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ldrich Siegen 再次向市场推出经过反复验证的优化的机床理念：立式车床。随着
ProfiTurnM车铣机床和 ProfiMill龙门铣床的小尺寸的成功问世，这是 Waldrich- 
Siegen 在近几年内第三次扩大其产品范围。随着Waldrich Siegen不断的技术革
新，不断地扩大了加工解决方案。这是为过去的几年机床制造业的寒冬期带些积极成
效：Waldrich Siegen 从公司自身机构优化和扩大产品范围中获利。一项成功的策略-
头三台立式车床将于2018年在德国的客户以及另一位客户的现场投产。

位于 Magdeburg 德国的马德堡 SKET GmbH公司订购了两台立式车床。该公司是欧洲
能源行业的服务供应商的领军企业。其核心产品是为风能转换器生产零部件。新订购的
两台 ProfiTurn V 立式车床可以满足该公司加工大型、精密、高加工需求的旋转对称工
件的理想机床。

ProfiTurn V 6350 两台立式车床将用于生产ENERCON风能转换器的支撑销和刀片适配
器。工件的直径为 6350 mm，重量达 50 t。“该机床具有两个车削和铣削主轴单元，
功率为 63 kW，扭矩为 2150 Nm，”Waldrich Siegen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Marco Tannert
说道。“主要的铸铁部件已经在公司内部按照最高的质量标准完成了。转台和车铣单元
也是内部定制的。”后者更可满足广泛的车铣加工需求而且可以自动更换。

大型铸造件加工中的普遍应用

第二位订购的客户是一家美国铸造件公司，决定投资购买一台 ProfiTurn V 立车车床不
仅仅是因为机床满足高精度更是因为机床其他的优势：机床的高性能和灵活、广泛的加
工范围。ProfiTurn V 6000-Y 立式车床最大车削直径为 6000 mm，将用于生产加工各种
铸件。因为机床可以满足不同的加工需求，它既可以被当作龙门铣床，又可以被当作立
式车床，或者同时满足两种加工需求。

为来自不同行业的客户生产定制的铸造件，例如能源业、造船业。工件加工尺寸-最大
尺寸可达 5410 mm，最大重量可达150 t，而且经常遇到极难加工的原材料-因此需要一
台具备高性能加工能力的机床，可高效地加工去除原材料。ProfiTurn V 立式车床配备了
车铣主轴单元，功率为91 kW，转矩高达7000 Nm。

铸造件的重切削和精加工都需要不同的加工技术。通过主轴头可对接的九种铣头并且可
在任意时间进行扩展从而实现这些不同的技术应用方案。经过不同领域的应用加工实
践，Waldrich Siegen 机床的功率和高精度是众所周知的，ProfiTurn V 立式车床的问世
是 Waldrich Siegen 车床产品系列的成功扩展。

新型立式车床成功问世

三台 ProfiTurn V 立式车床将于2018 年投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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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产品的成功扩展：ProfiTurn V 6350 立式车床配备铣头和车削附件



在2017年8月，第二台小规格 ProfiMill 系列龙门铣床将在韩国市场领先地位的 STX 柴
油机工厂运行，这台龙门铣床将用来生产四冲程的 MTU 柴油机。

这台机床龙门通过宽度3米，通过高度2.5米，配备有两台2x4米的工作台。得益于
Waldrich Siegen 的超强技术能力，这台创新设计的龙门铣在本次招标活动中拔得头筹。

这台机床的优势在于，高水平的加工质量以及性能参数，主轴功率达到 71kW，功率最
大2750 Nm，最高转速达6000转/分钟。机床的质量得益于经典的设计  – 铸铁主结构件
以及各轴的全静压导轨。机床的精度对于加工柴油机来说至关重要。取决于发动机缸数
不同，多达十二个的轴承位需要完美的保证轴线的一致性以保证曲轴的良好运行。

最后征服用户的还有这台设备的高柔性，随设备发运的还包含了若干针对客户不同柴油
机优化过的Waldrich Siegen自产附件头，这些附件头可以自动进行交换。将来随着生
产不同产品的需要可以随时添置新的附件头。

