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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自动化测量
Automated Metrology in Manufacturing

现代制造业是一项数据驱动的工作。可供

收集和分析的数据量是非常惊人的——这在 20
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它直接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并支持基于预

测分析的高级决策，它是制造业领域越来越多

地采用自动化测量的主要驱动力。

自动测量已经从一个主要的在线检测系统

（专门为检测操作而使用的专用量具），发展

到现在制造商使用更灵活的选择，如数控式测

量系统。这种演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进步，因

为今天的系统成本更低，在适应快速设计或工

艺修改时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且具有连接性，

可以连续监测制造过程本身以及构成其系统的 
“健康”。结合 SPC 数据收集、机器正常运行

时间和利用率，以及其他统计过程数据，运营

管理团队现在拥有了他们所需的实时数据，可

以对他们的资本投资在过程中的哪些地方会产

生最大影响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自动测量旅程
一般来说，制造商从设计一个上市产品开

始，然后将设计分解到需要制造的部件层面。

然后，他们转向工程细节，并制定特定零部件

所需的公差，以确保整体装配在所需的公差范

围内，并满足精确的规格要求。

这时，制造商通常会开始考虑包括测量在

内的自动化制造，以此来提高检测精度和质量

控制，取代可能阻碍高效生产的手工流程。绝

大多数情况下，灵活的自动化测量是一种可行

的、理想的选择。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况，比

如再制造厂或小型车间对那些市场上不再有的

过时零部件进行逆向工程时，对于这些定制、

小批量、低运行效率的零件进行一次性检测意

味着自动化并不总是有益的。

自动化的好处和障碍
选择自动化测量流程的制造商发现，除了

确保产品在设计公差范围内，他们还可以设置

控制极限值，对流程进行自动调整，并实时监

督。而且，通过减少或消除操作者引起的错误，

他们还可以实现检测过程重复性的提高和偏差

的更快补救，以确保优质零件的生产。在许多

情况下，这使得操作人员可以集中精力对可分

配的生产停机原因进行补救措施。

制造商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就能看到自动

化对流程改进和实现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事实

上，许多制造商几乎在流程投入生产后就实现

了投资回报率。但是，只有当企业能够克服实

施障碍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最大的障碍往

往是初始投资，特别是对于制造商来说，他们

担心是否需要专业人员来支持新技术。除了不

确定是否有合适的员工来支持该技术外，是否

有合适的外部资源来实施和排除故障也是一个

主要考虑因素。

同样重要的是，要记住自动化对每个制造

商来说都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例如，自动

化测量可以是基本的，就像在现有的测量解决

方案上安装一个增值附件一样。或者，它也可

以是复杂的，如对制造过程进行全面地检修。

制造商的行业领域同样会影响自动化方法。

许多自动化测量已经取得进展的行业——如汽

车、航空航天、医疗和半导体——仍然需要经

过长期验证的方法，并可能面临影响采用自动

Ken Myers
Solutions Manager Mitutoyo 

Sales Solutions
www.mitutoyo.com.cn

三坐标测量机的机器人上料是实现测量操作自动化的

方法之一（所有图片由 Mitutoyo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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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ne 公司的 3D 打印

牺牲模具用于复合材料

铺层工艺。

用 3D 打印的牺牲模具制造

的中空复合纤维零件，用自

来水就能洗掉。

最终的复合材料芯棒由

ExOne 的 3D 打印牺牲或冲

裁模具制作而成。

3D 打印为复合材料提供冲裁模具
3D Printing Delivers Washout Tooling for Composites 

随着当今对轻量化的关注，由复合材

料制成的中空部件——如管道、油箱、芯

轴和火箭保护罩——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高。根据 Stratview Research 的最新

报告，到 2024 年，仅航空航天和国防领

域的复合材料管道市场就有望达到 8.647
亿美元。

然而，制造具有中空特征的复合材料

零件历来是一项耗时且昂贵的工作。几十

年来，一直需要采用牺牲模具来创建复合

材料铺层结构（通过手工定位在模具上）、

标准预浸料制备方法或者长纤维缠绕的核

心形式。然后，覆盖在模具上的铺层工艺

在高压和高温下进行真空固化，最终创建

出一个极具刚性的部件。

构造铺层工艺的核心模具一直是一个

多步骤的过程，涉及模具制造和其他劳动

密集型制造方法。更重要的是，在最终复

合材料部件完成后，移除这些牺牲模具并

不总是那么容易。如今，这一过程通常涉

在合理的情况下，实现测量操作的自动化，可以减少

操作人员的错误，提高检测过程的可重复性。

化测量的环境因素。然而，大多数“大公司” 都了解自动化所带

来的竞争优势。

最后一个考虑因素：许多制造商担心与自动化系统有关的学

习曲线，而不管其员工的专业知识水平如何。好消息是，大多数

具有天生的技术和机械能力的人可以相当快地掌握自动化测量流

程，而不论他们所在的正规学校教育或职业教育水平如何。这可

以为许多有积极性的员工打开额外机会的大门，使他们能够大大

加快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

关于自动测量的思考
现实情况是，自动测量永远不会把检测误差降到零。没有任

何技术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总会出现无法预测的情况。然而，

相对于单纯的手工流程来说，自动化测量可以极大地帮助制造商

将误差接近于零。关键在于自动化系统能够收集到的数据，以及

该技术不仅能够监控设备及其状态，而且能够深入分析单个零部

件的性能。

例如，制造商可以掌握电机里程或轴的运行次数，然后利用

这些接触点更准确地确定零部件的生命周期何时会减少，或在重

大故障发生前安排预防性的维护。

这就是为什么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不采用自动化测量流程的

制造企业将发现自己在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尤其是在当

前就业市场和低失业率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和留住高技能人才，

制造商必须为员工提供工作工具，使他们能够参与其中，并使

他们能够为公司的整体成功做出高效的贡献。自动测量就是这

样一种工具。

自动化飞跃并不一定是一种有或无的命题。采取循序渐进的

方式是一种可行的选择。首先要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帮助设计适合您制造环境和测量挑战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您还可

以考虑在您的组织内部在更可控的环境中测试技术，然后再在整

个设施范围内实施自动化。毕竟，自动化是会一直存在的。自动

化测量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及采用热溶剂、清洁剂、可放气的模具，

有时还需要使用老式的凿子将模具从最终

零部件中取出。

几年前，ExOne 的研发团队——该公

司专注于砂子、金属和其他粉末的粘结剂

喷射 3D 打印——发现并开发了一种易于

使用的新方法。用自来水就能冲洗掉的 3D
打印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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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 Luca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ExOne Inc

www.exone.com

在 ExOne 公司的 3D 打印可冲洗模具上进行纤维缠绕。( 所有图片由 ExOne 公司提供 )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赛车在其 2019 年的赛车中使用

了由一个 ExOne 冲洗芯棒来制作发动机进气歧管。

这种方法现在正被成功地应用于为洛

克希德 • 马丁公司旗下的 Sikorsky 飞机公

司以及其他航空航天和汽车公司（包括进

入竞技赛车中的公司）制造碳纤维和玻璃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例如，ExOne 为德克

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赛车队提供了发动

机进气歧管的冲洗芯棒。ExOne 公司的标

志显示在汽车后翼的侧面上。

另一个例子是，皇家工程复合材料

公司为 Sikorsky 公司制造用于其重型

直升机的空气管道。这些 CH-35K 直升

机需要有稳定的性能并且能够支持重型

设备的重量。ExOne 冲洗模具为 Royal 
Engineered Composites 公司开发的这些

飞机的空气管道提供了芯材 / 芯棒。其中

两架 CH-35K 直升机已经交付给海军陆战

队进行后勤演示。

选择性粘接
粘合剂喷射 3D 打印是一种在粉末床

中构建物体的方法，通过喷墨打印头阵列

有选择地将在一层内的颗粒与应用的粘合

剂结合起来。2013 年，我们的团队首次发

现它可以用一种专有的溶剂绑定硅砂或陶

瓷砂颗粒，这种溶剂在 180° C（356° F）
的温度下仍能保持水溶性。

我们的团队一直在为包括金属、矿物

等一系列材料开发新的粘结剂。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开发水溶性粘结剂，但什么应用

可以从 3D 打印一个最终可能被冲走的固

体部件中受益呢？我们具有航空航天经验

的工程师很快就看到了复合材料行业的潜

在价值。

在 3D 打印打磨模具后，我们将其表

面涂上专有的喷雾剂，为复合材料的铺层

工艺提供一个光滑、不可渗透的表面，并

在最后的冲洗过程中溶解。或者，也可以

用特氟龙胶带将零件包裹起来，以便于在

洗去芯材后轻松取出。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其他好处。

在热压过程中，处理热膨胀问题一直是一

个挑战。在制造尺寸精确的最终零件时，

必须考虑到这种膨胀。热膨胀尤其会对一

些几何尺寸和形状提出挑战。

然而，打印模具的独特之处在于，

膨胀是由打印的介质或粉末驱动的。这意

味着它可以通过简单地改变粉末来改变和

控制。例如，当使用硅砂材料打印时，

其热膨胀系数 (CTE) 为 20 ppm/° C (11 

ppm/°F)，这对于某些材料来说是合理的。

在其他情况下，您可能需要更低的 CTE，
在这种情况下，您将使用热膨胀系数接近

3 ppm/° C（2 ppm/° F）的陶瓷砂进行

打印。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变形和热

压期间的其他挑战。与其他增材模具材料

不同，热膨胀也是各向同性的 -- 在所有三

个方向上都同样膨胀，从而获得高质量、

可预测的结果。

低变形，易清洗
综上所述，ExOne 的低变形和易清洗

工艺允许创造以前无法制造的创新设计和

几何形状。例如，我们的客户创造了新的

和更长的芯轴零件，甚至是具有独特集成

硬件特性的模具。

总的来说，使用粘结剂喷射 3D 打印

制造冲洗模具的过程是快速和经济的，几

乎不用担心零件变形。我们的客户夸赞冲

洗速度快且完整。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3D 打印冲砂模

具工艺是可持续的，几乎没有浪费。所有

洗出的沙子都可以回收，并在未来的打印

周期中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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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要么遵守，要么死亡
Aerospace: Comply or Die
质量保证和监管问题如何影响航空零部件制造？

在航空航天加工领域的成功，不仅需要有

能力在难加工材料中保持严格的公差，还需要

有能力证明你是按照一堆特定的准则来制造

的，而报告也同样必须遵循特定的格式。让我

们考虑一下这些质量保证（QA）和监管负担

是如何影响航空航天制造的，并探索一些减负

的新工具。

为了满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美国国防部（DoD）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质量管理要求，航空航天行业

在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

AS9100 标准。除了一定数量的项目或制造商的

具体要求外，AS9100 还对加工现场发生的许

多事情进行监管，特别是由于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和更高层次的供应商正越来越多地通

过供应链向下推动这些要求。

这就造成了一些痛苦。首先，制造商必须

吸收遵守这些质量管理体系的成本，而这样做

的手段并不总是会带来增值。其次，改变已批

航空航天加工往往需要专门的机床，比如 Mitsui Seiki 的这台 X10000。一级供应商通常会找机床制造商分享制造流程

的创建，这可以让新机床的所有者更好地了解最新的技术特性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图片由 Mitsui Seiki 提供 )

准的流程的成本和难度抑制了这样的改进。令

人欣慰的是，有许多优秀的解决方案可以解决

这两个问题。

软件救援
有助于走出这个迷宫的软件可分为三大类：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PLM)，侧重于产品开

发和管理该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文件修订；企业

资源规划软件 (ERP)，主要涉及库存管理和供

应链效率；质量管理系统软件 (QMS)，涉及纠

正和预防措施、质量审计和流程改进。这些产

品往往是重叠的，所以不要关心这些综合性的

术语，而要关心企业经营所需的各个功能。

对于总部位于加州欧文的飞机部件设计、

工程和制造公司 Elite Aerospace Group 公司来

说，一次商业收购成为了其进入 PLM 领域的动

机。正如 CAD/PLM 总监 Stuart Weiler 所解释

的那样，Elite 最初是一家大批量简单零件的制

造商，然后收购了一家小批量复杂零件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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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试图寻找减少刀具断裂以及提高机床利用率的途径？

在小批量零件生产过程中，如何使钢件车削工序不因意外的机器故障而中断以及减 
少闲置时间是关键挑战。选择通用和可预测的刀片材质是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一代钢件车削刀具材质GC4425和GC4415可将刀具寿命平均提高25%，耐磨性
和耐热性更强，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停机以及刀片和工件材料的浪费。

切换到全新GC4425和GC4415。

竞争优势

提高机床利用率 更多加工零件数 优化库存水平

全新钢件车削刀具材质获得

山特维克可乐满官微 申请官网咨询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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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后，其 RFQ 流程并不协调，再加上该公司在

五个不同的州都有人在做项目，增加了未加防

范的风险。

Elite Aerospace 公司选择了波士顿 PTC
公司的 Windchill PLM 软件，它包括 ERP 和客

户关系管理（CRM）组件。Weiler 说：“使用

Windchill，Elite 遵循一个定义明确的流程，无

论 RFQ 来自哪里或其格式是什么，从一个要

求 50 种小零件及纸质印刷品的工作车间，到

一个 OEM 的 50 页 RFQ，这有无数的要求。

Windchill 允许我们创建一个项目，然后附加所

有其他相关信息，如图纸、规格、流程。现在，

当你查找那个项目编号时，所有的东西都被收

集在一起，你不必去搜索。所有的东西都很好

地联系在一起，使之变得更容易，也更负责任。”

Weiler 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更改零件的

请求就像新的 RFQ 一样进行处理，这是合乎逻

辑的，因为任何变化都可能导致成本的变化。“过

去，我们并不总是这样做。”Weiler 说，“现在，

因为我们正在使用系统进行同样的审查，所有

合适的人都会监督这个过程，我们消除了有人

在没有充分了解影响的情况下决定一个变化是

‘没什么大不了的’的风险。”

Weiler 补充说，转移到 PLM 系统的最大胜

利之一是发现你可以“复制现有的设计，而不

用重复设计同样的东西。之前人们很难查询已

有的东西，包括那些五年或十年前的设计。库

存会失去控制，你会发现相同的零件有不同的

零件号。而且，由于它们被订购的数量不同，

这些零件的成本也不同。而当有了更好的组织

性时，你就只有一个零件号，你就会订购更多

数量的该项目，而你并不需要保持多个项目库

存的所有库存成本。”反之，系统使你能够跟

踪更多的项目，因此设计越来越多的定制化组

件“不再像过去那样后果严重”，Weiler观察到。

这很好地契合了增材制造的出现和“按需生产”

的方法。

质量管理及改进
Paul Van Metre 是 一 位 拥 有 17 年 行 业

经验的航空航天制造商，其间他的公司开发

了 ProShop ERP 软件供自己使用。他最终卖

掉了这家制造公司，转而成立了位于华盛顿州

Bellingham 的 ProShop 美国公司，专注于为他

人提供软件。除了 ERP 功能外，ProShop 还具

有 QMS 系统，因此“它特别适合在一个受监管

的领域制造复杂的产品。”Van Metre 解释说。

“在我们进入市场之前，我们看到的大多

数软件包主要是以会计为主的 ERP 系统，几

乎没有质量管理和制造执行的能力。我们作为

ERP 软件，更多的是提供质量管理解决方案，

我们深入到车间当中，使之无纸化，让所有车

间员工和办公室员工一样成为系统的一部分。”

他说。

该软件涵盖了所有内容，从特定零件的工

作指令到所有新旧文档（每个流程步骤的数字

签收），再到检查报告、纠正行动报告以及质

量审计所需的所有记录。这包括 AS9100 下质

正确的软件既能帮助您的车间生产出好的零件，又能帮助您的 QA 团

队证明符合航空航天要求。( 图片由 ProShop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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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berg 工业公司的 M1 ERP 软件包起始页显示了空缺职位和关键统

计数据，结果一目了然。( 图片由 ECI Software Solutions 公司提供 )  

量报告通常需要的AS9102表格。Van Metre说，

目前仍有许多公司试图使用一系列临时的 MS 
Word 文档、Excel 电子表格等来遵守 AS9100
和相关准则，但这种“经常更新、以保持最新

状态和控制的工作却极其繁琐”。事实上，在

这样的系统中进行修改是非常困难的，以至于

“人们几乎不会用它来改善他们的业务流程，

虽然原本他们应该这样做。他们坚持使用效率

低下的方法，因为改变的成本太大。”他说。

相比之下，QMS 软件将所有的关键信息汇

集到一个单一的数据库中，每项活动都有一个

文件化的流程，并与各个工作角色挂钩。

Van Metre 举了一个工作指令的例子，其将

责任分配给六个人。“这六个人中的任何一个

人都可以在后台生成一个草稿，进行编辑，并

获得反馈。一旦他们认为是正确的，就可以勾

选一个单选框，将其发布审批。这样就会自动

通知批准者，有一个新的修改稿处于草稿状态，

请他们批准。一旦他们都批准了，软件就会自

动将旧版本归档，通知所有六个人新的正式版

本发布了，并将最新的修订版替换成新的版本。

新版本成为用户唯一可以访问的东西，除非他

们在档案中寻找以前的版本。 ”Van Metre 观

察到，因为这样做更快、更简单，“人们有动

力去做修改。而且审核员喜欢这样，而不是访

问你的公司，发现你所有的文件都还在 A 修订

版，因为 ISO 和 AS 的一个关键目的是不断改

进你对客户的服务。”有了 ProShop 以及其他

类似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就成了持续改进

的有效工具，而以前，它却是一个障碍”。

位 于 马 萨 诸 塞 州 Burlington 的 ETQ 公

司产品营销高级总监 David Isaacson 介绍了

Sikorsky 飞机公司的 Reliance QMS 产品的经

验。“Sikorsky 公司曾遇到过直升机中遗留异

物的问题。但是，通过使用 Reliance 集中记录

每一次将额外的螺栓、扳手或任何部件遗留在

飞机上的事件，他们能够实施一个全球性的异

物预防计划，跟踪趋势并逐个地点解决问题。

异物遗留在飞机上的事件已经大大减少了。”

同样的方式，如果出现另一个问题，

Sikorsky 可以迅速了解该情况是否可能在另一

个地方出现，并在那里应用同样的解决方案。

在 Isaacson 看来，拥有数据往往可以作为“强

制改变的证明点。如果数据在我的流程中发现

了一个一致的问题，那么我就知道我需要找到

一个解决方案，而拥有正确的工具可以实施这

种改变。”

Isaacson 还强调了大型航空航天制造商

在管理其供应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他们面

对的不是六七个也不是几百个供应商。他们面

对的是数千家供应商，如果没有某种自动化系

统，就无法管理所有进入零部件的质量。例如，

在首件测试过程中，当一个新零件出现在列表

上时，如果供应商的信息不在系统中，不能访

问工作流程历史记录，也不能实时交换信息，

制造商怎么能将纠正措施和不合格情况汇报出

来？在电子邮件和电子表格中根本无法有效地

管理这些关键的质量流程。” 制造商需要一个

自动化系统，使其能够查询每个供应商的状态

和该供应商的预期产品。

位于康涅狄格州 Bridgeport 的 Horberg 工

业公司总裁 Bob Leety 从尺寸图谱的另一端

提出了一个观点。Horberg 公司专门生产小型

镙钉、圆锥销和精密轴，其公差极小，一般采

用高温航空航天应用中的高铬、高镍、高钴材

料。只有 15 名员工的 Horberg 仍然面临着符合

AS9100 标准的文件，以及其他一些繁琐的要

求，例如能够证明它没有使用“冲突地区矿物”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或邻近国家开采或冶炼的

锡、钽、钨和金）。15 年前，Horberg 采用了

德克萨斯州沃斯堡 ECI 软件解决方案公司的 M1 
ERP 软件包。Leety 归功于 M1 使其易于管理，

尽管他补充说：“实施它的人需要了解合规性

是什么样子的，以达到最终的目的。M1 使之成

为可能。轻松解决问题。”

Leety 还赞扬了 M1 诸如搜索所有不合格品

的能力，并按根本原因进行分组。“如果你看

到一种模式，比如缺乏培训，那么你就知道你

需要拨出资源来更好地培训人员。或者如果是

某个特定供应商的原因，你就知道你需要通知

他们或者另找一家。这真的有助于集中你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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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Leety 说，Horberg 还为其所有的测量工

具打上条形码，并在 M1 中记录每次使用情况。

因此，如果以后发现一个测量工具有问题，它

可以追踪每一个使用它的工作，并隔离受影响

的部件。

“我们还使用了一个功能，它可以自动生

成电子邮件，提醒相关工作人员哪些工作应该

发布，哪些工作或投入已经逾期。它能让你在

办公桌上就能获得所需的数据，而不必再去费

力挖掘。”Horberg 还定制了该产品，以跟踪

和提醒其供应商的资质状况，这样就不会被抓

到一个缺乏正确资质的公司。Leety 还观察到，

与不使用 ERP 的外部供应商打交道可能会令人

沮丧。“因为通常情况下，得到信息的速度要

慢得多，而且你也不容易得到同样准确的信息。”

