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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雕集团国内布局

北京—集团总部、核心研发中心—68,300m2

廊坊—整机核心制造基地—222,100m2

天津—精密零部件生产基地—243,400m2

西安—产品研发中心—59,400m2

宁波—客户体验及研发生产基地—223,500m2

苏州—客户体验及研发生产基地—90,000m2

广州—客户体验及研发生产基地—99,000m2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京精雕），成立于1994年，是一家专注于精雕精
密数控加工中心（简称精雕机）研发、生产和应用的民营企业，是首批获得认证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北京精雕从零开始，通过不断地进行核心技术研发、新品开发迭代、市场应
用验证推广、成品规模化生产等工作，已成长为中国精密数控机床行业的头部企业。

北京精雕集团的旗舰产品为精雕高速加工中心（简称：精雕高速机），是为满足精密加
工需求而自主研制的高端机床。从2012年起，通过多年的研发迭代，精雕高速机已形成五
轴高速机、三轴高速机、高速加工专机3个子系列，共25个型号，具备稳定实现“0.1 微米
进给，1 微米切削，纳米级表面粗糙度”的能力，可“精准高效”实现“微米级精度”机械
零件的加工，被广泛应用于模具制造、医疗器械、精密电子、汽车部件、工具装备、光学仪
器和自动化机械等行业。代表机型JDGR400T，是国内首台通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团体标
准“机床装备制造成熟度”评价的精雕五轴高速加工中心（简称：精雕五轴高速机），获得
了“制造成熟度八级”认证，这标志着北京精雕具备了成熟的五轴高速机规模制造能力。

北京精雕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发展为支撑”的经营理念，努力夯实基
础，不断迭代发展，现已构建起“支持客户升级发展”的研发体系，累计向市场推出300多
个型号的精雕机；建立起以“μ级管控”为理念的机床制造体系，保障精雕机以高品质走向
市场；打造了“帮助客户用好精雕机”的服务体系，在中国设立有三个客户体验中心和40多
个技术服务公司，并在美国、德国、越南、马来西亚成立了分支机构，为客户提供及时有效
的工程技术服务；建设了“培养精密加工技术人员”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校企合作、承办
大赛等方式为制造业输送了上万名年轻的精密加工人才，促进行业生态良性发展。

7 个集研发、生产、客户体验
为一体的实体基地
40多个为客户提供技术服务
的分支机构

扫码观看集团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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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面积总计100万平方米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北京市隐形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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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GR500 精雕五轴高速加工中心  
JDGR500 5-AXIS HIGH-SPEED MACHINING CENTER

JDGR500是由北京精雕制造的具有微米级精度

加工能力的精雕五轴高速加工中心（简称：精雕

五轴高速机），适用于复杂形态金属硬料（HRC＞

50）钻铣磨精密加工的“精密型”五轴高速机，

可稳定实现5~15 μm加工精度，进行精细特征的

微铣削加工，同时满足零件大切削量加工需求。

JDGR500是精雕五轴高速加工中心系列中的一款“精密型”中大型五轴高速机，擅长于加工结构特

征复杂、毛坯边界偏差离散、材质为硬料或难切削材料（淬火钢、不锈钢、钛合金等）的机械零件。

JDGR500是由北京精雕独立研发而成，其核心技术、核心技术产品、整机结构

和关键功能部件，如机床主机、数控系统、电主轴、直驱转台、精密驱动系统、CAM

软件、信息化管理软件、刀库、精密制冷机等均由北京精雕研发和生产。

JDGR500可顺畅地完成堪称“金切极限”水平的“配合间隙小于5 μm的精雕曲面配合测试件”、“配合

间隙小于5 μm的精雕螺旋配合测试件”和“表面粗糙度小于10 nm的精雕镜面测试件”的加工。

精雕JD50数控系统 精雕高精度直驱转台

精雕精密驱动系统 精雕刀库

精雕CAM软件 机床主机

精雕精密制冷机精雕高速精密电主轴

体现JDGR500微米级加工能力的测试件

配合间隙小于5 μm的
精雕曲面配合测试件

配合间隙小于5 μm的
精雕螺旋配合测试件

表面粗糙度小于10 nm
的精雕镜面测试件

轮廓精度40 μm的
“S形国标机床精度测试件”

可实现单套和多套之间任意四个

方向“严丝合缝”的配合效果。

+

凹件和凸件可实现单套及多套之

间任意四个方向的互换配合；

配合后可提起底部100 kg的无

磁性钢块90 s。

+

+

R4的PCD刀具连续精加工82 h，

刀具磨损仅为0.6 μm；

表面粗糙度Sa＜10 nm；

波纹度＜25 nm，面型精度

PV＜10 μm。

+

+

+

S形曲面五轴联动加工；

S形直纹面有基准轮廓度

＜40 μm。

+

+

中国第一项金切机床精度测评国际标准测试件远高于120 μm的标准合格线

学生干出来的微米级精度测试件
成品率超过95％

配合后（剖面图)配合中（剖面图）

尺寸： 76×76×40 mm
材料： H13(HRC52)

尺寸： 
200×200×75 mm（凹）
150×150×75 mm（凸）
材料： H13(HRC52)

尺寸： 300×200×50 mm

材料： M333(HRC50)

尺寸：280×280×50 mm

材料：7075铝合金

扫
码
观
看
视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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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GR500 微米级精度加工能力说明 体现 JDGR500 复合加工能力的测试件
DESCRIPTION OF JDGR500 MICRON  ACCURACY PROCESSING CAPABILITY TEST PIECES WHICH EMBODY JDGR500 COMPOSITE PROCESSING CAPABILITY

