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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新 一 代 立 式 车 床 的 研

发,WaldrichSiegen创立了机床制

造工业的新标杆: ProfiTurn V系列

车床提供了远高于其他类型立车

的加工性能和精度. 它集成了加

工复杂大型工件所需要的各种操

作, 实现了高精度,高效节能和机

床的高利用率.

WaldrichSiegen也将目前的重型

龙门铣床扩展到中重型系列,这也

展示了其强大的创新实力. 

WaldrichSiegen的总裁Stephan 
Witt博士讲到: “这两个新产品的

研发都代表了我们以为客户提供

合适解决方案为目的来扩展我们

产品系列的战略决策.”

全新立车和龙门铣床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Waldrich-
Siegen都保留有立式车床的生

产，现在我们研发出了全新一代

产品。全新ProfiTurn V系列立式

车床涵盖了全范围的大型高精度

工件的加工，工件重量可达500
吨，最大直径可达12米。通过集

成车削，镗削，铣削和磨削等加

工方法，ProfiTurn V系列机床可

以实现在一台机床上完成整个工

件的所有加工任务。

所有的主运动轴和工作台转盘都

是静压导轨，这就保证了机床出

色的静态和动态刚性，也保证了

各个运动轴处于非常低的磨损状

态，甚至在整个运行周期里完全

无磨损。机床宏大尺寸的构造件

重型机床领域的创新–全新WaldrichSiegen ProfiTurn V系列车床

全部由高质量铸铁铸造而成，并

且在我们工厂内部加工以保证完

美质量。

当进行粗加工时，ProfiTurn V些
列车床会全功率运行，这样可以

明显的降低加工时间；精加工

时，机床可以保证加工的高质量

和精度，正是这样的高质量才使

得WaldrichSiegen在全世界的声

誉所在。受益于机床的模块化设

计，ProfiTurn V系列机床可以根

据不同的应用和加工工件尺寸灵

活定制。

WaldrichSiegen专家在龙门铣床

和卧车领域的多年经验正是设计

ProfiTurn V系列立车的基石，他

们将经过市场验证的机床解决方

案引入到新机床的设计理念中。

这个同样适用于WaldrichSiegen
产品系列的第二个新产品：基

于ProfiMill系列重型龙门铣床的

中重型系列。机械设计部门经

理，Benedikt Sitte博士提到：“
通过这一新产品我们可以提供用

于加工中大型工件的经济而且高

效的解决方案。”新的ProfiMill系
列机床的优势在于：机床部件采

用高质量的铸铁件，所有的运动

导轨采用静压润滑，以及机床的

高性能，高精度和高可靠性。

新铣床的尺寸以及高达70kW的

铣削能力适用于能源装备、柴油

机、机床和通用设备制造行业。

基于模块化设计和众多可选附件

头，这一系列的龙门铣床可以根

据客户的要求和工件的尺寸进行

灵活定制。再次重申，我们的目

标是满足客户对于复杂工件的加

工要求。



近些年来，在一台机床上整合不

同的加工程序已经成为现代机床

工业的一个主导方向。客户在车

铣和复杂工件方面的加工需求越

来越多。例如汽轮机转子或齿轮

轴。WaldrichSiegen对于所有复

杂车铣加工都研发了完美的解决

方案。

ProfiTurn车床一个成功的理念可

以在两个车刀之间完善整合一个

高性能的铣削。这种集合可以达

到50千瓦的性能，它配备了一个

旋转铣头和在X和Y轴方向装备了

两个CNC轴。同时，床头箱驱动

装置经过重新设计，C轴配备有

双齿轮零间隙主从驱动系统。优

点：在一台机床就可以完成复杂

车铣的操作。