一个优秀的质量管理体系最好的回报之一

就是一次短暂而成功的质量审核。Leety 说，

Horberg 公司的审核通常会持续两到三天。“我

们在电脑上连接了一个投影仪和一个大屏幕，

我们通过整个审核来观察 M1。”

Van Metre 说，在 ProShop，客户可以减

少 75% 的审核时间和成本，他看到计划中的两

天审核“在第一天的午餐时间前就完成了”。

ProShop 为质量之旅提供了另一种援助。一个

“Flying Start”软件包，预装了公司启动符合

AS9100 的文件化质量计划所需的所有业务流

程。令人惊讶的是，Van Metre 说，即使是通过

认证的公司也会获得该套餐，因为他们意识到

从旧系统切换到 ProShop 的无纸化工作流程将

需要 “完全重新制定业务流程”。有了 Flying 
Start 选项，他们只需按照我们创建的流程进行

操作，一旦他们有一两个月的记录向审核员证

明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就可以通过审核。

而这比自己从头开发要快得多。

一般来说，Van Metre 希望 ProShop 软件

在第一年能带来至少 100% 的投资回报，然而

“我们看到的是，客户第一年就收获了 200%
或 300% 的回报”。仅仅是 AS9102 表格就能

提供巨大的帮助。例如，一家公司需要每天花

几个小时准备随产品一起发送的文件，却在一

个客户那里遭遇了 60% 的拒绝率——这不是

产品本身问题，而是文件。“如果一个‘i’没

有点，或者一个‘t’没有划线，他们的客户就

会拒绝整个货物，并将其退回。我与他们谈过，

在使用 ProShop 的六个月后，再没有出现过一

次拒收。”

定义和测量过程
位 于 新 泽 西 州 Franklin Lakes 的 Mitsui 

Seiki 美国公司，几十年来一直是领先的航空航

天公司主要机床供应商。董事长 Scott Walker
指出，OEM 定义了他们自己的制造工艺，但一

般不会与机床制造商分享这些信息。相反，他

们会发出高度详细的 RFQ，其中包括激励频率、

部件弯曲力矩和软件兼容协议等规格，以满足

数据采集和分发的需求。

一级供应商确实希望设备制造商能够分享

制造流程的创建，这使得新的机器拥有者能够

更好地了解最新的技术特性以及如何使用这些

特性来满足 OEM 的要求。一线企业希望得到一

个完整的交钥匙解决方案。然而，并没有要求

提供特定的工艺。相反，机床只需要在不改变

工件材料特性的前提下制造出满足公差范围内

的零件。

除了测量成品零件，确保过程控制的一个

关键因素是确保你正在测量的东西和你正在加

工的东西一致，Walker 说：“这是所有这些软

件 QC 程序的基本驱动力。你需要确保所进入

的数据是可以验证到某种严格制件中来的。”

例如，波特兰 Boeing 公司通过使用一个 12×6" 
(305-152 mm) 的制件，或 “测试件”，被亲切

地称为 R2D2，来确保其机器对其测量系统的合

格。“他们在三坐标测量机中对 R2D2 进行鉴

定，把它放在加工中心用测头测量，然后再在

三坐标测量机中测量，以确保测试件、驱动三

坐标测量机的软件和机床中的定位机构都符合

要求。” 这个过程会定期重复，以确定机床是

否可能是由于磨损或碰撞而发生了变化。另一

个制件用来检查表面光洁度，以确定是否需要

进行伺服调整。

那么，OEM 厂商是如何创建自己的制造流

程的呢？而质量管理的繁文缛节是否会阻碍变

革？ Van Metre 说，合乎逻辑的假设是，现代

Elite Aerospace 将他们的软件驱动的资源规划直接应用

于车间。( 图片由 Elite Aerospace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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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MS 软件创造的效率有助于提高整个供应链流

程的修改意愿。一如既往，必要性是发明之母，

当激励机制足够高时，OEM 厂商才愿意对方法

进行彻底的改变。这些努力从研发部门开始，

并随着流程进展转向生产条件下的测试，最终

确定新的生产和检验流程。

在 Boeing 787 Dreamliner 飞机的生产中

引入螺旋铣孔技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正

如瑞典 Spanga 的 Novator AB 公司首席执行官

Hans-Petter Andersson 所解释的那样，碳纤维

复合材料构成了飞机结构的一半，而其中大部

分是与铝、钛或两者叠加在一起的。用传统方

法在这些部件上钻孔是一场噩梦，Boeing 公司

很快意识到，高效制造 787 需要“工具箱中更

多的工具”，正如 Andersson 所说。幸运的是，

Boeing 公司长滩研究中心现已退休的副技术研

究员 Eric Whinnem 已经发现了螺旋铣孔的潜

力。而 Novator，当时只是一家小小的瑞典初创

公司，但一直都在潜心研究这项技术。

螺旋铣孔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加工方式。螺旋

铣孔过程由主轴的“自转”和主轴绕孔中心的“公

转”2 个运动复合而成。刀具中心的轨迹是螺旋

线而非直线，即刀具中心不再与所加工孔的中心

重合，属偏心加工过程。断续切削方式使得切屑

有足够的空间从孔槽排出，避免了传统方法出现

的过热、刀具过度磨损以及复合材料分层现行。

但创造一个可生产的解决方案，需要在螺旋钻床

和刀具上进行多次设计迭代。根据 Whinnem 的

反馈，Novator 进一步改进了机床，而位于弗吉

尼亚州 Ashland 的 Sonic Tools 公司则优化了切

削刀具。Whinnem 说，这两个合作伙伴都提供

了及时开发所需的创造力和响应能力，更不用说

友好的价格了，这些都是他在大型供应商那里所

没有体验到的。(Walker 也表示，OEM 研发部

门永远没有足够的资金。)
最终，Whinnem 的团队创造了一种几乎在

每个方面都不同于传统钻孔工艺的工艺，传统钻

孔工艺使用的是 Quackenbush 电机，同时正如

他所回忆的那样“人需要在梯子上伸展着到达最

高点进行钻孔”，“我们需要解决工作单元的每

一个部分，包括正确配置的真空系统，正确编程

的润滑系统，以及机械师，控制箱和电机在工作

空间内的最佳位置。”Whinnem 说，“我们最终

改善了人机工程学，能够将钻孔时间减少到传统

方法的三分之一左右，而且没有错误，这是他们

真正喜欢的地方。”最后一个优势的原因之一是

引入了 RFID 系统，该系统可以确保 Novator 机
器在夹具中处于正确的位置，然后才允许它开始

钻孔。

第一次实施是在机翼和机身关节的小区

域，他们已经逐步推广到 787 的其他区域。据

Andersson介绍，事实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成功，

现在已经应用到其他飞机上，甚至影响了设计

决策。“现在，它主要是应用于较深较大的钻孔，

在那里你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装置。”他说，“但

对于 777X 来说，他们移动了机翼上侧和机身连

接处的孔，以便我们的机器可以进入。这非常酷，

不是吗？”

www.boeing.com
www.eliteaerospacecorp.com
www.etq.com
www.horberg.com
www.ecisolutions.com
www.mitsuiseiki.com
www.novator.eu
www.proshoperp.com

一台便携式 Novator 螺旋钻床，以及钻床夹具和衬套的特写图，被夹持的机器完成每个孔加工。

钻孔板和机器上的 RFID 标签确保钻出正确的孔。（图片由 Novator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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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TD 引起的 OCD（强迫症），
零件制造商借助新工具茁壮成长
A&D Parts Maker Goes OCD on OTD, Thrives with New Tool

(OTD)

KPI

EMI/RFI
Exxelia Dearborn

79% OTD
82%

OTD
82%

Dearborn

95% OTD 99%
OTD

OTD
OTD

OTD
OTD

Dearborn

一般性承诺

工厂的优先事项

Dearborn 2,000

产量预测

45%

OTD
ERP MES

Dearborn

Dearborn
4

OTD

Richard Bergeron
CEO, Decide4Action

www.decide4action.com

" 决策软件在 Exxelia Dearborn 公司

发挥了它的魔力——部分是通过连

接系统、整合和分析数据，并通过

仪表盘将数据传送给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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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已获准起飞
3D Printing Cleared for Takeoff

航空航天制造业希望通过增材制造来提高效率，减少浪费。

航空航天业是最早使用增材制造技术

的行业之一，并热衷于此。该技术已被用

于制造飞机内部的支架。它已被用于打印

发动机部件，并大大减少了零部件的数量。

它甚至被用来生产一架重达 21 公斤的无

人驾驶飞机，用于测试新技术。

“用我们的 3D 技术制造的零件经常被

用于航空航天产品。”ExOne 的首席技术

官 Rick Lucas 说，ExOne 是一家位于宾夕

法尼亚州 North Huntingdon 的粘合剂喷射

打印技术公司。其中一个例子是 Sikorsky 
CH-53 重型直升机，它使用的是用 ExOne 
3D 打印工具制造的复合材料空气管道。

利益是双向的。航天公司的兴趣也鼓

励了 3D 打印的进步。

“你已经了解了 Airbus 的故事。它给

了我们一种动力，一种推力。它已经得到

验证，使我们能够更认真地对待它，以满

足更苛刻的应用。航空航天业对增材制造

的需求强大。”T.A. Grimm & Associates
公司总裁 Todd Grimm 说，该公司是位于

美国肯塔基州 Edgewood 市的一家增材制

造咨询公司。

“大量废品”
航空航天业被增材制造所吸引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其一，该行业广泛使用钛等

昂贵金属。使用传统的减法制造，90% 以

上的零件都被切割掉了，导致材料浪费严

重。3D 打印可以实现新的形状，这意味着

制造更少的零件。通过打印，减少了浪费。

“他们必须使用大量的钛。”田纳西

州 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ORNL）制造

研究小组的组长 Lonnie Love 说，“你会

得到很多废品。”

另外，他还说：“钛对于切削刀具方

面是很残酷的。那就是停机时间和刀具成

本 ...... 钛很难加工，但很容易打印。”

3D 打印也被视为使用更轻材料的一

种方式。除了钛，这类材料还包括铝、碳

纤维和复合材料。对于一些零件，重量可

以减少一半左右。

“轻量化是至关重要的。”Love 说，

“东西越重，保持它在空中的能量就越大。”

他补充说，航空航天行业 “愿意为增材制

造的零件支付溢价，所有的航空航天公司

都已经计算过了，并说增材制造是我们如

何获得竞争力的原因所在。”

波士顿的 General Electric 公司一直

是增材制造最主要的采用者之一。GE 航

空和 CFM 公司（GE 航空和 CFM 飞机发

动机公司各占 50% 的合资公司）有 4 个

3D 打印部件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局的认

证。它们分别是GE90-94B的 T25传感器、

CFM LEAP 燃油喷嘴头、GEnx-2B 动力门

开启系统（PDOS）支架和 GE Passport
空气 - 油分离器。

CFM LEAP 发动机的燃料喷嘴系统于

2015 年首次在阿拉巴马州 Auburn 的一家

工厂投入生产。它是首批因 3D 打印而得

到宣传的航空航天系统之一。去年，该业

务生产了其第 30000 个燃料喷嘴尖端。该

业务还制造了 GEnx PDOS 支架。

GE 还在开发 GE Catalyst 和 GE9X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该公司通过 3D 打印

技术，分别将 800 和 300 个部件简化到了

12 和 7 个。该公司表示，它已经确定了其

他 80 多个可用于 3D 打印的部件。

根本性变化
俄亥俄州 Evendale GE 航空公司的发

言人Nick Hurm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GE
航空公司的增材制造从大量的新产品引进

开始，但也已将重点转移到从现有产品中

降低成本的机会上。”

“增材制造为 GE 工程师提供了全新

的创意自由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处理

设计的方式。”他补充道，“制造成本与

设计复杂性之间的模式已经被颠覆。有了

增材制造，设计的性能得到了优化。”

GE 表示，3D 打印可以加速零件生产

和测试。由于零件能够更快的产出，该公

司提前六个月完成了 Catalyst 燃烧器装备

测试。

GE 还投资了这项技术，收购了德国

Lichtenfels 的 Concept Laser 公司和瑞典

Mölnlycke的Arcam AB公司的多数股权。

“随着 GE 增材制造的发展，GE 的客户

可以在几个小时内给出反馈并进行调整，

而不是几个月。”Hurm 说，“随着我们

继续发展增材制造工程和制造能力，这些

投资将我们定位为更好的增材制造设备供

应商。”

ORNL 的 Love 说，GE 为 3D 打印在

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我

向 GE 致敬。”他说，“他们已经建立了

一个强大的工程师团队，并了解完整的供

应链。”

雷神项目发展
位于荷兰 Leiden 的 Airbus 飞机制

造公司是另一家与 3D 打印合作的公司。

自 2015 年以来，Airbus 公司已经对其

16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中国    2021.5

3D 打印已获准起飞
3D Printing Cleared for Tak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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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光的合金火箭发动机，使用铜铬锆

合金在 EOS M 290 金属 3D 打印机上

进行打印。( 图片由 Launcher 提供 )

雷 神（Testing High-tech Objectives in 
Reality）项目小型无人驾驶飞机进行了试

飞。其约 90% 的结构部件是由塑料聚酰胺

粉末 3D 打印而成。空客将雷神项目描述

为“在真实飞行条件下，实现低风险、快

速开发不同技术的平台”。

Airbus 公司在开发雷神的过程中利用

了增材制造技术来提高速度。花了 7 周时

间打印 60 个结构件，又花了一周时间组

装飞机。

该公司已经在其他方面扩大了对增材

制造的使用。五年前，Airbus 已经开始使

用 3D打印或所谓的逐面打印制造（ALM）

技术制造支架。

“这是逐步引入 ALM 技术的长期战

略的第一步。”Airbus 公司副总裁兼增材

制造平台负责人 Jerome Rascol 说，“在

过去的 5 年里，Airbus 逐步增加了 ALM
在批量生产和现役飞机中的应用数量。”

这位高管表示，该公司已经生产并在

Airbus 飞机上安装了超过 7 万个打印零部

件。大部分零件是用聚合物打印的，但越

来越多的零件是用钛和镍基合金打印的。

备用配件
据 Airbus 公 司 称，Airbus 的 A350 

XWB 系列飞机上有聚合物打印的备用

配件。部分 Airbus 的 A320neo 和 A350 
XWB 测试飞机配备了金属打印的机舱支

架和燃油管。该公司表示，更多的金属部

件正在认证过程中。

Airbus 公司使用的具体增材制造技术

Airbus 公司通过 3D 打印制造的无人飞机“雷神”正在试飞中。( 图片由 Airbus 提供 )

GE 的 Catalyst 发动机在 GE 航空公司位于布拉格的工厂进行测试。( 图片由 GE 公司提供 )

包括丝束沉积和聚合物粉末沉积技术、金

属粉末床沉积和金属丝定向能沉积。

目前，飞机制造商对 3D 打印的材料

数量感到满意。“在航空工业中使用 ALM
的资格认证工作在成本和时间方面都非常

苛刻。”Rascol 说，“因此，Airbus 公司

的重点是在一些知名的金属合金上引入该

技术，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些合金价值的创

造机会。”

Airbus 公司正在与 Autodesk 公司在

生产设计进行合作，该设计利用人工智能

重新设计 3D 打印的零件，以及其他制造

应用。

2015 年，Airbus 公司推出了所谓的

“仿生隔板”，这是一种金属 3D 打印墙

和折叠椅的支撑结构，将客舱与飞机的厨

房隔开。该隔板比传统制造的隔板轻了约

45%。Airbus 打算将该隔板用于其 A320
飞机。

然而，Airbus 公司预计金属 3D 打印

机的成本会比它目前价格下降得更快。

“Airbus 希望把这个使用在目前服役中的

飞机上。”纽约 Autodesk 研究公司的总

监 David Benjamin 说，“我们确定我们可

以做一个稍加修改的设计，具有许多相同

的好处。”

第二种设计要求为隔板 3D 打印一个

塑料模具，该模具将采用经认证可投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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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人在 3D 打印的支架组件上进

行调整。（图片由 Airbus 提供）。

行的合金来铸造。Benjamin 说，该模具仍

然可以实现更复杂的形状。他补充说，第

二版打印隔板正在认证中。

航空航天行业的新金属
增材制造公司正在采取行动，以满足

航空航天市场的需求。例如，采用直接金

属激光烧结工艺的工业 3D 打印设备制造

商 EOS 已经采取行动，引入更多金属进

行打印。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已经推出了

另外 10 种金属。”EOS 的航空航天业务

发展经理 Scott Killian 说，“这并不多。

你要确保能制造出高质量的零件，总是有

挑战的。这需要时间来发展。”

对于 EOS 来说，一个重要的航空航

天市场是火箭发动机。其中一个客户是

Launcher，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旨在

开发发射卫星的火箭。去年，Launcher 成
功试射了一台在 EOS 机器上打印的铜合

金发动机。

“EOS 和他们一起研究了发动机开发

进度的步骤。”Killian 说，“他们希望之

后能够生产出超大有效载荷的发动机。”

通常来说，火箭的产量很低。但越

来越多的私人公司参与到火箭制造中来。

Killian 说 3D 打印加速了其发展。

“今天完成设计，也许一两周后，一

个真正的零件就会出现在办公桌上，然后

再进行一些测试。”他说。火箭产业“现

在看起来非常令人兴奋”啊。

斤斤计较
EOS 的另一个客户采用 3D 打印来减

轻零件重量。“这是一个放置于卫星中的

铝制小盒子。”他说，“这个小盒子仅有

一个面包大小。他们用增材制造的方法大

约减轻了20%的重量。那也许不过一两磅，

但对于有效载荷而言，每一磅都代表着数

千美元。”

ExOne 在航空航天领域也很活跃。自

2002 年以来，ExOne 的 Sand 3D 打印机

已经进入工业市场，包括航空航天领域。

它们创建用于金属铸造的模芯。“你只设

计一次模具。” ExOne 首席技术官 Lucas
说，“得到一个好零件的时间从几周和几

个月大幅减少到几天或几个小时。”这使

得快速设计迭代成为可能，此外还可以在

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增加复杂性，且不需

要模式存储。

他补充说，代工厂正在 “向我们走来”。

他将 3D 打印砂型铸造描述为“已被积极

采用”。

冲洗模具
ExOne 发明了可冲洗模具，用于复合

材料（包括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复合材料）

正在增材制造激光机中制造的零件。( 图片由 GE 提供 )

铺放所用的牺牲模具。ExOne 开发了一

种用水冲洗 3D 打印模具的工艺。材料在

180oC(356oF)的温度下仍能保持水溶性。

该工艺正用于为 Lockheed Martin 公司的

子公司、飞机制造商 Sikorsky 公司和皇

家工程复合材料公司制造复合材料零件。

ExOne 还提供全系列的金属 3D 打印机，

可直接打印金属，如 Inconel 718。它还可

以打印陶瓷，如碳化硅。

“我们已进军航空航天领域。”Lucas
说。在该领域，“你往往有更复杂的铸件。

我们已经与 Sikorsky 做了很多工作。这真

的推动了你能做的事情。”

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会有更多的进展。

“这将是测试、测试和再测试。”EOS 的

Killian说，“我现在开始看到了它的开放。

未来五年，增材制造供应链真的会增长。”

Airbus 公司的 Rascol 表示，这家飞

机制造商“将按照自己的计划，逐步扩大

应用领域和相关价值创造机会。相对于传

统技术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将随着新应用

的兴起而逐步增长。”

ORNL 公司的 Love 表示，他预计 3D
打印在航空航天领域会越来越大。“我认

为大型结构零部件是一些公司开始深入的

领域。”他说，“最主要的是，人们对航

空航天业的信心越来越大。增材制造并不

是昙花一现。真的会有大规模的变化。”

www.airbus.com
www.autodeskresearch.com
www.eos.info
www.geaviation.com
www.ornl.gov
www.tagri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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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 助推数字化转型
PLM Takes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新的云计算、仿真和增强现实功能帮助 PLM 用户走向智能制造前沿。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可

帮助制造商管理、创建、指导和完善新产

品开发，从而加快设计和生产进程。PLM
软件的制造业用户正在寻找更易于使用的

PLM 工具，包括工业 4.0 时代最新的产品

数据管理和 CAD / CAM / CAE 工具。

PLM 用户需要开放的、适应性强的工

具，这些工具可以很好地协同工作，而它

们通常都在云端。随着真正的数字化双胞

胎对于物理制造工厂和产品的真实模拟越

来越重要，PLM 开发人员认为，这通常对

制造商保持竞争力至关重要。

智能互联产品开发
开放系统使 PLM 软件用户更容易与其

他系统连接并共享关键的产品数据。“产品

开发不仅要利用多种创作工具，还需要来自

多个企业系统的数据，”总部位于德克萨斯

州 Plano 的西门子数字工业软件公司营销总

监 Bill Lewis 说，“开放地连接和集成这些

工具，是帮助客户交付产品的关键。”

