219.indd   1 2017/3/13   15:47:01

力丰（集团）
有限公司        
API 激光跟踪仪

力丰秉承其为制造业提供先进制造科技的宗旨，将联同

世界知名的测量设备供应商，于 CIMT2017 展出领先测量解

决方案，满足不同行业的需要。美国自动精密工程公司 (API)

的激光跟踪仪是一种高精度、高效率、安装快捷、操作简易

的大尺寸测量仪器。它采用激光干涉测距技术，对空间运动

目标进行跟踪及实时测量目标的空间 3D 坐标。其广泛应用

于汽车制造、航空航天、船舶制造、工程安装、石油机械、

筑路桥梁、风电核电、机器人校准、机床和 CMM 检测。搭

配 3D 激光扫描仪及机械人，它更可对大型工件进行扫描和

逆向工程等。

关注 MM 现代金属加工微信公众平台   新闻热线：13811825801    广告热线：1851085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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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意大利与中国制造业的完美融合
随 着 2015 年 EMO 

Milano 的成功举办，意大

利一度成为全球制造业瞩目

的 焦 点。2017 年， 代 表 意

大利最高制造水平的展团强

势登陆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CIMT 2017），将与来自各国

的参展商同台竞技，为中国

制造业带来一场机床界的饕

餮盛宴。作为 CIMT 意大利

国家展团组织者之一的意大

利对外贸易委员会（ITALIAN 

TRADE AGENCY， 简 称

ITA），为此次展会做出了大

量工作，近日，我们走访了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北京

办事处首席代表暨中国区总

协调官司凯培先生，请他对

意大利参展 CIMT 情况以及

意大利制造业最新发展情况

进行解读。

本届 CIMT，意大利国

家展团由 41 家意大利机床领

域制造企业组成，参展面积

近 2000 m2，位于新国展 W1

馆。“意大利机床业界几乎所

有我们熟悉的企业都将前来

参展。”司凯培先生介绍说，“意

大利四分之三的机床领域制

造企业都参加过 CIMT，这足

以表明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

的信心，我们很看好中国市

场的发展前景，尤其是航空

航天、汽车、轨道交通、船

舶、能源以及模具制造领域。”

司凯培先生表示，为了更好

地满足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

本届意大利国家展团的展示

重点将集中于解决方案和定

制化产品。

实际上，组织意大利企

业参展只是 ITA 日常工作的

一部分内容，意大利对外贸

易委员会（原 ICE），成立于

1926 年，是一个促进意大利

公司国际化的意大利政府机

■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

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暨中国区总协调官司凯

培先生

赫克：卓越的加工智慧
自 1968 年发明了人机

对话式编程软件以来，赫克

就一直致力于智能控制系统

的研发。赫克的研发方向不

止是让编程更简单、让机床

更易于操作、让系统更兼容，

还包括通过使用全新的算法

结构，赫克控制系统提供无

限超前预读、自动优化运动

轨迹、控制刀具负载，在保

证零件精度的前提下做到有

效提高加工效率和表面光洁

度。而这些正体现了赫克的

核心理念——卓越的加工智

慧。

赫克机床作为通用设

备之所以能成功取代高精密

专业机床，高精度等级是基

础，所有赫克机床均采用德

国 VDI 3441 标准制造和检

验，机床的精度属于高精密

等级的范畴。而构建在先进

算法技术基础上的智能化控

制技术则是赫克方案的核心

所在。以高科技手段实现低

成本替代方案是赫克品牌的

最大应用价值。

CIMT2017 展会的主题

是“新需求·新供给·新动

力”，这一主题充分诠释了

当前环境下机床工具产业面

临的全新挑战和机遇，准确

地反映了行业的时代发展特

征。中国经济目前还处于低

位运行，机床行业需求继续

低迷。同时国家将加速淘汰

落后产能、促进结构产业升

级、提升设备采购的含金量，

这将给机床工具行业带来新

的需求，也必然促使机床工

具企业提供不同的产品和解

决方案。对于赫克而言，目

前的环境带来的是机会与挑

战并存，关键在于如何应对。

赫克将以专业性，技术

性为宗旨，在 CIMT2017 展

会上重点展示在赫克德国精

度标准的高精度加工中心平

台上，以独特的智能化控制

技术实现的超级切削性能和

专业解决方案，让市场了解

赫克在控制技术方面取得的

成就。CIMT2017 展会上赫克

将现场展示的加工方案包括

叶片加工、叶轮加工和 3+2

五轴五联动医疗产品加工，

以赫克通用加工中心和控制

系统为平台，装备高性能附件，

实现高精度专业机床的加工

效果。制造企业只需以通用

机床的投入就能获得足以媲

美高精密专业机床的加工效

果，投资收益最大化。

针对制造企业面临的升

级压力，需要专业和高端设

备的优质解决方案来提升产

品竞争力，赫克推出了一系

列的低成本加工方案，以通

用机床的投入达成高精密专

业机床的加工效果，帮助制

造企业成功转型升级并获得

更大的利润回报。

对于未来的市场，赫

克充满信心。自 2017 财年

开始，赫克中国直属集团

CEO 管理，对董事会负责。

赫克中国市场将成为赫克

集团未来新的增长点。赫

克将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智

能制造方面，以期符合《中

国制造 2025》战略的要求，

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贡献

力量。

■ 赫克中国总经理姚雪先生

构，ITA 的任务是促进意大

利和国外市场的商贸关系，同

时对意大利制造的商品和服

务提供支持，帮助这些商品出

口到国际市场。ITA 总部位于

意大利罗马，并在海外提供广

泛的服务，比如鉴定可能的商

业合作伙伴、与意大利公司的

双边贸易会议、带领贸易代表

团参观访问意大利、协助意大

利专家参与论坛和研讨会等

等。目前，ITA 在中国有北京、

上海、广州、香港四个办事处。

每年 ITA 位于全球各个地区

的单位，会完成上百个贸易

促进项目，并且为意大利公

司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帮助。

ITA 肩负意大利与各国

之间沟通与合作的重任，“从

机床制造业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现阶段的任务是找到意

大利工业 4.0 与《中国制造

2025》的契合点，探讨双方

基于装备制造如何建立双赢

模式。”司凯培先生表示，自

成立之初 ITA 就一直在适应

这个发展变化速度非常快的

市场，在《中国制造 2025》

出台后，意大利相关部门非常

重视，并希望两国能在装备制

造的角度实现更深度的合作，

2017 年下半年，意大利政府

部门及相关协会组织计划就

此与《中国制造 2025》的政

策制定者展开深入探讨。

与《中国制造 2025》相

比，除了智能制造等技术层面

的核心理念之外，意大利工

业 4.0 着重于对于中小企业的

政策优惠，司凯培先生介绍说：

“意大利工业 4.0 国家计划包

含了很多内容，比如促进投

资增长的超级折旧计划，就

是为了给那些要转变生产工

序而在新的资本商品、有形

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投资的

公司给予支持并且提供激励 ；

又比如信贷创新，是为了支持

需要银行贷款的中小型公司，

将贷款用于投资新的资本商

品和工厂设备。”

关于《中国制造 2025》

与意大利工业 4.0 如何完美契

合的探讨，是 ITA 的当前目

标，“ITA 落户中国已经有 51

年的历史，我们把在这里的工

作看做是一项长期计划，因此，

我们不仅有短期目标，我们还

制定了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

司凯培先生明确表示，“我们

的中期目标是把绿色制造相

关的技术引入中国，助力中

国的产业升级达到新的水平 ；

而长期目标，则是希望两国

的合作不止在制造业亦或是

工业，在各行各业我们都能

找到很好的合作点，实现长

期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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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床“制造商”也是“使用者”
站 在 客 户 的 立 场 上，

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头疼

的问题 ：买了一台昂贵的

设备，结果没过几年就面

临产品升级换代从而满足

不了需求而被淘汰 ；买了

一台价格令人惊喜的设备，

结果效率低下或者质量不

过关，或者后续的频繁维

修保养使得设备利用率非

常之低，进一步加剧了产

品和管理成本的攀升 ；设

备看上去都很好，可是用

起来却不是很方便。

对于产品的全生命周

期，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威

亚）的领悟必定是无比深

刻的，这要归功于他横跨

“机床制造商”和“机床使

用者”的双重身份，其机

床也用于自身的零件工厂。

而这种角色，使得他很早

就站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来看待机床，其因此设计

的机床和后续的服务都是

人性化且在整个生命周期

是经济实用的。

CIMT 2017 现代威亚

将一再贯穿“新需求 • 新供

给 • 新动力”的时代主题，

致 力 做 制 造 业 的 保 护 伞。

无论市场如何变化，现代

威亚始终与千千万万个制

造业同仁们同在。中国是

一个最有潜力的市场，新

老需求的不断交替和竞争

格局的快速改变，使得市

场充满了未知。现代威亚

不仅是机床供应商，更是

冲在前线的零部件制造商，

无论是背后的困惑还是一

线的辛苦，现代威亚都了

然于心并始终站在客户的

立场上思考问题。

“ 新 动 力 ” 正 在 积 极

响应《中国制造 2025》及

德 国“ 工 业 4.0” 的 要 求，

面对未来高新技术诸如智

能化，现代威亚本社及欧

洲研发中心团队正在夜以

继日的着重于高端设备制

造 及 智 能 化 功 能 领 域 的

拓 展 和 研 发。XF6300 和

XH6300 正 是 作 为 现 代 威

亚欧洲研发中心进军高端

市场的力作。XF6300 作为

行业中高端五轴联动加工

中心已经获得很多客户的

首肯，甚至一度超越同行

业其他知名品牌同类型产

品。而 XH6300 作为韩国

业界首次采用新型环形刀

库的高速高精密卧加，更

可选配高达 348 把刀库容

量，在未来的 FMS 流水线

中举足轻重。

有了新动力，也不忘

升级原有需求。客户对产

品效率及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高性价比依然是客户

采购设备的出发点，现代威

亚此次出展的 HD2200M/

KIT4500/KF5600 均 为 升

级版设备，相较于以往设

备，在加工范围、加工效

率、加工精度上进一步优

化，同时兼具高性价比。

早 在 2004 年， 现 代

威亚的总部工厂就已实现

无人生产。在如何打造智

能化工厂方面，现代威亚

已经拥有非常丰富且成熟

的 开 发 经 验 和 使 用 经 验，

目前的趋势是硬件和软件

都 要 发 展。 与 SIEMENS

公 司 合 力 开 发 的 新 型

HYUNDAI-iTROL 智能

化系统，其设计正是融入了

现代威亚有别于其他厂家

的使用心得。这款系统充

分体现了现代威亚在人性

化操作上的深刻理解，目

前已应用于 i-CUT400M/

i-CUT450T/KIT4500 等

设备中，可轻松实现一键

控制 / 远程管理、节能和智

能加工等功能，最大特点

是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

通过手机或电脑查看机床

加工状况。

未 来 现 代 威 亚 会 继

续加大智能化的开发力度

和投入，坚持“用户中的

生产商”这个定位，因为

在 这 个 领 域 现 代 威 亚 所

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精密设

备，也不仅仅是定制化服

务，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都能复制。恰恰是自身

汽车零部件厂丰富的自有

设备使用经验，能够给顾

客带来更长久的价值。生

产经验和管理模式得以借

鉴，工艺方案得到无缝对

接和融合，质量管控也变

得容易。而这些又反过来

进一步深化对于机床研发

设计的人性化理念，在过

程中充分理解了制造业的

要求、难点，并在之后机

床以及相关系统的开发中

获得了灵感，最终完美匹

配制造业尤其是汽车行业

的机床才得以诞生并不断

进化。

市 场 在 进 化， 基 于

CIMT 展会的主题“新需求 •

新供给 • 新动力”，现代威

亚在进化的同时也更愿意

与客户一起分享和共同成

长。

■ 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正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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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引领机床数字化制造