复合加工测试件
材料  6061铝合金 尺寸  200×150×150 mm

 一次装夹实现铣、钻、攻、铰、镗等复合加工；+ 
孔和面粗糙度Ra＜0.4 μm；+ 
面与孔之间夹角＜10″，G与F孔同轴度小于10 μm；+ 
整块铝毛坯加工至成品，材料去除量65％，加工时间33 min。+ 

JDGR500可执行的机加工艺有铣削、钻

孔、攻丝、镗孔、磨削、研抛等，在加工过程中

刀具磨损稳定可控，可以准确地完成精度要求

微米级零件的加工。铣削加工表面可达到磨削

效果，PCD刀具研抛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可到

达10纳米级的水平。

钻孔

铣面

镗孔

攻螺纹

孔开粗

加工 M45 螺纹孔

“微米级精度零件加工”是当前金切加工的极限水平，要稳定地实现“微米级精度零件加工”主要依赖

于“机床执行机加工艺的准确度”和“机床工作过程的顺畅性”。前者是由机床的基本能力所决定的，而后

者是由操作者的“机床使用方法”所决定的。

“微米级精度零件批量加工”是所有精密机床生产厂家追求的目标，大家不约而同地通过提高机床

精度来努力完善“机床执行机加工艺的准确度”。然而，操机人员的过度干预，会导致“机床工作过程不顺

畅”，影响精密机床能力的正常发挥。

北京精雕创新性地将精密机床、数控系统和CAM软件集成为一体，充分利用自主核心技术的优势，从

稳定“机床执行机加工艺的准确度”和完善“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两方面开展相应工作，造就了北京精雕

五轴高速机具有“精准高效”实现微米级精度零件加工的能力。

CAM软件

数控系统

机床

无缝集成

机床执行机加工艺的准确度

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

精准

高效

G孔

F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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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JDGR500 稳定、高效实现微米级精度的零件加工

当下人工调机工作模式

精雕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

精雕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
JINGDIAO FIVE-AXIS AUTOMATIC PROCESSING MODE

精雕“在机检测”功能可利用接触式测头、激光对刀仪和接触式对刀仪，精准获得“管控调整数据”。

在面对必要的“管控调整工作”时，操机人员首先在精雕 CAM 软件和精雕数控系统平台上，进行调机工作

定义；接着，精雕数控系统按照精雕“在机检测”功能测量的精准“管控调整数据”，来驱动机床自动、准确

地进行调机动作。

当下，大部分数控机床的使用还高度依赖人工调机，最典型的工作就是人工定义工件坐标系原点和
刀具几何尺寸信息，其原因是：数控系统在解算加工路径时，必须要获得准确的工件坐标系原点和刀具尺
寸等信息，操机人员要通过手工打表进行工件坐标系原点和刀具尺寸的定义，即人工需要完成的“调机工
作”。

然而，由于人工执行调机工作时，调机的效率、精度均会受到调机人员个体差异性的影响，进而影响精
密加工过程的顺畅性和零件的加工精度。这是因为“人工调机”在面对工件基准边界符合某种几何规则时，
人工易于操作；当工件基准边界变化大、形态复杂、特征多时，人工就难于操作。如果工件坐标系和刀具尺
寸定义不准，就直接影响数控系统解算出的加工路径与工件特征形态的匹配度，导致加工出的几何特征与
工件基准出现偏差，则会出现加工误差。

在微米级精度零件加工过程中，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调机人员通过高水平的“人工调机”完成。如，程序
安全性检查、人工试切工作、主轴热伸长管控、五轴机床轴心管控、刀具磨损监控、更换刀具接序管控、人
工上下料、工件二次返修等。

如果这些工作完成的水平不高、耗时过长，尤其是需要通过“人工测量”获得的“管控调整数据”不稳
定，就会影响精密加工过程的顺畅性和零件的加工精度，这就是精密加工需要“工匠型操机人员”的原因。

北京精雕充分利用精雕数控系统和精雕 CAM 软件无缝集成的优势，创新性地将“测量系统”集成于精

雕数控系统中，并在精雕 CAM 软件中实现“测量编程”功能，由此打造出北京精雕特有的“在机检测”功能。

上述“操机人员在程序中定义调机工作、机床自动进行调机动作”，就是北京精雕特有的“精雕五轴自

动化工作模式”。该模式减少了“人工调机”的难度和不确定性，让精雕五轴高速机可按节拍、稳定连续地工

作，确保精雕五轴高速机“精准高效”地实现微米级精度零件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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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机人员在CAM软件定义操机工作

程功能
测量编

测量
系统

接触式测头

激光对刀仪

接触式对刀仪

精雕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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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精雕的“精雕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的高效运行，是建立在精雕“用刀标准化”、精雕“数字化仿

真”、精雕“刀具测量”、精雕“机内自动化”、精雕“加工余量测量”、精雕“自动供料系统”六大功能要素

共同发力的基础上。在有足够的生产物料保障的前提下，北京精雕的“精雕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可保证精

雕五轴高速机实现24小时无人操机连续工作。

  精雕“数字化仿真”

  精雕“刀具测量”

支持精雕五轴自动化工作模式的六大功能要素

  精雕“用刀标准化”

精雕“用刀标准化”，规范用

刀方法，可控制刀具磨损，保

障刀具切削过程准确。

精雕“数字化仿真”，在精雕

CAM 软件中做加工，避免多

轴运动中工件、刀具、机床结

构件碰撞的风险，保障五轴

加工的安全。

精雕“刀具测量”，在切削开

始前测刀具，确保解算切削

路径的“刀具尺寸”是正确的，

并可以进行必要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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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雕“机内自动化”

