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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轴加工中心

Siemens 为我们提供了最先进的
技术，这些技术在许多其他系统中都
没有，而且价格低廉，使我们能够为
我们的客户提供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
解决方案，以满足他们的制造需求。
Siemens 套件：
SINUMERIK 840D
应用：
飞机发动机组件，导弹，结构件
亮点：


Siements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数控、伺服电机和
驱动器的最新技术。无论应用程序多么简单或复
杂，840D 套件具有覆盖所有特殊应用程序的优

董事长

越技术特性。就近可提供优质培训，现场可提供
定制课程

Unrestricted

G&L ORION 2300 MC
再制造

NEWALL 磨床现场改造

Siemens 套件：

Siemens 套件：

SINUMERIK 840D sl 带 NCU 7x0.3B, SINAMICS

SINUMERIK 840D sl 带 NCU 7x0.3B, SINAMICS

S120, SIMOTOCS S-1FT7 无刷电机, SIMOTOCS M-

S120, SIMOTOCS S-1FT7 无刷电机, SIMOTOCS M-

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客户最大限度
地利用他们的机床资产。Siemens 产
品是我们机床再制造和数控改造项目
的重要组成部分。

1PH8 主轴电机

业务发展

Unrestricted

1PH8 砂轮和主轴箱电机

应用：

应用：

齿轮箱制造

起落架磨削

亮点：

亮点：



与客户新机床采购的共同之处



用户专用磨削循环画面



改造简单–轻松添加新功能



与其他控制器相比较，更具价值



两级技术支持- Busch Precision, Inc.和 Siemens



远程诊断能力用于海外支持



能够免费提供有用的功能



易于使用的操作和编程软件

巨浪 MILL-系列

巨浪 MPS-系列

Siemens 套件：

Siemens 套件：

SINUMERIK 840D sl, SINAMICS S120

SINUMERIK 840D sl, SINAMICS S120

应用：

应用：

五轴立方体零件以及短、长壁板零件

挤压件的短零件和长零件

亮点：

亮点：

SINUMERIK 840D 提供高性能
和用户友好的界面。



该模块化的 MILL 系列包括 8 个型号，在 X/Y/Z



向工作范围从 800×480×630 mm 到
10,000×820×715 mm


rpm，最快换刀速度 0.5 s


开放式床身基座坚固，设计用于优化切屑流和干



单主轴或双主轴机床具有两个独立的立柱。选项:

具有很高的灵活性


摆头，集成旋转轴


MILL 是完成工件加工的首选

由于在不到 30 分钟的时间内转换为另一个外形
的几何图形，挤压件最大为 150×150 mm，因此

式加工

研发和生产执行总裁

机床动态性最高 2 g 加速度，主轴最高 30,000

零件长度从 40 mm 到 10,000 mm 不等，可在平
均时间内对零件进行切割



机床适用于铝、钛、复合材料等航空航天挤出物
的四面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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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刹车盘





MILL概念可以使用复合材料进行

座椅扶手



MPS系列包括2个同步旋转轴，

纵桁

壁板零件



紧凑型设计的DUO Mill 2000是适

安全的干式加工，通过从顶部吹

一个用于线性轴上的条进给，一

用于左侧/右侧零件的完美解决方

入从床身底部吸走的洁净空气

个旋转轴固定在床身上。零件长

案，在广泛领域中的MILL-应用

往复加工的同时可以进行零件的

度可以从40 mm到9000 mm

仅是一个案例，用于在一种设置

简单的夹爪可以降低成本，新外

中实现高精度和经济型的5轴加

装卸



工

形的几何形状可以在最初的夹紧
情况下完成



摆头在±100°范围内快速移动



水冷75 kW强力主轴电机动态地
加速HSK-A63-刀具可达20,000
rpm，而2.9秒的加速时间也保证
了最高的生产率和最低的成本

高精度的制造质量

Unrestricted



一次加工完成，保证了最佳的加
工质量



夹紧设计减少了安装时间

集团

Siemens 是 CERI 的战略合作伙
伴，因为他们为我们的设备提供可靠
的产品，也因为他们的软件使 CERI
能够开发虚拟机床和我们所有的创新
解决方案，以适应现代挑战。灵活
性，性能，成本效益和效率是总结
CERI 系统的关键字，可以通过可靠
的产品与强大的伙伴关系相结合来实
现。