Lewis 补充说，客户面临的挑战在不

断变化，而且速度很快。他说：“PLM 工

具需要快速响应”。他还说：“快速进入

新市场的能力，例如我们新的资本资产生

命周期管理解决方案，或通过真正的低代

码开发平台等带来的灵活性，都使客户能

够迅速应对挑战。” 
爆炸式增长的产品复杂性是 PLM 开

发人员如何进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因素。

当今的组件通常不仅包括机械方面的设

计，而且还包括大量的电气和软件内容。

马萨诸塞州 Andover 市 Aras 公司产品营

销总监 Mark Reisig 说道：“最重要的是，

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制造出更智能和更多

连接的产品，而且您在过程中得到了加

速。”他指出，随着更多的嵌入式软件和

电子器件的加入，特别是在汽车制造中，

开发团队必须考虑到工程和更大的供应链

之间的差异。

在谈到汽车和机器人中普遍存在的更

多电子元素时，Reisig 说：“现在有更多

的系统工程，更多的软件。您的学科不断

发展，而且权衡不断，因此系统方面变得

越来越重要。软件曾是后话，但现在已经

是了。”

制造业用户在实施西门子的全球 PLM 时，采用最新的 AR 和 VR 技术，

将遥远的工厂连接起来。（图片由西门子数字工业软件公司提供）

拥抱数字领域
Lewis指出，复杂的产品，如智能产品，

需要一个整体的、闭环的数字化双胞胎产

品。“不仅具有管理和开发能力，而且还

可以模拟性能和行为，可以从现场的实际

设备中获得反馈，并将所有知识反馈到产

品开发中，这意味着我们的客户不仅能够

快速开发产品，而且能够开发出有效的产

品。”Lewis 表示。

近年来，所有主要的 PLM 开发商都

采取了重大举措，或通过技术收购，或

通过合作开发，以加强、增加或改进现有

的仿真能力，重点是为客户提供真正的数

字化双胞胎产品。西门子去年 11 月收购

了 MultiMechanics Inc.，并将该公司的

MultiMech 系列 CAE 仿真加入到 Siemens 
Simcenter 3D 软件组合中。

西门子在 2016 年 11 月以 45 亿美元

的价格收购了 Mentor Graphics，在仿真

领域大放异彩。去年 9 月，西门子宣布推

出 Xcelerator 集成软件，一个服务和应用

程序开发平台，该平台将西门子用于设计、

工程和制造的软件与扩展的 Mendix 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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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多体验应用开发平台相结合，该公司

去年也被收购了。

从数字主线到数字化双胞胎和数字

化部署，制造商过去几年的数字化推进重

点是给建模人员提供逼真的数字仿真。从

数字主线开始，“PLM 是众多战略企业

系统中的一个，每个系统都在其领域内

提供数字连续性，”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

Needham 的 PTC 公司营销副总裁 Mark 
Taber 指出。“将这些异构系统联系在一

起以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是数字主线。数字

主线包括来自机器和现场产品以及供应链

的连接数据。”他认为，PLM 是这种多系

统协调的骨干，为产品数据提供关联性 /
可追溯性。

Taber 继续说道：“数字主线是产品

和工厂数字化双胞胎的基础，打破了整

个产品生命周期的数据壁垒，其模型可

以准确表达物理产品和工艺。所有数据

（包括特性）都被捕获在数字化双胞胎中，

例如，这将有助于工程师诊断错误报告。

通过收集和连接数据，您将会有新发现，

并可以通过 IoT 将这些活动从“工厂”

扩展到“客户”。

关于数字化部署，Taber 说：“现代

化应用程序基础架构 [ 在云、本地或混合

环境中 ]是所有数字化转型项目的一部分。

当我们谈论数字化时，必须认识到一切都

是 IT，包括对实现敏捷产品开发的良好系

统环境的需求。为了生存，你将需要一个

现代化的、可扩展的、可升级的、安全的

应用程序基础架构。”

11月，PTC收购了OnShapeSoftware，
这是一个软件即服务（SaaS）产品开发

平台，可提供 CAD、数据管理和协作工

具。OnShape 由 CAD/CAM 先 驱 Jon 
Hirschtick 创立，他是 Solidworks 的联合

创始人之一，该平台在 Hirschtick 的领导

下，将作为 PTC 内部的一个单元运作。

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 Waltham 和法国

Vélizy-Villacoublay 的 DassaultSystèmes
公司旗下 ENOVIA 系统宣传营销副总裁

Garth Coleman 指出，工业转型仍在继

续，将日益复杂的产品更快地推向市场的

需求正在加速。“我们的客户认为，拥

抱虚拟世界的变革力量对于实现公司不

断推出创新和可持续产品的目标至关重

要，”Coleman 说，“当我们审视 PLM
的趋势时，未来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 -- 利
用数字化双胞胎技术；在整个价值链中使

用产品数据分析，通过虚拟原型改进设计，

并了解产品在物理世界中的性能；推进整

个价值流的协作，并在设计过程中实现实

时协作。”

他补充说，为设计师提供正确的工

具和设计环境至关重要。“即使 PLM
系统能够很好地管理产品开发，但单独

的 PLM 系统缺乏连接整个价值网络的

能力，也无法管理产品的单个统一或完

整 的 表 达，”Coleman 指 出。 他 说，

通过一个单个统一或完整的系统，以及

将各种相关系统连接到该系统中，“创

新平台”允许相关系统利用完整的数

字产品定义，实时地虚拟创建和验证产

品 体 验。“DassaultSystèmes 的 3D 
EXPERIENCE 平台通过其数据驱动的应

用程序将企业以数字化形式连接，从单个

统一或完整的产品定义出发，同一数据上

有不同的功能视图，而不是为每个功能建

立独立的数据库，从而帮助企业加速业务

的数字化进程。”

工程师们在 Aras Innovator PLM 中进行 CAD 查看，使设计人员

能够轻松查看最新的产品设计。（图片由 Aras 提供）

一台运行 PTC 的 Windchill PLM 软件的 iPad 显示了一个数字的 Polaris 雪

地车模型（左）和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物模型。（图片由 PT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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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 PLM 障碍
Coleman 表示，在工业 4.0 时代，制

造商部署PLM的最大障碍是：孤立的工具，

这些工具阻碍了团队将工程信息统一到一

个信息源；组织变更管理；技术安装 /升级、

数据迁移和工具迁移；以及多学科创新，

如使用不同的设计系统。

Coleman 说：“PLM 的交付和部署

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以解决这些问题—不

仅适用于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SMB），

还适用于我们最大的企业合作伙伴。”

他表示，因为它带来的便捷性和价值，

Dassault 对其云产品非常感兴趣，特别是

在中端市场和初创客户中。

西门子的 Lewis 表示，随着零件复杂

度的上升和 PLM 的高昂成本，制造商也

可能会考虑放缓 IT 预算的增长，从而压缩

PLM 的前景。“许多挑战都是他们一直以

来所面临的，只是变得更加艰难，”他说，

“例如，IT 预算增长了一段时间，但已经

停止了。现在，IT 组织被要求用更少的资

源做更多的事情。”他补充说，从行业最

佳实践开始的策略有助于让客户使用特定

于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来启动和运行。“灵

活的低代码开发环境允许我们的客户快速

部署新的目标应用，特别是满足他们的用

例。”他说。

制造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也为生产商

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机遇。与 CAD 无关是

Aras 的一个优势，Aras 拥有 Innovator 
PLM 平台，但没有自带的 CAD 工具。除

了增加将于今年夏天推出的新仿真管理功

能外，该公司还专注于与所有 CAD / CAM
产品合作。Aras 的 Reisig 谈到制造业的

数据收集稳步增长时说：“宇宙正在扩张。”

随着对数字主线的关注，制造商“必须将

这些东西拼接在一起。到 2025 年，该数

据将达到指数级。我了解到，他们（制造商）

仅使用了该数据的 3％。”

Reisig 说：“这些系统的开放性和运

行能力至关重要。”他补充说，制造商需

要开阔思路，以应对 PLM 的巨大冲击，

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建设者们禁锢于那些

难以升级的旧版遗留系统中。

Reisig 表示：“在迁移数据时，有一

个巨大的 IT 问题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特征

是，如果您陷入技术数据的泥潭，你就会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他说，Aras 的新

客户中，几乎 100％的客户使用的是旧版

通过 Dassault 的 3DEXPERIENCE PLM 在 3DDashboard 平台中显示的组件，使工

程师可以在不同位置进行新设计的协作。（图片由 DassaultSystèmes 提供）

Autodesk 仿真显示了在增材制造的零件上生成设计的不同零件方向。（图片由 Autodesk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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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M。“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就陷入

了困境。”

总部位于加州 San Rafael 的 CAD/
CAM/PLM 开发商 Autodesk 公司的 PLM
业务战略经理 Keri Bender 指出，最大的

障碍之一是由于对实施 PLM 的成本和复杂

性的看法，缺乏进行变革的意愿。“许多

公司觉得他们没有合适的资源来踏上这段

旅程——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我们也知道这是必要的，而且最终是可

以实现的。”

新的解决方案，往往在云端
Dassault 的 Coleman 表示，使用云

就绪解决方案意味着公司可以向各种内

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开放企业，这些利益

相关者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和协作，同时为

随需扩展提供了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云

缓解了 IT 基础架构的前期和长期投资，

以及部署 PLM 解决方案并保持其运行所

需的人力资源——并确保自动更新和 IP
安全。”

“在单一平台上连接多个基于文件的

CAD 数据的能力是许多制造商的重大障

碍。”Coleman 说。“通过 PLM 协作服

务，众多竞争对手的机械和电气 CAD 系

统的用户都可以访问 3DEXPERIENCE
平台。”Coleman 还指出将一套新的

和更新的 ENOVIA 版本可支持加快采用

3DEXPERIENCE 平台，可以帮助用户

在任何设备上通过易于使用的 Web 界面

开展工作，这使利益相关者可以随时随地

访问信息。

Coleman 指 出， 在 最 近 公 布 的

R2020x 版 本 中，DassaultSystèmes 为

ENOVIA 提供了 250 多项新功能和增强

功能。“PLM 协作服务的扩展是此版

本的关键部分，使设计人员能够连接到

3DEXPERIENCE 平台，以改善数据管

理并与企业共享。”根据 Coleman 的说

法，2020x 版本意味着 3DEXPERIENCE
平台已在云端，其 PLM 协作服务可供

AutoCAD、Inventor 和 Altium 用户使用。

“这确保了 3DEXPERIENCE 平台角色和

应用在多领域 MCAD 和 ECAD 环境中的

连续性。使用单一的共享产品定义，团队

可以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中更有效地管理

产品开发过程。”Coleman 说。

Lewis 指出，西门子在其 Xcelerator
产品组合中还有许多技术开发。它们也在

云端。Lewis 还指出，AI 正在帮助其客户

更快地执行任务，并培训用户如何使用西

门子的工具。

他补充说：“对于复杂的多领域产品，

仿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能

够管理测试计划、目标、模拟、验证管理，

实现产品开发过程，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快地交付首次应用的产品。这是整体的

闭环数字双胞胎中的一部分。”Lewis 说，

数字双胞胎不仅仅是 CAD、软件、电子、

仿真、制造、服务或物联网。“所有这些

以及更多的事务，都可以一起工作。”

PTC 的 Taber 表示，该公司将在制造

中使用 CAD + BOM 等工程衍生产品，以

“批量定制”工艺计划和工作指令。“因此，

我们正在大力投资以提高我们在 Windchill
中的制造能力，不仅可以追溯到 Windchill
工程资源，而且可以追溯到第三方 PLM
资源。宝马正在与我们一起牵头开展这项

工作。”

在 过 去 的 几 年 中，PTC 推 出 了

ThingWorx Navigate View 和 Contribute
应用程序，以帮助非专家用户，包括为

工业客户提供增强现实。 Taber 说：

“我们正在改善 Windchill 的数字定义与

ThingWorx 的物理体验之间的接口，以弥

补这些数据差距和生命周期状态。这使工

程师能够访问工厂和现场数据，反之亦然。

我们不仅启用了数字化双胞胎系统，而且

还在其上针对数据驱动设计和增强现实程

序指导等顶级用例开发应用程序。”

此外，PTC 正在利用其 OnShape 云

技术，在工程设计中提供 Git-（分布式版

本控制）和类似 Google-doc 的实时协作，

如 CAD 和材料清单，他说。“这是一条

更长的跑道计划，”Taber 说，“产品的

复杂性需要更多的个人专家，往往跨越供

应链中的多家公司。”PTC 还在研究在

PLM 中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不同的用例，从

基础帮助到诊断和描述性分析，再到更高

级的预测和描述性分析。后者包括 PLM
业务流程性能；PLM 用户助手；变更管理

和变更影响预测；预测性质量；以及支持

生成性工程流程（产品成本和工具成本方

案、生成性 mBOM 和流程计划）的规范

性分析，Taber 补充道。

A u t o d e s k 的 B e n d e r 指 出，

Autodesk 的最新产品致力于通过开发商

的 Fusion Lifecycle 继续使各种规模的制

造商更容易访问和使用 PLM，用户可以

通过Web浏览器来访问。Bender说：“用

户可以继续期待对 BOM、变更、NPI、
供应商协作和质量的核心可用性进行持续

改进，以实现即时开启和高度灵活的现代

体验。此外，我们正在投资提供更好的集

成可能性，以连接我们的设计和制造产品

组合的功能，并扩展到第三方工具和企业

系统。”

www.aras.com 
www.autodesk.com 
www.3ds.com 
www.ptc.com 
www.plm.automation.siemens.com

展示了具有多域 BOM（物料清单）的 Suzuki 摩托车模型，将机械、电气和软件元素结合

在一起，确保制造商有一个完整的 BOM 来进行规划。（图片由西门子数字工业软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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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为下一次制造业复兴奠定了基础
Blockchain Forming the Foundation of 
Next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在制造业中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前景和危险。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预测以及最近几次 PMI
读数显示制造业萎缩的情况下，我们不难看出，

整个制造业供应链的生产绩效缓慢和数据效率

低下，造成了经济不确定性和对行业未来的担

忧。同时，制造业的历史上充斥着无数次技术

和技术应用的 “大跃进”，每一次大跃进之后，

都为机敏的商人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机会和经济

扩张。比特币背后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

链的应用表现出了巨大的前景，它将成为整个

制造业供应链在许多关键行业的历史性突破。

在构思这样的陈述时，请考虑 “Gartner
炒作周期”。在这个周期中，创新引发了人们

的期望，期望值迅速膨胀并达到顶峰，随后急

剧下降到 “幻灭的低谷”，然后有节制地上升

到 “启蒙的斜坡”，开启 “生产力的高原”。

新技术在这个周期中的发展时间从不到两年到

超过十年不等。许多技术不到一半就被淘汰了。

我一直使用的另一个模型是一种名为 
“OODA 循环”的决策策略，该策略由战斗

机飞行员约翰 - 博伊德（John Boyd）开发。

OODA 代表“观察”（从商业竞争者或市场到

作战行动中的军事对手的一切事物），定位、决

定和行动。在商业中，行动步骤是能够应用新兴

技术，使你能够随着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对等信任
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智人：人类简史》

一书中指出：“在现代人类 50,000 年的历史中，

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建立对等信任。”信任是商

界中强大的助推器，因为它从根本上巩固了关

系。区块链现在支持个人和公司在其商业关系

和交易中建立信任。

具有关键部件性能要求的行业（包括航空

航天、国防、能源、汽车和医疗）都非常熟悉

比特币背后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正在展示出巨大的前景，成为制造业供应链的历史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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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关系，在供应链中内置了部件检测要求和

验证。他们不熟悉的是有效性供应链。制造商

花费数百万美元来验证零件和工艺质量，并取

得不同程度的成功，从陈旧、耗时的工单和纸

质记录到复杂的、数据启发的计算机系统，都

需要大量、定制和昂贵的 IT 基础架构。没有知

识或资源的制造企业实际上被切断了获得或发

展任何复杂零件制造业务的机会。

此外，从航空航天和国防到维生素和补品

等行业都充斥着假冒零件或成分。供应链中的

每一个动作—获取原材料、确认并最终完成零

件设计调整、制造、后处理、运输—都会产生

大量的数据、能量和带宽。基于区块链的技术

可以捕获这些数据，并沿着流程的每个步骤以

数字方式验证每笔交易。从本质上讲，这创造

了一个仅有附加的数字账本系统，随时随地，

任何参与者，只要需要，就可以使用。

第四种模式
经济学家在 2015 年发表的题为“确保事物

的大链条”的文章中说，“作为比特币基础的

加密技术，被称为“区块链”，其应用范围远

远超出了现金和货币。它为不认识或彼此不信

任的人提供了一种方式，以创建一个谁拥有什

么的记录，并将迫使有关各方同意。这是创造

和保留真理的一种方式。”

在一个由数字零件设计组成的制造世界中，

其文件不仅可以建立设计依据，而且还可以为

CNC 加工和 3D 打印设备提供动力，因此在设

计、制造和客户交接的每个步骤中建立和保存

真相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们所熟知的区块链

是在 Satoshi Nakamoto 的脑海中诞生的，他是

比特币的创始人，才华横溢，化名，至今身份

不明。正如他在 2008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说

的那样，它是“纯粹的点对点式的电子现金”。

为了作为现金使用，比特币必须能够交易而不

被转入错误的账户，并且不能被同一个人花两

次。必须在不依靠于任何可信的第三方的情况

下实现这些功能，比如站在传统支付系统背后

的银行。

区块链就成了这个可信的第三方。区块链

是一个包含每一个流通中的比特币支付历史的

数据库，它提供了在任何特定的时刻谁拥有什

么的证明。这个分布式账本被复制在世界各地

的成千上万台计算机上—比特币的 “节点”，

并且是公开的。但就其开放性而言，它也是值

得信赖和安全的。这是通过其“共识机制”中

内置的数学算法和计算机算力的共同作用来保

证的—“共识机制”是节点根据比特币从一个

人转移到另一个人就如何更新区块链达成一致

的过程。

调整区块链以进行零件生产和验证，本质

上有效地将设计到制造和物流的书面记录数字

化。通过数字零件设计和区块链血统创建的数

字资产现在可以通过数字网络借助云端“运输”

到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外太空。物流不再拘泥于

陆、海、空的模式，区块链创造并支持关键的

第四种物流模式：数字化。

如今，制造业被刻意推向“边缘”，企业

可以在需要时将该数字零件转化为消费时的物

理零件。成百上千的分布式流程参与者—设计

师、工程师、原材料采购员、设备操作员、工

艺专家、装配人员、调度人员、运输商以及所

有介于两者之间的监管人员—可以在自组织网

络上生成并附加成千上万的分类账页面，在零

件通过生产时有效地建立起点对点的信任。

这样的过程也将实现自我监管，迅速识

别表现不佳的公司，从而加强供应链。设计和

制造所有者保留所有权，并可以从所有利益相

关者那里收集和奖励知识产权。零件和工艺的

来源—即确定真正的起源或来源（来自拉丁文

provenire，意为“出世”——在生产过程中的

每一步都需要确定。

建立用例
信息服务机构 Bloomberg 近日表示，美国

86% 的行业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区块链项目。

有哪些挑战？值得记住的是，技术并不能解决

在一个由数字零件设计组成的制造世界中，其文件不仅可以建立设计依据，

而且还可以为 CNC 加工和 3D 打印设备提供动力，因此在设计、制造和客

户交接的每个步骤中建立和保存真相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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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问题。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是技术的应用。

也就是说，区块链在制造业供应链中的挑

战包括技术和商业方面的障碍。在技术方面，存

在互操作性和规模。一家名为 AION 的公司是我

的一个合作伙伴。它创建了一个项目，允许用户

从区块链转移到区块链，并且不会失去不变性和

透明度。这很重要。目前存在众多区块链，这些

区块链最终将归结为一种通用技术，比如超文本

传输协议安全（HTTPS），该技术可以保证人

们正在与指定的网站进行通信，而不是冒名顶替，

并且不会受到网络攻击者的干扰。

商业挑战是价值创造和行为修正。价值创

造，或将技术应用与问题的解决方案联系在一

起，这是我们赚取利润的地方。区块链将被应

用于解决行业挑战的过程中，从而创造新的价

值和新的商业模式。随着供应商进入“信任”