这个订单对于Waldrich Siegen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但确定了ProfiMill 新的规格系列
和STX柴油机的合作成功，同时也加强了在韩国市场尤其是在造船造机领域中不可替代
的市场领导者地位。

成功推出的小尺寸 ProfiMill 系列龙门铣通过宽度为 2700mm / 3200 mm / 3700 mm / 
4200 mm，主要用于中小型工件的五面加工。推出此种类型机床的主要目的是在不牺
牲机床质量的前提下给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柔性加工设备。

高性能
ProfiMill 规格1系列龙门铣床结合了高功率和高扭矩。主轴功率可达71kW，扭矩最大
2750 Nm，主轴最高转速到 6000 转/分钟。

基于以下设计的高精度
 ■ 优化设计并采用铸铁结构件
 ■ X,Y,Z 和W轴采用静压导轨设计
 ■ 通过加强筋设计保证了优异减震性能同时保证高刚性
 ■ 高热稳定性
 ■ 优化的温控措施通过静压油的循环来实现：良好的热稳定性保证了长时间加工的精度
稳定性
 ■ 横梁的机械补偿，且通过强化桥板可以进行微调 – 和刮研进行对比，这样的调整更简
单高效，且具备足够的高精度。

机床选项
滑枕安装不可更换的铣头或轴头接口设计，后者可以安装立铣头，直角头，叉形行头或
更高转速的电主轴。
选项设备：单个，双工作台或集成式工作台，龙门移动式或桥架式，链式刀库或者货架
式，头库和软件选项等。

社论 | MarcoTannert

尊敬的读者们：

不断恶化的经济环境依然影响着全球的重型机床市场，对铣床，车床和磨床的需求尤其
远低于预期。因此，让我们尤其感到欣慰的是，客户对我们新机床产品的技术的信任和
认可，尤其是较小尺寸的 ProfiMill 龙门铣床和 ProfiTurn V立式车床。

凭借着这些新产品，使得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赢得了更加稳定的地位。凭借
Magdeburg 德国马格德堡的 SKET GmbH 公司订购的两台立式车床以及美国客户订购
的一台立式车床的订单，我们进一步成功的扩大了产品范围。2015年之后，2016年是
铣床订单和车床订单的收获之年。因此，我们订单状态和车间使用率都处于饱和状态。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投资我们自己的生产设施：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台较小尺
寸的 ProfiMill 龙门铣床的升级改造工作，配备了最新的铣头。

在2016年秋季，我们兄弟公司 UnionChemnitz 共同参加了Chicago 芝加哥的 IMTS 展会
和 Stuttgart 斯图加特的 AMB 展会，从而进一步的提高了品牌知名度。今年，我们将参
加北京的中国国际机床展，汉诺威的欧洲机床展以及莫斯科的 Metalloobrabotka 展会。 
届时，我们将会展示我们的创新产品和技术-对于 ProfiMill 龙门铣床系列，我们提供了
小尺寸的龙门铣床。客户对于小型的龙门铣床给予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已经处于生产阶
段。凭借着这个产品组合，我们有能力为客户定制一款性价比优良，质量优质，符合客
户的加工需求的龙门铣床和最佳的加工解决方案，

Marco Tannert
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ProfiMill规格1系列竞标成功

韩国 STX公司订购“最小
ProfiMill龙门铣床”

ProfiMill 规格1系列：用于中小型工件的紧凑型机床

可选的水泥复合立柱强化了机床的刚性

水泥复合立柱可选
用于工作台移动式的定梁龙门铣

优势如下：
 ■ 优异阻尼减振性能：和传统的铸铁相比减振性能高2倍，和钢铁比要好15倍。
 ■ 龙门的连接部位仅有水泥立柱和横梁一个部位，这就使得龙门的刚性增强，
也保证了整个设备的刚性。
 ■ 重新调整更加简单。

 ProfiMill规格1系列机床技术亮点



Waldrich Siegen 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进行自有生产车间的现代化改造。在2016年初完
成对高精度卧式机床µPM的翻新改造之后，现在一台龙门铣床的现代化改造工作也接
近尾声。