体 验 的 15.6i n 智 能 大

屏 P P U290， 以 及 828D 

B A S I C 全 新 升 级 的 节 能

型 10.4in 显示屏之外，“数

字 化 双 胞 胎 ”（D i g i t a l 

T w i n） 将 被 作 为 西 门 子

此次参展的最大亮点。

“ 数 字 化 双 胞 胎 ” 这

一 概 念 是 西 门 子 在 2016

年中向中国市场做出正式

推介，它支持企业进行整

个价值链的整合及数字化

转型，为从产品设计、生

产规划、生产工程、生产

实施直至服务的各个环节

打造一致的、无缝的数据

平台，形成基于模型的虚

拟企业和基于自动化技术

的现实企业镜像。数字化

双胞胎包括“产品数字化

双 胞 胎 ”、“ 生 产 工 艺 流

程数字化双胞胎”和“设

备 数 字 化 双 胞 胎 ”， 完 整

真实再现整个企业，从而

帮助企业在实际投入生产

之前即能在虚拟环境中优

化、仿真和测试，而在生

产过程中也可同步优化整

个企业流程，最终打造高

效的柔性生产、实现快速

创新上市，锻造企业持久

竞争力。

“ 西 门 子 的 数 字 化 制

造蓝图覆盖广阔，针对机

床的数字化制造，最重要

的两个特征就是机床制造

与工件加工的数字化双胞

胎。” 许 总 介 绍 说， 以 往

的加工并不能百分之百地

对机床进行监控并对加工

结果进行预判，而在数字

化双胞胎的帮助下，制造

企业可以百分之百模拟实

际加工状况，在初期就可

以计算加工时长、制定加

工 策 略、 预 知 加 工 效 果，

随着“工业 4.0”、《中

国 制 造 2025》 等 政 策 的

日益推进，机床业正开始

新 一 轮 转 型 升 级。 首 先，

新的市场需求彰显——机

床市场需求总量减少，需

求结构加速升级，主要体

现在自动化成套、客户化

定 制 和 普 遍 的 换 档 升 级 ；

其次，新的产品供给不断

丰富，数字化智能化制造

技术、专业化产品和定制

化服务、自动化与无人化

技术层出不穷。新需求带

来新供给，产生新的发展

动力，带动了整个行业技

术的进步。

在 C I M T 2017 展 会

上，西门子紧密围绕“新

需求·新供给·新动力”，

以“ 引 领 机 床 数 字 化 制

造”为主题，展示全系列

的机床数控解决方案以及

应用，持续引领机床的数

字化未来。西门子 ( 中国 )

有限公司机床数控系统总

经 理 许 政 顺 先 生 介 绍 说 ：

“ 此 次 展 会， 西 门 子 将 向

大家诠释机床数字化的理

念， 利 用 一 体 化 工 程 理

念、数控系统与机器人的

集成、跨越生产过程全生

命周期的集成、IT 解决方

案，以及智能化操作等一

系列数字化解决方案，旨

在帮助客户完善机床的数

字化，保证机床具有可靠

性能，完善用户体验，增

加功能选项。”

除 了 几 款 硬 件 的 更

新， 如 在 S i n u m e r i k 

840D s l 上 推 出 新 的 硬

件 O P O 1 9  B L A C K 、

S i n u m e r i k 828D 系 列

推 出 支 持 多 点 触 控 功 能

轻 松 实 现 全 新 智 能 操 作

■ 西门子（中国） 有限公司机床数控系统总经理

许政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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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WFL车铣复合加工中心
领航复杂高精密零件加工方案

中国国际机床展 (北京)
2017年4月17日-22日

W3馆，706号展台

极大提高了加工质量、效

率，缩短了产品的上市周

期。“ 作 为 一 家 数 控 系 统

供应商，西门子对于数字

化双胞胎的理解是独一无

二的，从硬件到算法再到

加工策略，西门子可以利

用一体化集成式的软硬平

台，全面提高金属加工相

关 技 术 全 环 节 的 效 率。”

许总补充说，为了更生动

地展示这一成果，本届展

会， 机 床 制 造 商 C h i r o n

将在西门子展位展示其借

助数字化双胞胎开发的智

能工厂平台。

随着这两年经济进入

“新常态”，整体市场形势

比较艰难，竞争愈发激烈，

但许总表示，西门子也看

到很多企业也在不断摸索

新 的 发 展 道 路，“ 西 门 子

希 望 通 过 近 60 年 来 积 累

的数控技术经验和不断创

新的产品，帮助中国机床

企业实现技术升级。我们

将实时关注市场动态，洞

察市场机会，同时也关注

市场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

代。针对不同的市场和需

求，给予及时的业务战略

调整和有效的业务措施。”

以《 中 国 制 造 2025》 为

导向，以数字化双胞胎为

手段，在新的发展环境下，

西门子愿意帮助中国企业

找到最便捷有效的转型之

路，共同助力中国制造业

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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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济大学现代制造

技术研究所名誉所长 
张曙 教授

回顾 2016 年，“智能制造和工业 4.0”无疑是最热门的

话题，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推进和“智能制造十三五规

划”的发布，2017 年将会出现哪些热门新话题呢？“数字双

胞胎”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不妨再先来议论一番。

今天，仿真不仅是各种产品或过程的设计决策、评价和

试验的基本工具，并且用于复杂工程系统的分析。毫无疑问，

这个趋势将会延续下去，仿真的应用不会停留在设计阶段，

如今正在向产品和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扩展，构成与实体形影

不离的“数字双胞胎”。由于仿真能够在产品全生命周期提

供无缝协助和优化，将来必然成为制造系统的核心功能之一，

未来智能工厂是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或基于模型的制造，软

件定义产品、决定企业盛衰，仿真技术成为制造系统关键组

成部分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

数字双胞胎（Digital Twin）是指可用于各种物理资产

的计算机化“伴侣”，借助安装在物理对象上的传感器数据来

映射产品实时状态、工作条件或位置。此外，数字双胞胎也

可用于监测、诊断和预测，借助数据挖掘建立模型，通过物

理资产使用中不断产生的和归档的历史信息，在不同地理分

布的机器群之间进行比较，以帮助改善预后的结果。

因此，复杂的预测和智能维护系统平台可以利用数字双

胞胎寻找运行中问题的根本原因，使人们可以管理和优化个

别资产或整个网络，从嵌入物理对象中的传感器获取数据，

建立其运行的数字模型，在损坏或发生故障以前加以修复，

大大减少因停机所造成的损失。

若干年后，当航空公司接收一架飞机的时候，同时还将

验收一套详细的数字模型。换句话说，未来的航空器生命周

期管理是可预测的、集成化和完全个性化的“事前诸葛亮”。

数字双胞胎，也可用来指代工厂的厂房及生产线在没有

建造之前所构建的数字化模型。设计规划阶段在虚拟世界中

对工厂的设备布局、生产过程和车间物流进行仿真和模拟，

并将优化后的参数提供给实际的工厂建设。数字化提高了机

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效率和效益，降低了生命周期关键阶

段故障和错误的风险。例如，传统的设备调试过程，以前需

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承受时间压力进行。如果设备信息可以

在一个集成化的数据平台上，随时可以进行修改、测试和验证，

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此外，在模型的帮助下，

设备的操作数据也可以用于优化生产过程的参数，从能效到

故障率和维修周期。

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是数字双胞胎的基础，MBSE 或

MBM 的核心思想是 ：用数字化模型在系统水平上捕获单个

子系统和组件之间的相互作用。

按照建模支持系统要求，设计、分析和验证从产品概念

设计阶段开始，贯穿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在整

个生命周期中，数据来自许多方面，如用户需求、

CAD/CAM/CAE 等。数字双胞胎使用这些数字

信息作为初始数据来构建它的集成化仿真模型，

并派生出新的辅助系统和服务应用。最后数字双胞胎从将生

命周期中积累的信息返回到新产品设计，形成闭环，改进产

品和生产过程。由于数字双胞胎是动态闭环的、智能化的，

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促进新产品出现，包括设计

阶段的数字模型可能转变成产品的一部分，如虚拟机床。

数字双胞胎模型除了用于评价以外，也可用于生产系统

监控、诊断和预测。美国自然科学基金智能维护系统中心开

发的 Watchdog Agent 可以安装在各种物理设备中对其进行

健康管理。例如在机床数控系统中，通过监测直接控制加工

过程，含有基于模型评价的监控数据可以控制机床部件的衰

退进程、优化维护作业、提高制造过程的有效性，通过改变

加工参数保护性能已衰退的部件可维持到下一次计划维修等。

数字双胞胎通过“时间机器”，在关键时间点采集数据，

并对历史纪录进行分析比较，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对分布各

地的机器群进行健康相似性识别，发现健康衰退的异常现象，

在故障地图上找到故障点。

数字双胞胎浪潮来袭

技术专题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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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题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颠覆传统 重启未来
当前机加工行业，由于用工成本大幅提升及基础产能

过剩，造成行业竞争异常激烈，传统的以自我产品为主导

的分工交易模式很难在行业中生存，基于客户应用，在满

足客户需求的同时也能为自身创造价值，已经成为行业的

经营共识。

通过更好了解客户使用产品的场景和要求，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产品 ；通过跟踪客户使用产品过程及更好的售后

服务，帮助客户更好使用产品 ；通过为客户提供相关服务，

增加与用户黏性，拓展业务内容，找到更多增长点。从而

形成了产品全生命周期运营的基本雏形。

产品全生命周期运营模式，会改善与客户的关系，对

企业市场开拓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本质上与客户还是

基于实物产品的买卖关系。由于产品物权将发生转移，买

卖双方基于该交易的核心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客户对产品

的诉求是使全过程效率成本最优，而生产方会基于满足合

同条款约定前提下的制造成本最优来开展产品设计、定义

和生产。

产品全生命周期运营的更高境界应该是在产品全生命

过程中能最大化创造价值（投入产出最大化），这就需要产

品在全生命使用周期中能具备以下三大特征 ：

1. 符合全生命周期运营理念的产品
产品设计定义在满足客户功能需求基础上，不仅要考

虑制造成本最优化，还要考虑客户使用过程和产品淘汰时

回收价值最优，即核定产品设计优劣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

会从“一次性制造成本”转变为“单位时间使用成本”，而

为达到这一目标还可以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投入必要改造成

本，形成分次成本投入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从而实现“单

位时间使用成本最优”的目标。

2. 产品制造过程数字化
指产品在生产制造过程可被数字实时记录和描述，该

特征主要用于产品质量追溯和产品制造品质提升，这种制

造过程数据的记录可以涉及生产人员、生产方法等，最终

通过与产品全生命过程使用数据比对，可挖掘出更好的工

艺方法和质量追溯。

3. 产品使用过程数字化
这就要求产品具备智能化功能，可以数字化实时记录

产品使用过程（工况）及同时实时记录自身状态（体检），

并根据需要实时分享给产品制造商（或关联方），这是产品

能够实现最优运营的重要保障，类似可预防性维护、远程

诊断等都是其中部分功能，同时也可以对部件性能优化提

供帮助。

要实现上述特征就必须解决传统买卖产品在全生命周

期中的物权（产品处置权）问题，借助生产力租赁模式可

以有效解决此问题，把交易主体从产品物权转变为产品使

用权，让产品原厂商可以在产品设计之初就能全面规划定

义，为后期使用过程最优价值实现奠定基础，很显然，此

时制造出来的新产品的成本肯定不是最低的。

综上所述，机床厂商作为机床产品定义和制造者，基

于对机床产品的了解和认识以及日常维护、维修服务等知

识的专业性，最有机会全程参与机床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应

用，是不二的机床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运营者。

沈阳机床在 i5 智能机床诞生后，经过两年来的积极探

索，正式提出了“i5 制造新生态”的分享模式，其核心就

是基于 i5 智能机床的全生命周期运营，具体表现为 ：通过

生产力租赁，回避传统买卖弊端 ；通过规模化应用产生数

据分析，对 i5 机床的功能不断迭代，逐步实现单位使用时

间成本最优 ；制造装配过程数据记录（机床出生卡），为机

床制造数据和质量追溯提供保障 ；利用 i5 智能机床自诊断

功能，实时记录自生运行状态 ；在云端实现实时云盘备份 ；

利用 iSESOL 云平台实现装备在线，保障实时数据交互，

形成工业大数据，为分享业态提供结算数据保障 ；利用线

上数据为客户提供更好增值保障服务，实现设备可预防性

维护，延续机床可靠使用寿命。

机床产品全生命周期运营不仅可以让机床创造价值最

大化，同时通过运营过程实时数据分享可以为供应链价值

分享和制造价值分享提供有效保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分享经济模式将会得到更多市场认同。