精雕“机内自动化”是在精雕

CAM软件中定义调机动作，如：

工件自动摆正，再由程序驱动

机床自动完成调机工作，减少

了人工干预，保证了机床的顺

畅运行。

  精雕“加工余量测量”

精雕“加工余量测量”功能，

可实现“机上几何尺寸测量”，

减少工件在机床与测量机间

的反复。

  精雕“自动供料系统”

精雕“自动供料系统”，可代

替人工进行机床上下料，减少

操作工体力劳动，也可代替人

工上夜 班，实现夜 班 无人化

连续生产，提高机床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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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是加工零件的工具，因此，零件精度水平和品质的稳定性，是评价高端精密机床最客观、最直接的

标准。

JDGR500是具有微米级精密加工能力的高端数控机床，已被应用于汽车模具零件、叶轮零件、压铸件

零件等多个领域的客户现场，帮助客户实现了许多“难活”的稳定、高效的生产，包括：复杂形态零件的加

工、硬料零件的加工、使用多种刀具进行复合加工，充分证明了JDGR500能够“稳定、精准、高效”地实现精

密加工。

典型应用案例
TYPICAL APPLICATIONS

汽车模具零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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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Φ201×192 mm             材料：DAC-P(HRC48-50)
加工特征：23处型腔，31处清角区域，清角区域占总面积10%
样品故事：

尺寸：496×459×200 mm          材料：H13(HRC52)
加工特征：零件所有曲面，最小R角为R0.5 mm
样品故事：

在进行该零件31处清角区域的加工时，如果采用电火花进行放电加工，要先加工69个
电极，并在放电加工后进行人工抛光，生产时间共229 h。

客户希望能缩短生产时间，同时提高加工精度。在使用精雕五轴高速机后，零件上
98%的特征可以一次性加工到位，无需人工抛光，生产时间缩短至59 h 45 min。

客户原有方案在进行该零件加工时，工序包括三轴开粗、
三轴加工、放电加工和人工抛光，加工时间共需184.5 h。

为了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北京精雕采用三轴＋五轴接
序加工方式，精准实现所有特征加工，省去电火花环节，表
面粗糙度Ra<0.3 mm，无需人工抛光，零件加工时长缩
短至106.5 h。

加工时间由229 h缩短至59 h 45 min

加工时间由184.5 h缩短至106.5 h

汽车发动机缸体镶件

汽车三色尾灯模具零件

尺寸：141×131×197 mm             材料：H13(HRC52)
加工特征：零件所有曲面，最小曲率半径为R 0.52 mm
样品故事：
客户现场仅有三轴机床和电火花设备，基于此，零件的原生产方案是分3次装夹进行加工，并对微小特征进行放电加工，最后
再进行人工抛光，采用这种加工方单个零件加工时长37 h。

客户提出，急需在保证零件精度的前提下，提高此类镶件的出货率，并最终选择了北京精雕五轴高速机。在精雕五轴高速机
上可以1次装夹完成多面加工，包括微小特征部位，省去后续的电火花环节，零件加工时长缩短至26.8 h。

汽车刹车制动四回路壳体镶件

三轴+电火花加工需4人，用时37 h，
精雕五轴高速机仅需1人，用时26.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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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轮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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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铸件零件

不锈钢叶轮的加工对于五轴设备的动态精度和切削
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此款不锈钢叶轮的不平衡量要
小于 7 gmm，而客户原有设备的加工精度只能达到
38 gmm。

在使用精雕五轴高速机后，该款叶轮不平衡量减小到
5 gmm，原因是精雕五轴高速机在加工中可有效管
控刀具磨损，确保叶轮的叶片轮廓度和表面粗糙度达
标，进而保证了叶轮的动平衡。

尺寸：Φ408×160 mm             材料：2Cr13
样品故事：

压气机叶轮

叶轮不平衡量由38 gmm减小到5 gmm，
满足加工要求7 gmm

尺寸：Φ350×286 mm             材料：7075铝合金  
加工特征：7级249个薄壁叶片，叶片最高98 mm厚2 mm
样品故事：
客户原有的工艺方案在进行该零件加工时，需要在机床上反复试切来调整工艺保证加工效果，这个过程通常在6个月左右。

随着订单数量的增加，客户急需对原有方案升级改造，最终客户选用了北京精雕的方案，在精雕CAM软件SurfMill中采用
“DT编程”技术进行工艺的开发、模拟仿真和优化，最终输出安全的五轴加工工艺，工艺试制周期缩短至20天，且一次试样
成功,开创了复杂零件工艺试制的新模式。

涡轮分子泵叶轮

帮助客户将工艺试制周期由6个月缩短至20天，首件
加工一次成功,开创了复杂零件工艺试制的新模式 由于该工件来料毛坯一致性差，客户在原有方案下加工该零件时，需要三轴+四轴机床分多道工序完成，造成有些孔加工不

到或者加工偏位，空间位置精度差，良率只能达到60%。 

为了帮助客户提高生产良率，北京精雕只采用一台五轴高速加工中心，并配备特有的“在机检测”功能，消除了工件位置偏差
对加工结果的影响，产品的良率提升至98%，加工品质得到大幅提升。