新的铣头和结构部件、更高等级的自动化系统以及先进的测量装置 – 得益于这些升级改
造，在龙门铣床上加工机床的各个部件所需的时间减少了将近10%。从它在1986年完
成调试起，这台龙门铣床一直是 Burbach 的总部工厂用来生产立车、卧车以及龙门铣
床的主力机床。现如今，龙门铣床配备了了 Waldrich Siegen 最先进的技术  –  结果是加
工效率提高了15%。

将来，借助新的铣头更换装置，三个额外的带B轴的铣头可以安装到新主轴单元的主轴
头接口上。此外，机床还配备了链式刀库的换刀装置。工作台床身、顶梁和立柱的龙门
框架现如今都配备了新的传动和测量系统；W轴也采用了最新的驱动技术。在完成升级
改造之后，2017年2月开始，ProfiMill 龙门铣床作为 Waldrich Siegen 工厂的生产主力渐
渐又重新发挥其核心作用 – 更高的加工精度以及显著提高的加工效率。

Ralf Tschersche

武汉重型机床厂是中国三大重型机床制造厂之一。为了保证对机床部件的高效和高精度
加工，他们在武汉的生产基地增添了一台由 Waldrich Siegen 制造的ProfiMill4000型
龙门铣床。

这台 ProfiMill 龙门铣床会用来对龙门铣床和立式车床横梁进行高精加工。对于这项加工
任务来说可靠的加工质量最为重要，因为横梁本身的精度对于整台设备的精度来说至关
重要。除了用来满足横梁的加工，这台设备还可用来加工众多具有高精度要求的部件，
可以满足最高加工精度的要求。比如说重型机床制造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导轨面的加
工，不仅对于平面度，平行度和位置度有要求，对于表面质量同样有很高的要求，这些
高精加工要求均可通过本台 ProfiMill 4000 来实现 – 它以实现 0.01 mm/m 的加工精度。

武汉重型机床厂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可以提供综合系列重型机床的厂家。这台新的
ProfiMill 龙门铣床通过宽度4米，通过高度3.5米，工作台14米长，可以用来加工此范围
内的各种工件。为了高效的满足不同的加工工艺需求，这台机床配备了七个Waldrich-
Siegen 生产的龙门铣头和一个铣头自动更换装置。其中配置了一个数控万能铣头，可
以用来进行五轴加工。

Hubert Schuhen

针对复杂工件的高精加工:ProfiMill 4000

先进的技术：现代化改造龙门铣床

龙门铣床翻新改造：自有生产车间上的投资

15%效率的提高得益于 Waldrich Siegen 的技术

重要视点：五台龙门移动式龙门铣床正在德国Burbach生产制造。在2015年底， 
Waldrich Siegen获得了来自中国最大的造船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CSSC) 的
大订单。第一台龙门铣床现已准备发运。

五台ProfiMill龙门铣床订单生产规模成型

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生产的龙门移动式铣床已接近完成

五台中的三台龙门铣床将安装在中船集团的子公司沪东重机工厂内

重型机床制造商增添一台ProfiMill4000

用于高精度机床部件的加工

中国新成立的合作服务机构：
沪东重机 – WaldrichSiegen 维修维护中心

Waldrich Siegen和中船集团旗下的拥有上文提到的三台Profi Mill龙门铣的沪东
重机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服务团队，该团队的服务内容包括安装、维护、售后
服务、培训及操作Waldrich Siegen的龙门铣床和卧式车床。服务中心将位于上
海的临港地区，和我们位于嘉兴的售后服务公司一起给中国用户提供快速响应
的本土化服务。



让客户满意是最好的商业策略 – 在完成一台由Waldrich Siegen于1997年生产的WS III CP 
10.101 x 5.000型轧辊磨床后，客户又下了另外一个磨床现代化改造的订单。韩国
Dongbu钢铁公司是冷轧产品的领先生产商。在他们的磨辊间，一台同样产于1997年的
即将翻新改造的磨床，肩负着对重达10吨、长度达5m的支撑辊的磨削任务。对该磨床
的翻新改造的目标是让其重新获得与新磨床同一水准的加工精度，并确保将来有可用的
电气自动化备件的供应使用。