■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研究院院长朱志浩先生

AKS – 连杆加工设备的全球领导者
AMT – 拧紧技术、装配设备及自动化领先企业

欧峰机床（太仓）有限公司 
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人民南路95号
华旭大厦A1203室
邮编：215400

电话：+86 (512) 8160 0139
传真：+86 (512) 8955 5139

展位：W3-107

欧峰•凯斯勒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欧峰装配技术有限公司

www.aks-amt.alfing.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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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理人

行者无疆 志存高远

■ 格劳博机床（大连）

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宏志先生

生而逢时 助力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
20 世纪 80 年代，GROB 走进了中国，向中国市场售

出了第一台机床，时隔 20 年，2003 年在北京成立了销售

公司，作为 GROB 在中国的第一位员工，任总至今谈起创

业之初的经历，仍感慨万千，“当时我面临的压力是来自多

方面的，一是如何能够迅速打开品牌知名度，因为绝大多

数企业不知道 GROB 是谁 ；二是要与德国总部进行内部沟

通，让他们快速了解中国市场。”任总把 GROB 在中国的

发展分为几个阶段，2010 年之前都是 GROB 的市场铺垫时

期，最艰苦的阶段是 2005 ～ 2008 年，“因为正值金融危机，

2008 年全年，我们只卖出去了一条生产线，而且是 GROB

全球唯一的一条生产线订单，就是给长城汽车定制的缸盖

生产线。那一年让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过也让

我们获得了叩开国产汽车品牌大门的最佳机会。”任总把与

长城的这次合作看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成功进入了长城汽车之后，

2009 年任总又一举拿下了吉利的生产线订单。现在，长

城和吉利都是 GROB 的大客户了，长城所有的发动机和变

速箱生产线几乎都是 GROB 的，吉利也连年签下上亿欧元

的大单。“我们现在在中国汽车市场有数以百计的生产线，

基本上客户只要一日使用 GROB 的产品，便会终身成为

GROB 的忠实客户。”任总自豪地说道。现在，除了大众、

通用、宝马、奔驰这类国际知名的汽车制造企业，中国汽

车企业的领军品牌如长城、吉利、奇瑞、众泰、福田、长

安福特、长安汽车和广汽菲亚特等也都一一被 GROB 俘获，

“GROB 用过硬的产品和技术获得了客户的认可，比如我们

连续五年成为上汽通用的最佳供应商。” 现在，在中国汽车

动力总成制造领域，只要提到自动化生产线、装配单元或

是全自动化的装配生产线，首先想到的一定是 GROB。

2016 年，GROB 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突破了 4 亿欧元，

超过 GROB 全球销售额的 40%。“2003 年我们成立北京销

售公司的时候，中国的汽车销量还不足 400 万辆，发展至今，

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 2800 万辆。GROB 是伴随着中国汽车

工业的发展而成长壮大的，GROB 见证了中国汽车产业在

动力总成制造业成长的历史。我们每年从中国市场拿到的

订单平均超过 GROB 全球的 40%，而且十几年来一直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汽车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有 GROB

的一份力量，GROB 的发展也应该感谢中国市场，否则也

不会有 GROB 大连工厂。”作为 GROB 中国公司的创建者，

任总不仅是 GROB 成长的见证者，也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的见证者与参与者，这种感情历久弥新。

多元化发展 占领机床业高地
GROB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进程中，产品不断更新迭代，

从最开始的 BZ 系列到后来的 G 系列，从单主轴到双主轴，

从机加工设备到装配设备，GROB 几乎把德国总部所有的

产品全部拿到中国本土来销售，而且都找到了市场份额。

GROB 之前在中国的十几年发展几乎都是跟随汽车产业的

脚步，但随着中国乘用车的销量突破 2800 万大关，机床市

场需求趋于饱和的状态下，GROB 的原有发展路线可持续

吗？ GROB 的发展空间在哪里？这是作为 GROB 中国掌舵

手的任总最近一直在思考的。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虽然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

的大国，但是就汽车来讲，我认为 2000 万量是一个瓶颈，

一旦超过这个数字，在一定时期内汽车需求是饱和的。接

下来面对的问题将是更新换代，对于 GROB 来说，未来最

大的挑战在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现有的产品线。”任总明确

指出。“严格来讲，GROB 的产品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

这也是我们整个集团的管理层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们

现有的产品对于壳体类零件加工非常适用，但其他就不太

适合，不足以支撑 GROB 未来长久的发展。”

随着排放标准的提升，对新的发动机制造当然会有一

定的需求，但任总表示，这些项目对于 GROB 来说，完全

满足不了需求，“还有就是更新换代，未来我们很大一部分

工作的重点将放在技术改造上，对原有设备进行技术更新、

提升。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开发新产品，开发一些

通用的设备，能够适合其他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的加

工使用，能够加工通用件、结构件、底盘零部件的一些设

备。”比如 GROB 的 GA 系列中的 GA350、GA550，就

可以完全满足结构件的生产。GA350 和 GA550 是 GROB

集团专门为亚洲及中国市场特别研发的五轴联动万能加工

中心，GA 系列在推出市场不久便突破了 200 台的销量，

但任总并不满足于此，“五轴机床虽然是万能机床，但是对

于某些结构件的生产并不太适用，所以我们会研发一款新

的机床，不需要五个轴，可能是三轴或四轴，它的专业性

相对于 GROB 之前的设备会小一些，但通用性大大提升。”

从对传统产品线的扩充方面来看，GROB 的发展路线可见

一斑。

在“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大力推行的今天，

智能制造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对于正在寻求多元化发展的

GROB 来说，当然不会错失这一重大的发展机遇。“我们不

能把智能制造简单地理解为自动化加工，也不能单纯地认

为 ' 工业 4.0' 就是指 MES、机床监控、远程诊断等等。我

理解 ' 工业 4.0' 指的应该是大数据加工时代，它整合的应该

不仅仅是我们设备制造商的资源，而是要整合社会化的信

息资源和产品资源，形成一种庞大的社会产业链，这才是

第四代工业革命的目标。”

面向智能制造，GROB 把落脚点放在了产品的全生命

周期管理。任总特别强调，“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我们要

定期对机床进行整体的考察，然后评估，比如加工件更换，

我们的机床能够加工到什么程度，完成到什么程度，这都

是 GROB 下一步的课题。”这项工作的核心在于，企业如

何管理现在市场正在使用的设备，让它能够保留原有的市

场份额，同时还要与客户一起去商定产品的使用周期、使

用寿命，将设备的价值最大化，甚至还可以进行技术改造，

在其他零部件供应商那里继续发挥余热。

整合优化 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市场
2003 年 GROB 北京公司成立时只有 3 名员工，后

来 随 着 2005 年 GROB 上 海 分 公 司 成 立， 以 及 2012 年

GROB 全球第四座工厂在大连投产，目前，GROB 在中国

共有近 600 名员工。看着今天的成就，任总并没有忘记当

初创业的艰辛，他感慨地说道 ：“当初成立之时，我们在中

国只有两条大众的生产线，绝大多数公司都不认识 GROB。

所以让客户从不知道到知道，从知道到认识，从认识到接受，

是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

但市场是持续变化的，每个阶段都会赋予企业不同的

发展课题，对于任总来说也是如此。“2017 年我的一个工

作重点就是整合 GROB 在中国的资源，我们要变成 GROB

中国公司，保留北京和上海的职能，财务管理系统上整合

为一家。这个过程的难点就是对大连工厂的重整和建设。”

对于 2016 年刚刚接手 GROB 大连工厂的任总来说，“之前

大连工厂的发展速度太快，导致其无法在市场的震荡期中，

快速释放压力。”上任之后，任总迅速对企业成本以及工作

效率进行了全面调整，“在接下来的两年，我的侧重点仍会

在人员调整上。财务浪费严重、人浮于事以及由于流程繁

琐而导致工作效率过低的症结都将得到根治。”2017 年，任

总对于 GROB 大连工厂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必须拓展新

客户，必须提高对市场的认知度。

在采购饱和、需求升级、政策导向的行业大背景下，

机床企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压力，是否能突出重

围，就要看企业是否能够把握市场需求、并顺应需求和

变化做出迅速调整。尤其是对于像 GROB 这种行业领军

企业来说，他们肩负的不只是企业责任，更多的还有社

会责任和行业责任。作为领军企业的带头人，在考虑如

何为员工创造更好生活环境的同时，还要考虑如何带领

企业走出困境，如何为行业提振信心。行者无疆，对于

任总来说，未来任重而道远，但只要目标明确，并信心

坚定地朝着目标走下去，就一定能迎来行业发展的春天，

与 GROB 共享成功。

微信扫码互动

莅临 WL-029
现场参与幸运大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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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易测电子为工业自动化提供包括设计与服务的完整安全解决方案：

 产品功能以应用为中心，有效提高您的生产效率

 服务内容全面广泛，从实现设计到定期维护的各个环节

 提供一系列支持机器与系统安全功能的服务

 结合当前适用的国际安全标准，为您的全球业务提供支持

劳易测电子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Leuze electronic Trading (Shenzhen) Co., Ltd.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1 号西海明珠大厦 F501 - 510 
Rm. 01-10, 5/F, Xihaimingzhu Bldg. No. 1 Taoyuan Rd.,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59 P. R. China
Tel : +86 (0) 755 8626 4909
Fax: +86 (0) 755 8626 4901
info@leuze.com.cn
www.leuze.com.cn

官 方 微 信 号

机床行业
安全防护传感器解决方案 安全与效率兼顾

经验证的抗震应用

传感器与过程控制的智能集成

安全PLC和继电器

CPU模块集成24个I/O
可扩展116个输入 /46输出
集成工业以太网接口和网关
USB编程接口

安全光幕

4级(IEC 61496)、PL e(EN ISO 13849)
分辨率：14mm, 20mm, 30mm, 40mm
保护区域高度：150mm 至 3000mm
对射距离可达 20m

安全门锁和安全开关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或金属外壳-IP67
5个操作钥匙插入方向，应用范围广
锁力最大可达 7500N

安全命令装置

急停，拉绳开关

紧凑金属外壳
可在恶劣环境下使用
IP 67 IP 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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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 2016 运行形势回顾和 2017 展望
对于 2016 年我国机械

