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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AgieCharmilles.  

We are GF Machining Solutions.

GF加工方案: 一切为您！
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责任，GF加工方案将为您提供值得信赖的整体解决
方案及全方位服务。我们具有无与伦比的放电加工、激光纹理加工、激光
微细加工、增材制造和一流的铣削加工技术，主轴、工装夹具和自动化系
统，我们所有的解决方案都得到了全面的客户服务和专业的GF加工方案培
训支持。GF加工方案拥有的著名加工技术品牌 AgieCharmilles, Microlution,
Mikron Mill, Liechti, Step-Tec和 System 3R 将帮助您提升价值，我们的数字
化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提供嵌入式专业知识和优化的生产过程，跨越所
有行业，增加您的竞争优势。

Becoming better
every day – since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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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精度，
简单快捷

CUT X 系列

全新 CUT X 系列慢走丝线切割机床凝聚了 GF 加工方案百余年来在电火花（EDM）领域沉淀的
技术精华。典雅的全新外观设计和X技术的应用，CUT X 系列慢走丝线切割机床提供超高精度
和真价值。

超高精度

该机优化设计的机械结构、全新的机头采用增材制造技术

制造，全新温度控制系统为超高精度和超高表面质量打造

坚实基础。

 

简单

卓越的加工效果从未如此简单：丰富的功能显著简化了难

切割工件的加工，例如碰撞保护功能和穿丝前的电极丝退

火功能。

简单也意味着灵活。配全球首创的开放式与封闭式可换导

丝嘴和全新 UNIQUA 人机界面（HMI），无论是初级操作员

还是资深操作员都能体验到操作的惬意。

高速

全新 CUT X 系列机床又一次推升加工生产力。著名的智能

脉冲电源和直接供电模块（IPG-DPS）及 GF 加工方案特有

的双丝技术让您高速完成苛刻的加工任务。缩短周期时

间，支持无人值守自动生产，加快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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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机头
超高精度

全新机头设计达到更高刚性和更紧凑结构。

获益

• 高刚性和结构紧凑的下机头现在可在精致

工件切割中达到更理想的轮廓

14 mm

6 mm

全新和开创性的机头采用增材制造技术制造优化冲液管

路，减小导丝嘴与工件间的距离。加工放电时，这两个

关键特性有效提高了电极丝的直线度和保持了加工条件

的干净。

获益

• 可达极高轮廓精度的复杂形状切割

• 一致的表面质量

• 一致的凸模和凹模精度和表面质量显著延长冲压模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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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可换的开放式和
封闭式导丝嘴

提高灵活性，缩短非加工时间

导丝嘴为筒式设计，机床操作员可轻松更换，15 分钟内更换

完成（五分钟更换导丝嘴组件，10 分钟找正电极丝回路），

可选开放式或封闭式导丝嘴。

锥度加工同样可达超高精度

如果切割直线或锥角小于 3 度的锥形（高度 100 mm），可

选用开放式导丝嘴，充分利用灵活性，选择恰当的电极丝

直径，无需更换导丝嘴。

如果锥度角达 30 度（高度 100 mm），要在锥形件切割中达

到极高精度和表面质量，可选封闭式导丝嘴，然后根据所用

的电极丝，选择相配的专用导丝嘴和“锥度专家”模块。

获益

• 机床操作员可根据应用要求，选择正确的导丝嘴

• 机床操作员可根据以往经验选择开放式或封闭式导丝嘴

• 快速维护导丝嘴，缩短非加工时间

• 可进行大量锥形加工并达到极高精度

封闭式导丝嘴

开放式导丝嘴



温度补偿

在加工区内和加工区外，合理布局温度和湿度传感器，数

控系统采集传感器数据。然后，在这些数据基础上，人工

智能算法预测热变形并在定位 X 轴和 Y 轴以及 U 轴和 V 轴中

进行补偿。

获益

• 即使环境温度波动达 ± 2.5°摄氏度，同样可以达到超高

精度

• 在长时间的加工中，定位精度可达 ± 1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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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结构
超高精度