生态系统，行为修正自然而然就会随之而来。

公司修改供应链参与者行为的能力取决于其在

价值链中的地位。最近最好的例子是沃尔玛告

诉其生菜供应商，他们现在必须在沃尔玛的区

块链上。供应商要么遵守，要么去其他地方售卖。

沃尔玛和其他公司都希望区块链能够提高食品

安全。相反，如果生菜肥料公司说 “上我的区

块链，否则我就不卖给你肥料”，农民就可以

自由地在其他地方购买肥料。

进入 3D 打印
2015 年，我所供职的 Moog 公司收购了一

家 3D 打印服务中心，并且在业务发展中，我

参与研究 3D 打印为我们的企业和客户带来哪些

价值。我们当时为空军遗留机队的军方仓库提

供支持，比如波音 KC-135 Stratotanker 军用加

油机。作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我驾驶的是 KC-
135。这些飞机大多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制造的，因此面临着过时的问题，而

且替换部件的来源越来越少。事实证明，这是

3D 打印的绝佳用例。

考虑一下这个场景。你在印度洋中央的一

艘航母上，处于海况 3 级，甲板俯仰起伏。你

有一架 F-18，刚刚执行了一项重要任务。生命

危在旦夕。你的飞机必须飞行，但是需要一个

零件。

即使在船上你有一台 3D 打印机，你怎么知

道：(1) 你的零件设计数据是安全的，没有被对

手篡改，(2) 你的工艺、材料和制造条件是否能

生产出性能良好的零件？

我很快意识到，当我开飞机时，信任就是

一切。我会走到一架飞机前，只要表格上的签

字和日期正确，我就可以进入飞机并飞行。相

比之下，办理一张旅游签证需要五个签名，一

个 DNA 样本和一个肾脏。零信任。

所以，站在航母甲板上，我很快发现挑战

在于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找到 “信任”。我们意

识到了区块链，并开始提出问题。我们能用区

块链提供数据完整性吗？我们能否提供透明度、

可追溯性和流程完整性？建立信任需要多少数

据和信息？

我们开始建立出解决方案可能是什么样的

模型，首先问自己：“区块链到底能实现什么，

最终状态是什么？”经过几个月的思考，我们确

定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分布式制造网络——一个

3D 打印机的分布式网络，具有按照行业和监管

标准验证的交付成品零件的能力。现在，我们可

以将信任推到工厂范围之外的分布式网络，而不

会被交易成本压垮。我们意识到的另一件事是，

这个过程的价值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在这种情况

下，价值创造是能够访问远程位置，并能够安全、

快速地将这些零件送出。利用这种新型的物流方

式，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可以降低传统供应

链的非增值成本，比如包装、运输、仓储和管理

实物库存。在其他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价值创造，

比如公司现在可以订购一个批次的产品，而不必

承担最低数量订单的负担，也不必被迫购买一套

装备来生产一个零件。

这也大大缩短了零件的交货时间。在为美

国国防部 (DoD) 进行的概念验证中，我们将

一个 F-15 零件的零件交付时间从 265 天缩短

飞行员驾驶飞机时，信任就是一切。当他们走到一架飞机前时，

只要表格上的签名和日期正确，就可以放心地进入飞机并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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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几个小时。在另一个 F-15 零件上，我们

将其从 133 天缩短到数小时。缩短交货时间，

再加上将零件推到需求点的能力，对供应链来

说是一种变革。无论是航母上需要的飞机零

件，还是空间站或一级方程式赛车的零件，都

是如此。

为了改变国防部的行为，我们研究了《国

防部联邦采购条例补充规定》（DFARS），以

及如何利用它来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如今，要

求公司证明所有电子元件和系统的来历。这可

以防止对手用装有恶意软件的不良组件破坏军

事供应链。你不必再看 Peter Singer 的《幽灵

舰队》一书，就可以了解这种情况如何对美国

作战部队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试图让国会采取行动，修改 DFARS，并要

求国防部实施防止伪造的 3D 打印部件进入供应

链的过程。今天，大多数伪造的飞机零件都是

低复杂度的零件，但这种动态可以随着 3D 打印

而改变。区块链的产生使我们能够验证和保护

我们的供应链。

我采用 DFARS 法规来证明电子组件不是

伪造的，用“增材制造”代替“电子”，并将

其纳入 2018 年国防授权法案。现在，要求国防

部向国会提供一份报告，说明他们将如何减轻

国防部供应链中伪造的增材制造零件的损失。

然后我去了国防部，说我们有一个东西，一个

区块链解决方案。国防部非常注重利用新兴技

术来保障其供应链的安全，而我们也在其中发

挥了作用。

概念验证
由此产生了六个概念验证用例。我们与

Microsoft 及其云计算平台 Microsoft Azure 以

及其他一些公司合作。我们还与 Microsoft 合作

开发了“智能合约”，从而促成了航空航天行

业的首次全数字交易。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

区块链向新加坡的一家公司发送零件请求。当

他们下载零件时，他们可以收到即时结算。这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因为用户可以设置条款来

塑造其供应链的行为。例如，用户可以向其最

佳供应商提供净零条款，甚至在交付前提供部

分付款，或者向陷入困境的供应商提供净 60 或

90 的付款。用户现在可以快速轻松地使用区块

链智能合约作为胡萝卜或大棒，让他们的供应

链井然有序。

区块链还可以实现快速取证。比方说，一

缩短交货时间，加上能够将零件推送到需求点，这对供应链来说是一种变革。

使用区块链，可以保证设计的完整性、材料的完整性和工艺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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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使用案例中，一架从新西兰 Auckland 飞往洛杉矶的飞机模拟机舱零件发生故障。在航空公司的一个供

应链合作伙伴处购买了一个数字零件，然后在现场安全、快速地制造了该部件，并在飞机降落时进行了安装。

架飞机出现了故障。做一个根本原因分析可能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分布式制造网络中，从

材料规格和采购到生产、后处理和运输的每一

个决策都以数字方式记录、验证和备案。与今

天的纸质记录不同，在区块链中，反向取证的

完成速度非常快。

如前所述，减少国防部的零件交付时间，

可以提高任务能力率，减少飞机停机时间。我

们通过在商用航空航天市场的最新概念验证并

进一步推进了这一潜力。

航空航天方案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架从新西兰

Auckland 飞往洛杉矶的飞机模拟机舱内的一个

零件发生了故障。机组人员通过无线电向他们

的维修机构表示他们需要一个零件。维修团队

检查了洛杉矶是否有可用的物理零件，答案是

否定的。在执行之前，我们与该航空公司的一

个供应链合作伙伴签订了一个数字零件协议。

维修团队能够看到数字零件可用；他们购买了

该零件，并通过云端将其推送到洛杉矶的工厂。

然后，该部件在现场被安全快速地制造出来，

并在飞机着陆后安装。如果没有该部件的数字

化供应，那架飞机将在接下来的三段航程中飞

行，直到返回 Auckland。如果航空公司必须购

买一个新的实体零件，如果Auckland没有库存，

可能需要长达 44 天的时间。价值和新的商业应

用是显而易见的，很期待看到这种方案在偏远

的采矿作业或石油平台或收货季节的农田会如

何发挥作用。

融合成为现实
区块链、3D 打印和工业 4.0 的融合正在成

为现实。我们最近首次推出了 VeriTX，这是一个

为航空航天零部件供应商和客户提供的按需数字

市场，以后将扩展到医疗和工业市场。VeriTX 利

用区块链技术创建了一个零件的数字双胞胎，实

现在零件整个生命周期中进行跟踪。现在，由于

VeriTX 提供了验证和信任，可以收集和汇总各个

零件系列和舰队的数据。设计的完整性、材料的

完整性和工艺的完整性都得到了保证，在发生事

故时可以进行快速取证，漫长的交货期和非增值

成本被大大降低，智能合约提供了即时结算的功

能，伪造的零件被排除在供应链之外。

想象一下，当关键物品以最灵活、最数字

化的状态出现时，制造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不仅在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而且在医疗、汽车，

甚至是活体组织领域。该零件不仅可以在几秒

钟内通过第四种模式被 “推送” 到需要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个分布式的透明分类账本，证明设

计、材料、工艺和零件的完整性，同时保护每

一环节知识产权。这将重塑并显著改善制造供

应链。这改变了世界。

关于作者： James Allen Regenor 曾在美

国空军服役 31 年，在那里他指挥了第 521 空

中机动作战小组，并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工作了三年。他是南卡罗来纳州 Charleston 区

块链资源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也是纽约州 East 
Aurora 市 VeriTX 的创始人和总裁，VeriTX 是

一个面向航空航天的工业 4.0数字供应链平台。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erit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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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控制中心的 Machining Insight 界面输入作业状态，然后该服务对网络中

的每台机床提供 24/7 报告。（图片由 Sandvik Coromant 公司提供）

工业 4.0 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
Industry 4.0 Offers Real Solutions

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 -- 工业 4.0 提出了制造商可以立即投入使用的解决方案。

工业 4.0 通常看起来是一个模糊、遥

远的概念，但是现在可以采取几个实际且

相对简单的步骤来跳入“制造业的未来”。

从解决熟练劳动力短缺到提高机器利用

率，一个花哨的标题不能阻止车间老板使

用有效的产品。

让我们从当今制造业的一个巨大关注

点开始：吸引并留住足够的合格工人。正

如位于波士顿的 Paperless Parts 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 CEO Jason Ray 所言，“把在不

同时期从不同厂家购买的 15 台不同类型的

CNC机床接入MTConnect来获取大数据，

想想就很不错。但车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他们无法让第二班工作顺利开展。”

与此同时，有经验的工人正在快速退

休。自动化虽然美好，但并不能解决这个

问题。Ray 说，这还需要的是一种“让聪

明人能够更有效地为你工作”的方法，以

及弥合有经验的工人和新员工之间的技能

差距的方法。

令人欣慰的是，工业 4.0 框架下推出

的许多技术都满足了这些需求。

正 如 新 泽 西 州 Fair Lawn 市 的

Sandvik Coromant 公司数字加工销售总监

Jeff Rizzie 所说：“如今，当他们准备新

工作时，大多数车间都依赖于部落知识。

他们要求工程师记住上一次做类似的东西

是什么时候，并利用这些知识 [ 从头开始 ]
开发新的工艺或程序。”有了数字加工，

Sandvik Coromant 可以建立系统知识，而

不必太依赖这种部落记忆。来自机床的性

能数据可以反馈到系统中，以提供程序和

切削刀具建议。

华盛顿州 Redmond 市的 Microsoft 公
司行业解决方案主管（制造业）Michael 
Walton 说，他建议各种规模的公司将其业

务从“以部落知识和工匠的方式运行，转

变为更接近科学的方式”。但这种转变“前

提是你能通讯，并有一个解决方案，让你

能够以数字方式捕捉人们的知识。”

价格低廉的传感器让操作者能够捕捉

到很多隐藏的知识。“我可以在 CNC 机

床上安装一个 49 美元的传感器，并且比

起拥有 30 年经验的 CNC 专家，我可以更

快地指导员工。我可以用这 49 美元的传

感器更快地告诉他们什么是错的，什么是

对的。”他说。如果刀具进给过大，如果

扭矩过大，或者机器正在工作，以及它们

在周期内运行了多长时间，这些都可以被

捕捉到，并用来给予反馈以指导员工。

虚拟现实培训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研发中心和制造试

验台 MxD（Manufacturing x Digital）美国

公司已经与数十家公司就此类实际应用开

展了合作。首席执行官 Chandra Brown 指

出，利用虚拟现实（VR）培训技术人员在

劳斯莱斯直升机发动机上工作就是一个例

子。Brown 说：“让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在

该发动机上工作，让他们完成所有程序，

对他们投入一切，然后再培训其他人。”

受训人员戴上 VR 头盔，“可以爬进发动

机里”，而没有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健康和

安全风险。Brown 说：“我们汲取了经验

丰富的技术人员的知识，也让培训下一代

工人的具体程序变得有趣。”

MxD 的项目和工程副总裁 Tony Del 
Sesto 表示，实现这种培训的硬件是常用

的，而且价格低廉。在这种情况下，VR
耳机是 HTC Vive 的，零售价约为 600 美

元。 Del Sesto 解释说，MxD 借助位于

Indianapolis 的 VisionThree LLC 来 帮 助

创建内容，从引擎的 CAD 图纸开始。Del 
Sesto 解释说：“在一些 VR 创作中，移

动头部和在耳机中看到的东西之间存在延

迟，这可能会令人烦躁 ，甚至引起恶心。

VisionThree 修改了 CAD 模型，使你看到

的东西与你的动作几乎是同时的，从而获

得真实而有益的体验。”

Walton 表示，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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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中使用 VR 和增强现实（AR）技术。

他提到了一家大型制造商，该制造商使用

视频捕捉人们的工作情况，然后根据这些

数据创建一个模拟场景。现在，它的准员

工会在虚拟世界中进行多次测试，以确认

他们能够在规定的节拍时间内掌握胜任该

工作所需的技能。

Watson 还指出了该技术对远程协助

的好处。他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 使用 ] 虚拟现实或人工增强现实可以打开

一个小窗口，以便他们可以看到图像或修

复任务。”

技 术 人 员 可 以 戴 上 像 Microsoft 
HoloLens 这样的 AR 耳机，获得指南来帮

助进行故障排除，甚至可以获得远程指导，

而不需要带着很多手册去工作现场，还不

知道哪些手册是有用的。Watson 说，这

大大减少了维护所需的时间，并且该过程

“更加精确”。

制造业的游戏技术
在另一个案例中，MxD 使用在 eBay

上以 100 美元购买的 Xbox Kinect 游戏平

台来捕捉装配工人的动作。Del Sesto 解

释说，从这开始，他们为其他操作员进行

程序化指导，比如当他们伸手去拿错误的

箱柜时，实时告诉他们。

“您可以研究每一个动作，”Brown
说，“他们在做什么。谁是最快的人。所

有内容在所有时间都被追踪。人们总是问

我：‘你怎么能做到无纸化？这是不可能

的。’实际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成本很低。

而且，您可以从中获得的信息量真的非常

惊人。因此，我想告诉人们，在工作台上

使用数字工作指导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对

于健康、安全和测量都有好处。而且这样

做的人真的很喜欢这一方式。”

Del Sesto 表 示， 尽 管 Xbox Kinect
已经停产，但微软现在推出了功能强大的

Azure Kinect 传感器，价格为几百美元，

工业应用是它的主要市场。有一个完整的

生态系统，由开发商和服务局基于这项技

术创建解决方案。或正如Watson所说：“微

软正在使人工智能民主化。这是我们的使

命……这对您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像定

制视觉、使用声音、使用其他类型的机器

学习算法这些，它们被公布出来，除了 [ 获
取 ] 数据之外，它们可以免费使用。”

将经验转化为准则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部落知识都能用

Xbox Kinect 游戏平台可以追踪装配工

人的动作，而光导系统则使他保持跟踪。

（图片由 MxD 提供）

有时需要人与人之间的面谈才能实现工业 4.0。在这里，Sweeney Metal 
Fabricators 公司的 Chris Sweeney 和 Paperless Parts 公司的 Roger Maranan

讨论了一种系统化的工作报价方式。（图片由 Paperless Parts 公司提供）

摄像机或数字传感器捕捉到，而不容易捕

捉到的信息往往是至关重要的。以估算和

报价的过程为例。在估算师的办公桌上放

一个摄像头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而且，

来自 Paperless Parts 的 Ray 说：“你不

可能让一个 55 岁的机械师坐在电脑前，

让他做一个 70 个问题的调查，并期望从

中得到高质量的信息。提取这种部落知识

的最大挑战在于，它必须建立一种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

Paperless Parts 为客户创建了定制

化的云端报价系统，加快了提案流程，并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但首先，它

的一位实施专家要与客户的经验丰富的估

算师合作，花费几个小时，去了解他们如

何评估工作，并为未来的报价建立“护栏”，

然后随着系统的发展而完善。

正如 Ray 所解释的那样，有经验的估

算师在对一项工作进行报价时，会寻找一

些东西，而且每个公司的情况都不一样。

例如，每当他们看到一个特别严格的公差

时，他们可能会坚持要求工程团队中的某

个人在报价发出前对其进行验证。所以

Paperless 会把这个规则建立在系统中，

并核算其成本。或者估算师可能会看一张

零件图，零件上有 10 个孔，每个孔需要

10 分钟的加工时间，根据每个孔的循环时

间给出合理的报价。

一旦系统投入使用，每当有经验的估



数字工厂  Digital Factory

34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中国    2021.5

算师推翻规则或调整定价时，系统就会继

续查询。Ray 解释说：“例如，如果他

们将一个零件的编程时间从 2 个小时改

为 3 个小时，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有时

候答案是因为，如果他们要生产 500 个

零件，那么花额外的编程时间来缩短周期

时间是值得的。因此，我们制定了数量

规则。或者是因为这个零件有很多独特

的尺寸和形状特征，需要 40 种不同的工

具。”Paperless 系统捕捉到了这些偏差

并逐步完善规则。

Ray 补充说，经验丰富的估算师对企

业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从过去的

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报过价，也赔

过钱。这就是经验。这就像是开车上路，

并且沿途都是坑洞。我们要做的是让那个

有经验的估算师在每一个坑洞上放一个锥

形警示，这样后面的人就可以有效避开这

些坑洞。”Ray 说，这样做时，他公司的

软件通常会带来至少 5 倍（每月）的投

资回报率，并且“无论是因为更快或更准

确地报价而获得更多的工作，或因为以更

高的价格获得之前未能准确报价的工作，

结果均可观地将营业收入提高了 5％或更

多。”他说，钣金加工的定价是特别公式

化的。“我们有一个新客户，在入职六周

后就把百万美元的报价发了出去，而没有

进行任何编辑。”

Ray 还观察到，许多厂长甚至没有详

细规划出他们的组织结构和关键人员的职

责。他建议厂长应该定期提出这样的问题： 
“‘车间里的其他人如何做到这一点？如

果我生病了，可以去哪里查找这些信息？’

把这些考虑进去，并开始思考如何将这些

信息系统化，并传给下一代。”他说。

未来的工作和技能
一个相关的挑战是确定未来工厂所需

的工作和技能。MxD 的一份报告预计，Z
时代 (1996 年及以后出生的人 ) 将从事的

65% 的工作尚未被发明。在制造业领域，

MxD 认为今天的操作员、技术员和程序员

需要向新的角色过渡，包括他们在数字制

造和设计角色分类法中列出的 165 个新工

作。Brown 说，当她读到其中一些职位时，

她笑了。“谁会想到我们未来需要一个数

字伦理学家？”

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震惊，但

Rizzie 表示，Sandvik Coromant 的研究显

示，全球范围内，普通机床的利用率不到

30%。但他说：“更大的问题不是利用率

如此之低，而是大多数机床厂没有意识到

它们的利用率如此之低。我们必须首先了

解它是什么，然后才能进行改进。”他补

充说，直到最近，准确计算利用率的成本

还是相当高。“人们被派到车间去，拿着

书写板和秒表收集信息，他们收集的数据

并不是特别好。”

可喜的是，一个好的数字网络和今天

的工业 4.0 技术让收集这些信息变得易如

反掌。

第一步是将机床联网，Rizzie 指出，

在一些车间已经实现了联网，但他们并没

有从工业 4.0 的角度去考虑。这是因为许

多车间已经安装了 DNC（分布式数控）解

决方案，将机床连接到中央服务器。如果

是这样，那么对于过去 10 年左右制造的

数控机床都很容易做到，对于老式机床只

要多花点心思也还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步是实现一个通信协议，比如

MTConnect，从机床中提取有用的数据。

一旦完成，就可以实现机床监控和刀具分

析，比如使用 Sandvik Coromant 公司的

Machining Insights，这是一种基于云的服

务，可以安全地与中央服务器连接，24 小

时不间断地提取数据，并按需呈现。它能

实时显示每台机床的状态仪表盘，例如是

否正在运行，运行的是什么程序，以及每

台机床在一个班次中的利用率。车间可以

将机床以单元为单位进行整理，快速了解

每个单元的整体设备效率，并查看是否有

某台机床在拖后腿。

除此之外，Rizzie 说，“真正的力量”

是在报告中，这些报告提供了组织完善的

信息，涵盖了选定的时间框架或操作的子

集。例如，车间可以选择一台特定的机床，

并在一处查看其利用率、工作、未使用的

票证、警报和操作员注释。零件指标报告

可以帮助研究车间中曾经生产的任何零

件，并且可以根据各种标准进行研究。

例如，它根据周期时间、利用率或

质量来创建报告。“因此，如果我有一

个特定的零件，我在我的车间里在多台

机床上运行。”Rizzie 解释说，“我可

以立即比较该零件在一号机上的运行情

况，与二号机和三号机的运行情况的差

异。我还可以比较第一班、第二班、第

三班的运行情况。所以，现在我可以了

解操作者是如何潜在地影响我的车间的

零件运行情况的。”