工业的运行状况，我可以用

这么一句话来概括——两喜、

两忧、两点思考。

两喜
首先是有“两喜”——

第一“喜”是 2016 年我国机

械工业逐渐回升，增长速度

明显反弹。如果进行横向比

较的话，2016 年 1 ～ 11 月，

我国机械行业的工业增加值

增速为 9.6%，全国工业平均

水平为 6.0%，明显高于全国

工业平均水平，且增速逐月

上行。如果进行纵向比较的

话，我们可以看到，2016 年

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在上

年历史低点上普遍反弹——

2015 年机械行业的工业增加

值增速为5.5%，2016年1～11

月是 9.6% ；主营收入 2015 年

的增速是 3.32%，2016 年前

11 个月是 7.41% ；利润总额

增速 2015 年是 2.46%，2016

年1～11月是7.07%，很明显，

各项指标均在增长。

第二“喜”则是我国机

械工业在 2016 年优胜劣汰

加剧，总体呈现出升级态势。

在严峻的市场倒逼作用和“三

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引导下，

行业优胜劣汰的进程明显加

快。虽然全行业产销仍处于

明显的相对困难时期，但总

体而言，行业呈现出了升级

态势。这种态势从五个方面

表现了出来。第一，与实物

产品产量的弱势增长相比，

行业的主营收入和利润实现

了相对较高的增幅；第二，《中

国制造 2025》深入人心，得

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关心、认

同和响应，转型升级、由大

变强正成为全行业的追求和

实际行动；第三，在进出口中，

一般贸易增幅明显高于加工

贸易，说明中国机械工业进

出口结构在优化升级，2016

年前 11 个月的贸易顺差累

计为 936 亿美元，占进出口

额的比重在增大，说明机械

工业国际竞争力在提高 ；表

现之四，新能源汽车、可再

生能源产品、节能减排产品、

机器人，以及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技术产品的产量

增长势头大大好于传统产品 ；

表现之五是，中国机械工业

中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势头强

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实际上，

2015 年民营企业主营收入占

比就已经超过了 55%，利润

占比超过了 59%，而在出口

总 量 的 占 比 中，2016 年 前

11 个月，民营企业的占比已

经达到了 39.8%，再次上升

1.2%。可以说民营企业增强

了行业发展的内生活力。

两忧
虽然 2016 年我国机械

工业总体呈现出回暖的态势，

但却不无担忧。第一“忧”

是行业脱实向虚堪忧，发展

环境有待改善。虽然《中国

制造 2025》振奋了行业精神、

引导了舆论氛围，但相较于

炒股、炒房、炒外汇，机械

工业的收益率仍望尘莫及，

对优质人才、资源仍缺乏应

有的吸引力。机械工业中，

主营活动所产生利润的增速

明显低于利润总额增速，说

明行业自身内部也存在某种

脱实向虚的倾向。

第二“忧”则是反全球

化思潮抬头，导致行业的外

贸 形 势 比 较 严 峻。2015 年

机械工业出口比上年下降了

3.36%，2016 年前 11 个月又

同比下降了 3.93%。我们放眼

国际，欧洲经济复苏发力，英

国 2016 年退欧 ；国际贸易摩

擦加剧，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

反全球化思潮在上升。在此

形势下，机械工业的外貌形

势难以在短期内明显好转。

两点思考
在触底回升的同时，行

业在 2016 年的发展也呈现出

了一些新的趋势。这引起了

我的两点思考——一是对行

业分化的现象的思考，二是

对行业投资的思考。2016 年，

2017年4月17日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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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的行业分化呈现出

三个趋势 ：

1. 与消费民生紧密相关

的子行业形势普遍好于投资

类产品子行业。

2. 机械工业中专用设备

制造业的发展形势强于通用

设备制造业。

3. 零部件行业的形势好

于主机行业。

仔细思索，上述三个趋

势我认为对机械工业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调整不无启

迪。

思考之二 ：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下降，2016 年 1 ～ 11

月，机械行业的固定资产投

资的同比增速降至 1.07% 的

历史低点，11 月当月同比下

降了 6.48%。这与此前连续十

多年高达 20% ～ 30%，甚至

30% 以上的增幅不啻有天壤

之别。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

降一方面反映了机械工业趋

稳回暖的势头仍不稳固，业

内企业对未来的预期不高，

所以不敢增加投资，而不敢

增加投资则不可避免地会影

响行业的发展后劲。从这一

角度看，投资增幅快速下滑

令人忧虑，应给予关注。另

一方面，虽然 2016 年前 11

个月累计投资增幅剧烈下

滑，但投资金额仍达到了

4.55 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这

相当于 2014 年行业全部固

定资产原值的 55%，所以从

具体的投资额度上来看其实

不算少。而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些投资一方面结构不佳，

重基建、轻技改，重产能扩

张、轻研发条件建设 ；另一

方面，相当多的企业应收账

款过高，已严重影响到了正

常运行。

因此，更为紧迫的是要

调整投资结构。一是要大幅提

高技术改造的投资比重，努

力提高工艺水平 ；二是要大

力加强研发试验条件的建设，

为提高创新能力创造必要的

条件。同时，还要着力解决一

批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应

收账款居高不下的问题，使

他们重回正常经营的轨道。

两点估计
对于 2017 年发展我有

两点估计 ：汽车和电工这两

大行业 2017 年的增速将明显

回落 ；机械工业全行业 2017

年的增速将略低于 2016 年。

2016 年， 汽 车 和 电 工

电气成为机械工业回暖回

升的两大当之无愧的“拉动

力”——从主营收入来看，

两个行业对机械工业总体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79%，而

从利润方面来看，两个行业

的贡献率更是高达 88%。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两大行

业的发展步伐几乎决定了机

械工业整体前行的速度。

汽车和电工两大主力难

以“指望”，而从其他方面看，

2017 年的机械工业发展仍面

临多重不利因素——从国内

看，机械工业传统的服务领域

“钢电煤化油”等行业的去产

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任务仍

然很重，相关需求难有明显回

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明显

增长乏力，尤其是房地产明显

降温。虽然 2017 年投资类主

机产行业将有所回暖，但绝不

应过度乐观。此外，2016 年

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来，

钢铁、焦炭、铜铝导体、油

品等大宗物资价格快速上扬，

将明显增加机械企业的生产

成本，从而对机械工业 2017

年的效益增长带来不可小看

的困难。而从国际来看，多

数地区经济仍处于低速状态，

加之在此背景下反全球化思

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

市场困难仍不容小觑，2017

年的外贸市场不容乐观。

综 合 上 述 分 析， 预 计

2017 年机械工业的工业增加

值比 2017 年增长约 7%，主

营收入和利润总额比 2016 年

回落约 1%，即增长约 6%。

此外，出口增速可能仍为负

数。

■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蔡惟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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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SYSTEMS 西安北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从 3D 打印到 3D 生产 DA25 双主轴数控排刀机床

适 用 于 办 公 室 的 MJP 单

喷头多喷嘴打印机 ProJet MJP 

2500 Plus ；可用于精密熔模铸造

的单喷头多喷嘴蜡型 3D 打印机

ProJet MJP 3600W，

以及直接金属打印机

ProX DMP 320 将亮相

CIMT2017。 

3D Systems

单喷头多喷嘴打

印 (MJP) 工艺能够

制造出精密的塑料部件，是功能原型制造、快速模具制造等多种应用的理

想之选。使用类 ABS 塑料和实际弹性体可打印刚性或柔韧性部件，实现

真正的功能性及性能。在办公室即可随时打印精密零件 ；具有专业级生产

能力、价格实惠 ；可打印高级塑料和弹性材料、具备工业级精度和质量。

3D SYSTEMS 直接金属打印适用于打印随形冷却模具，将随形冷却

流道与吹塑模具直接整合，提升效率高达 30%。简化装配件、产品轻量化、

改进流体流动、拓扑构造和大规模定制。

针对金属打印的 3DXpert 软件和针对塑料打印的 3DSprint 软件将

为行业带来新标准，展示出专业 3D 打印管理软件所能带来的惊人价值和

必要性。

同 时 还 将 展 示 Geomagic Capture 桌 面 式 三 维 扫 描 仪、

GeomagicDesignX 从点云到 CAD 逆向工程解决方案 、Geomagic 

Control 自动化的三维检测软件、Geomaic Freeform 触觉式自由造型设

计系统、CimatronE CAD/CAM 一体化集成解决方案 、GibbsCAM 居

于技术发展前沿的 CAM 系统。

双主轴数控排刀机床 DA25 采用双主轴平行对置

排列、双独立刀架的结构设计，刀架固定于机床中部，

双主轴可独立按照程序进行 X 轴、Z 轴移动，实现换

刀、加工进给及主、副轴夹持工件的自动交换。该机

型可以解决工件在一次装卡下的夹持端二序加工问题，

具有刀具布置和调整方便、换刀迅速省时、定位精度高、

生产效率高等特点。同时机床上可以集成各种形式的

自动上下料机构，实现无人化自动加工。

哈斯自动数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UMC 系列全能型五轴加工中心

哈 斯 UMC 系 列 全 能 型 5 轴 机 床 所 特 有 的

40 锥 度 立 式 加 工 中 心， 加 工 行 程 为 762 mm× 

508 mm×508 mm，配备一体式双轴摇篮转台。全系

机型均采用高性能同轴直驱主轴，标配 40+1 刀位侧挂

式刀库。标配的双轴摇篮转台几乎能够实现任意角度定

位工件，便于进行 5 面（3+2）加工，或实现轮廓铣削

及复杂的 5 轴联动加工需求，并标配带有动态坐标及刀

尖跟随功能，大幅简化编程及调试时间。

CIMT 展位号
E5-238

展位号W2-304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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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尼尼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P2lean 紧凑型多边折弯中心

萨瓦尼尼新一代紧凑型多

边折弯中心 P2lean 拥有独立

智能的操作系统，可以高效的

完成不同工件的折弯，并能实

现全自动化折弯。P2lean 可以

做到更长工件的折弯，且厚度

最高可达 3.2 mm，并能避免

产生废料。

P2lean 可在折弯时检测

每一块板材的回弹系数和拉伸

强度，从而自动补正折弯力度。

在 MAC2.0 的 帮 助 下， 即 使

同一批板材的回弹系数各不相

同，依旧可以保证这些工件的

折弯精确性和一致性。操作上，

P2lean 只需要操作者将板料放

在工作台面上，折弯后取下工

件就可以。其他操作完全是自

动完成。采用创新的伺服和液

压混合动力驱动，让设备的平

均能耗只有 5 kW。P2lean 的

折弯高度增加到 165 mm，长

度增加到了 2180 mm，但是机

床占地面积仅为 18 m2。

德国欧峰集团

威迪亚产品集团

GF加工方案

AX400 高效率多主轴加工中心

WS40PM 可转位铣刀材质

FORM S 350 精密数控电火花成形机床

AX400 高 效 率 多 主 轴

加 工 中 心 含 X、Y、Z 和 翻

转 A 轴，从前端上料到后端

排屑呈矮平紧凑型设计，由

上下料模块、工装模块、换

刀模块和加工模块组成。其

中上下料采用机器人自动完

成，机器人与床身集成一体。

工装模块采用的是欧峰

久经市场考验的四面体翻转

工装结构，单面可装载多至

4 根连杆，一面加工，一面

上下料，另外两面可为新型号连杆做储备，节省

换型时间。工装换型只需人工拧开定位螺栓，余

下的工作则交由上下料机器人完成即可。加工模

块采用双排主轴设计，一排主轴在加工工件时，

另外一排主轴则沿 X 轴移动进入刀库进行换刀，

由此换刀几乎不占用加工时间。刀库采用转盘设

计，最多可装载 4×16 把刀具，满足连杆粗加工

所有工艺需要，且具备新型号连杆拓展柔性。

综上所述，AX400 囊括加工中心柔性和专机

的效率，集成自动化上下料和自动换刀，最小化

非加工时间，满足客户日益严苛的节拍和柔性需

要。

威迪亚新型可转位铣刀材质是钛和其他超级

合金材料加工的首选，WS40PM 高钴基体材料具

有极佳的抗疲劳性能和刃口完整性，AlTiN-TiN 

PVD 复合涂层可减少刀具磨耗，使得这款产品成

为高温合金钢、奥氏体和 PH 不锈钢，以及类如

哈氏合金和 Nitronic 在内的镍基超级合金材料，

以及钛材料加工的首选。

在 另 外 一 种 钛 材 料 的 加 工 中，WS40PM/

VSM490-15 刀具在端面铣削和方肩铣削加工中，

在增加切深，提高每齿进给率情况下，其金属去

除率成倍提高，刀具寿命延长 80%。

WS40PM 产品是专为航天航空行业、国防

工业，以及医疗设备行业的加工应用需求而设计。

WS40PM 不仅适用钛材料的加工，在高温合金钢、

奥氏体不锈钢，PH 不锈钢以及类如哈氏合金和

Nitronic 在内的镍基超级合金材料加工中，这款

材质也有性能卓越的表现。

W S40P M 高 级 高 钴 基 体 材 料 具 有 极 佳

的 抗 疲 劳 性 能 和 刃 口 完 整 性，A l T i N - T i N 

PVD 复合涂层可减少刀具磨耗。

FORM S 350 拥有先进的高性能脉冲电源、

高精度所需的稳定性、温度控制技术、高生产

力和高质量加工能力，能够帮助电子元器件制造

商从容满足 ICT 和汽车制造商严格的质量要求。

FORM S 350 精密数控电火花成形机床的 X 轴、

Y 轴、Z 轴行程为 350 m×250 m×300 m，最

佳表面粗糙度为 0.08 μm。该解决方案的技术

能够轻松加工只有 50 μm 的细微型状。FORM 

S 350 高稳定性的精细电加工工艺是为特定应

用开发的，它能始终如一且可靠地实现完美细

节。该机的 iQ（创新 + 质量）降低电极消耗达

50%，让用户轻松加工电子元器件生产中所需的

微小内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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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哈挺机床
（上海）有限公司        