许多订单也证实了这个概念的正

确性。在2012年，WaldrichSiegen
为中国沈阳鼓风机客户提供了一

台可加工重达35吨工件的机床。

现在，又为杭州汽轮机提供了一 在一台机床上实现车，铣，磨三种功能

台ProfiTurn车床，可以加工重达

60吨回转直径2,000mm的汽轮机

转子，这台机床也通过了验收。

这台机床实现了车削并在汽轮机

转子上进行凹槽铣削同时配备必

要的镗削操作。杭州汽轮机还可

以另外集成磨削轴承座。因此，

一个完整的涡轮机转子可以完全

在一台机床上加工为成品。  

另外一台ProfiTurn车床，设计加工

复杂的齿轮轴正在乌克兰的NKMZ
公司进行安装。将在今年年底可

以投入使用。这台机床规格更

大：最大的工件重量达到100吨。

Hubert Schuhen

东方电气ProfiMill龙门铣：巨人出世

如本刊上期所述，WaldrichSiegen
去年接到了来自中国广州的东方

电气重型机器有限公司的大型龙

门移动式铣床订单。

经过去年成功的设计联络审查会

议以后，所有的部件便开始在德

国工厂进行加工。现在是它崭露

头角的时候了：目前这台设备正

在WaldrichSiegen位于德国Bur-
bach的总装车间进行最后组装。

这台龙门铣床是WaldrichSiegen
有史以来建造过的最大的，立柱

之间的距离达到了8.5米，工件可

通过最大高度为7.5米。床身、立

柱和横梁已经组装完毕，目前正

在进行液压系统、静压系统和电

气系统的安装工作。作为机床核

心部件的镗铣单元（刀架）配备

有3.5m超长滑枕行程以及120kW
的超强功率，也已组装完毕。

装配工作一旦完成，机床的调试

即将开始。与此同时，机床的附

车铣加工复杂工件

WaldrichSiegen的ProfiMill系列机床代表了最高的性能和精度

件头和其他附属装置也将完成。

此台龙门铣床移交东方重工后，

将成为他们生产汽轮机机体以及

其他电站设备的核心机床。

Hubert Schuhen 

上海机床厂的成功验收
生产加工制造床身既要高精度又

要高效率　－　为了达到这一目

标上海机床厂从WaldrichSiegen订
购了一台龙门铣床ProfiMill。现在

该机床已经安装在上海机床厂车

间内并且成功通过了最终验收。

最终验收中包括下面的了一个测

试：重新铣削工作台上的凹槽。

必须精准的加工两个12米长的

机床床身，它们需要准确无误

的组装在一起而不需要再次加

工。ProfiMill铣床在初试时就圆满

完成了这一复杂的任务并得到了

客户的认可。因此，这台铣床可

以立即投入使用。

为了这个项目，WaldrichSiegen再
次展示了为什么上海机床厂选择

了龙门铣床。WaldrichSiegen印证

了为上海机床厂的工件加工的特

殊性设计了理想的加工策略同时

证实了符合作为最复杂加工要求

的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Hubert Schuhen

WaldrichSiegen为每一个项目设计完美的加工策略



新闻速递

越南新建的热轧钢厂磨辊间

FORMOSA HA TINH STEEL 
CORPORATION (FHS)钢铁公司

在越南的Ha Tinh省新建了世界范

围内最大的钢铁项目。作为台塑

集团（FPG）的子公司，这家工

厂到2015年中期将实现年产500
万吨钢铁的规模。规划中以后每

年将增加产能分别指1000万吨和

2200万吨。

台塑集团将这个全自动化磨辊间

交给WaldrichSiegen来承建，这

是双方公司精诚合作以来的又一

个里程碑。

这个新建的磨辊间将用来磨削热

轧轧辊，车间内配备了5台轧辊磨

床、2台轧辊装载机、轧辊冷却装

置以及其他磨辊间辅助设备。

顺应了钢铁行业发展的趋势，所

有的工作辊都通过轧辊装载机装