Rizzie 称，车间还可以查看设置时间

或刀具破损等因素，并获得丰富的数据，

复杂的机床监控现在很容易实现，并且可以在数周而不是数月内

收回成本。（图片由 Sandvik Coromant 公司提供）
Paperless Parts 公司将经验丰富的估算师的知识转化为系

统化的准则。（图片由 Paperless Parts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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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机器的实际情况。甚至有一份报告可以统计换

班时损失的时间，还有一份报告可以统计操作人员

以低于编程进给速度运行机床的所有时间。

Sandvik Coromant 公司自己也发现，北卡罗

来纳州工厂的操作员经常超额完成进给速度设置。

现在，当操作员将进给速度降低 20% 以上，并持

续3分钟以上时，系统会自动向车间主管发送信息。

通过培训，操作员很快消除了 85% 的问题。现在，

当发生这样的警报时，一定是遇到异常情况，工程

师知道他必须去解决问题，因为操作员可能因为合

理的原因降低了进给速度，比如刀具颤动。

解决安全问题
在离开这个话题时，我们不应该不提一句警

告。每一台机床传感器和每一个网络连接都有可

能泄露有价值的信息，或成为网络攻击的开端。

Brown 说，事实上，制造业是网络犯罪分子最经

常攻击的经济领域。因此，MxD 的一个关键任务

是成为制造业网络安全的国家中心。Brown 说，

MxD 的所有重要合作伙伴，如 Microsoft、Deere 
& Co. 和 Caterpillar，都在担心他们的供应链。“中

小型企业 [ 是 ] 安全薄弱环节。”她说。关键是确

保你在建立网络或连接到云端时与信誉良好、成熟

的公司合作。

Rizzie 说，与此同时，了解重要保护与非重要

保护之间的区别。“我说过的一个例子是，人们对

把机床监控解决方案放在云上感到恐惧。但如果有

人真的从你的机床监控中获取了你的数据，会发生

什么？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实际上，他们会知道

的是你运行机床的频率。而在某种程度上，谁会真

正在乎呢？这对你内部来说很重要，但对别人来说

不重要。别人不会用它来做任何事情。”

Paperless Parts 的 Ray 为那些对网络安全投

资望而生畏的人提供了另一条实用建议。“最好的

开始就是和你的团队进行讨论。许多钓鱼攻击都是

通过电子邮件进来的，他们会在邮件中使用某人的

名字，然后说：‘嘿，你能提醒我我们 WiFi 的密

码是什么吗？’或者‘嘿，你介意把 X 公司那个

客户的名字和图纸发给我吗 ? ’这些攻击者会以

非常复杂的方式，试图访问你的团队。讨论网络安

全是当务之急。付出 30 分钟！ "
当你把它分解开来，工业 4.0 并不像表面上看

起来那么令人生畏：充分利用技术来提高人员的生

产力。将关键任务和相关知识系统化。并连接机床，

实施监控解决方案，以提高和优化机床利用率。

www.microsoft.com
www.mxdusa.org
www.paperlessparts.com
www.sandvik.coroma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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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刀具
夹持系统
实现双赢
Toolholding 
Applications
Offer Win-Win 
Scenarios

成功的关键包括消除震颤、
提高进给速度和切削量、
避免脱刀和缩短循环时间。

无需深入研究，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

这些新型刀具优良的加工效果。在高速重型合

金加工中，震颤和脱刀是最大的两个敌人。如

果没有安全的夹持刀柄，那么熄灯工厂便无从

谈起。这就是为什么从缩合式到机械式再到液

压式，各种不同的刀具夹持技术层出不穷，这

些技术都想在工厂对机床，通常可达数百万美

元的投资中分一杯羹。而在车间里，又是谁该

为破坏性碰撞，或加工质量不合格而负责呢？

在下面的案例中，您会看到人们如何通过刀具

夹持系统实现双赢。

通过增速器使成本下降 9 成
明尼苏达州的一家 CNC 车间正在使用

Heimatec 增速器来提高转速和进给率，以降低

铝制品的加工周期。这家位于 Minneapolis 的

工厂名为 Kurt Industrial Products Division，他

们拥有最先进的五轴加工技术，专门为客户提

供精密数控零件加工。该公司具有极高的加工

灵活性，为国防部门所生产的零件小到微米大

在 5000 件 6060 铝制雕刻件的加工中，Platinum 
Tooling Technologies 提供给 Kurt Machining 的

Heimatec 增速器为该车间节约了 90% 的成本。（图

片由 Platinum Tooling Technologies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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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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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holding 
Applications
Offer Win-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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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半导体部件，大到 2000 磅（907 公斤）的

巨型工件。

在 最 近 的 一 个 项 目 中， 他 们 需 要 在

Hwacheon 的卧式车削中心上加工 5000 个

6060 铝材的工件，Kurt 的工程经理 Shawn 
Eisenshank 对周期时间感到担忧。他开始向当

地的刀具经销商 Abrasive Specialists Inc.（ASI
公司）及其刀具合作伙伴 Platinum Tooling 
Technologies Inc.（位于伊利诺斯州 Prospect 
Heights）寻求建议。ASI 的 Leigh Kinnan 与

Platinum Tooling 公司当地代表 Cody Papenfus
合作，对 Heimatec 增速器进行测试。

他们的目标是提高机床转速，缩短机床

循环时间，并记录下因这些提高而节约的潜在

资源。他们在与 Heimatec 北美地区的独家进

口 商 ——Platinum Tooling 公 司 总 裁 Preben 
Hansen 协商后进行了测算，发现所节约的成本

是无法想象的。

在详细说明应用情况后，ASI 证明了 1:3 的

超速器足以提高主轴转速。因此，当同时在机

床上将进给率提高三倍时，就能够显著改善加

工周期。综合计算每个零件降低的加工成本和

增速器的添置成本，他们决定在 Hwacheon 车

削中心上使用 Heimatec 产品。在第一年的生产

中就使客户的铝材工件雕刻成本降低了 9 成。

正如 Shawn Eisenshank 所说：“这是

在实践中证明的正确方案，因为我们看到的

结果与 ASI 和 Platinum Tooling 的测算结果

一模一样。”

Platinum Tooling 的地区代表、明尼苏达

州 Plymouth 市 Hexis 公司的 Cody Papenfus
补充说：“我们在机床主轴的设计上运用了大

量的专业设计。增速器的性能符合预期，也向

客户兑现了承诺，实现了双赢。拥有像今天这

样的成功案例，也是我们长期致力于服务客户

的结果。”

SuperATV 的提升
最 初 Harold Hunt 在 位 于 印 地 安 州

Madison 市的车库里创办 SuperATV 公司时，

只是为了满足像他这样的越野车爱好者的定

制化需求。但事实证明，这个需求市场远比

Hunt 想象的要大。

随着专属 2 英寸（50.8 毫米）Sportsman
小型升降机设计的需求量激增，SuperATV 的产

品线也在不断扩大。该公司对越野方面的热情， 
促使他们对每台机器的每个部件都在进行精益

求精的创新。今天，他们能够为 ATV 和 U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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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售后市场提供包括从车轴长行程套件在

内的各种零件和配件。通过他们的零配件，

能够进一步的提高车辆性能。

现在，公司拥有更大的生产场地、仓

储空间，占地达 600 英亩的测试设施以及

一支由内部设计师、工程师和制造者组成

的团队。可以将该团队的每一个想法和原

型都付诸到实际生产当中。

现在，SuperATV需要更先进的设备，

来实现越来越高的生产速度和层出不穷的

新想法。

为了确保制造设备平稳高效运行，

SuperATV 希望进行技术升级。其中一

个决定是投资购买伊利诺伊州 Hoffman 
Estates 地区 BIG Kaiser Precision Tooling
公司的 MEGA Double Power 铣削卡盘，

以取代现有的立铣刀柄，实现更高速的重

型加工。

“凭借在刀具模具行业 20 多年的经

验，我了解到可以通过铣削卡盘来解决震

颤，能够将谐波从主轴上带走并吸收到

卡盘中。”SuperATV 的加工主管 John 
Westrick 说。 像 BIG Kaiser 的 MEGA 
Double Power 铣削卡盘是高速加工和重

型铣削的震颤解决方案之一，因为他们能

够提供比其他选项更大的夹持力。另外，

它们的尺寸也能够在震颤抑制方面起到一

定作用。

“由于存在一些平衡问题，我们

以前的刀柄无法在全主轴范围内发挥立

铣刀的加工能力。并且之前，我们最

大的转速只能够达到 8000rpm，现在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的主轴可以实现

12000rpm。”Westrick 说。

据 BIG Kaiser 介 绍，MEGA Double 
Power 卡盘经过精密研磨和平衡设计，并

且具有更好的刚度，可以应对更加重型的

加工。事实上，刀柄上的每一个部件都是

为更高速度的应用而设计的。Westrick 介
绍说，快速换刀技术对 SuperATV 仓储周

期和生产率有着积极的影响。

许多顶级制造商都会投资卓越的刀

具，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投资将带来的丰厚

回报，与这些公司一样，SuperATV 也已

经看到了技术升级的价值。

事 实 上，Westrick 会 告 诉 你，

SuperATV“自从改用 MEGA 双动力卡盘

后，粗加工周期时间减少了约 19%”。

“虚拟轮班”需要平衡及安全
明尼苏达州 Brainerd 市的 Precision 

Tool Technologies 公司是一家为光学实

验室和光学零售业提供优质产品的制造商

和经销商。该公司的第一项成果是为光学

行业提供精密加工的抛光刀具和模具。其

加工精度高达 ±0.0001 英寸（0.003 毫

米），表面光洁度为 4 Ra。为了避免失

败，他们必须确保每天早晚都可以对此精

度进行复现。在完善该技术的过程中，

Precision Tool 公司成为了业内解决加

工难题的首选公司，而伊利诺伊州 Villa 
Park 的 Haimer 美国公司则成为了他们重

要的合作伙伴。

当 Precision Tool 公司因订单量激增

而开始进行熄灯加工时（该公司称之为“虚

拟轮班”），Haimer 对其伸出了援手。

主轴一直以高达 40000rpm 的速度运行是

一项巨大的挑战。“对于这些价值高达数

百万美元的机床，我们不想承受其主轴烧

毁的风险。”Precision Tool 公司的总裁

Jim Goerges 说。

Goerges 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建立一

系列更完善的工艺流程，搭建公司中的数

字平台，以提高生产率并改善产品质量。

Georges 表示，要使 Precision Tool 领先

于其他公司，需要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

加入 Haimer HSK 热缩刀柄。热缩系统确

保了所需的重复性，并有助于减少脱刀。

其二就是投资动平衡。

“许多我们的客户都在面临同样的问

题（精度差、主轴烧毁以及光洁度差）。

SuperATV 为了进一步提高越野车性能，制造了包括车轴

到长行程套件在内的一系列横跨 ATV 和 UTV 市场的车辆

附件。（图片由 BIG Kaiser 提供）

SuperATV 投资购买了 BIG Kaiser Precision 
Tooling 的 MEGA Double Power 铣削卡盘，以取

代目前的立铣刀柄，从而实现更高速的重型加工。

（图片由 BIG Kaiser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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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 Haimer 动平衡机，我们现在有办

法为他们提供解决方案。”Goerges 表示。

Precision Tool 的一个客户遇到了一个

内部工程师无法解决的零件加工问题。该

零件是一个带孔的锥形漏斗，用于基因解

码测试设备及化学品填充。这种复杂的铝

制零件的内部需要进行锥形精加工，其伸

出部位长为 40-50-60X，完成涂层后粗糙

度需要达到 4-6 Ra（即光洁度提高一倍）。

之前在客户的车间内，无法应对如此高要

求的综合加工。

该客户的工程人员也承认他们无法制

造该零件，结果是无法如期交货。因此，

他们决定求助于 Precision Tool。
Haimer 动平衡机做到了化腐朽为神

奇。Precision Tool按时向客户交付了任务。

“除我们之外，没有人能够满足他们的制

造需求。”Goerges 说，“其中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我们能够在特殊的机床上完成动

平衡，进而实现内部特征的精确加工。事

实上，如果没有 Haimer 动平衡机，我们

也无法实现如此优越的表面处理。”

Precision Tool 和 Haimer 的另一个成

功实例是为播种机制造抽气机附件。当零

件在机器中旋转时，其转速高达 12000 转

/ 分。如果其失去平衡，那么就会导致整

个播种机中所有部件的震颤，进而因为过

度磨损而大幅度降低机器寿命。

Precision Tool 按照规格制作了该部

件。虽然该定制化部件的价格比其他附件

要高，但其对播种机整体质量的提升是立

竿见影的。

Precision Tool 的下一项投资将是

Haimer 的自动对刀仪。“它将为我们带

来更好、更快、更精确的加工，以及更为

完整的刀具解决方案。”Goerges说，“在

热缩和动平衡设备中加入对刀装置，也能

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全方位的去考虑加工

操作。”

大批量螺纹加工
在传统的大批量螺纹加工中，生产率

会受到机床主轴转速和进给量的限制。同

步主轴在超过一定的进给量时，往往会达

不到所需的转速。特别是在使用小直径切

削刀具时，在不降低刀具寿命和增加循环

时间的情况下，可能更无法实现加工所需

的切削速度。

高能耗也是加工中的问题之一。通常

Precision Tool 认为，Haimer 动平衡机能够完

成“别人所不能”的零件制造任务。（图片由

Haimer USA 公司提供）

使用正确的刀柄，例如图中的

Emuge Speedsynchro，可以节

省多达 40% 的加工时间。（图片

由 Emuge 公司提供）

情况下，加工中心的能耗有一半以上要用

于冷却系统，所以就没有足够的功率用于

高速刚性攻丝。

如今，人们通过研发新的刀柄找到

了问题的答案。例如，萨诸塞州 West 
Boylston 的 Emuge 公司表示，融合了传

动齿轮的新刀柄技术能够跟上加工中的主

轴速度，其特点是集成了 1:4.412 的传动

装置，以优化同步主轴的数控机床的螺纹

生产。

在齿轮箱的制造中，为了补偿凸出的

边缘和不同长度的丝锥，人们需要用到三

种不同的攻丝附件。而 Emuge 公司则通

过 Speedsynchro 刀柄将这三种附件一并

取而代之，并通过短刀具延长线来保持旋

转速度。另外，为了节约成本，现在还可

以使用更短、更便宜的 DIN 丝锥。

Emuge Softsynchro 的最小长度补

偿功能能够通过补偿机器上的任何同步误

差，确保丝锥切削刃上的负荷均匀，并提

高螺纹质量。同时，Speedsynchro 还保

证了螺纹深度的一致性，并缩短了循环时

间，减少了所需的维护负担。

他们通过将集成传动装置与最小长度

补偿相结合，提供了一种能够在相对较低

的同步机床速度下，进行高速高效切削的

方法，补偿了螺纹加工过程中的同步误差。

Emuge 称，特别是在大批量攻丝中，这一

项技术显著节约了时间和成本。这项技术

能够使机床在加工的非关键环节中，通过

控制转速而降低能耗。

Emuge 报告说，该技术能够通过缩短

螺纹加工周期节约长达 40% 的加工时间。

这是因为集成传动装置促进了转速与进给

率的结合。加工周期的缩短提升了单位时

间内攻丝孔的数量，这在大批量攻丝中尤

为重要。这一切技术最终都将帮人们进一

步提升刀具寿命和螺纹表面质量。

Emuge 认为，除了刀柄将影响攻丝效

果外，在大批量应用中，选择合适的丝锥

和螺纹铣刀也是至关重要的。您应对应用

需求进行密切关注，与刀具专家保持联系

并听取其建议。这都将帮助您走向成功。

www.asimn.com
www.bigkaiser.com
www.emuge.com
www.kurtworkholding.com
www.platinumtooling.com
www.precisiontooltech.com
www.supera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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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挑选刀具
夹持系统？
How to Choose the 
Best Toolholding 
System for Your Shop?

还在坚持传统？
还是说考虑些新方法？

许多车间还在坚持使用传统、廉价的刀具系统。

其中 ER 夹头和 Weldon 柄仍屡试不爽，当然它们也是

行之有效的。但同样，当您开始使用诸如多轴机床这

样，更为先进的加工技术时，更为先进（当然也更昂贵）

的刀柄可能将为您带来更优秀的加工表现。

因此，人们在加工车间内将面临着更多的选择，

同时也意味着要进行更多的分析。

“判断刀柄系统质量的两个主要标准是跳动和可

重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缩合式刀架和液压刀架属

于‘最好’级别。它们都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与

精磨后的圆柱夹持部分紧密贴合，并提供最小的跳动

和最大的重复性。而ER夹头系统可能属于‘较好’级别。

这种类型的夹头可以实现合理的跳动和重复性。并且

还可以通过使用精密研磨的夹头，改善跳动和重复性。

Weldon 刀柄夹头对于跳动的控制是相对最弱的，因为

该系统会通过紧固螺钉将刀柄推至装夹孔的另一侧，

所以会将一些固有跳动引入刀具装夹中。” Walter 美
国公司的产品经理 Luke Pollock 说，该公司位于华盛

顿州的 Waukesha 地区。

Pollock 说，夹持强度是另一个考虑因素。“这

种评价方式又会导致我们的排名出现变化。”他说，

“Weldon柄刀具夹持中，不可能出现打滑或刀具拉出。

因此，通过这种刀柄，我们可以将刀具功能发挥到极致，

实现去除率的极限。同样，缩合式夹持也具有较好的

夹持强度。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高去除率或与

待加工材料进行大面积接触时，则会产生些许滑移。”

热缩式刀具装夹系统具有优良

的刚性，是精加工的最优选择。

（图片由 Walter US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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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测量方案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用途。佛罗里

达州 Tavares，GWS Tool Group 公司的执行副

总裁 Drew Strauchen 说：“一般来说，夹持系

统性能从好到差依次为：缩合式液压装夹、高

精度应力锁紧式装夹以及普通的端铣刀装夹。”

“对于优秀的夹持系统，其基本要素为刚

性、夹持强度、跳动精度和动平衡。”他说，“随

着应用范围从粗加工到精加工，从低产量到高

产量，从低公差到高公差，装夹系统的这几项

属性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控制跳动是提高刀具寿命和
加工精度的关键

田纳西州 Franklin 市 Horn 美国公司的培训

和服务技术专家 Edwin Tonne 列举了不同类别

的应用实例。

他说，液压夹头最适合钻孔应用，高速精

加工和铰削。热缩式夹头最适合粗铣、精铣、

钻削和铰削；高性能锁紧式夹头系统也比较适

合用于粗铣、精铣、钻削和铰削。

Tonne 还介绍了选择刀具夹持方式时的注

意事项。他说，对于钻孔或铰削刀具，跳动“是

刀具寿命和尺寸精度的关键”。对于粗铣，跳

动也很关键。此外在粗铣中“还要考虑刀柄夹

持力。由于对刀柄的扭矩要求较高，所以拉脱

的风险更大。”

Walter 的 Pollock 说：“重要的是在应用

中匹配正确的夹具类型，这就需要考虑在应用

中，刀杆的哪种特性对实际影响最大。在粗加

工中，优秀的表面质量主要受益于刀杆的强夹

紧力。而在精加工中，人们的目标则是精确的

公差和精细的表面处理。因此，首选应是跳动

最小和重复性最好的刀具。”

制造商表示，Horn 公司的 Fahrion ER 夹头

提升了精度、稳定性，并且在加工中，

能够承受更大的径向载荷。

（图片由 Horn US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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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车间中，选择方式可能又会

有所不同，马萨诸塞州 West Boylston 地

区 Emuge FPC 公司的铣削产品经理 Dan 
Doiron 向我们介绍了对于不同类型的切削

刀具，在刀柄选择时的考虑因素。

“我通常认为 Weldon 柄夹持是为粗

铣削而设计的。”他说，“这并不是说你

不能用其进行精加工，但 Weldon 顶针是

为了防止拉出而设计的，对于粗加工来

说，这种顶针锁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

对于模具型芯或型腔的三维表面的加工，

Emuge FPC 的刀架可以实现开箱即用的

高精度。有了可平衡模块，无需额外购买

刀柄就能实现高精度。”

被忽视的夹持系统
对于工厂来说，通常的问题是如何进

行部署实施。例如，在车间内应该何时进

行资源投入，以推进工作？

“特别是在购买新机床时，刀具夹持

系统经常会被人们所忽视。” Doiron 说，

“如果您购买新机床是为了提高精度和产

量，那么您就应该考虑同步升级刀具夹持

系统。通常情况下，如果您继续沿用老式

侧锁刀架，是很难获得性能提升的。不管

对于新机床还是旧机床，这种方式始终无

法实现精确装夹。”