西班牙尼古拉斯克雷亚

马思特（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XF6300 高端型五轴加工中心

RCN 6000 角度编码器

ELITE 系列车削中心

数控龙门式五轴五联动加工中心 FOX

TRIM® MicroSol® 585XT

位于德国的现代威亚欧洲研发中心，通过多年的潜心研发，结合众家所长，

终于推出了一款全新的高性价比 XF6300 高端型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因其可靠的

加工稳定性、合理的价格、出众的外观等多种 DNA 集一身的特殊优势，一经推

出市场，便在短时间内赢得了众多好评。

整体式高强度床身确保高刚性和高精密性作业，创新型

的箱中箱确保设备刚性的同时显著提高作业效率。

X/Y/Z 配置光栅尺及 A/C 轴配置 RYTM 型高精密角度

检测，通过配合高精密多样化主轴，可实现微米级高精密加工。高精密

DDM 转台及可选 GEAR 转台显著扩大了适用范围，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

求。主要应用于汽车模具、航空航天和医疗器械等高精密产品加工。

RCN 6000 角度编码器，兼顾了以往封闭式角度编码器的高精度、高防护、易安

装、精度保持性好的特点，并且增大安装孔径至 180 mm。

新的 RCN 系列仅具有两条刻轨，由两条刻轨产生的信息通过处理可以保证获得

高精度的绝对位置。海德汉在新的绝对式角度编码器上采用了单场扫描原理。大的扫

描表面和扫描场的排列使得编码器对污染敏感程度相对降低。革新的光学扫描透镜所

具有的特殊光学过滤功能提供了高质量的扫描信号。编码器内部的定子联轴器以及

密封元件得到进一步优化，使其获得较大的安装公差。新的 RCN 提供了用于电子连

接的插座，适配电缆 ( 需单独订货 ) 可简单的扣在编码器上，无需工具，此连接具有

IP67 的防护等级。

哈挺 ELITE 家族最新系列高精度车削中心，功

能完备，配备哈挺传统夹头式主轴，可以得到更高的

精度，优秀的抗震性和热稳定性带来出色的零件圆度、

粗糙度、尺寸稳定性，并提高了刀具寿命。

该机床特点包括双主轴、双 C 轴设计，棒料两端

一次加工完成。Y 轴功能行程达 ±42 mm。超稳定的

床身设计，重量达 4.9 ～ 5.8 t（不同型号），可同时实

现重载车削和精密车削。更宽的滚柱型导轨，BMT 刀

塔的采用确保更好的机床刚性。伺服尾座、副主轴可选。

可根据客户需求选配 FANUC 或 SIMENS 系统。油脂

润滑系统，通过油脂泵对机床润滑，大大减少维护工作

量。新设计的CFS主轴更方便安装国际通行的夹头夹具。

FOX 系列龙门加工中心设计结合了

最先进的 3D CAD 软件以及尼

古拉斯 70 年来在加工中心设计

制造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其设

计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案提高结构

的坚固性，确保卓越的刚度和精

度。其框架结构的尺寸适当，提

供了良好的刚度和阻尼性能。同

时，驱动系统及运动机构保证了

高精度和良好的动态性能。该加工中心

可选配大量的可用附件和最先进的铣头，

成为通用型加工中心，可满足粗加工和精

加工应用需求。凭借其良好的刚度、精度

以 及 多 功 能 性，FOX 被 定

义为高性能加工中心，主要应用于具有严

格公差要求的精加工作业以及提高生产率

的高强度粗加工作业。

TRIM® MicroSol® 585XT 是一款高润滑半合

成的微乳型切削液浓缩液。相对于传统的半合成液，

它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具有极佳的湿润性、冷却

性及防腐性能，并含具有机械润滑作用的化学表面

活性剂，高压低泡，适合广泛的金属加工应用，如

铝合金、合金钢、不锈钢、铸铁加工和混合材质的

加工。它可以更好的满足钛合金，高温合金的加工

要求，在航空行业，经过很多航空企业的检验和认

证。不含亚硝酸盐、三嗪、苯酚、氯、硫等 EP 添

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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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精机公司
CyberPolish900 系列智能化
全自动抛光系统

瑞士精机公司凭借其在抛光

领域的深厚造诣，充分发挥其在

组合生产线上的技术优势，开发了

CyberPolish( 赛博 ) 智能数字抛光机。

瑞士精机公司开发的高性能控制软

件 CyberMotion5.0，可通过输入工

件 3D 数据模型，获得精准的抛光路

径，控制高性能 6 轴机械手像加工

中心控制刀具一样沿着理论轨迹进

行高精度轮廓抛光，其独特的高精

度轨迹跟踪控制功能，可以实现高

精度型面，倒角和棱边的完美加工。

为了满足不同产能需求，瑞

士精机 Cyberpolish 系列抛光机采

用模块化设计，一台设备可以配置

2 ～ 5 个抛光单元，每个抛光单元

可以配置 1 ～ 2 个磨轮轴，具有非

常高的柔性和通用性。同时，该设

备还可以根据工艺需要，进行干式

或湿式抛光，其配置的完全密封系

统以及真空吸尘装置，保证了抛光

工作安全顺利地进行。

普拉迪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马波斯 (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

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PYB-CNC4500 型材复合加工中心

Mida Laser P 测量系统

新型 REVO® 多传感器五轴测量系统

P Y B - C N C4500 型材

加 工 中 心， 是 普 拉 迪 高 精

度 切 削 的 代 表 产

品，采用 B T40

主 轴，24 把 圆

盘式刀库。全铸

件式床身，T 型

工 作 台， 集 铣

削、钻孔、攻牙、

倒 角 为 一 体 的

自 动 化 复 合 加

工 中 心， 适 用

于加工各种长度的型钢、铜、铝型

材 等 金 属 加 工。P Y B 型 材 加 工 中

心被广泛运用于轨道交通型材件加

工、航空业型材件加工、核电型材

件加工、军工型材件加工、打印机

导轨加工、线性模组加工、型钢型

材加工等。

P Y B 系 列 可 以 根 据 客 户 的 要 求 定 制 不 同

规格的机型，标准设备是单头型材机，行程最

长可以做到 20 m。另外，还可以为客户定制

P Y B 双 头 型 材 机， 加 装 四 轴 旋 转 台， 配 备 角

度头，制作专用特殊夹具。

Mida Laser P 是对数控机床旋转刀

具进行高速测量和检测的马波斯测量系

统，它减少了机床的停机时间并降低不

良率，提高生产率和生产质量。由于其

灵活的接口，无论是验证中的刀具类型

或是在实际的旋转速度下，Mida Laser 

P 可 被 编 辑 以 达 到 最 好 的 测 量 效 果。 在

加工中心和车削中心上，Mida Laser P

都能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这得益于其

多个软件循环能够适应激光加工的要求。

优势是不需要人为干预，可直接在机床

上对刀。可自动修改刀补表，改善产品

质量。降低不良率，提升产量。可用实

际加工转速对刀，检测更多形式的刀具。

REVO 系统是雷尼绍推出用于坐标测量

机 (CMM) 的革命性多传感器五轴测座，采

用同步运动和五轴测量技术。具有高性能扫

描、非接触式测量和表面粗糙度分析功能，

可极大降低坐标测量机在超高测量速度下的

动态误差。采用灵活的端部感应技术进一步

增强了系统精度和灵活性。可拆卸的测头系

统配用交换架，提高了系统灵活性。REVO

是仅有的在坐标测量机 (CMM) 上可同时控

制三个机器坐标轴和两个测座轴运动的扫描

系统，并且可以使用各种 2D 和 3D 接触式测

头、表面粗糙度检测测头和非接触式影像测

头来采集工件数据。

REVO 及其全新坐标测量机控制器 UCC S5 具有强大的功率和通信能力 , 可使用 RVP 影像测头等

最新的 REVO 传感器。该测座还可以扩大在负 A 轴上的移动范围，从而提高工件的可测触性并降低测

针设定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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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动化装配提供“双保险”
刹车系统是汽车底盘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性能直

接影响到汽车行驶的安全性，

对于确保车辆行驶安全以及

驾驶员的安全具有关键作用。

为了提高刹车的有效率，并缩

短刹车距离，现在的轿车制动

系统中都会安装真空助力器，

作为制动系统的伺服装置。

真空助力器主要由真空

伺服气室和控制阀组成，“真

空”就意味着密封，真空助

力器中与密封相关的零配件

多达 20 余种，如何合理制定

装配流程，不仅能实现高效

装配，还能保证产品的合格

率，这一直都是困扰长春某

知名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

题。2015 年，该厂家曾与北

京绅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绅名科技”）合作，采

用了其提供的汽车底盘刹车

柱塞式主缸装配线。“在第一

次的合作中，我们的装配线

将他们之前的加工效率提升

了一倍，而且为他们节省了

大量人力成本，所以在他们

为真空助力器产品组装寻求

最佳解决方案的时候，也是

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绅名

科技自动化事业部总经理金

泰焕先生坦言道，是绅名科

技过硬的自动化装配线技术，

加深了彼此的信任，并为双

方开拓了进一步的合作机遇。

基于用户需求的创新
与上一条底盘刹车柱塞

式主缸装配线类似，这条真

空助力器装配线对于装配的

柔性化，同样有很高的要求，

装配的产品型号超过 20 种，

是典型的多品种小批量式装

配。“因此，我们在考虑自

动化的同时，还要兼顾柔性

化。最后给对方提供的方案

是，22 台设备，其中 8 台手

动，14 台自动。”绅名科技

自动化事业部技术科长李钟

铭先生介绍说，“整条线的节

拍时间是 28s，这并不是我

们设计的初衷，为了满足客

户产品的小批量多品种需求，

量身定做自动化装配线。”李

科长解释说，因为考虑到成

本因素，鉴于有些环节可以

考虑人工方式，所以这条线

的自动化程度并不是特别高，

而是将成本与效率进行综合

考量，将自动化程度最大化。

装配线的起始端由 8 台

设备组成三个手动加工单元，

每个手动加工单元由一个人

完成。首先是一个两侧布局

的手动加工单元，同时进行

真空助力器前后壳体的导向

杆和密封圈的装配，装配好

的产品由传送带送至下一个

工位。“而第三个手动加工单

元是绅名科技技术实力的第

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真空助

力器核心零部件控制阀的组

装单元。”据李科长介绍，控

制阀部件结构复杂，由 9 个

零部件组成，这个装配 + 检

测环节原来客户需要 3 台设

备才能完成，而绅名科技仅

用了 1 台设备就实现了。

真空助力器有前后两个

壳体，而且内部结构复杂，最

关键的问题在于要保持“真

空”，一旦前后壳体铆接在一

起，测试密封性出现问题，那

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因此，绅

名科技的设计人员在设计装

配流程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

了如何对每一个装配环节进

行严格把关，力求交到下一道

工序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是合

格品。“22 台设备，依据的最

基本要求都是先装配再检测，

检测环节几乎贯穿在装配的

每一个环节。”李科长道出了

绅名科技对设计的一丝不苟。

贯穿在装配线中的测试

总共达 10 次之多，拿前后壳

体合装收口前检测和收口后

检测举例来说，“收口前要测

试弹簧的抗力、控制阀是否

达标，助力曲线等等；收口后，

我们借助“拐点下密封测试，

常规助力曲线，静密封测试”