尺寸：527×194×119 mm   
材料：铸铝(ADC12) 硅含量12% 硬HB90
加工特征：分布在7个角度上的装配孔及密封孔
样品故事：

缸盖罩盖压铸件

加工良率由60%提升至98%

在进行该零件上多个角度的特征加工时，客户需要使用多
台设备分多道工序完成，包括：三轴机床、四轴机床和车
床，并配备相应的操作人员。

为了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北京精雕在一台精雕五轴高
速机上完成所有特征的加工，节省了工序间的流转时间，
加工共使用41把刀具，包括：铣刀、钻头、镗刀、阶梯钻、
阶梯铰刀等，单件加工时间仅为35 min。

尺寸：257×223×173 mm             材料：ADC12铸铝
加工特征：分布在6个角度的30多个不同规格的孔
样品故事：

发动机冷却模块压铸件

一台精雕五轴高速机代替三轴、四轴和车床
多工序流转加工，操作人员由3人减少到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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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GR500的基本结构

JDGR500 的基本组成说明
JDGR500 BASIC 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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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 3 组合夹具 U 钻专用夹具 3R 快换夹具

可装夹最大工件尺寸（单位：mm)

φ600

46
0

JDGR500工作行程范围 

JDGR500工作台尺寸图

可安装多种零点快换夹具

JDGR500是北京精雕针对精密模具加工研发的五轴联动

加工中心，采用定梁龙门+摇篮式双轴转台的运动布局形式，

最大可加工直径φ600 mm、高330 mm、重300 kg的工件，

该机型配置直线轴光栅尺、旋转轴编码器，实现了全闭环控

制，定位精度小于3 μm，可实现微米级的零件五轴加工。

X/Y/Z轴工作行程 ： 550  / 770  / 450 mm
A/C轴回转角度 ： （-115°～90°）/360°
转台直径 ： φ500 mm
工作负重 ： 300 kg
可加工工件最大尺寸 ： φ600 × 330 mm

JDGR500 参数

XX 轴轴

YY 轴轴

ZZ 轴轴

CC 轴轴

AA 轴轴

A轴-90°
Y轴 770

Z轴
 4

50
54

5

340

φ
60

0

φ200

φ
50

0

φ160

48

48 10

14 +0.2
0

24 +0.5
0

430

A轴旋转中心

8-T型槽均布

50

45° 45°

330
460

SR410

最大重量30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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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JD50数控系统是北京精雕历经二十多年开发打造出的专业数控系统，具有完整、独立的知识

产权，基础技术完全通过自主研发获得。目前，精雕数控系统装机量已超过12万套，在实际使用中已经

受住了高使用强度、高温高湿环境的大规模玻璃磨削加工应用场景的考验，具有高水平的可靠性。

精雕JD50数控系统

系统内集成了一套“测量系统”，形成了
最有特色的精雕“在机检测”功能。在
精雕“在机检测”功能支撑下，精雕高
速机有能力进行工件测量和刀具测量。

精雕数控系统的体系架构完整，核心功
能完备，工作模式完全符合国际主流数
控系统的规范。

符合国际规范的通用数控系统

精雕数控系统可以准确支持五轴联动
的加工运动，可支持磨、铣、钻、镗、车
和攻丝等多种加工工艺，可高效实现高
精度、大数据量的多轴加工路径的计算
，为人机交互提供高效的支持，并可支
持多种形态的外部设备的使用。

支持磨、铣、钻、镗、车、攻丝
等多种加工方式

JD50数控系统针对具有特殊工艺要求
的专业加工提供参数化编程和加工控
制功能，如光学镜片的球面和非球面五
轴磨削专业功能等，可以实现亚微米精
度的产品加工。

满足特殊工艺要求的专业模块

支持在机检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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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CAM软件

支持精雕精密加工中心高效使用

精雕“机边”自动化工作站软件- ShopWorks精雕CAM软件- SurfMill

工艺仿真模拟加工工艺编程 特征检测编程

精雕CAM软件SurfMill是北京精雕历经二十多年研发迭代发展起来的面向精密加工和五轴加工的专业

CAM软件，该软件的原始代码和基础几何算法库完全由北京精雕独立研发获得，具有完整的知识产权。

目前精雕CAM 软件SurfMill 的注册量超过15 万。

精雕“机边”自动化工作站软件 ShopWorks 是北京精雕自研的一款专供调机人员使用的机边数字化

管控软件。该软件具有在机检测、过程管控、合并程序、虚拟仿真功能模块，可协同通用 CAM 软件在精雕

机上实现“机内自动化”工作模式。

机边工作人员在 ShopWorks 中进行“调机工作”工步定义，如定义工件坐标系和刀长，并将调机程序

输出至精雕 JD50 数控系统。在精雕 JD50 数控系统“在机检测”功能的支持下，精雕五轴高速机使用测头

和对刀仪自动、准确地执行调机工作，确保机床工作过程顺畅和准确，并将手工调机工作在软件端实现。

精雕CAM软件可高效实现复合加工、五轴加工的加工路径计算

和模拟仿真，尤其在支持高精度曲面计算上更具特色。

精雕CAM软件创新性地将加工工艺编程、过程管控编程、特征检

测编程、自动化工作定义集成在一体，生成支持“五轴自动化工作模

式”的加工程序，确保了加工过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此提高精雕

机，尤其是精雕五轴高速机的使用效率。

精雕CAM软件与精雕数控系统的无缝集成，是支持精雕五轴高

速机“高效率”使用的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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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高速精密电主轴由北京精雕独立自主研制而成，是精雕高速机的主要核心部件之一，为高速、精密、
复合加工提供切削动力，已达到“高速、高刚性、低振动”的国际水平。目前，北京精雕已实现 10 多个型号精
雕高速精密电主轴及配套驱动器的研制工作。