多任务 MC

卧式 FLEX MC

Siemens 套件：

Siemens 套件：

SINUMERIK 840D sl, SINAMICS S120 驱动,

SINUMERIK 840D sl, SINAMICS S120 驱动,

SIMOTICS S-1FT7 电机, SIMOTICS M-1PH8 主轴电

SIMOTICS S-1FT7 电机, SIMOTICS M-1PH8 主轴电

机, SIMATIC HMI 移动面板 HT8, 安全集成

机, SIMATIC HMI 移动面板 HT8, 安全集成

应用：

应用：

航空结构件和发动机部件的车削/钻孔/切割

航空结构件和发动机部件的铣削/钻孔/攻丝/镗孔

亮点：

亮点：





夹具上的工件其尺寸不受限制（重量和长度）

mm



模块化设计：可采用单个3轴模块，带自动换刀



360,000线圆光栅–转速50 rpm–精度±5’’



生产和自动化系统套件：测头系统、远程诊断、



刚性结构，去除重金属，精度高

远程服务



水平主轴，便于排屑，适用于各种结构件和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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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2,000 mm以下工件的大容量机床–高度：1600

适用于各种结构件和发动机航空部件

装置或对称式设计，提高生产效率和灵活性

机航空部件

中兴电工集团

高速加工是中兴电工机床的关键
需求。直线电机五轴驱动是应用在中
兴电工机床中最重要的技术。由于
Siemens 拥有完整的直线电机和控制
器产品线，因此很容易整合到我们的
机床中并确保性能。此外，由于
Siemens 优秀团队的支持，全球客户
相信中兴电工的机床也是可靠的。

中兴电工龙门 5 轴加工中心

卓越的 2 轴铣头

Siemens 套件：



SINUMERIK 840D sl, SIMOTICS L-1FN3 直线电机以

搭配D-D电机的B/C轴运动无磨损、无反向间隙



高速主轴(7000 / 12000 / 24000 rpm)，高扭矩，

及 Siemens 其他电气组件
应用：
五轴加工的航空部件、大型结构件
亮点：



配备高分辨率直线光栅尺，以达到高精度



B/C轴采用高刚性、高精度交叉滚珠轴承。采用

噪声、无反向间隙、无长度限制等特点

削要求

采用SIemens控制器，通过对控制器进行参数设
每根轴都配有高分辨率的直线光栅尺，以达到高
轴行程：X可达12,000 mm，Y可达4,000 mm，Z
可达1,6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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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精度


液压夹紧套系统，可实现任意B/C轴位置的重切

精度


搭配变频冷水机，监测主轴轴承温度在±0.1°以内

3轴采用Siemens直线电机驱动，具有高推力、低

置，可以获得直线电机的最佳输出性能


高动态响应


Siemens 提供了开放式构架的
SINUMERIK 840D，它可以完美地控
制处理你在航空航天工业中发现的各
种组件和技术（铣削、铣车复合、激
光技术）。
Siemens 套件：
SINUMERIK 840D

航空航天卓越中心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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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mens 套件：

sl

SINUMERIK 840D

应用：

应用：

结构件和起落架部件

铝结构件

亮点：

亮点：

sl



高精度：优化热对称机床设计带来的热稳定性



生产力：直线电机的最高动态性



高静态和动态刚性：铸铁结构



永久的精度:完美的冷却概念



Y轴和Z轴行程范围长，工作范围大



灵活性：5轴能力，负载可达600 kg



适用于所有材料和应用的电主轴和机械主轴



性能：理想的主轴和排屑理念

起落架部件：扭力臂



难加工材料的高材料去除率：机
械主轴结合主动减震设计



开发稳定的工艺确保高附加值零
件的生产

结构件：框架



在一台机床上从粗加工到精加工
的稳定精度

壁板部件



易加工材料的切削要求最高的机

航空航天卓越中心



床动态、合适的主轴和5轴联动
加工能力

全球航空航天工业的关键技术合
作伙伴



不断增长的航空航天工业需要可
靠的伙伴，他们能够提供充足的
创新、技术和能力，并准备和能
够参与长期发展。DMG MORI航
空航天卓越中心提供解决方案，
在生产中制定技术、质量和经济
上可持续的标准。这些解决方案
从最初的咨询到选择最佳的机
床，再到过程优化和完整的交钥
匙解决方案。只有一个集成的工
艺链，最大的工艺可靠性和最佳
具体应用的单个机床，使提供一
个优秀的工艺成为可能

Unrestri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