来检测产品性能是否合格 ；总

成装配后，设置两台测试设备，

一台是空行程测试，一台是

总成动 / 静密封测试，静密封

就是在产品不动的时候把它

组装起来，测试产品真空泄

露量，助力曲线我们采用的

是伺服电机推动的方式，模

拟刹车状态，检测产品输出

力是否达到指标。”还有用于

判断制动主缸位置和助力器

型号匹配装配是否正确的视

觉拍照检查，“因为用户对于

制动组缸的安装位置有要求，

所以在组装之前就对产品拍

一次照，装配完成再拍一次照，

用显示屏判断制动组缸的安

装位置是否正确。

除了在测试方面尝试了

很多创新设计之外，为了让

装配流程更加合理化，绅名

科技还为该用户特别设计了

一些环节，充分体现了绅名

科技对于自动化装配的深刻

理解。

比如在推杆头压装工

位，这个环节需要对推杆头

的实际高度与预期高度的差

值进行补偿，之前，用户是

手动选取补偿垫片，而这条

线上实现了垫片的自动选取

与压装，设备可以自行判断

差值并智能选取。并且，之

前需要三台设备才能完成的

工作，在这条线上，数量缩

减为一台。

再比如在拆除辅助工具

环节，有的真空助力器型号

因为里面有弹簧，因此为了

不让前后壳体弹开，会采用

工艺螺母预先固定，而在前

后壳体收完口之后，螺母需

要拆卸。之前该企业采用人

工拆卸的方式，经过绅名科

技的设计，现在完全可以实

现螺母的自动拆卸。有单向

阀的产品则实现了单向阀的

自动拆卸。这为企业节约了

人力成本，充分体现了自动

■  结构复杂的控制阀部件

技，作为斗山机床的金牌代

理一直在机床领域做得风生

水起，2013 年，绅名科技领

导层看准自动化装配市场的

发展前景，并决定开辟装配

自动化这一新的业务领域。

“虽然装配自动化对于绅名科

技来说是全新的业务，但是

基于我们多年来服务于中国

用户，以及对中国用户的理

解，我们坚信自动化装配是

他们未来发展所必须的。”金

总自信地说道。“即使现在国

内的自动化装配领域的大多

数订单还被国外品牌占据着，

但从 2014 年开始发展至今我

们完成的三条装配线，为我

们树立了持续发展的信心。”

在国产自动化装配线领

域，绅名科技就像一面旗帜，

不仅为自己，还为更多的中国

企业树立了信心。“国产自动

化装配线有着诸多优势，首先

就是地理优势，我们距离用户

更近，可以及时对用户的需求

进行反应 ；其次，我们的定制

化程度更高，可以真正了解

用户需求，为他们量身打造

最适合自己的自动化装配线 ；

另外，我们的成本相比较德国、

日本的产品要更低。”金总表

示，现在绅名科技的两条装配

线已经被中国市场验证成功，

另外的一条也即将上阵服役，

度过新业务发展的磨合期，绅

名科技现在有筹码可以理直

气壮地进军中国自动化装配

市场。

2017 年，绅名科技计划

完成 5 条自动化装配线，产

品主要围绕与汽车安全相关

的转向、制动、减震三大领域，

相比较之前的一年一条，产量

相当于翻了五番！对此，金总

表示，绅名科技将与韩国知名

企业合作，扩大核心技术能力，

共同完成五条装配线的生产，

“实业兴邦，绅名科技一直脚

踏实地的在为中国企业的腾

飞而努力，我们要利用此合作

契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

消化，加强自身竞争力，为

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贡献

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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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尔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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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china@vollmer-group.com // Tel. +86 512 53572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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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RIND 360 –
效率倍增

VGrind 360是一款用于生产100 mm

以内直径的整体硬质合金刀具的5轴

刃磨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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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T2017 部分参展商名单
E1-101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1-121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1-122 西安北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28 宁波三韩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E1-132 宝鸡西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92 江苏迪克机床有限公司

E1-196 台州屹捷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201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1-231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E1-232 湖北巨浪机器人有限公司

E1-282 洛阳鸿元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E1-283 台州市路桥景耀数控机床厂

E1-285 德州泰达立式车床制造有限公司

E1-286 苏州瑞森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E1-287 大连瓦工重型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291 南京久思诚贸易有限公司

E1-293 江苏飞亚机床有限公司

E1-301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1-30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

E1-306 西安力德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E1-311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E1-312 西安纳诺精密测量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E1-315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316 陕西威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E1-402 北京瑞米机械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E1-411 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

E1-412 沈阳泰格科技有限公司

E1-493 沧州铭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496 滨州博海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E1-501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E1-505 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E1-511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E1-513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1-516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E1-591 南京建克机械有限公司

E1-592 上海量刃工具有限公司

E1-593 南京德西数控新技术有限公司

E1-606 四川深扬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E1-617 杭州华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618 泰州市江洲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619 江苏三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620 苏州市宝玛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1-691 宁波高新区恺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692 张家港市超声电气有限公司

E1-693 苏州市光福电讯器材厂

E1-695 苏州市科龙应用技术研究所

E1-696 天津轮达鑫盛机械有限公司

E1-701 青海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E1-702 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E1-703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

E1-705 上海量具刃具厂有限公司

E1-706 苏州阿诺精密切削技术有限公司

E1-707 大连富士工具有限公司

E1-708 大连远东工具有限公司

E1-721 上海松德数控刀具制造有限公司

E1-722 戴杰磨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1-796 北京德铭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801 上海特略精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802 沈阳众一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821 山东临沂金星机床有限公司

E1-822 南京肯迈得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823 云南精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1-825 北京中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E1-826 广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E1-828 江苏齐航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1-829 深圳市远见机械有限公司

E1-891 安徽省海安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1-892 上海申联试验机厂有限公司

E2-101 台湾友嘉实业集团

E2-113-4 北巨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2-164-2 亚崴机电 ( 苏州 ) 有限公司

E2-164-3 亿铨机械（嘉兴）有限公司

E2-191 普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2-201 卡尔蔡司 ( 上海 ) 管理有限公司

E2-202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E2-203 苏州英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2-204 形创中国

E2-205 马尔计量设备有限公司

E2-206 温泽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E2-207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E2-211 业纳（上海）精密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E2-212 法如中国有限公司

E2-213 波龙诺孚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223 挪威迈卓诺测量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E2-224 住友电工硬质合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225 施泰力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E2-233 韩国精密机械株式会社

E2-248 锑玛（苏州）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2-291 奥地利 RSF 电子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E2-314 昆山嘉尼赫机械有限公司（台湾键和）

E2-402 特固克刀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404 三菱综合材料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E2-405 上海玛帕贸易有限公司

E2-411 号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2-412 多马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E2-413 春保森拉天时硬质合金（厦门）有限公司

E2-414 南京蓝帜金属加工技术有限公司

E2-415 日易晖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2-416 埃莫克法兰肯精密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E2-491 普威特涂层（哈尔滨）有限公司

E2-501-1 东台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2-501-4 苏州东昱精机有限公司

E2-601 山特维克可乐满

E2-602 泰珂洛超硬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E2-611 瓦尔特（无锡）有限公司

E2-692 无锡诺佳工具有限公司

E2-702 油机机械工业 ( 中国 ) 有限公司

E2-801 IMC- 伊斯卡刀具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802 钴领（常州）刀具有限公司

E2-803 高耐大因刀具（青岛）有限公司

E2-804 深圳市高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2-805 尚亚 ( 上海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3-10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E3-121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3-122 南京二机齿轮机床有限公司

E3-131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

E3-132 天津市达鑫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3-136 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E3-152 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3-153 济南四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3-155 杭州杭机股份有限公司

E3-201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E3-202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E3-203 北京广宇大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3-231 汉川数控机床股份公司

E3-232 桂林桂北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E3-233 天津市第二机床有限公司

E3-291 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

E3-292 沈阳莱茵机器人有限公司

E3-401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E3-411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3-413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E3-415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3-501 那智不二越（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E3-502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3-503 SMC( 中国 ) 有限公司

E3-504 上海固都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E3-505 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E3-510 上海昱安科贸有限公司

E3-511 恩斯克投资有限公司

E3-513 库卡机器人 ( 上海）有限公司

E3-514 英纳国际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E3-591 深圳宏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E3-592 台湾嘉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E3-593 史陶比尔 ( 杭州 ) 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E3-601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E3-612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613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3-615 上海铼钠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616 宁夏巨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E3-702 恩梯恩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E3-712 雄克精密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3-713 瑞力盟数控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E3-791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3-802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892 欧瑞传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4-101 三丰精密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E4-102 Star 精密株式会社

E4-104 仓敷机械株式会社

（此名单仅供参考，准确名单以现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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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105 新日本工机株式会社

E4-151 株式会社 东京精密

E4-152 西铁城（中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4-155 三菱重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E4-193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E4-194 日本黛杰工业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

E4-201 达诺巴特集团

E4-217 北京发格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4-254 西班牙尼古拉斯克雷亚集团公司

E4-271 大昌华嘉商业（中国）有限公司

E4-272 斯凯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E4-281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4-282 翰默（上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4-283 鸿特机械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E4-284 环球工业机械 ( 东莞 ) 有限公司

E4-306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E4-401 斗山机床 ( 中国 ) 有限公司

E4-502 富士机械制造株式会社

E4-503 丰田工机（大连）有限公司

E4-601 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E4-602 大隈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4-603 欧士机（上海）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4-701 山崎马扎克（中国）有限公司

E4-802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E4-803 村田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5-102 三门峡中原精密有限公司

E5-238 苏州富莱克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5-239 上海冠钻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5-240 成都锋宜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E5-259 德一克精密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E5-301 成都邦普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E5-302 扬州新江正工具有限公司

E5-303 上海名古屋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5-305 台州中天工具有限公司

E5-311 宁波利浦刃具有限公司

E5-312 江苏扬碟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E5-313 青岛美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5-328 汉中市智海精密机械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E5-407 常州市铭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E5-438 苏州赛帕埃惜精机有限公司

E6-103 透波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E6-112 苏州哈勒数控磨床有限公司

E6-113 瑞士伊斯泰克硬质合金公司 /WMC 硬质合金公司

E6-113-2 北京伊斯泰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6-122 瑞士尼克雷斯科技公司

E6-124 舒能（苏州）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E6-311 威库司锯业（上海）有限公司

E6-312 南京赫比尔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6-313 富美成钻头（上海）有限公司

E6-314 世泰科江钨特种钨（赣州）有限公司

E6-315 汇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6-405 韩国技术有限公司

E6-407 株式会社 德明

E6-410 韩松 M&T 株式会社

E6-412 汉川（香港）有限公司

E6-413 双龙材料株式会社

E6-415 信一秀塔克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E7-101 山东金杰机械有限公司

E7-102 南京诚达运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E7-128 陕西中博工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E7-129 沧州市新玛特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7-201 成都广泰实业有限公司

E7-202 北京德伟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7-302 江苏科瑞斯机件有限公司

E7-323 富兰克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E7-325 北京麦格纳材科技有限公司