JDGR500 配备的精雕高速精密电主轴跳动为微米级，具备良好的精度保持性和热稳定性，并可根据应
用场景选择中空通水配置，支持 HSK-A50 和 HSK-A63 刀柄的使用，进行淬火硬料的加工。

精雕高速精密电主轴

精雕主轴 JDGR500可选主轴

JD150S-20-HA50
JD150SC-20-HA50

JD180S-15-HA63
JD180SC-15-HA63

基本参数

输出功率（S6-60%） 18 kW 25 kW

输出扭矩（S6-60%） 21.5 N·m 32 N·m

最高转速 20000 rpm  15000 rpm  

刀柄型式 HSK-A50 HSK-A63 

重量 46.5 kg 71 kg

主轴性能
锥孔径向跳动 ≤1.5 μm ≤2 μm

转子端面轴向跳动 ≤1 μm ≤1 μm

最高转速时振动 ≤0.6 mm/s ≤0.6 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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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切削能力 (JD150S)

切削方式 加工材料 刀具规格 有效齿数 切宽
mm

切深
mm

转速
rpm

进给
mm/min 

去除率
 cm³/min

面铣

6061
铝合金

D80 mm
面铣刀 7 70 2 6,000 4,000 560

45#
调质钢

D50 mm
面铣刀 4 45 0.8 1,000 1,000 36

立铣

6061
铝合金

D16 mm
波刃立铣刀 4 3 40 10,000 6,000 720

45#
调质钢

D16 mm
波刃立铣刀 4 0.8 32 3,200 1,600 41

 钻孔

6061
铝合金

D35 mm
U 钻 1 / / 800 100 96

45#
调质钢

D24 mm
U 钻 1 / / 700 70 32

攻丝

6061
铝合金

M24×2
切削丝锥 3 / / 700 1,400 /

45#
调质钢

M14×1.5
切削丝锥 3 / / 200 300 /

（ 工况不同加工数据不同，此数据仅供参考 ）

D

W

D

W

带旋转接头，切削液穿过主轴中心 中心冷却刀柄和刀具

增加切削液压力在 2～5 MPa 内冷切削液的过滤精度在 5 μm

中空出水
主轴

内冷刀柄
和刀具

增压装置 过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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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轴
倾斜轴

驱动形式 直驱

C 轴
旋转轴

驱动形式 直驱

定位精度 (") 6 定位精度 (") 6

重复定位精度 (") 4 重复定位精度 (") 4

快速旋转速度
（r/min） 60 快速旋转速度

（r/min） 60

最高切削进给速度
（r/min） 60 最高切削进给速度

（r/min） 60

回转角度 -115° ~90° 回转角度 360°
（连续旋转）

额定扭矩 (N·m) 1000×2 额定扭矩 (N·m) 600

峰值扭矩 (N·m) 1500×2 峰值扭矩 (N·m) 950

冷却方式 水冷 冷却方式 水冷

定位锁紧方式 液压 定位锁紧方式 液压

安全刹车功能（有 / 无） 有 工作台面尺寸
( 外径 x 槽数 x 槽宽 mm) Φ500×8×14

/ / 治具接口 自动夹具接口

精雕转台是精雕五轴高速机实现高精度五轴加工的基本保障，北京精雕已掌握了高精度直驱转台的核

心技术，实现了高精度直驱转台从科研技术到商业产品的转化，目前，装机量已超万台。

JDGR500 转台为双轴直驱转台 (A 轴双驱 )，采用循环水冷直驱电机，具有 0.0001°的运动控制分辨率，

同时具有定位锁紧及安全刹车的双重制动功能，可实现高精度、高效率、高可靠性的零件加工。

精雕转台

JDGR500配置转台参数

C轴冷却

A轴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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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K-A50/A63刀柄示意图 （单位：mm)

精雕刀库

JDGR500可选刀库

刀库是数控机床能够实现自动化加工及生产的重要功能部件，可有效提高生产加工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北京精雕刀库系统由北京精雕独立自主研制，采用伺服驱动技术，零部件全部自研自产，具有高速寻刀、

高精度定位、低震动、低冲击等性能优势，可有效缩短数控机床的非加工时间，降低换刀过程对机床性能

的影响，有利于产品质量的稳定。北京精雕刀库系统包含直排刀库、伞式刀库、圆盘刀库及链式刀库多个系

列，可有效满足不同市场的客户需求。

JDGR500可配备多款精雕链式刀库，刀库容量最大可达63把刀具，刀对刀换刀时间仅1.5 s。

类型 链式刀库
适用刀柄 HSK-A50 HSK-A63

刀库名称 A50T37 A50T63 A63T37 A63T51

刀库容量 37 63 37 51

最大刀具直径（邻装刀） 50 mm 50 mm 65 mm 65 mm

最大刀具直径（邻空刀） 100 mm 100 mm 100 mm 100 mm

最大刀具重量 4 kg 4 kg 6 kg  6  kg

刀库最大载重 85 kg 125 kg 100 kg 125 kg

最大刀具长度 300 mm 300 mm 300 mm 300 mm

换刀形式  机械手换刀  机械手换刀  机械手换刀  机械手换刀

刀对刀换刀时间（T-T） 1.5 s  1.5 s  1.5 s  1.5 s

备刀功能 有 有 有 有

刀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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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刀具
重量：4 kg

（含刀柄）30036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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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50

30036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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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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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300
42

Φ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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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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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刀具
重量：6 kg