为了节约时间和减少停机时间，Waldrich Siegen开发了一种新的定制化改造方案。大
部分的部件都在德国预装。比如，Z轴和X轴的磨削主轴的静压系统和导轨的润滑系
统中的泵、分配器、阀门和其他独立部件不需要在现场花费长时间进行改造装配。相
反，Waldrich Siegen将提供一整套静压箱柜。得益于该节约时间的改造策略，磨床只
需中断最短的时间对轧机轧辊供应磨削后的轧辊。

除了机械翻新改造之外，该翻新订单还包含了电气元件的改造。机床配备了新的电控
柜、由Waldrich Siegen兄弟公司 HCC/KPM 公司研发的先进的 CNC 控制系统PGC 10以
及新的传动和电机。此外，另一更新是在这台磨床上采用新的能稳定检测轧辊表面早期
缺陷的涡流探伤设备。

Dongbu钢铁公司和Waldrich Siegen从1997年以来一直保持着成功的合作。在他们的冷
轧车间中，还有来自Waldrich Siegen的三台磨床和其他磨辊间配套设备。按照计划，
该磨床的翻新改造将于2018年完成，此后该磨床将以与新机床一样的磨削精度投入到
轧辊的磨削生产当中。

Mike Nitschke

现代化：与新机床一样精密

预安装的组件降低了停机时间

Burbach工厂生产的铣头使得生产力翻倍

适用于各种应用的定制化铣头
更大的生产车间、两倍于原来的员工以及设备：Waldrich Siegen总部的铣头生产能力
已成规模。定制化的附件头为全世界使用Waldrich Siegen机床的客户开辟了全新的应
用领域，为他们的加工应用的灵活性做出了重要贡献。

Waldrich Siegen开始设计和制造自己的铣头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从2012年开始，其
兄弟公司UnionChemnitz的铣头也在这里设计。现如今，其生产能力已增长一倍。

在其产品系列中，部分产品为带有B和C轴的铣头。与Waldrich Siegen机床产品系
列扩展相对应，同时包含了新增的立式车铣机床（详见第一页），其车刀刀座也在
Waldrich Siegen设计和制造。铣头的生产借助于先进的机械手以及特殊的工具和测量
装置。通过一个特殊的测试台对铣头的传热性能、噪声程度、密封性能进行并调试。自
行生产铣头是Herkules集团内部公司之间多年来一直采取的一种策略 – 使用该垂直定制
化生产的铣头能保持并增强客户的技术始终处于先进地位。

年度最佳培训公司
公司自有的培训中心，专业的培训经理以及进一步的职业发展机
会 – Waldrich Siegen 不断在自己的初级员工上进行投资，并获得了 
由“Agentur für Arbeit”（就业机构）颁发的“Ausbildungsunter- 
nehmen des Jahres”（年度培训公司）奖。

Friederike Daub，人力资源团队的成员，很高兴的说：“我们是
该地区仅有的获得该奖项的三家公司中的一个。我们优秀的职业
培训为我们在所在地区获得了声誉并吸引了不少最优秀的人才加
入我们的公司。”3月22号，Carsten Tillmann，Agentur für Arbeit 
机构在 Siegen 的 CEO， 授予 Marco Tannert（WadrichSiegen的
总裁兼 COO）该奖项。

Burbach 车铣开放日
“车铣开放日”将于6月27日-28日在德国 Burbach举行。除了信息
介绍外，现场还将展示新的 ProfiMill龙门铣床，“更小”的1型以及
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建造的其中一台大型 ProfiMill 龙门铣床（详见
第 3页）。访问者还可以参观立式车铣复合机床 ProfiTurn V（详见
第 1页）。

更多信息访问 waldrich siegen.com.cn/news

改造一新： 全部完成翻新改造的轧辊磨床

精确定制化客户需求：铣头，内部生产

颁奖典礼：Friederike Daub, Carsten Tillmann 和 Marco Tann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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