E7-326 无锡市新德科机械有限公司

E7-327 北京天地泽科技有限公司

E7-328 长春加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7-329 安徽京虎数控电源有限公司

E7-415 台州华达工量具制造有限公司

E8-103 菱材日立刀具（上海）有限公司

E8-104 日本安努梯工具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

E8-107 帕斯卡株式会社

E8-201 株式会社日研工作所

E8-214 厦门御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8-215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E8-301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8-302 德国斯德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E8-305    奥奔麦科技
E8-306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E8-307 马路科技 德国高慕有限公司 

E8-310 威士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E8-311 佐技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E8-312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E8-412 上海踏石工业清洗技术有限公司

E8-413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E8-415 广州市欧登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E8-416 西刻标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E9-101 锅屋百迪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E9-103 日本雪和精工株式会社

E9-104 三共机械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E9-105 西日本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10-108 沃克有限公司

E10-115 赫美斯 ( 上海 ) 磨料有限公司

E10-203 蒙拓力有限公司

E10-302 上海德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0-305 GAT 传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E10-312 艾泰克机械防护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E10-315 德国哈特纳刀具有限公司

E10-401 卓勒（上海）精密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E10-402 罗伯特罗特根有限两合公司

E10-403 德国罗姆海德有限公司

E10-405 君特艾弗根责任有限公司

E10-407 和柔电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10-408-1 A．曼内斯曼机械厂

E10-409 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11-101 济南文德机械有限公司

E11-102 安阳斯普机械有限公司

E11-105 镇江飞亚轴承有限责任公司

E11-106 瓦房店天久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E11-107 洛阳博盈轴承有限公司

E11-108 北京北航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E11-109 江苏思维福特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1-110 北京东方精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11-131 深圳市汉锐科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132 靖江市建肯高速电机有限公司

E11-133 无锡阳光精机有限公司

E11-135 江苏星晨高速电机有限公司

E11-136 北京航空精研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E11-137 浙江优特轴承有限公司

E11-138 上海原创精密机床主轴有限公司

E11-201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11-202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E11-203 江苏晨光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1-205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E11-301 江苏启尖丝杠制造有限公司

E11-302 北京霹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E11-303 江苏瑞安特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E11-305 岐山北方机械有限公司

E11-331 哈尔滨新哈精密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11-332 洛阳鸿骏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333 山东纳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11-335 南通嘉安机械有限公司

E11-336 山东盛金箱柜制造有限公司

E11-337 北京宇晨瑞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338 烟台泰格尔数控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11-339 大连众恒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E11-340 苏州晓宇宙齿条科技有限公司

E11-401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E11-402 浙江思特亿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E11-403 浙江得利亚自动化制造有限公司

E11-405 太原市德福机械有限公司

E11-406 山东华准机械有限公司

E11-407 宁波海迈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1-408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E12-101 莱州金万原机械有限公司

E12-102 烟台裕丰机床辅机有限公司

E12-103 河北晟拓机件制造有限公司

E12-105 蚌埠市金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12-106 台州华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2-121 台州市飞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2-122 北京长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123 沧州瑞达机床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E12-125 河北华远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12-126 四川简阳云海泵业有限公司

E12-127 武汉恒流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E12-128 佛山市明汝远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E12-129 北京丰源颢晨机械有限公司

E12-130 中船重工河北清洗机有限公司

E12-131 青岛合泰仪器工具有限公司

E12-132 武汉智德立精工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E12-133 德州科浦沃数控功能部件有限公司

E12-135 高邮市力博机床附件厂

E12-136 大连元利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E12-137 上海俊恒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12-138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E12-139 无锡沃尔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E12-140 北京双旭科技有限公司

E12-141 莱州市义盛精密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12-151 武汉昌合阿美斯塔机械有限公司

E12-152 昆山伊佳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E12-153 平原鑫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155 临沂市兰山区宇彤精密机械厂

E12-156 威海天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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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2-201 沈阳旭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12-202 上海鑫轮超硬磨具有限公司

E12-203 深圳市玉宝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E12-205 河南省豫星华晶微钻有限公司

E12-206 河南省新航科技有限公司

E12-211 苏州赛力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12-212 沈阳达亿超硬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E12-213 河南厚德钻石科技有限公司

E12-215 河南飞孟金刚石工业有限公司

E12-216 上海昌润极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E12-217 上海誉和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E12-218 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科技有限公司

E12-219 江苏苏北砂轮厂有限公司

E12-231 郑州中南杰特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E12-232 北京荣锋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12-233 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12-235 青岛四砂泰益超硬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E12-236 郑州锐力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E12-251 上海健椿隆机械有限公司

E12-252 国机精工有限公司

E12-301 北京高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302 格林利福（湖南）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E12-306 天津龙创日盛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E12-307 天津太敬格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E12-308 中国航空航天工具协会

E12-309 贵州西南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E12-321 宁波慈光同步带有限公司

E12-322 宏富信精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12-323 余姚市金业机械电器有限公司

E12-325 绍兴市威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326 南京安迈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E12-327 上海铁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12-328 象山华洋机床附件厂

E12-329 德州昊天进出口有限公司

E12-330 西安秦岭金刚石砂轮有限公司

E12-331 平原县天宇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12-351 中国机电装备维修与改造技术协会

E12-352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12-353 东台瑞达丰科技有限公司

E12-355 上海青浦中祥工业皮腔厂

E12-356 湖南兴大新材料有限公司

E12-357 广东群辉防护技术有限公司

E12-358 昆山壹杰斯机械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E12-359 西安海威斯科技有限公司

E12-360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12-361 大连行健数控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E12-371 陕西航空硬质合金工具公司

E12-372 北京航天峰光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12-373 温岭市温峤工具厂

E12-375 成都航威精密刃具有限公司

E12-376 衡水航宇华航机械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E12-377 北京九野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E12-378 潍坊永利量具有限公司

E12-379 潍坊市中意量具有限公司

E12-380 北京阿莉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12-381 陕西航空宏峰精密机械工具公司

E12-401 台州普拉帝涂层有限公司

E12-402 昆山奥玛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12-403 常熟市巨力砂轮有限责任公司

E12-405 昆山励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12-406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汉明石阁机床厂

E12-411 昆山普谦精密主轴有限公司

E12-412 天津比利耐尔钻石工具制造发展有限公司

E12-413 昆山尚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415 沈阳康百世朝田液压机电有限公司

E12-416 昆山佳贺固力普机械零配件有限公司

E12-421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E12-422 郑州宇峰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E12-423 河源普益硬质合金厂有限公司

E12-425 宁波川景誉机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12-426 郑州宏拓超硬材料制品有限公司

E12-427 苏州远东砂轮有限公司

E12-452 日照经济开发区威斯顿陶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12-453 福清市融马砂轮有限公司

E12-455 河南捷利达超硬制品有限公司

EL-027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EL-03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学院

EL-040 苏州怡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L-045 广东万濠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L-047 广州市诺信数字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EL-050 成都鼎创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EL-053 长春荣德光学有限公司

EL-111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EL-112 宁波丰展仪器有限公司

EL-113 成都思迪机电技术研究所

EL-115 桂林市晶瑞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EL-116 深圳市精达工量具有限公司

EL-117 上海台震实业有限公司

EL-118 石家庄邦和贸易有限公司

EL-119 浙江流遍机械润滑有限公司

EL-120 航天科工惯性技术有限公司

EL-121 长春光机数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L-123 深州市南护群山胶木加工厂

EL-125 台州林隆贸易有限公司

EL-126 北京景年金刚石滚轮有限公司

EL-129 东莞市特马电子有限公司

EL-131 北京中科中自技术有限公司

EL-135 江西凯润达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EL-136 无锡市科瑞特精机有限公司

W1-101 哈斯自动数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1-102 圣戈班磨料磨具（上海）有限公司

W1-103 威迪亚刀具 / 肯纳飞硕金属 ( 上海 ) 有限公司

W1-110 美国赫克中国公司

W1-111 创硕过滤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W1-112 迪培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W1-113 奥智品光学仪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W1-114 英格斯（香港）有限公司

W1-121 哈挺中国有限公司

W1-122 杰根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1-123 埃帝科公司

W1-124 美国肯尼福公司

W1-125 美国德瑞克斯磨刀机公司

W1-126 美国机械制造技术协会

W1-151 格里森销售（中国）

W1-152 法世机床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155 美国制造技术公司

W1-156 赛夺科精密主轴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157 易趋宏

W1-158 威克泰克精密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W1-160 德拉克制造服务有限公司

W1-161 马思特（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W1-162 美国光动公司

W1-191 美国极致制造公司

W1-195 美国机械制造技术协会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W1-196 美国科特机床夹具公司

W1-204 英赛 - 贝拉尔蒂股份公司

W1-205 保定向阳吉拉蒂机械有限公司

W1-206 LCM 精密科技公司

W1-207 OMG 公司

W1-208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W1-215 巴罗法蒂

W1-216 意大利 MT 刀座公司

W1-219 中意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W1-255 星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1-261 鸿思棣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1-263 皮特卡纳基贸易（济南）有限公司

W1-265 伯瑞通公司

W1-292 意大利诺伐公司

W1-301 沙迪克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W1-302 友盛（上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1-303 福禄超高压水射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304 帕莱克机械（南京）有限公司 ( 国际 )

W1-307 高博 （天津） 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W1-308 上海善能机械有限公司

W1-391 南京傲马水射流有限公司

W1-393 美国 Positrol 夹具系统技术公司上海办事处

W1-394 美国优尼索勃减振安装技术公司

W1-401 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1-408 宝禾易克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W1-411 元素六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W1-418 英国莫拉特机械有限公司

W1-491 上海斯脉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W1-493 英格索尔机床公司

W1-501 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1-502 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

W1-503 孚尔默（太仓）机械有限公司

W1-591 法国艾瓦赛姆泵业股份集团公司

W1-592 上海申兆和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W1-601 乐嘉文有限公司

W1-602 德克工业集团（瑞典）有限公司

W1-603 兄弟机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W1-604 晨达中国有限公司

W1-605 宝力机械有限公司

W1-606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W1-607 法信 ( 国际 ) 有限公司

W1-608 臻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W1-609 泰利莱中国有限公司

W1-691 欧洲工业清洗机联盟上海办事处

W1-692 迪普马（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1-693 司达行

W1-701 施利博格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1-702 乐连电气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W1-703 威腾斯坦（杭州）实业有限公司

W1-704 南京广权科技有限公司

W1-705 无锡托达康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1-706 上海华歌实业有限公司

W1-707 奥地利威佳尔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1-711 昂科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W1-712 上海中羽工业钻石有限公司

W1-713 科美腾精密磨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W1-714 达尔康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W1-715 上海德优工贸有限公司

W1-791 艾博森空气净化设备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W1-792 美国许密特工业公司上海代表处

W1-793 哈维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801 易格斯拖链轴承仓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1-803 北京精诚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W1-813 格兰玛特机床设备有限公司

W1-814 上海梅力机械有限公司

W1-891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W1-892 北京新吉泰软件有限公司

W1-893 哈尔滨创拓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W1-894 瑞顾克斯工业（大连）有限公司

W2-101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W2-102 德商罗芬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2-103 上海偲丹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W2-104 科林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2-105 埃维斯刀座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W2-106 德国布佧特 + 委博公司

W2-107 舒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2-108 德国柯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109-1 北京迪拓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W2-151 沃特杰特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W2-152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W2-153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2-154 苏州托克斯冲压设备有限公司

W2-155 昆山波英特精密制冷机械有限公司

W2-182 江苏文拉折弯机模具系统有限公司

W2-191 HMP 机械制造公司

W2-192 艾睿斯联合体

W2-193 富利美（上海）工业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W2-195 哈格机械设备 ( 上海 ) 有限公司

W2-196 北京元德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2-201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2-202 苏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W2-203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203-M-1 卡斯托机械制造有限两合公司

W2-221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2-222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W2-223 张家港新乔升科技有限公司