（含刀柄）

最大刀具尺寸（邻装刀）

最大刀具尺寸（邻装刀）

最大刀具尺寸（邻空刀）

最大刀具尺寸（邻空刀）

最大刀具重量--含刀柄

最大刀具重量--含刀柄

最大刀具重力距 150

最大刀具重力距 150



2827

材料 切屑形态 切屑尺寸 适用性

钢材

长 不适用

短 适用

粉末 适用

团屑 不适用

缠绕屑 不适用

铸铁

长 不适用

短 适用

粉末 适用

有色金属
( 铝、4Cr13 等 )

长 不适用

短 适用

团屑 不适用

缠绕屑 不适用

BEIJING JINGDIAO GROUP

精雕切削液过滤系统是北京精雕自研自产的重要机床附件之一，其主要功能为实现废屑的处理及切削

液的冷却、过滤与循环，从而保障精密加工的高品质和连续性。

依据机床加工去除量及切屑形态，JDGR500 可选配刮板排屑过滤系统。

注：切屑尺寸＞50 mm为长，≤50 mm则为短。

刮板排屑过滤系统由刮板排屑机、过滤液箱和

集屑车三部分组成，可自动排出长度≤50 mm的金

属短屑、碎屑和粉末状等形态的切屑，并进行切削

液的循环处理。可显著延长切削液的使用寿命，改

善机床的操作环境，保障机床的连续生产，为精密零

件的高品质加工保驾护航。

精雕切削液过滤系统

刮板排屑过滤系统介绍

刮板排屑机

过滤液箱
集屑车

适用碎屑类型

切削液流动方向
排屑方向
刮板运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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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板排屑过滤系统采用三级分离过滤，分别为内过滤装置、积屑篮组件、插板滤网，过滤精度为 250 μm；

对于切削液品质要求较高的场合，刮板排屑过滤系统可依据需求配置袋式过滤装置（过滤精度：5-50 μm）、

涡旋分离器（过滤精度：70-100 μm）、切削液增压装置、切削液制冷机、油水分离器等辅助装置；

刮板排屑过滤系统配置液位、流量、温度等检测装置，实现切削液参数实时监测，保障切削液使用效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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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自动供料系统是北京精雕自主研发的一种生产辅助设备，具备物料的存储、搬运和信息管理功能，

主要用于代替人工上下料，可以实现机床夜班无人化连续生产，提高机床利用率。

精雕自动供料系统可配套精雕机床组成精雕机加自动化系统，精雕机加自动化系统根据不同的组成方

式又可分为单元式、岛屿式和产线式三种形态。

精雕自动供料系统

精雕机加自动化系统形态

自动上下料，无需人工干预，机床连续生产

人工在机床端上下料，机床生产不连续 夜班无人值守

人工 机床

9:00

9:00

15:00

15:00

21:00

21:00

03:00

03:00

9:00

9:00

24h

24h

单元式机加自动化系统

产线式机加自动化系统

岛屿式机加自动化系统

JDGR500机床可配置JDFMS150S和JDFMS300C自动供料系统，组成标准的单元式精雕机加自动化

系统。

项目 标准值
供料系统型号 JDFMS150S

料位数量 16 24 

工件最大限制尺寸 400×400×250 mm 320×320×250 mm

机械手最大负载 150 kg

上下料时间 90 s

重  量 3500 kg

气源压力 ≥ 0.6 MPa 

工控系统 JMS 中央控制系统

项目 标准值
供料系统型号 JDFMS300C

料位数量 18 9

工件最大限制尺寸 400×400×260 mm 600×500×370 mm

机械手最大负载 300 kg

上下料时间 90 s

重  量 4810 kg 5280 kg

气源压力 4~7 MPa( 液压 )

工控系统 JMS 中央控制系统

JDFMS150S自动供料系统技术参数

JDFMS300C自动供料系统技术参数

*可根据实际项目定制开发

*可根据实际项目定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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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雕数字化车间管理系统（JDSoft IFactory）是集生产管理、过程监控、数据采集分析于一体的数字化

车间管理软件。IFactory将车间设备接入系统，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设备运行状态和加工记录等信息，通过

对生产数据进行采集、统计、分析，直观显示车间整体运行状态，为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准确数据支撑。

精雕车间信息化软件IFactory

辅助生产决策，助力企业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获取实时生产数据、提高车间管理效率

■   订单统计报表 ■   加工任务班次报表 ■   机床工时报表 ■   报警统计报表

系统特色业务模块、助力实现高效生产

■   工艺文件一键下发 ■   资源文件管理 ■   刀具标准化管理 ■   设备维保管理

实时输出多元报表、挖掘数据支撑决策

■   车间总览 ■   加工任务看板 ■   车间生产能力统计 ■   机床工时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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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与配置
TECHNICAL PARAMETERS AND CONFIGURATION