当然车间的规模也是一大考虑因素。

“人们需要考虑灵活性和加工性能之间的

平衡。”伊利诺伊州 Hoffman Estates 地

区，BIG Kaiser Precision Tooling 公 司

的工程和产品经理 Alan Miller 说，“一

套系统的灵活性越大，那么它在特定应用

中，就越难以达到更高的性能。虽然在高

产量环境中，您尤其需要关注性能。但当

我们在极为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加工时，您

可能就不得不牺牲一些性能，来换取更高

的灵活性了。”

当谈到投资更新的技术时，他说：“这

对于大车间来说或许较为容易，但对于小型

作坊来说，他们很难放弃加工中的灵活性。”

无论如何，人们在车间内，始终在考

虑的一点是，所花费投资的新技术，是否

可以在减少废品和延长刀具寿命方面得到

看得到的回报。

钻孔加工的重大利好
“对于优秀的夹持系统，其核心是刚

性，夹持强度，跳动和动平衡。”GWS
的 Strauchen 说，“在钻孔行业中，跳动

和动平衡尤其重要。而对于铣刀，则通常

需要更好地刚性和夹持力，以更好地抵消

旋转过程中产生的径向载荷和拔出拉力。

有时，该拉力大到可能需要设置一个专门

的机械系统（如侧锁或安全锁系统）才能

进行平衡。”

高管们说，任何时候，当车间在投资

新刀具时，都应当对夹持系统进行重新评

估，“如果车间正在考虑投资新的加工中

心，那么也必须匹配购买新的刀柄夹持系

统。”Horn 美国公司的 Tonne 说，“如

果由于刀具寿命较差，而把时间都浪费在

无意义的换刀上，那么人们也无法通过更

高的生产率来获得产量优势。”

Strauchen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

被问及车间在什么时候应考虑升级刀柄

时，他回答说，“除了‘任何时候’这个

显而易见的答案之外，更为现实的答案是

当购置新机床时。除了加工性能外，更高

质量的刀具夹持系统通常具有更好地平衡

性，并且能够进行更为精确的配合，例如

提供更为精确的 V 型法兰锥度，这也将最

大限度的延长主轴寿命。您一定不会将旧

车轮毂移植到新车上，同样，您也不该将

老旧的夹持系统沿用到新型机床中。”

2019 年，BIG Kaiser Precision Tooling 在生产 BIG-PLUS BBT30 刀柄夹具的基础上，

增加了针对美国市场，以英寸为单位的标准尺寸夹具。（图片由 Horn USA 提供）

上：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刀具

和加工对象来选择不同的刀柄。

（图片由 Horn USA 提供）

左：图中为装配好的 Emuge 
FPC 刀柄和 Emuge 立铣刀，

从左到右依次为：Alu-Cut、
Circle Segment 和 TiNox-
Cut。（图片由 Horn USA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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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必须考虑夹持系统对刀具的影响，提高刀

具寿命也是驱使人们进行升级的一大因素。

“在升级夹持系统时，最容易看到投资回报率的

地方是刀具性能的提升。”Walter 的 Pollock 说，“刀

具寿命非常易于检测。提升刀具寿命，就意味着将单

把刀具成本摊薄到了更多的零件上，从而实现了更低

的单位零件成本。”

此外，他还表示，这可能也意味着更高的生产

率，“当您进一步考虑机床和操作人员的负担时，

更短的循环时间可能在降低零件成本方面帮助更

大。”Pollock 说，“通过单个工件的成本，来计算

夹持系统升级所带来的益处，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方

法。”

或许会大幅提高刀具寿命
“当购置最新型的刀具夹持系统时，最大的

投资回报毫无疑问将直接体现在刀具寿命的延长

上。”Emuge 的 Doiron 说，“例如，有用户向我们

反馈说，在他们改用 Emuge FPC 刀柄夹持系统后，

刀具寿命提升了五倍。在这之前，他们的刀具寿命是

短到无法接受的。由于应用和零件本身的限制，他们

无法以最理想的状态装夹刀具。然而，在不改变任何

外界条件和工艺参数的条件下，一旦将 FPC 加入系

统中，立马就能显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然，最终还是要车间自己决定是否进行升级。

GWS的Strauchen说：“不妨测算一下，刀具寿命（包

括加工零件数和运行分钟数），循环时间和精加工质

量，这些值都是可以量化的。大多数刀具夹具制造商，

尤其是高端制造商，都会与客户进行深度合作，以证

明自己的技术。”

Tonne 还补充到：“最好的方式是用所有潜在的

装夹系统来进行内部试验。先找到一个公认的已知刀

具寿命数据，并且进行足够多的对比试验。刀具寿命

是一个主要标准，但绝不是唯一标准。另外，您需要

观察工厂内从新到老的一系列员工，观察他们安装刀

具时，会不会产生什么潜在困难。在测试过程中，除

刀具夹持系统之外，要保持所有加工条件严格相同，

例如使用相同的机器、冷却液和程序来加工相同的部

件。除此之外，您还需要定期对其进行检测，确保刀

具寿命属于受控状态，从而避免损坏贵重的部件。”

虽然刀具寿命参数至关重要，但 Tonne 还是建

议车间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说：“不要只

关心刀具数据，看看加工后的毛刺，表面光洁度，加

工时的噪音，并尝试对更多的数据去进行量化。”

www.bigkaiser.com
www.emuge.com
www.gwstoolgroup.com
www.phorn.cn
www.walter-tools.com

航空零件加工新时代的到来
New Era in Aerospace Machining

耐热合金加工用
航空产业的革命

SX3
BIDEMICS
CERAMATIC

高次元融合的出众耐磨损性和耐崩损性
——新硅铝氧氮陶瓷SX3面世！！

针对耐热合金的超高速半精/精加工
——BIDEMICS

拥有优越的耐崩损性，实现耐热合金的
高速加工
——陶瓷铣刀 CERAMATIC

www.ntkcuttingtool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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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制化刀具来创造竞争优势
Custom Cutting Tools Create a Competitive Edge

对于某些加工而言，现在市面上的铣刀都太短了。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如何通过定制化
刀具解决方案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并提高零件质量。

半圆键槽铣刀和可转位铣刀只是 ARCH Specials 公司的部分定制产品。

在工厂中，投资购买更好地切削刀

具不需要理由。例如，将中心钻，钻头和

沉头孔组合到一个刀具中，意味着能够大

幅度降低因更换刀具而浪费的时间。对于

粗加工立铣刀来说，几何形状方面的微小

改进可能同时提高生产力和加工的可预测

性。在刀位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定制刀具

一次完成零件加工具有巨大优势。而且，

所有的多轴螺杆机工程师都已达成共识，

即相比于轮廓分析，零件的一次成型能够

在短时间内带来巨大的收益。

使用定制刀具的用户表示，所有自定

义的功能，甚至想不到的扩展功能都可能

会被用到，但是他们也表示，您可能需要

等待数周甚至数月才能拿到定制产品，并

且这些产品通常价格较为昂贵。此外，在

交货周期越来越短，生产批量越来越小的

今天，很少有运输公司会愿意专门对定制

化产品来定制运输路线。

这也使得“定制刀具解决方案”进入

了汽车和其他大批量制造领域，并且在这

些领域中，人们通常通过缩短加工周期的

方式，使每个零件的制造成本降到最低。

优秀的磨削加工
幸运的是，得益于功能日益强大的

CNC 工具磨床，以及大幅度简化的制造过

程，带有预测功能的软件系统，定制刀具

的交货速度之快，成本之低前所未有。对

于曾经被认为太小的生产批量，或者由于

成本效益，完全无法考虑的投资方案，现

在都变得可行了。前往 ANCA、Walter、
Rollomatic 或任何其他品牌的工具磨床的

网站，您会发现诸如 ShapeSmart 和 Tool 
Studio 之类的自定义选项，这些刀具软件

已成为现今刀具设计和制造工艺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磨床制造商一直在致力于成为高端

和用户友好型设备及软件供应商，所以造

成了创建复杂刀具形状及加工路径时，程

序员和操作员所面临的选项之间的巨大差

异。”OSG 美国公司（Bensenville，伊

利诺伊州）的应用工程师 Alyssa Walther
说，“此外，我们可以通过仿真软件，在

报价和设计阶段发现磨削的潜在问题，从

而将错误扼杀在摇篮里。”

除了软件之外，还有很多关于磨削的

故事，Walther 解释说，近年来夹具的精

度和重复性精度已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这

使得刀具在制造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更加严

格的尺寸精度。先进的在线检测技术与传

统的 CNC 和加工中心检测不同，通过该

类技术，OSG 和其他制造商能够更早的发

现超出公差范围的刀具，从而通过降低废

品率进一步降低成本。

砂轮制造商在整个工艺中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他们通过不断调整砂砾和粘结类

型，以获得砂轮在特定应用中的最佳性能，

并提高砂轮制造的一致性，从而最大限度

的减少了由于砂轮故障而导致的停机时

间。机器人技术和其他形式的自动化加工

方法也帮助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提高了生产

效率，最终在降低定制刀具交货时间和价

格的同时，不断地提高了质量和性能。

如何定义定制化？
什么是定制刀具呢？它又为何如此特

别呢？从事过液压集成管加工的人会立即

想到用于生产 SAE 和 MS 型流体连接端口

的刀具。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制化刀

具（因为大多数都有现货），但这些多功

能刀具在一次操作中就可以完成铰孔、扩

孔、倒角和锪孔等一系列孔加工步骤。这

就是工厂采用定制化加工的一个优秀案例。

但是，“定制化”这一概念的范围远

远超过生产液压组件刀具的范围。“定制化”

可能是一种可以在开槽后直接在槽顶部进

行倒角的开槽刀具；也可能是一种加长型

钻头；也可能是一种带有排屑槽的特殊材

料特殊形状的端铣刀；还可能是一种用于

加工特殊轮廓或特殊螺纹的成形铣刀。

“我们的技术中心在定制刀具开发方

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Seco Tool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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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部经理Dave Williscraft说道，“大

多数情况下，这都是为了回应客户的需求，

‘我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这类零件’，

或者‘我在别人的店里看到这种刀具，你

们有类似的吗 ?’我们将尽全力满足客户

的一切需求，并尽力制造出满足甚至超出

客户预期的刀具。”

Seco Tools 的工程服务经理 Tyler 
Martin 对此表示同意，并表示：“例如，

我们对某些刀具进行了组合，从而将三个

工步简化成一个。这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

很普通的要求，因为它不仅能够节省换刀

时间，而且还简化了加工过程，这对于非

熟练操作人员来说非常重要。”

他说，大部分定制刀具为整体硬质合

金圆柄类刀具，但也有特殊的铣刀和车刀，

对它们的定制包括了刀体的形状和表面涂

层等。“我们有非常多的为客户节约成本

或提升效率的方法。无论是对于每天加工

数千个车轴组件的汽车制造商，还是加工

小批量零件的航空航天和医疗制造商，都

可以通过定制方案大幅度提高生产率。”

扮演魔鬼的代言人
公平地说，定制刀具并不适合所有人。

先进的现代化机床和软件系统可能会使刀

具制造商更灵活，但即使是其中速度最快

的也会让您等上一到两周才能拿到定制的

刀具，也许更长的时间。如果您负责规划

2020 年款福特福克斯 (Ford Focus) 变速

器加工生产线，这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如

果您的工厂是一个只有常规订单的普通加

项目中可以使用标准刀具，那么就去用。

通常，这将缩短交货时间并降低成本。”

反对定制刀具的另一个原因是灵活

性。多功能刀具可以一步实现钻孔、锪孔

和倒角，这虽然节约了大量时间，但相对

于刀具中心，刀具外圈的切削速度过高，

尤其是在加工难加工合金时，这将加速刀

具的磨损，从而降低工件表面光洁度并增

加成本。

多合一刀具还无法调整加工零件的单

独特征。例如，如果刀具磨损，导致锪孔

过小时，就无法像移动普通钻头那样移动

组合刀具。对于成形刀具、台阶钻、定制

轮廓刀具或其他多合一刀具，可能都会出

现这样的问题。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传统

刀具可能会是最好的选择。

为客户定制
尽管定制刀具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但使用它们的工厂和生产它们的制造商都

在致力于克服这些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密

歇 根 州 Orion Township 的 Cole Carbide 
Industries 公司。该公司的业务就建立在

定制化之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

有标准化。”销售副总裁 Frank Hebda 说，

“我们更喜欢按照图纸为客户进行定制，

并且很乐意为客户设计刀片、端铣刀或能

够满足客户任何要求的一站式刀具服务。

这也就是我们价值的最大体现。”

当被问及是哪些行业正在购买这些定

OSG 的阶梯钻是定制刀具节省时间，提高生产率的一个成功案例。

Seco Tools 公司已将

其带可换式皇冠刀头

的 CrownLoc 钻头中

的一款整合到了这种

可转位铣刀中。

工车间，基本上不会考虑任何定制刀具。

除时间成本外，价格本身也是一个关

键的考量因素，尽管大多数行业专家都认

为，对于生产成本，切削刀具仅占很小的

一部分。鉴于之前的收益，如果您的产量

足够，那么平摊到每件产品上，刀具的费

用便微不足道了。

但如果不是这样呢？ OSG 的 Alyssa 
Walther 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她说：

“您最好首先考虑，是否可以用标准刀具

来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是的话，那么只需

找到一个能够正确完成该项工作的制造商

即可。每个客户的最终目标并不尽相同，

有的需要卓越的表面光洁度，有的需要更

高的生产率，而有的可能只需要尽可能低

的刀具成本。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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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刀具时，Hebda 的答案似乎是可以预见

的：“所有行业。除汽车行业之外，石油

天然气、航空航天、医疗、模具制造等几

乎任何有刀具需求的公司都可以选择定制

刀具。”

Hebda 也同意，定制刀具的缺点是交

货周期长，这也是他的痛点。随着产量的

增加，Cole Carbide 常常面临着特殊的刀

具加工问题，因为有时制造商们必须用特

定的模具来压制刀片，有时甚至还需要用

到特定的工具磨床来进行加工。

“当需要加工大概 10,000 个左右的

刀片时，我们通常会聘请供应商之一来设

计并制造一个模具来压制毛坯。”他说，“第

一，这节省了硬质合金本身的材料成本，

同时也降低了我们的磨削时间和砂轮成本

等等。”

如果数量更大的的话，Cole 还可能会

制造自己的特种磨床。该磨床通常为具有

零件自动处理功能的多轴CNC机床，因此，

即使它们制造的是专用刀具，其工艺也与

标准刀具的生产过程基本一致——即只需

在机床上装载坯料并运行即可。“唯一的

缺点是这些机器并不便宜。”他说，“某

些机器价格可能超过 100 万美元，因此您

必须加工大量的刀具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

资回报率。”

特殊订单的应对
如果您正在考虑在上个月加工的齿轮

轴上开深槽，或者在正在加工的不锈钢外

壳中加工凹口，那现在可能就是定制刀具

的最好时机。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

开始呢？

ARCH Global Precision（密歇根州，

Bloomfield）的子公司 ARCH Specials 的

产品总监 Brent Sheerer 表示，订购定制

化加工刀具比许多人认为的要容易的多。

像大多数供应商一样，ARCH Specials 在
其网站上提供了刀具设计功能，并有经验

丰富的人员进行在线支持，以帮助客户进

行刀具的效果优化。

“我们有一个名为 Tool Builder 的程

序。”他说，“在这里，您可以上传零件

的 3D 模型，填写需要加工工件的形状、

样式、材料、数量、加工设备、刀具的用

途以及夹持方式等问题。如果您有该刀具

的草图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我们

7 个工厂中经验丰富的加工人员将依靠他

们数十年的宝贵经验，为您提供最佳的解

决方案。”

KEO Cutting Tools 公 司 和 ARCH 
Specials 公司的渠道经理 Dino Fracassi
指出，刀具设计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

程，所以客户应该找到愿意与他们合作的

伙伴。

“有些客户比其他客户更关注技术

性。”他说，“通常他们会牢牢把握需求，

但最后还是让我们的应用工程师或刀具

专家来参与设计研究，看看是否可以进

行改进。改进有时候可能很简单，例如

在某些地方改变转弯半径，在某处调整

前角或者通过不同的涂层来改善刀具表

现。考虑到定制刀具的使用周期通常较

长，因此客户确实需要通过优化设计以

实现产量的最大化。”

于细微处见真知
Kyocera Precision Tools 公司（北卡

罗来纳州，Hendersonville）是另一家刀

具制造商，已经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

其硬质圆柄刀具解决方案销售专家 Kevin 
Jackson 表示，Kyocera 公司生产各种专

业刀具，尤其擅长生产直径小于 0.250 英

寸（6mm）的刀具。

 “我们生产的非标刀具中，很大一部

分都用于医疗加工，例如人工晶状体、手

术缝合针等。” Jackson 说，“我们还生

产了许多铣刀、加工电路板的钻头和类似

的小型切削刀具，这些大部分又用于电子

行业中。钻头中，阶梯钻占据了很大的比

例。比如最近的一项加工任务中，本来需

从 YG-1 的这批刀具中可以看出，定制化钻头能够选择不同的涂层、刀尖角度和断屑槽形状。

要四个工步，现在通过我们的阶梯钻，能

够一次完成孔定位、钻孔、锪孔和倒角。

大幅度缩短了加工周期。”

有时，定制化刀具也没有什么特别之

处，只不过有时候有着其他刀具无法实现

的功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Kyocera 为汽

车喷油嘴制造商生产的微型立铣刀。它与

其他数百个相似的立铣刀之间的唯一区别

是切深可达 1xD，虽然该刀具价格略贵，

但其刚性也较高。

该公司每年需要生产数千万个燃油喷

嘴，负责制造它们的工程师将采取任何必要

的手段来实现完美的工艺。但是那些只需

要一把定制刀具的人呢 ? 别担心，Jackson
说。“我们通常也接受小订单，一部分是

因为，一旦客户看到定制刀具的好处，他

们就会想要更多——一开始是25件的订单，

随着客户业务的增长，往往会增长到 1000
件甚至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销售的

刀具中大约有一半是特价品。”

为什么要整合？
YG-1 Tool 公 司（ 伊 利 诺 伊 州，

Vernon Hills）的区域销售经理 Buddy 
Cagle 认为，现在，各行各业的定制刀具

市场都在蓬勃发展。“目前在汽车市场份

额最大，但其在航空航天、能源和通用机

械加工领域也非常活跃。”他说，“刀具

整合可能是这些市场的最大推动力。任何

时候，您只要可以在一个刀具中结合 2-3
项加工功能，都会对生产周期产生重大的

影响，并且通常可以在制造过程中节约大

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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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gle 以一家为船舶工业生产叶轮轴的公司为例。他说，通过使

用一把具有特殊断屑槽且的粗加工立铣刀，以及一把加长铣刀（10xD）
用于精加工，曾经需要四台独立立铣刀进行加工的零件，一个曾经需

要四把立铣刀进行加工的零件现在仅需两把定制铣刀，且在较短时间

内就能完成。

和本文中接受采访的其他人一样，Cagle 也同意定制化刀具的好

处远远不止缩短加工周期。简化加工、更好地利用刀塔或刀库的空间

以及特殊成型也是常见的优势。刀具制造商（通常在客户的需求驱使

下）也一直在研发新的刀片形状、硬质合金材料和涂层，以提高加工

性能，其中一些定制化产品最终还出现在了标准刀具的目录中。

ARCH Specials 公司的 Fracassi 说：“在标准立铣刀或可转位刀

具上加入不同的形状可能会产生巨大的性能差异，除非产量较大，否

则许多工厂都不会考虑这种做法。但是对于一年使用 50次以上的刀具，

设计出最适合您的特定材料、设备和工件的加工方案非常有意义。从

长远看来，这是提高产品质量的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www.archcuttingtools.com
www.colecarbide.com
www.kyoceraprecisiontools.com
www.osgtool.com
www.secotools.com
www.yg1usa.com

 » 6 系和 7 系铝合金 
 » 铝拆垛机

 » 铝对流炉 （多层箱式炉）

 » 伺服液压机

 » 铝零件用模具 & 润滑

 » 清洗&时效

铝热成形的可扩展
生产解决方案

APTGROUP.COM

如果所需加工工件的数量足够多，Cole Carbide 公司将会投资

定制刀片模具，甚至建造专门的磨床来进行刀具定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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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冲压整理将 HPM Greensburg 工厂的废品率从 11% 降至 0.5%，特别是

易碎部件，大幅降低了其废品率。（图片由 Hitachi Powdered Metals 提供）

汽车零件制造商采用机器人自动化，
将产量提高 400%
Auto Parts Maker Embraces Robotic Automation, 
Boosts Volume 400 Percent