卸到磨床上。为了降低辅助时

间，所有的工作辊都通过在箱磨

削的方式进行磨削。轧辊装载机

上配备有轴承座翻箱装置，这样

就避免了轴承箱和磨床的碰撞问

题，这个系统也避免了在磨床上

安装单独的翻箱装置。为了避免

产生差错和操作失误，所有的轧

辊都通过RFID（射频识别）技术

进行识别，这样通过Waldrich-
Siegen自有的磨辊间管理系统就

可以对所有操作步骤进行存档，

自动控制并进行优化。带来的好

处是显而易见的：显著的降低了

轧辊的物流时间并且使整个流程

更加安全。

除了双方公司长久的友好合作，

台塑集团选择WaldrichSiegen的
理由还有：所有的零部件均来自

自行设计加工制造以及Waldrich-
Siegen轧辊磨床优异的可靠性和

友好的操作维护性能。

Mike Nitschke

使用CBN（氮化硼）砂轮进行

的低成本，结果可控的精磨削是

Herkules集团和他们的合作伙伴，

奥地利砂轮供应商MACH ROTEC
公司开发出的一套独一无二的解

决方案，在磨削技术领域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义。在过去，CBN砂

轮仅仅是用来进行粗磨，并且成

本很高；Herkules MACH的解决

方案是历史上第一次可以用CBN
砂轮来进行可控制的精磨，同

时降低了砂轮成本。成功的秘诀

是：减震性能极佳的砂轮和减震

性能极佳的机床配合极速响应的

控制系统和测量技术。

铸锻造的高速钢轧辊一直到最近

都很难通过传统的方法得到满意

的表面质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传统的砂轮材质，由铝，钢铁和

塑料构成，不具备任何减震性

能，因此也就不适合用来磨削

非常硬的高速钢轧辊。而MACH 
ROTEC公司的专利CFRP（碳纤

维强化聚合物）砂轮使得在砂轮

和轧辊的接触点上具有稳定和优

异的减震特性。

使用Herkules MACH技术方案进

行磨削带来的直接好处就是轧辊

表面粗糙度均匀，没有振纹，暗

纹或短划伤。均匀的轧辊表面质

量也减少了在轧制过程中碳化物

的脱落，使带钢的清洁性更好。

另外，通过使用新技术用CBN砂

轮进行磨削的另外一个优势是：

每年每台磨床可以节省25000欧元

的能源消耗（基于德国的能源消

耗计算）。

通过这项新技术的研发，Herkules
再次展示了他们不仅仅出售机

床，他们还提供针对不同应用的

完美解决方案。

轧辊磨削技术的一次飞跃

完美的减震和超高速测量系统– ProfiGrind系列轧辊磨床

Herkules和WaldrichSiegen将他

们在轧辊磨削和毛化领域的优势

整合到了一起。双方工程设计部

门的人员将集中到位于Siegen市
区Herkules所在地的设计中心，

同时负责两个品牌机床的设计和

研发工作。经验和知识的直接交

流会进一步增强工作效率并有利

于机床的进一步发展。

内部竞争力的聚焦并不会影响到

两个公司在市场上的独立性。两

个公司还是由不同的销售部门进

行产品的销售，机床也会像以前

一样根据品牌和产能进行分工。

借 助 于 竞 争 力 中 心 的 成

立，Herkules集团的各子公司通

过借鉴各自优势以更好的为客

户服务的战略得以进一步实施。

磨辊间的标志WaldrichSiegen–所有部件和设备同出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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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3 年 7 月 1 7 日 ， 在
Siegen，HerkulesGroup的50
名员工参加了当地的比赛。