机床技术参数表

工作范围

行程 X/Y/Z 550 ×770 ×450 mm
行程 A/C （-115°～ 90°）/360°

主轴端面到工作台面距离 145 mm ～ 595 mm
台面直径 Φ500 mm

最大工件尺寸 Φ600 mm×330 mm
最大承重 ( 均匀载荷 ) 300 kg

T 型槽规格 ( 上口宽度 × 下口宽度 × 槽数 ) 14 mm×25 mm×8 个

位置精度
直线轴

定位精度 X/Y/Z 2/2/2 μm
重复定位精度 X/Y/Z 1.8/1.8/1.8 μm

回转轴
定位精度 A/C 6″ /6″

重复定位精度 A/C 4″ /4″

进给速度
直线轴

快速移动速度 X/Y/Z 15 / 18 / 18 m/min
最高切削进给速度 X/Y/Z 10 m/min

回转轴
快速旋转速度 A/C 60 / 60 rpm

最高切削进给速度 A/C 60 / 60 rpm

主轴参数

主轴名称 JD150S-20-HA50 JD150SC-20-HA50 JD180S-15-HA63
JD180SC-15-HA63

最高转速 20000 rpm 20000 rpm 15000 rpm

刀柄接口 HSK-A50 HSK-A50 HSK-A63

输出功率（S6-60%） 18 kW 18 kW 25 kW

输出扭矩（S6-60%） 21.5 N·m 21.5 N·m 32 N·m

松刀压力 气压≥ 0.52 MPa 油压≥ 6 MPa 油压≥ 6 MPa

刀库参数

刀库类型 链式刀库
适用刀柄 HSK-A50 HSK-A63
刀库名称 A50T37 A50T63 A63T37 A63T51
刀库容量 37 把 63 把 37 把 51 把

最大刀具长度 300 mm 300 mm 300 mm 300 mm
最大刀具直径（邻装刀） 50 mm 50 mm 65 mm 65 mm
最大刀具直径（邻空刀） 100 mm 100 mm 100 mm 100 mm

最大刀具重量 4 kg 4 kg 6 kg 6 kg
刀对刀换刀时间（ T-T ） 1.5 s 1.5 s 1.5 s 1.5 s

过滤系统

过滤系统名称 切削液箱 刮板排屑过滤系统
规格型号 JDAYX210L JDAGB280-GR500
产品尺寸 1550×1650×550 mm 2800×950×1350 mm
液箱容积 210 L 320 L

压力 0.05 MPa ～ 0.5 MPa 0.05 MPa ～ 0.5 MPa
流量 ≤ 55 L/min ≤ 100 L/min

安装条件

长 × 宽 × 高 3810 ×3080 ×3160 mm

占地面积
（加附件）

不含开关门 11.7 m²
含开关门 17 m²

机床重量 13000 kg
压缩空气质量等级 3-4-2

平均耗气量（无风冷） 300 L/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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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配置表

基本功能配置表

主机配置

精雕 JD50 数控系统

可选主轴 JD150S-20-HA50 、JD150SC-20-HA50、JD180S-15-HA63、JD180SC-15-HA63                  

可选链式刀库 A50T37、A50T63、A63T37、A63T51

接触式对刀仪

电主轴及驱动系统制冷机

软件配置 精雕 CAM 软件 JDSoft SurfMill 9.5

高级功能配置表

数控系统

刀具补偿功能（ 三维刀具圆角半径补偿、刀具位置补偿、锥刀清角路径补偿 ）

工件补偿功能（ 曲线 / 曲面特征 3D 最佳拟合法工件位置找正）

运动控制功能（ 自主旋转控制、切割〔震荡磨削〕、高速前瞻、极坐标插补、圆柱插补、手轮偏置 ）

互联通讯功能（ 联网监控、GEM、MTConnect）

刀具（组）寿命管理功能

测量误差云图显示功能

主轴热误差补偿功能       

软件

精雕 CAM 软件 JDSoft SurfMill 高级功能（叶轮专业加工、齿轮设计加工、智能电极加工、机床连机）

精雕“机边”自动化工作站软件 JDSoft ShopWorks

精雕车间信息化软件 IFactory

在机检测系统

接触式测头▲

测量标定组件（标准球 / 标定环 ）

激光对刀仪

图像测量系统

机床附件

刮板排屑过滤系统 微量油雾润滑装置

切削液增压装置 ▲ 油雾收集器

袋式过滤装置 ▲ 旋转接头 ●

油水分离机 机床自动化集成接口 ●

切削液制冷机 自动供料系统（精雕自产）●

机内喷淋装置

工程服务

精雕“用刀标准化”工程服务

精雕“数字化仿真环境”工程服务

精雕“机内自动化”工程服务

精雕“车间信息化”工程服务

★由于公司产品技术在不断升级，实际机床配置表可能与此样表不同，请以实际销售为准。

▲ 需根据实际工况确定具体型号         ●  需根据实际需求确定详细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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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视图

左视图前视图

前视图

基本环境要求

温度和湿度
环境温度：A±1.0℃，18℃ ＜ A ＜ 24℃
温度波动范围：＜ 1.0℃ /60 min
湿度：20%-75% （20℃），不凝露

电源
电源电压：三相 380 VAC±10%
频率：50 Hz±2%
电流：20 A
电源容量：42kVA（JDGR500（P15SHA））
电源电缆线径：10 AWG

气源
气源空气流量：300 L/min （不含切削风冷）
机床气源气压：0.55 MPa—0.65 MPa

地基要求
基础混凝土层厚度：≥ 1000 mm
地面振动速度：＜ 0.1 mm/s
地基承载：不小于 10 t/m2

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30

BEIJING JINGDIAO GROUP

安装尺寸与基本环境要求
INSTALLATION DIMENSIONS  BASIC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安装尺寸

（单位：mm)（无附件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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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方向
刮板式排屑器

（单位：mm)（带附件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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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国内分支机构：

郑州分公司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路畅科技郑州工业园11栋1层
电话：0371-55985286
邮箱：zhengzhou@jingdiao.com

西安分公司
西安市高新区定昆池二路西段9号
电话：029-88451535
邮箱：xian@jingdiao.com

深圳分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大富社区桂月路334号硅谷动力汽
车电子创业园A12栋1-3层
电话：0755-84715562
邮箱：shenzhen@jingdiao.com

青岛分公司
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赵红路南（大洋涂料西面）
电话：0532-84906292 
邮箱：qingdao@jingdiao.com