粉末冶金（PM）也称之为烧结，是

在预制模具中压制合金粉末或其他特殊的

混合物，以对各种复杂程度不同的工件进

行高效制造的工艺过程。

该工艺也被称之为绿色压制，可以通

过定制的粉末合金混合物生产出复杂的零

部件，并满足严苛的强度和公差规格要求。

Hitachi Powdered Metals（HPM）美

国公司，位于印第安纳州 Greensburg 地

区，专门从事 PM 技术相关的生产制造，

为美国的一线汽车供应商生产气门机构和

变速箱部件。此外，在摩托车和园林设备

制造商中，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因为需要生产极度易碎的产品，以及

劳动力市场的紧缩。HPM 公司于 2005 年

开始，逐步在 Greensburg 的工厂中购置

机器人。

“驱使我们开始使用机器人的原因

是需要为客户制造极小且易碎的齿形工

件。这些零件很难用手工制造。”HPM 
Greensburg 工厂总裁 Gregory Owens 说，

“降低劳动力成本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在

初次安装机器人不久，一家大型的汽车

OEM 在镇上开设了一家制造工厂，一下

就使得雇工变得非常困难。”

为了降低成本，并且减少部署实验风

险，HPM 从印第安纳州 Noblesville 附近

的 CIM Systems 公司购买了一台 1993 年

的二手古董 ABB S3 机器人。

“我们可以通过购买 CIM 的二手机器

人进行低成本的机器人自动化实验，从而

降低最初的风险，从而避免一些不可预知

事件的发生。”HPM 的制造开发工程师

James Adams 说，“他们还为我们提供

了一些雪中送炭般的支持，包括将程序和

系统集成到我们现有的操作当中。”

对于粉末金属烧结零件，在冲压之后，

烘烤硬化之前是最脆弱的阶段，即使是最

轻微的触碰也可能导致其碎裂。新安装的

机器人可以通过磁力手抓取零件，将产品

的废品率由 11% 成功降低到了 0.5%。

“当您采用手工的方式从冲压机中拉

出零件时，有相当大的概率对其产生损伤。

零件可能会产生难以察觉的变形，但您可能

直到 5 个小时之后，将其烧结完成时才能发

现。”Adams说，“但经过适当的装配和编程，

机器人在处理零件时会温柔的多。”

在信息系统的帮助下，HPM 将几名

手工装卸工转移到了工厂中更具技术含量

的岗位上，不但减少了重复性工作的压力，

还更有效地重新分配了劳动力。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HPM 又添置了五

台二手 S3 机器人，他们将从最初的系统

中学到的知识沿用到了其他紧凑型冲压机

的自动化当中。18 个月后，HPM 所节省

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已超过了第一台机器人

的购置价格。

快进到 2019 年。现在 HPM 安装了

200 多台机器人，而 Greensburg 工厂则

通过相同的员工数量，实现了 4 倍于 10
年前的产能。人数与 10 年前相同，但产

量是 10 年前的 4 倍。相比于 Hitachi 全球

范围内的其他工厂，他们通过更少的员工，

实现了更高的产量

伴随着第一台机器人的成功，后续的

部署也是水到渠成。从 0 到 100 台机器人

的部署，他们花了整整十年。而随着商业

环境和经济的不断改善，他们完成第二个

100 台只用了 4 年。

密歇根州 Auburn Hills 市 ABB 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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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 Foundry Prime 在 HPM Greensburg 的机器人中占了很

大比重。该机器人具有 IP67 级的密封，在机器人工作时保护了

其内部工件。（图片由 Hitachi Powdered Metals 提供）

在劳动力短缺的大环境下，相比全球其他任何工厂，

HPM Greensburg能够用最少的工人实现最高的生产力。

（图片由 Hitachi Powdered Metals 提供）

公司的 ABB Foundry Prime 机器人，在他

们的 200 台机器人中占有很大比重，甚至

有些是直接购置的二手产品。尽管在 HPM
的车间里，许多标准的、IP65 级的机器人

型号都已经很耐用，已经能够抵御多尘的

环境。但 ABB Foundry Prime 机器人更胜

一筹，他们的防护等级为 IP67，具有良好

的密封连接，可以保护机器人在工作中不

受漂浮在工厂环境中，细小、锋利的金属

粉末影响。

ABB 的 离 线 仿 真 和 编 程 软 件

RobotStudio 也 是 其 受 HPM 青 睐 的 一

个重大原因。RobotStudio 建立在 ABB 
VirtualController 的 基 础 上， 可 以 通 过

车间中使用的机器人程序和配置文件，

与现实世界实现精准的 1:1 仿真。通过

RobotStudio，Adams 能够设计出最佳的

单元布局，并在将机器人集成到特定的操

作单元之前，对其性能进行验证。

“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软件。”Adams
说，“在为新加工应用创建系统和复现我

们工厂其他区域已有的系统时，节约了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

也正是通过复制现有的应用和将自动

化扩展到工厂的其他功能区域，HPM 实现

了机器人数量的激增。

当您已经在工厂和车间完成某种机器

人的部署后，复现是相对简单的。但新应

用则往往更具挑战性。通过18个月的努力，

HPM 成功完成了六台冲压机器人的集成，

这也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信心，他们决定

采用当时（2006 年）尚处于起步阶段的视

觉技术，将复杂的冲压操作实现机器人自

动化。

在机器人出现之前，零件的冲压通常

只能通过刚性自动化系统实现，在加工不同

的产品之间，必须对该冲压系统进行调整和

更换。调整和更换会占据大量的加工时间，

那种需要加工 250 种不同的工件，每种工

件只加工 100 个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

视觉系统帮助机器人消除了停机时

间。机器人能够全自动的从一组不同的零

件中进行识别，抓取，定位并准确的将其

放置在冲压板上。

从HPM安装的第一台机器人到现在，

无论是在前台还是在后台，始终沿用了

CIM 的系统。无论是对于全新的还是二手

的机器人，CIM 均可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提

供服务，帮助人们编程和排故，更重要的

是，对HPM的大量员工进行了专业的培训。

当 HPM 将机器人集成到一个新的

应用中时，无论是否带有视觉模块，

CIM 的工作人员都会帮助他们进行设置

和编程，并毫不吝啬的分享他们，包括

RobotStudio 应用在内的专业知识。即使

是在 HPM 没有采购计划的时期，CIM 也

可以帮助他们更新程序，为旧型号升级备

件，并提供不同应用中，机器人型号的使

用建议。

“当我们引入一项的新的工艺时，总

会向 CIM 请教最初的设置和编程。而当我

们学习到足够多的知识，并有一定的操作

基础之后，就可以在工厂中，对该工艺流

程进行复现。”Adams 说，“由于 Dave 
Fox 与 ABB 的密切关系，他们对新技术

的出现了如指掌，并且能够充分了解哪些

机器人与我们的哪些应用最为匹配。通过

CIM 公司获得 ABB 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有了这样的长期合作关系，CIM 公

司委托 HPM 公司生产 ABB 的机器人也

就变得顺理成章了。该机器人型号为 IRB 
2400，首次下线于密歇根州的 Auburn 
Hills 工厂中。在生产这款独一无二的机器

人时，工厂将其涂装为红、白、蓝三色，

并将其放置在 HPM 工厂中最为显著的位

置，来执行检测和码垛工作。

HPM通过机器人自动化不断地提高其

加工能力。

“预计在未来我们将实现 10% 的年

增长率，所以必须倾尽全力来保持竞争

力。”Owens 说，“我们除了正在研究如

何进入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还将目光投

向了重型设备制造等非汽车领域。在这些

领域，金属粉末烧结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取

代其他材料。当然，机器人的实装数量势

必也将不断提升。”

www.hitachi-pm.us
www.cimrobotics.com
www.abb.com/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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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革新应对石油泄漏
Shop Helps Revolutionize Oil Disaster Response

在全球范围内，抽油、钻井和运输

中的石油泄漏都是难以避免的。最近一次

的石油泄漏，即 2010 年在墨西哥湾发生

的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事件，

对周围的生态系统仍在不断地产生负面影

响。虽然通过政策法规和预防措施有助于

降低泄露事件的发生频率，但泄露一旦发

生，人们却至今没有高效的应对方法。

现行主要的应对工具——围油栏技

术，已经沿用了好几十年，却始终没有

技术进步。围油栏的本质是采用塑料等

材料组成浮动的物理屏障，把油类“关”

在里面并进行撇除。然而，这种方法只

能够应对水面上的油类，并且油类很容

易逃出屏障的范围，从而扩散污染并蔓

延至海岸线。

英国石油公司的“深水地平线”号

灾难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石油泄漏

事件。整个墨西哥湾被近 2.4 亿加仑的石

油所淹没。其中，人们只回收清理了 600

万吨石油，而至今剩余的石油还深埋在

海洋深处。在这次巨大的漏油事件背后，

Illinois 州 Big Rock 市，Natural Science
公司的 Arden Warner 博士决心开发一种

更好的石油泄漏回收方法，他也是一位经

验丰富的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他理论上认

为，在漏油中加入磁性颗粒，并使其与石

油结合，可以使油类被磁性操纵，并降低

目前方法的回收难度。这也将为漏油回收

引入一种新的模式——电磁修复。

为 了 将 这 项 技 术 实 装，Natural 
Science 公司发明了一种创新的、基于电

磁的溢油修复方法，设计了一种带有电磁

吊臂的斜坡，并用其操纵已被磁化的油类。

在工作中，该系统先将油类从水中抽离，

之后再将磁性颗粒从油中分离出来，实现

了磁性颗粒的重复利用。

油类回收过程首先是将油类与对环境

无害的，微米级磁铁矿（Fe3O4）相混合，

形成胶状混合物。这个过程将由一种微弱

的分子力主导。在将油类从水中去除后，

还可以实现磁性颗粒的分离。这种结合的

性质足以应对微米级的油类，并且只用水

作为传输介质就能完成整个操作。除此之

外，该工艺还适用于大大小小的泄漏物，

对各种不同粘度的溢出物都能发挥作用。

为了进一步推广该技术，Natural 
Science 公司需要用到一种机器化电磁

吊臂（e-boom）的方法。这就要多亏了

Illinois 州，Rockford 市 的 Accelerated 
Machine Design & Engineering（AMD&E）

Arden Warner 博士与 Natural Science 发明的电磁吊臂组件，可以更有

效地清理水上的油类泄漏。( 所有图片由 AMD&E 和自然科学公司提供 )

在 Ohmsett 中，将受污染的水输送到油水分离器中的电磁吊臂和坡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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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技术革新应对石油泄漏
Shop Helps Revolutionize Oil Disaster Response

公 司。Natural Science 委 托 AMD&E 根

据 Warner 的概念制造了电磁吊臂原型。

AMD&E 负责处理从原型到生产的复杂工

程和制造项目。通过将工程基础与新技术

相结合，AMD&E 为包括能源、航空航天、

医疗、汽车和国防等行业开发了各种高效、

创新的解决方案。

经过大约一年的规划和工程设计，

他们进入了制造和组装阶段。“我们昼夜

不分的进行生产，为原型机制造不同的

部件。” AMD&E 公司总裁 Mark Tingley
说。公司依靠两台 Toyoda 公司的数控机

床 B316YM 桥式加工中心和 Stealth 1165
立式加工中心（VMC）来完成这些工作。

“这两台机床包括可靠性在内的各项性能

AMD&E 的总裁 Mark Tingley（上）和自然科学

的 Arden Warner 正在准备测试电磁吊臂。

吊臂以电磁方式将油吸入其线圈中。

通过 Ohmsett 进行电磁吊臂和坡道的测试。

都是无可比拟的。在这项 Natural Science
公司的项目中，Toyada 给了我们足够的信

心。”Tingley 说。

SB316YM 是一台 3 x 2.3 米的，专为

重型加工设计的桥式固定导轨机床。具有

重型滚轮导轨，主轴液压平衡系统和能力

强大的全齿轮主轴，以便在保证切削速度

的基础上提供高精度。对于 AMD&E 所需

加工的大型机床部件，该机床是不二选择。

其直角刀头可用于五面加工和刚性攻丝。

并且该机床所配备的在位测量模块也是加

工复杂原型（例如电磁线圈和线圈外壳）

的理想选择。

而对 Stealth 1165 VMC 则能够提供

更高的进给率、主轴转速、刀具刚性、换

刀速度和更强大的在位测量能力。Stealth
是一台行程为 43 x 26 英寸（109 x 66 
cm）的高速 VMC。具有四个 Y 轴箱式导

轨、一个 Meehanite 铸铁底座，并在 X、
Y 和 Z 轴上均带有强大的驱动电机。它的

高速和高精度，是原型产品如期高质量交

付的必要条件。

上述两台机床帮助他们加工除了一个

长约 8英尺（244cm）、重 1500磅（680kg）
的电磁吊臂坡道。该系统是模块化的，可

以通过扩展满足不同规模的救灾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步入了实地测

试阶段。2019 年 10 月，AMD&E 和自然

科学公司拜访了位于 N.J 州 Leonardo 市

的溢油反应研究和可再生能源测试研究

所，并携带其石油和危险材料模拟环境试

验箱（Ohmsett）进行实验。该研究所由

美国内政部安全与环境执法局（BSEE）

进行管理。并且 Ohmsett 是世界上是唯

一一个可以控制波浪和温度等变量的全规

模溢油反应设备测试设施。

他们在一个装有 260 万加仑的盐水罐

中模拟漏油，通过电磁吊臂技术将漏油磁

化，随后通过磁线圈将磁化的油类引导到

一个位置，以便收集，分离和磁性颗粒的

再利用。在实验中，油品被引导到一个带

有磁化传送带的坡道上，并被输送到收集

管中。十分钟后，盐水罐中油的光泽和彩

虹色光泽消失了。测试表明收集罐中的水

含量仅为 2.7%，而传统方法回收的含水

量为 20%，这大大降低了清理和水处理的

成本。该技术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大幅度领

先市面上的所有同类技术。在回收过程中，

不存在浪费，回收回来的漏油、磁性颗粒

都可以重复使用。而且海水也将毫发无损

的回归大海。

只要石油还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那么石油泄漏也势必将会成为

一颗必将被引爆的定时炸弹。但是，我们

可以将石油泄漏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真

是因为像 Natural Science、Accelerated 
Machine Design & Engineering 和 Toyoda
这样的公司都致力于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我们才能够在未来拥有更强大

的技术来应对这一切灾难。

“所有的灾难，无论大小一定有

其解决方案，并且这个方案还可以很简

单。”Warner 说。

www.Naturalscienceusa.com
www.Accmach.com
www.toyoda.com



生产一台机床·提供一份感动 

内径加工

外径加工
背面加工

背面加工

精加工 

粗加工 
背面加工

背面加工

平衡车削 同时钻孔加工(Ｚ轴位置不同）

钻孔加工等

同时加工Z轴位置不一样的孔

钻孔加工等

钻孔加工等

钻孔加工等

同时钻孔加工 外径和内径同时加工

近年来，随着产品复杂性的增加，市场对数控机

床的加工能力、范围及精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客户追求加工效率的提升，对自动化和省人化的需求

也不断增长。

“TSUGAMI”品牌，基于其强大的自动车床研发

能力和大量的市场成熟应用案例，在2020年推出了大

直径3系统9轴数控自动车床BW329ZJ，更好地满足了

市场对高精度、高速度、高刚性机床的渴求。

BW329ZJ创新的加工方式使其具备卓越的加工性能，

其优势具体表现的以下方面：

1、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
3系统多轴同时加工，将工序、配置集成化，不

仅提高了工艺的有效性，还能实现工件的一次装夹，

使加工精度更容易保证，产品一致性更好。

2、减少投入成本、省人化
综合多种工序，减少设备数量、工装夹具数量、车

间占地面积和设备维护费用，配套送料机和下料传输

装置，使原材料上料和产品下料均采用自动化实现，

进一步节省人力，大幅降低了成本。

3、缩短研发周期，简化生产过程
在汽车零部件、医疗及工程液压等加工领域企业，

新产品零件相对较复杂，精度要求也较高。这需要设

备具备高精度、高柔性和高集成性的加工能力，

BW329ZJ可搭载丰富的配置选项，有效缩短产品研发

周期，使生产过程管理得到有效的简化，利于降低生

产运作和管理成本，提升客户产品的竞争力。

www.tsugami.com.cn

BW329ZJ
3系统9轴机

C1

C2

Y3
X3Z3

Y1

X1

X2

Z2Y2

主轴
（3.7/5.5kW）

Z1

背轴
（3.7/5.5kW）

8支背面驱动
（ER16×8支）
（电机1.4kW）

4支横向动力头
（ER16×3、ER20×1）

后驱动
（ER16×3支插拔）
（电机1.4kW）

深孔钻孔座
（有效加工长100mm）

丰富多彩的正背面同时加工，
大幅缩短加工时间

3系统同时控制，各刀台独立控制

（①前刀台、②后刀台、③背面刀台）

加工类型

丰富的动力头，复杂形状的工件也可在短时间

进行加工

嵌入式动力头（后刀台 3支、背面刀台 8支），
可根据工件需要自由配置

搭载热变位补正功能，可进行长时间稳定加工

根据工件可选配导套、无导套装置

津上精密机床(浙江)有限公司，于

2003年9月在中国平湖成立，并于2017

年9月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

1651.HK），是一家综合性高端精密数控

机床生产厂家。

其母公司日本株式会社津上成立于

1937年，是一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日本著名机床厂家，

在精密机床领域享有盛誉。

秉承日本津上“TSUGAMI”品牌“高

精度、高速度、高刚性”的技术和品

质，公司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精密自

动车床、精密刀塔车床、精密加工中

心、精密磨床等各类高端精密数控机

床。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智能

手机、5G通讯设施、自动化、医疗器械、

工程机械等行业，除在中国国内热销

外，还畅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国家

和地区。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本”的宗

旨，以“让全中国的客户，用上全世界最

先进的机床；让全世界的客户，用上中国

制造性价比最高的机床”为经营目标，让

更多客户受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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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追求加工效率的提升，对自动化和省人化的需求

也不断增长。

“TSUGAMI”品牌，基于其强大的自动车床研发

能力和大量的市场成熟应用案例，在2020年推出了大

直径3系统9轴数控自动车床BW329ZJ，更好地满足了

市场对高精度、高速度、高刚性机床的渴求。

BW329ZJ创新的加工方式使其具备卓越的加工性能，

其优势具体表现的以下方面：

1、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
3系统多轴同时加工，将工序、配置集成化，不

仅提高了工艺的有效性，还能实现工件的一次装夹，

使加工精度更容易保证，产品一致性更好。

2、减少投入成本、省人化
综合多种工序，减少设备数量、工装夹具数量、车

间占地面积和设备维护费用，配套送料机和下料传输

装置，使原材料上料和产品下料均采用自动化实现，

进一步节省人力，大幅降低了成本。

3、缩短研发周期，简化生产过程
在汽车零部件、医疗及工程液压等加工领域企业，

新产品零件相对较复杂，精度要求也较高。这需要设

备具备高精度、高柔性和高集成性的加工能力，

BW329ZJ可搭载丰富的配置选项，有效缩短产品研发

周期，使生产过程管理得到有效的简化，利于降低生

产运作和管理成本，提升客户产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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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工件可选配导套、无导套装置

津上精密机床(浙江)有限公司，于

2003年9月在中国平湖成立，并于2017

年9月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

1651.HK），是一家综合性高端精密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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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公司日本株式会社津上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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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有悠久历史的日本著名机床厂家，

在精密机床领域享有盛誉。

秉承日本津上“TSUGAMI”品牌“高

精度、高速度、高刚性”的技术和品

质，公司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精密自

动车床、精密刀塔车床、精密加工中

心、精密磨床等各类高端精密数控机

床。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智能

手机、5G通讯设施、自动化、医疗器械、

工程机械等行业，除在中国国内热销

外，还畅销日本、欧美、东南亚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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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本”的宗

旨，以“让全中国的客户，用上全世界最

先进的机床；让全世界的客户，用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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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Orthotics创始人兼总经理Dean Hartley说：“iOrthotics为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足

病医生生产定制的足部矫形器。我们的商业模式以创新为基础。我们在材料、软件、

硬件和设计流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客户打造更好、更具可扩展

性的解决方案。”

iOrthotics成立于2009年，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麦凯市，专为足医定制矫形器。

公司采用数字化制造工艺，可打造定制的矫形解决方案，为足疗诊所及其客户带来独

特的益处。

在澳大利亚，人们十分注重创新和技术。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11亿澳元

的创新激励计划，以刺激澳大利亚工业发展。该国“国家创新和科研计划”也致力于

激发聪明的点子，以推动商业发展，创造本地就业机会，赢得全球化的胜利。

iOrthotics积极拥抱这一项鼓励政策，投资数十万美元用于研发，同时还与昆士兰

大学合作开发定制矫形解决方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iOrthotics正在快速增长，为

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与其他离岸生产的制造商不同，iOrthotics正在推动本地

就业增长，同时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急需的推动力。

挑战
足部矫形专家Ian Goodchild说：“任何矫形器的目标都是为了支撑和矫正足部，改

善足部功能。传统的制作方法是使用巴黎石膏，既不精确又很麻烦。矫形器经常无法

穿戴。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矫形技术从制作模具开始。通常情况下，这涉及将患者的脚裹在巴黎石膏