近 8000名来自许多公司设在

新一任总裁-Jörg Hartwig将于

2013年9月开始他在WaldrichSiegen
的工作。他将负责WaldrichSiegen 
和 UnionChemnitz的销售部门。

Mr.Hartwig,欢迎您加入Herkules-
Group！您为什么选择担任Waldrich-
Siegen的总裁？

我选择这里的主要原因是企业、

产品和专业型以及个人角度。对

于“WaldrichSiegen” 和 “Union-
Chemnitz”出色的设备我早有耳

闻了。两家公司的战略方向是

一个令人兴奋和具有挑战性的任

务。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正符

合我的理想。

您的专业背景是怎样的？

自从我学徒时，我就一直在与机

床制造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非

常了解这个行业。我之前是主管

在德国的销售，同时也有机会在

美国和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我

也负责过非常重要的亚洲市场很

多年。在一家为客户特定自动车

床生产厂家工作多年后，我熟知

项目运作。我比较偏向技术方向。

您的目标是什么以及什么又将是

您的工作重点？

保持技术市场领先优势将是我们

的首要工作。作为一家德国的机

床制造商归根到底要为客户提供

实惠、高精度和高效率的机床。

我们要保证与我们的竞争对手有

所区别。这也包括全球战略。两

家公司必须确保这些目标。另外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公司背后的

员工们和我们的产品。

您认为对于销售来说什么样的价

值观最重要？

我们的销售经理致力于市场，因

此对于我们的产品组合的结构，

他们能够给予决定性的预兆。专

业的表现和工作的灵活性和快速

反应，能够保证客户的满意度。

非常重要的是要与客户保持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远远超出

了合同签订。一个很好的信息互

动和高效的动机是至关重要的。

您将在Hannover首次亮相。

在EMO会见现有的和潜在客户并

和向他们介绍我将是一个非常好

的契机。我期待着在展览会上成

为一名“HerkulesGroup成员”。
Hartwig先生，感谢您接收采访，

希望您工作愉快。

WaldrichSiegen新一任总裁

为Gontermann-Peipers公司提供的新型镗铣床铣床

Jörg Hartwig现任WaldrichSiegen销售总裁

当你想在现有的而又狭窄的车间

内更新你的旧镗床时，你会怎么

做？你需要寻找一家既能符合为

你提供高精度的新镗床又能符合

狭窄空间的要求。

德国轧辊和铸件生产制造商 - 
Gontermann-Peipers在去年与

WaldrichSiegen和UnionChemnitz
的合作更加紧密。在从最初就涵

盖了所有机床细节部分的紧密工

作后，Gontermann-Peipers选
择了UnionChemnitz的高扭矩的

PCR 162型镗床。

PCR 162镗床具备63千瓦，5000 
mm扭矩和速度达到 2200 min-1 
而且在Gontermann-Peipers拥有

需要具备可加工各种复杂工件这

先决条件。

这台镗床配备了高性能的正交直

线铣头和一个自动交换的平旋盘

和车削单元。

厂房内现有的落地平台和其他

基础部件都会再次使用。另

外，在镗杆和卡盘之间的距离

必须最小化。基于以上的原

因，UnionChemnitz为此在不降

低必要的刚性情况下为床身和滑

架设计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

PCR 162的所有各轴均为静压导

轨令机床可以处理大部分的难切

削的任务。静压导轨保证了最高

的刚性和最佳的阻尼质量。

这台机床将在2014年5月在Gon-
termann-Peipers投入使用，在不

久的将来必会在该厂体现出令客

户满意的价值。

Harald Kohlsdorf

（德国）Siegen的员工参加
了该项比赛。在这美好的夏
天，WaldrichSiegen员工参加
了环城5,5公里的比赛并给观众
留下了优秀团队的深刻印象。

公司规划游戏

学生们为他们工作的开始做准
备 – priME Cup德国，一个全国
型的公司规划游戏，寻求目标。
在2013年4月，WaldrichSiegen
承办了Master Cup的第二级的
竞赛。17名来自德国各地的学
生。他们被分在四个小组，互相
竞争，在五个营业周期，管理一
家虚构的公司。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
就参加了一个企业策划的游
戏。我从中获取了很多的经
验，致使我现在还从中受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马上同意举
办Master Cup。支持下一代的
职员是我们企业文化发展的方

向。WaldrichSiegen 的总裁
Dr. Stephan Witt说到并解释了
WaldrichSiegen为什么为游戏
提供基础设施。

精确加工复杂工件：UnionChemnitz PCR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