广州分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钟顺路624号6栋102
电话：020-84772808 /13922451976
邮箱：guangzhou@jingdiao.com

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山河路与永兴道交叉路口往西北约200米
电话：022-60801188
邮箱：tianjin@jingdiao.com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永安路10号
电话：010-60801188-1112
邮箱：beijing@jingdiao.com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江岸区建设新村590号（武汉机电工程学校南院）
电话：027-83566187
邮箱：wuhan@jingdiao.com

长安分公司
东莞市长安镇建安路246号长通工业园B1栋
电话：0769-85447676
邮箱：changan@jingdiao.com

东莞分公司
东莞市寮步镇香缘路 3 号（东莞市精雕职业培训第二学校创意楼三楼）
电话：0769-22458709
邮箱：dongguan@jingdiao.com

石狮分公司
石狮市宝盖镇鞋城工业区伟业路225号
电话：0595-88736360
邮箱：shishi@jingdiao.com

福州分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618号金山工业区橘园洲工业厂房61#楼一层
电话：0591-83540036
邮箱：fuzhou@jingdiao.com

泉州分公司
泉州市清濛开发区崇荣街东段2号
电话：0595-85605901 
邮箱：jinjiang@jingdiao.com

厦门分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黄金工业园区洪塘头一路52号101
电话：0592-5782682
邮箱：xiamen@jingdiao.com

苏州分公司
苏州高新区（虎丘）浔阳江路99号
电话：0512-65839375
邮箱：suzhou@jingdiao.com

廊坊精雕市场应用部
河北省廊坊开发区木兰道10号
电话：010-60801188转2601 
            0316-6081188转2601
            010-80841797(传真)
邮箱：lf-market@jingdiao.com

嘉兴分公司
嘉兴市南湖区南溪东路1466号综合楼一层
电话：0573-82679150 
邮箱：jiaxing@jingdiao.com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2弄11号一层（近祁连山南路）
电话：021-66082671
邮箱：shanghai@jingdiao.com

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羊山北路1号（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工业中心1楼）
电话：025-84872953
邮箱：nanjing@jingdiao.com

大连分公司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八街6-3号
电话：0411-87612276
邮箱：dalian@jingdiao.com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路83-19号
电话：024-25640478
邮箱：shenyang@jingdiao.com

常州分公司
常州市鸣凰镇武宜南路588号长三角模具城5-23号
电话：0519-86228990 
邮箱：changzhou@jingdiao.com

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新区新洲路15号(汇鸿工业园内）
电话：0510-85347772 
邮箱：wuxi@jingdiao.com

昆山分公司
昆山市城北东昌路388号
电话：0512-55111922
邮箱：kunshan@jingdiao.com

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璧山区金剑路568号8栋一楼
电话：023-41702300
邮箱：chongqing@jingdiao.com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越南有限公司
太原省普安市同进坊荣昌组李南帝路267-269号
电话：+84-208-3864141
邮箱：vietnam@jingdiao.com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越南有限公司平阳分公司
平阳省顺安市安富坊越新居住区D6路DC34区1块
电话：+84-274-7308188
邮箱：vietnam@jingdiao.com

北京精雕集团马来西亚分公司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莎阿南市22区22/5路21号
电话：+603-5101 9699
邮箱：malaysia@jingdiao.com

北京精雕北美公司
美国伊利诺伊州蒙特普罗斯派克特镇商业中心东路1400号103单元
电话：＋1-847-9068888
邮箱：usa@jingdiao.com

北京精雕欧洲公司
德国韦斯特巴赫大街 28号克龙贝格城黑森州
电话：0049-6173-9648226
邮箱：europe@jingdiao.com

国际市场部
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工业区永安路10号
电话：010-69808268 
邮箱：overseas@jingdiao.com

海外分支机构：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车城东七路699号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博学楼)  
电话：028-87075990 
邮箱：chengdu@jingdiao.com

龙岗分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黄阁北路72号
电话：0755-84535550 
邮箱：longgang@jingdiao.com

宝安分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三围社区奋达创意园D栋一楼
电话：0755-29972878
邮箱：baoan@jingdiao.com

中山分公司
中山市东升镇葵兴大道215号内右栋1-2楼
电话：0760-22119940
邮箱：zhongshan@jingdiao.com

惠州分公司
惠州市惠阳区高尔夫路恒发智谷C栋1、2层
电话：0752-3392559/0752-3373559/0752-3398559
邮箱：huizhou@jingdiao.com

常平分公司
东莞市常平镇塘角村塘角路133号
电话：0769-83970709
邮箱：changping@jingdiao.com

长沙分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求真楼一层
电话：0731-85467646
邮箱：changsha@jingdiao.com

汕头分公司
汕头市高新区科技中路3号一层
电话：0754-85804591
邮箱：shantou@jingdiao.com

温州分公司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蒲州街道兴国路25号一楼
电话：0577-88639366  13968890396
邮箱：wenzhou@jingdiao.com

黄岩分公司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嘉木路288号（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实训楼-3号楼）
电话：0576-84280817
邮箱：huangyan@jingdiao.com

宁波分公司
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科欣路317号
电话：0574-27900488
邮箱：ningbo@jingdiao.com

杭州分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鸿兴路111号2号厂房第一、二层
电话：0571-86999690
邮箱：hangzhou@jingdiao.com

余姚分公司
余姚市城东新区双河路777号
电话：0574-62640007
邮箱：yuyao@jingdiao.com

义乌分公司
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319号 1楼
电话：0579-85332590
邮箱：yiwu@jingdia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