W2-231 北京天田机床模具有限公司

W2-232 奔腾激光 ( 温州 ) 有限公司

W2-233 湖北三环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W2-291 安徽联盟模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W2-292 廊坊市泽田依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2-293 西安澳玛专用机床有限公司

W2-295 扬州市天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2-302 力丰 ( 集团 ) 有限公司

W2-303 村田机械

W2-304 上海福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2-311 台在机械设备（青岛）有限公司

W2-312 和和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2-313 昆程工业有限公司

W2-314 金正达科技有限公司

W2-391 利玛（天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2-401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2-402 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W2-403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W2-411 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W2-412 武汉高能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W2-413 上海普睿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2-491 惠州市博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492 河北德莱特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

W2-493 南通市苏迈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2-495 山东力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2-501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2-502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W2-503 信宜华辉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511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W2-512 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公司

W2-515 海南格林特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W2-516 上海恒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W2-517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W2-591 烟台江海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W2-592 陕西华恩科技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W2-593 上海爱葛尼机床有限公司

W2-595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W2-596 江苏亚欧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601 深圳迪能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W2-602 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W2-603 北京久天宏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2-605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W2-611 和和机械（张家港）有限公司

W2-612 西安中科微精光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W2-613 武汉华夏星光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W2-615 瑞铁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W2-616 广州市启泰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W2-617 鑫精合激光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W2-618 济南奥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W2-691 安徽东海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2-692 艾玛应泰感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W2-693 上海海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2-701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W2-703 河北沃克曼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705 滕州市三合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2-706 山东高密高锻机械有限公司

W2-707 天水锻压机床 ( 集团 ) 有限公司

W2-711 无锡金沃伺服冲床有限公司

W2-712 南通麦斯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713 青岛大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2-715 北京雷默重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模具生产基地

W2-716 无锡金球机械有限公司

W2-717 锋和机械（张家港）有限公司

W2-791 烟台瑞斯克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792 东莞市震霖实业有限公司

W2-793 天津市天大切焊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W2-795 无锡泰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W2-796 天津市汇点机电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W2-801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W2-802 威尔逊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W2-803 北京珊达兴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W2-805 中安重工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W2-806 十堰天舒感应设备有限公司

W2-807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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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811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2-812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W2-821 北京贝斯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W2-822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2-823 山东科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W2-825 济南汇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826 常州市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1 山东省青岛生建机械厂

W2-892 江苏合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3 沧州市机床防护罩厂

W3-101 德马吉森精机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W2-593 上海爱葛尼机床有限公司

W2-595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W2-596 江苏亚欧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601 深圳迪能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W2-602 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W2-603 北京久天宏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2-605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W2-611 和和机械（张家港）有限公司

W2-612 西安中科微精光子制造科技有限公司

W2-613 武汉华夏星光工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W2-615 瑞铁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W2-616 广州市启泰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W2-617 鑫精合激光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W2-618 济南奥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W2-691 安徽东海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2-692 艾玛应泰感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W2-693 上海海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2-701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W2-703 河北沃克曼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705 滕州市三合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2-706 山东高密高锻机械有限公司

W2-707 天水锻压机床 ( 集团 ) 有限公司

W2-711 无锡金沃伺服冲床有限公司

W2-712 南通麦斯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713 青岛大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2-715 北京雷默重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模具生产基地

W2-716 无锡金球机械有限公司

W2-717 锋和机械（张家港）有限公司

W2-791 烟台瑞斯克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792 东莞市震霖实业有限公司

W2-793 天津市天大切焊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W2-795 无锡泰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W2-796 天津市汇点机电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W2-801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W2-802 威尔逊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W2-803 北京珊达兴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W2-805 中安重工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W2-806 十堰天舒感应设备有限公司

W2-807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W2-811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2-812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W2-821 北京贝斯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W2-822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2-823 山东科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W2-825 济南汇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826 常州市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1 山东省青岛生建机械厂

W2-892 江苏合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3 沧州市机床防护罩厂

W2-893 沧州市机床防护罩厂

W3-101 德马吉森精机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W3-102 德国贝托特 •哈默机械制造股份公司

W3-103 德国哈斯马格磨床有限公司

W3-105 奥美特机床（太仓）有限公司

W3-107 欧峰 •凯斯勒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W3-107-1 欧峰装配技术有限公司

W3-151 埃斯维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W3-152 德国克林贝格公司

W3-153 勒菲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3-154 上海翼坤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W3-155 易孚迪感应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3-162 德国海因里希乔格有限公司

W3-193 德国莱斯特瑞兹

W3-194 汉萨福莱柯思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3-201 瑞士斯达拉格集团

W3-201-1 贝蒂

W3-201-2 宝美

W3-201-5 海科特

W3-201-8 斯达拉格

W3-201-9 TTL

W3-202 佛雷萨

W3-203 阿格顿中国

W3-204 戴怀勒印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3-205 施耐博格 ( 上海 ) 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W3-206 米克朗

W3-207 TTB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W3-207-1 萨克（ 北京）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W3-208 北京正科科技有限公司

W3-209 瑞士威力铭 - 马科黛尔公司

W3-210 瑞士机械及电子工业协会

W3-211 瑞士毕博姆特有限公司

W3-211-1 爱泰科国际有限公司

W3-211-2 南京众景科技有限公司

W3-251 菲尔曼股份公司

W3-252 爱路华机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3-253 莱斯豪尔公司

W3-253-1 菲索玛特公司

W3-254 大昌华嘉香港有限公司

W3-255 瑞士精机公司

W3-255-1 沙玛特亚洲有限公司

W3-256-1 科汇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W3-257 史陶沙科技有限公司

W3-280 飞速主轴集团

W3-280-1 飞速主轴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W3-280-2 飞速精密主轴有限公司

W3-280-3 德国普利赛斯主轴有限公司

W3-282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 ( 苏州 ) 有限公司

W3-291 瑞士雅高

W3-292 IHI 集团爱恩邦德

W3-292-1 豪泽涂层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3-301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W3-302 约翰内斯 . 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W3-303 德国海德曼机床公司

W3-306 利勃海尔齿轮技术有限公司

W3-307 德国舒特机床公司

W3-308 大连因代克斯机床有限公司

W3-401 GF 加工方案

W3-402 普拉提先进镀膜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3-402-1 普拉提先进镀膜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3-403 托纳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3-404 钨马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W3-404-1 瑞格费克斯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W3-404-2 乌特利斯

W3-410 友嘉欧美集团

W3-491 好优利贸易（无锡）有限公司

W3-492 瑞士艾弗特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W3-501 德国巨浪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W3-502 威尔海姆巴米勒精密机械 ( 北京 ) 有限公司

W3-503 格林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W3-504 上海诺盛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W3-505 德国林康机床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W3-506 恒轮机床（常州）有限公司

W3-591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W3-592 德国 IMT 公司

W3-602 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

W3-604 联合磨削集团

W3-705 兹默曼（北京）有限公司

W3-706 WFL 车铣技术公司奥地利总部

W3-707 富乐斯多商业（北京）有限公司

W3-707-1 德国尤尼恩机床有限公司

W3-707-2 德国瓦德里希西根机床厂

W3-708 奈尔斯 - 西蒙斯 - 赫根赛特股份有限公司

W3-791 常州山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3-792 德国尤尼恩机床有限公司

W3-801 格劳博机床（大连）有限公司

W3-802-1 德国 Buderus 磨削技术有限公司

W3-802-2 德国 DISKUS 磨削技术有限公司

W3-802-3 DVS 刀具公司

W3-802-4 德国 NAXOS-DISKUS 磨具有限公司

W3-804 ELB 磨削 机床有限公司

W3-804-1 aba 磨削技术 有限公司

W3-805 德国宝飞螺技有限公司

W3-891 菲薄若（上海）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W4-101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W4-102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W4-131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W4-132 山东泽诚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4-133 北京机床研究所

W4-151 山东永华机械有限公司

W4-181 南京科润工业介质股份有限公司

W4-182 黑龙江工大华工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W4-183 芜湖恒升重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185 南京彩云机械电子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W4-186 山西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4-187 无锡翰坤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W4-191 北京蓝新特科技股份公司

W4-192 山东万户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W4-193 西安航天发动机厂

W4-195 安徽力成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W4-196 南通钰安机械有限公司

W4-201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221 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W4-222 齐齐哈尔二机床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W4-223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W4-231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W4-232 亿达日平机床有限公司

W4-233 河北发那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235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251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4-252 南京高传四开数控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W4-253 黄山皖南机床有限公司

W4-255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

W4-292 山东福临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W4-293 科快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W4-296 精达河北机床量具制造有限公司

W4-301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4-302 上海西格码机床有限公司

W4-303 江苏新瑞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W4-311 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W4-312 昆山华都精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4-313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W4-391 武汉国威重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393 山东华云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W4-395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研究所

W4-401 纽威数控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W4-402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W4-403 佛山市普拉迪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W4-405 沈阳中之杰流体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W4-411 嘉泰数控科技股份公司

W4-412 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司

W4-413 辽宁西格马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415 浙江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416 滕州市喜力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W4-417 福建省威诺数控有限公司

W4-491 山东辰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4-492 上海笑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4-493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W4-495 威仁（西安）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W4-501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4-502 浙江西菱股份有限公司

W4-503 苏州上金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W4-505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W4-506 广东领航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511 宁波天瑞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W4-512 江南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513 枣庄龙山机床有限公司

W4-515 苏州帝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4-516 广东润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4-517 安阳鑫盛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591 南京伟舜机械有限公司

W4-592 山东翰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4-593 江苏沃尔森机械有限公司

W4-595 运城市新器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601 烟台环球机床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W4-602 临西县黑马机械有限公司

W4-603 江苏宏达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4-605 北京机床附件厂有限责任公司

W4-606 无锡德孚工装设备有限公司

W4-607 意冷星 ( 北京 ) 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W4-608 上海浦东同乐志刚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4-609 曲阜市崇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4-610 山东征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4-611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4-612 广州菱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4-613 台州大久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4-615 山东方正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W4-616 台州市浙东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4-617 三河市同飞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W4-618 烟台开发区博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4-619 常州新墅机床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W4-691 台州市力歌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4-692 浙江人和机械有限公司

W4-693 青岛涵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4-695 莱州市金丰制钳有限公司

W4-696 浙江园牌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4-701 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W4-702 东莞市巨冈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W4-703 扬州欧普兄弟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W4-705 宁波昌成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4-706 上海谱港机床有限公司

W4-707 宁波迈拓斯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4-708 东莞市乔锋机械有限公司

W4-711 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W4-712 浙江锯力煌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W4-713 昆山合济机械有限公司

W4-715 湖南湖机国际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4-716 长沙市南方机床有限公司

W4-717 长沙思胜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W4-718 湖南长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W4-719 浙江畅尔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W4-791 台州台普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W4-792 东莞市晋诚机械有限公司

W4-793 浙江晨雕机械有限公司

W4-795 东莞市宏标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W4-796 蚌埠天宇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W4-801 常州克迈特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W4-802 南京宁庆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4-803 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W4-805 巨鑫机床有限公司

W4-806 江苏建亚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4-807 聊城鑫泰机床有限公司

W4-811 深圳市鼎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W4-812 青海第二机床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W4-813 常州市铭源精密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W4-815 南京新浙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816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4-817 山东威能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W4-818 江苏元利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891 南通第五机床有限公司

W4-892 浙江冠宝实业有限公司

W4-893 郑州市帝玛克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W4-895 上海清临机械有限公司

WL-002 涌镇液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L-005 浙江胜祥机械有限公司

WL-007 南京贝奇尔机械有限公司

WL-008 北京星科嘉锐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WL-009 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WL-011 天津吉诺科技有限公司

WL-013 鞍山宏拓数控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WL-016 北京恒尚科技有限公司

WL-020 杭州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L-025 郑州辰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L-029 北京机工弗戈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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