中。这既令患者不舒服，又会引起恐惧心理。同时也不精确，因为模具通常是在非负

重状态下铸造的。此外，它还要求足科医生有一个专门用于铸造石膏模具的“湿

室”。

铸成模具后，过去使用减材制造法来制作矫形器。矫形器要么使用数控镂铣机铣

削，要么使用热成型塑料铸造来研磨而成。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熟练的技工和大量的精

加工。这个过程很慢，通常需要多次磨合，才能获得

令人满意的结果。此外，传统制造中使用的设备，包

括铣床和磨床，占用了大量的空间。也许最重要的

是，减材制造工艺也非常浪费。它通常需要1.5千克

的材料才能制造重仅为一副100克的矫形器。

解决方案
Hartley先生说：“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公司，我

们需要革新制造工艺，以满足市场需求。继续使用减

材制造工艺是不切实际的，每天只能生产30个塑料装

置。3D扫描和打印使我们有机会提高矫形器质量，

同时也扩大我们的生产规模，并减少传统方法所造成

的浪费。”

打造数字解决方案的第一步是启用3D扫描，这

样就无需使用巴黎石膏模具。由于近期的技术进步，

iOrthotics及其足科医生客户得以实施3D扫描解决方

案，避开了传统模具存在的各种挑战，从而实现了更

准确的测量。此外，这种新技术更加便携，足部可以

在更自然的状态下进行测量。

除了3D扫描之外，iOrthotics团队还需要一种方

法来捕获扫描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可以3D打印的CAD

文件。他们开发了定制软件，用于自动化大部分涉及

可打印矫形器设计的工作。 

最后，他们需要一款可满足其强度和耐用性要

求，同时也具有经济可行性的3D打印解决方案。

iOrthotics调查了惠普的Multi Jet Fusion技术，发现所

用材料和产品质量优于其他方法。另外，他们发现这

些设备比传统制造设备占用的空间要少得多，从而使

它们能够更高效地运行。而且，生产速度快，能够充

分满足其业务增长需要。 

2017年底，iOrthotics成为澳大利亚首家购置HP 

Jet Fusion 3D 4200打印解决方案的商业客户。设备安

装到位后，他们就拥有了所需的全部工具，可以完成

定制矫形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

结果
iOrthotics技术开发经理Thomas Leahy说：“数字

化工作流程涉及的步骤少了很多。”我们从足部医生

那里收到扫描数据，将其加载到我们的定制软件中，

然后3D打印，清洁，粘在顶盖上就行了。从开始到

结束，传统的矫形器制造方法往往需要2周的时间。

我们从扫描到发货通常只用3-5天。”

由于HP Jet Fusion 3D打印解决方案具有卓越的生

产力，iOrthotics的产量翻了三倍，从每天生产30个矫

形器到每天约90个。随着需求的增加，他们可以进一

步增加产量。此外，由于新的数字工作流程更加自动

化，劳动强度更低，因此iOrthotics可以在需要的地方

开设额外的生产点，使他们能够扩展业务，以满足国

内外几乎任何需求。

产品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从材料的角度来看，

iOrthotics与昆士兰大学进行的广泛研究和测试表明，

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生产的矫形器在强度上

比使用传统聚丙烯研磨生产的矫形器高40-60％。

增材制造带来的设计自由也非常重要。iOrthotics

生产的产品更灵活，更舒适。这对其产品的最终用户

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结果。

可定制每个矫形器的能力对于足科医生也非常有

利。iOrthotics能够为订制的诊所在每个矫形器上标上

他们的品牌，帮助他们营销业务，并与客户建立长期

关系。

Hartley先生说：“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

使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大规模定制零件的能力带来

了技术革命。所有行业都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经历

变革，但可能没有制造业那么戏剧化。iOrthotics做出

了积极改变，从而顺应这一技术革命。” 

iOrthotics的客户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受

益于增材制造，因为它将减少废弃物，降低成本和环

境影响。在矫形器行业中，减材制造技术通常会浪费

制造成品所需材料的90％或更多。由于HP Jet Fusion 

3D打印解决方案可重复使用废弃材料，iOrthotics估

计被浪费的材料非常少。

iOrthotics所取得的成效是惊人的。借助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他们能够创造出更轻、更坚

固、更精确的产品，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与此同时，

他们开创了一种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可以帮助更多的

人更快、更便宜地获得治疗。 

但是，iOrthotics开发的商业模式同样遵循“全球

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理念。他们的国内生产能力直

接有利于当地经济，其工艺的可持续性可以减少废弃

物，从而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了解HP 3D打印：http://hp.com/go/3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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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利用最好的材料、软件、硬件和设计流
程来打造数字化、增材制造的矫形器
 
方法
确定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能
否开发出比其他制造工艺更强、更轻、
更优质的定制矫形器。然后将惠普技术
整合到更快速、更便宜、更可持续的数
字工作流程中，从而使iOrthotics能够按
需生产定制矫形器。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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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解决方案

DEAN HARTLEY

CIO, IORTHOTICS

该图由iOthortics公司提供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
HP 3D打印技术如何帮助iOrthotics
开发为世界各地的人带来福音的产品

借助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iOrthotics生产
出新型矫形装置，更快速地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改
善患者预后，同时减少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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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iOrthotics创始人兼总经理Dean Hartley说：“iOrthotics为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足

病医生生产定制的足部矫形器。我们的商业模式以创新为基础。我们在材料、软件、

硬件和设计流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客户打造更好、更具可扩展

性的解决方案。”

iOrthotics成立于2009年，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麦凯市，专为足医定制矫形器。

公司采用数字化制造工艺，可打造定制的矫形解决方案，为足疗诊所及其客户带来独

特的益处。

在澳大利亚，人们十分注重创新和技术。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11亿澳元

的创新激励计划，以刺激澳大利亚工业发展。该国“国家创新和科研计划”也致力于

激发聪明的点子，以推动商业发展，创造本地就业机会，赢得全球化的胜利。

iOrthotics积极拥抱这一项鼓励政策，投资数十万美元用于研发，同时还与昆士兰

大学合作开发定制矫形解决方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iOrthotics正在快速增长，为

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与其他离岸生产的制造商不同，iOrthotics正在推动本地

就业增长，同时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急需的推动力。

挑战
足部矫形专家Ian Goodchild说：“任何矫形器的目标都是为了支撑和矫正足部，改

善足部功能。传统的制作方法是使用巴黎石膏，既不精确又很麻烦。矫形器经常无法

穿戴。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矫形技术从制作模具开始。通常情况下，这涉及将患者的脚裹在巴黎石膏

中。这既令患者不舒服，又会引起恐惧心理。同时也不精确，因为模具通常是在非负

重状态下铸造的。此外，它还要求足科医生有一个专门用于铸造石膏模具的“湿

室”。

铸成模具后，过去使用减材制造法来制作矫形器。矫形器要么使用数控镂铣机铣

削，要么使用热成型塑料铸造来研磨而成。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熟练的技工和大量的精

加工。这个过程很慢，通常需要多次磨合，才能获得

令人满意的结果。此外，传统制造中使用的设备，包

括铣床和磨床，占用了大量的空间。也许最重要的

是，减材制造工艺也非常浪费。它通常需要1.5千克

的材料才能制造重仅为一副100克的矫形器。

解决方案
Hartley先生说：“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公司，我

们需要革新制造工艺，以满足市场需求。继续使用减

材制造工艺是不切实际的，每天只能生产30个塑料装

置。3D扫描和打印使我们有机会提高矫形器质量，

同时也扩大我们的生产规模，并减少传统方法所造成

的浪费。”

打造数字解决方案的第一步是启用3D扫描，这

样就无需使用巴黎石膏模具。由于近期的技术进步，

iOrthotics及其足科医生客户得以实施3D扫描解决方

案，避开了传统模具存在的各种挑战，从而实现了更

准确的测量。此外，这种新技术更加便携，足部可以

在更自然的状态下进行测量。

除了3D扫描之外，iOrthotics团队还需要一种方

法来捕获扫描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可以3D打印的CAD

文件。他们开发了定制软件，用于自动化大部分涉及

可打印矫形器设计的工作。 

最后，他们需要一款可满足其强度和耐用性要

求，同时也具有经济可行性的3D打印解决方案。

iOrthotics调查了惠普的Multi Jet Fusion技术，发现所

用材料和产品质量优于其他方法。另外，他们发现这

些设备比传统制造设备占用的空间要少得多，从而使

它们能够更高效地运行。而且，生产速度快，能够充

分满足其业务增长需要。 

2017年底，iOrthotics成为澳大利亚首家购置HP 

Jet Fusion 3D 4200打印解决方案的商业客户。设备安

装到位后，他们就拥有了所需的全部工具，可以完成

定制矫形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

结果
iOrthotics技术开发经理Thomas Leahy说：“数字

化工作流程涉及的步骤少了很多。”我们从足部医生

那里收到扫描数据，将其加载到我们的定制软件中，

然后3D打印，清洁，粘在顶盖上就行了。从开始到

结束，传统的矫形器制造方法往往需要2周的时间。

我们从扫描到发货通常只用3-5天。”

由于HP Jet Fusion 3D打印解决方案具有卓越的生

产力，iOrthotics的产量翻了三倍，从每天生产30个矫

形器到每天约90个。随着需求的增加，他们可以进一

步增加产量。此外，由于新的数字工作流程更加自动

化，劳动强度更低，因此iOrthotics可以在需要的地方

开设额外的生产点，使他们能够扩展业务，以满足国

内外几乎任何需求。

产品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从材料的角度来看，

iOrthotics与昆士兰大学进行的广泛研究和测试表明，

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生产的矫形器在强度上

比使用传统聚丙烯研磨生产的矫形器高40-60％。

增材制造带来的设计自由也非常重要。iOrthotics

生产的产品更灵活，更舒适。这对其产品的最终用户

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结果。

可定制每个矫形器的能力对于足科医生也非常有

利。iOrthotics能够为订制的诊所在每个矫形器上标上

他们的品牌，帮助他们营销业务，并与客户建立长期

关系。

Hartley先生说：“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

使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大规模定制零件的能力带来

了技术革命。所有行业都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经历

变革，但可能没有制造业那么戏剧化。iOrthotics做出

了积极改变，从而顺应这一技术革命。” 

iOrthotics的客户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受

益于增材制造，因为它将减少废弃物，降低成本和环

境影响。在矫形器行业中，减材制造技术通常会浪费

制造成品所需材料的90％或更多。由于HP Jet Fusion 

3D打印解决方案可重复使用废弃材料，iOrthotics估

计被浪费的材料非常少。

iOrthotics所取得的成效是惊人的。借助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他们能够创造出更轻、更坚

固、更精确的产品，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与此同时，

他们开创了一种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可以帮助更多的

人更快、更便宜地获得治疗。 

但是，iOrthotics开发的商业模式同样遵循“全球

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理念。他们的国内生产能力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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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从而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了解HP 3D打印：http://hp.com/go/3dprint

行业领域
定制矫形器

目的
利用最好的材料、软件、硬件和设计流
程来打造数字化、增材制造的矫形器
 
方法
确定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能
否开发出比其他制造工艺更强、更轻、
更优质的定制矫形器。然后将惠普技术
整合到更快速、更便宜、更可持续的数
字工作流程中，从而使iOrthotics能够按
需生产定制矫形器。
 
技术
HP Multi Jet Fusion技术、HP Jet Fusion 
3D打印解决方案

DEAN HARTLEY

CIO, IORTHOTICS

该图由iOthortics公司提供

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
HP 3D打印技术如何帮助iOrthotics
开发为世界各地的人带来福音的产品

借助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iOrthotics生产
出新型矫形装置，更快速地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改
善患者预后，同时减少废弃物。  

引言
iOrthotics创始人兼总经理Dean Hartley说：“iOrthotics为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的足

病医生生产定制的足部矫形器。我们的商业模式以创新为基础。我们在材料、软件、

硬件和设计流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客户打造更好、更具可扩展

性的解决方案。”

iOrthotics成立于2009年，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麦凯市，专为足医定制矫形器。

公司采用数字化制造工艺，可打造定制的矫形解决方案，为足疗诊所及其客户带来独

特的益处。

在澳大利亚，人们十分注重创新和技术。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了11亿澳元

的创新激励计划，以刺激澳大利亚工业发展。该国“国家创新和科研计划”也致力于

激发聪明的点子，以推动商业发展，创造本地就业机会，赢得全球化的胜利。

iOrthotics积极拥抱这一项鼓励政策，投资数十万美元用于研发，同时还与昆士兰

大学合作开发定制矫形解决方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iOrthotics正在快速增长，为

当地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与其他离岸生产的制造商不同，iOrthotics正在推动本地

就业增长，同时也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急需的推动力。

挑战
足部矫形专家Ian Goodchild说：“任何矫形器的目标都是为了支撑和矫正足部，改

善足部功能。传统的制作方法是使用巴黎石膏，既不精确又很麻烦。矫形器经常无法

穿戴。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矫形技术从制作模具开始。通常情况下，这涉及将患者的脚裹在巴黎石膏

中。这既令患者不舒服，又会引起恐惧心理。同时也不精确，因为模具通常是在非负

重状态下铸造的。此外，它还要求足科医生有一个专门用于铸造石膏模具的“湿

室”。

铸成模具后，过去使用减材制造法来制作矫形器。矫形器要么使用数控镂铣机铣

削，要么使用热成型塑料铸造来研磨而成。这两种方法都需要熟练的技工和大量的精

加工。这个过程很慢，通常需要多次磨合，才能获得

令人满意的结果。此外，传统制造中使用的设备，包

括铣床和磨床，占用了大量的空间。也许最重要的

是，减材制造工艺也非常浪费。它通常需要1.5千克

的材料才能制造重仅为一副100克的矫形器。

解决方案
Hartley先生说：“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公司，我

们需要革新制造工艺，以满足市场需求。继续使用减

材制造工艺是不切实际的，每天只能生产30个塑料装

置。3D扫描和打印使我们有机会提高矫形器质量，

同时也扩大我们的生产规模，并减少传统方法所造成

的浪费。”

打造数字解决方案的第一步是启用3D扫描，这

样就无需使用巴黎石膏模具。由于近期的技术进步，

iOrthotics及其足科医生客户得以实施3D扫描解决方

案，避开了传统模具存在的各种挑战，从而实现了更

准确的测量。此外，这种新技术更加便携，足部可以

在更自然的状态下进行测量。

除了3D扫描之外，iOrthotics团队还需要一种方

法来捕获扫描数据，并将其转换为可以3D打印的CAD

文件。他们开发了定制软件，用于自动化大部分涉及

可打印矫形器设计的工作。 

最后，他们需要一款可满足其强度和耐用性要

求，同时也具有经济可行性的3D打印解决方案。

iOrthotics调查了惠普的Multi Jet Fusion技术，发现所

用材料和产品质量优于其他方法。另外，他们发现这

些设备比传统制造设备占用的空间要少得多，从而使

它们能够更高效地运行。而且，生产速度快，能够充

分满足其业务增长需要。 

2017年底，iOrthotics成为澳大利亚首家购置HP 

Jet Fusion 3D 4200打印解决方案的商业客户。设备安

装到位后，他们就拥有了所需的全部工具，可以完成

定制矫形器制造流程的数字化。

结果
iOrthotics技术开发经理Thomas Leahy说：“数字

化工作流程涉及的步骤少了很多。”我们从足部医生

那里收到扫描数据，将其加载到我们的定制软件中，

然后3D打印，清洁，粘在顶盖上就行了。从开始到

结束，传统的矫形器制造方法往往需要2周的时间。

我们从扫描到发货通常只用3-5天。”

由于HP Jet Fusion 3D打印解决方案具有卓越的生

产力，iOrthotics的产量翻了三倍，从每天生产30个矫

形器到每天约90个。随着需求的增加，他们可以进一

步增加产量。此外，由于新的数字工作流程更加自动

化，劳动强度更低，因此iOrthotics可以在需要的地方

开设额外的生产点，使他们能够扩展业务，以满足国

内外几乎任何需求。

产品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从材料的角度来看，

iOrthotics与昆士兰大学进行的广泛研究和测试表明，

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生产的矫形器在强度上

比使用传统聚丙烯研磨生产的矫形器高40-60％。

增材制造带来的设计自由也非常重要。iOrthotics

生产的产品更灵活，更舒适。这对其产品的最终用户

产生了非常积极的结果。

可定制每个矫形器的能力对于足科医生也非常有

利。iOrthotics能够为订制的诊所在每个矫形器上标上

他们的品牌，帮助他们营销业务，并与客户建立长期

关系。

Hartley先生说：“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

使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大规模定制零件的能力带来

了技术革命。所有行业都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经历

变革，但可能没有制造业那么戏剧化。iOrthotics做出

了积极改变，从而顺应这一技术革命。” 

iOrthotics的客户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可以受

益于增材制造，因为它将减少废弃物，降低成本和环

境影响。在矫形器行业中，减材制造技术通常会浪费

制造成品所需材料的90％或更多。由于HP Jet Fusion 

3D打印解决方案可重复使用废弃材料，iOrthotics估

计被浪费的材料非常少。

iOrthotics所取得的成效是惊人的。借助HP Multi 

Jet Fusion 3D打印技术，他们能够创造出更轻、更坚

固、更精确的产品，帮助患者减轻痛苦。与此同时，

他们开创了一种可扩展的商业模式，可以帮助更多的

人更快、更便宜地获得治疗。 

但是，iOrthotics开发的商业模式同样遵循“全球

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理念。他们的国内生产能力直

接有利于当地经济，其工艺的可持续性可以减少废弃

物，从而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了解HP 3D打印：http://hp.com/go/3dprint

HP Jet Fusion 3D 4200打印解决方案

HP Jet Fusion 4200 3D快速冷却加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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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机器人焊接单元——美好的开端
Heavy-Duty Robotic Welding Cells Can 
Be a Great First Step

如同当今制造业中的许多其他技术一样，

焊接加工也比以往更具自动化，更灵活，适应

性更强并且更智能，从而也带来了更高的安全

性，吞吐量和精度。我们公司专注于大型、重

型应用，例如能源业，重型设备制造业和造船业。

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那些具有前瞻性的客户，

开始在他们的领域接受最新的焊接技术。

通过技术革新，我们能看到工厂内焊工的

数量肉眼可见的减少。

当然客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致使他

们仍在犹豫是否要开始进行机器人焊接。在这

些情况下，我们会帮助客户着手定制一个合理

的计划，例如将实现机器人自动化焊接这一宏

伟目标细化成许多小步骤，并让他们在每一步

内都感受到改进。

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焊接机器人的

喷嘴。

这些龙门式焊接站最适合用于包含厚板和

大的预制沟槽的重型工件，例如压力容器上的

工件。此时喷嘴居中在容器的中心轴线上，就

可以实现大部分平面和水平位置（PA/PB）的

焊接。并且还可以通过软件提供离线编程、扫描、

模拟和单元控制功能。

在操作中，扫描模式下的机器人会使用触

觉或激光扫描搜索并定义每个喷嘴周围的沟槽

几何形状。并将扫描数据导入程序，生成每个

沟槽的 3D 图像。然后，再生成每个沟槽理想的

焊接图案，操作者可以直接选定该图案，也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创建一个符合特定机械特性

的新图案。

软件还可以精确分析坡口角度，使操作者

能够调整焊接参数，以达到均匀填充沟槽的目

的。从本质上将，该软件将通过自动应用精确

地多层沉积焊缝来实现焊接要求。

在仿真中完成一切之后，就可以开始通过

机器人进行焊接。在现场，您会发现使用机器

人焊接，速度比通过工人焊接能够快 10倍以上。

继这些重型焊接在欧洲遍地开花之后，在

美国也开始变得流行起来。市面上熟练焊工的

数量，正在肉眼可见的减少。

对人来说，拖延是一种自然的诱惑。并且

有些人担心在生产中，可能会过于笨重或需要

太频繁的更换工件，但这些担心大多是多余的。

即使只加工一个零件，也可以通过自动焊

接路径创建和模拟加工获得利润。

有些人担心复杂软件的学习曲线过于陡峭，

但当您真正使用就会惊讶于它的通俗易懂。软

件的复杂性在于后台的算法和数据处理，但真

正的前端操作，其难易程度不会高于我们日常

使用的普通商用软件。

当然，公司进行投资并不是为了秀肌肉。

必须要看到回报，并且越快越好。企业们应该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让供应商来进行测算。

在大型零件领域，进行焊接自动化是一个

宏大的目标。请您务必认准可靠的供应商，其

共同特点就是：有几十年的技术、经验，一长

串的成功案例和大量的忠实客户。

迈出第一步吧。

Michael Bell
Director, North America

Pemamek LLC
www.pemam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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