超高节距精度和轮廓精度 

全部轴均配直线光栅尺 

X 轴、Y 轴和 Z 轴基本轴以及 U 轴和 V 轴锥度加工轴都配直

线光栅尺，确保达到高定位精度

获益

• 超高节距精度

• 在线切割锥形工件中，同样可达到超高轮廓精度

封闭式防护罩

封闭式防护罩和机床门设计，在机床防护罩的顶部和底部

精心设有开口，严格控制加工区内气流，因此，可在加工

区内保持稳定一致的热特性。

获益

• 稳定一致的机床热特性，工件精度可重复 



智能化的 IPG-DPS
超高精度

智能脉冲电源

在粗加工和精加工中，智能脉冲电源和直接供电模块

（ IPG-DPS）自动调整加工参数。在新一代中央处理器

（CPU）支持下，严格控制加工放电（EDM）期间的放电间

隙，达到更高几何精度和更高表面质量，无断丝和达到高

切割速度。

获益

• 高表面质量，更少抛光，更高几何精度

• 理想的表面状况，更高轮廓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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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精度

在 CUT X 系列机床上，导丝嘴到工件的距离显著减小并采

用全新的冲液槽设计，因此，GF 加工方案所特有的 X 技术

可提供超高的轮廓精度。

简单

机床操作员无需在精度、表面质量与切割速度之间取

舍：GF 加工方案特有的加工参数允许这三项指标全部达到

理想值。机床操作员只需在 UNIQUA 人机界面中选择电极

丝、工件材质、高度、开放式或封闭式导丝系统和单丝或

双丝回路。全部其它操作都由 X 加工参数完成。

高速

采用 X 技术的 CUT X 系列慢走丝线切割机床的速度更快、

生产力更高，因此，投资回报期更短。该机速度快和电极

丝消耗少，让您获益于可持续的经济性。

特别为优化 CUT X 系列机床开发的 X 技术提供实实在在的高价值，例如超高精度，
简单快捷，这是慢走丝线切割（EDM）机床的开创新技术。

X 技术

用双 X 技术切割超复杂形状工件所

达到的典型高精度

高度 
30 mm 
材质 
钢 
圆角（内圆角/外圆角） 
0.1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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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穿丝

 “自动穿丝”（AWT）是一种可靠和自动

穿丝和重新穿丝技术，用户可轻松实现

无人值守生产和自动生产。

获益

• 即使在困难加工条件下，也能正确重

新穿丝

• 在无人值守生产中，可在多孔凹模和

级进凹模板加工时进行自动穿剪丝与

加工

• 顺利实现自动化

在 AWT 退火过程中，首先加热张力轮与
下机头间的电极丝；然后，将电极丝一
段的长度拉长和减小其直径，之后，用
气流冷却这部分电极丝。结果：实现无
毛刺的热剪效果和圆锥形电极丝尖头，
电极丝可轻松穿入导丝嘴和工件中。

电极丝管理
简单快捷

剪丝器

机内剪丝器可将加工后的电极丝剪

成碎屑并收集在机床背面的废丝箱

中。

获益

• 提高加工自主性和增加生产时间

• 无需回收废电极丝，缩短非加工

时间

双丝和双丝轴

为双丝技术提供的双丝轴（两个 25 

kg 丝轴）可提高加工自主性。

获益

• 更长时间的无人值守加工，生产

力更高

• 可自动化

• 减少丝轴更换频率，缩短非加工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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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丝自动换丝
系统（AWC）

该系列机床提供两个相同和对称的电极

丝回路。AWC 切换电极丝板使一种线或

另一种丝进入走丝回路。

简单、快速的粗加工和精加工

在主切中，用粗电极丝快速、高效地切割，在精加

工中，用细电极丝切小圆角和难切的圆角。双丝技

术与开放式导丝嘴配合可在更高切割速度下达到非

凡的效果。

高切割速度和高精度

直径相同但涂层不同的双电极丝配置，可在主切期

间高速切割，在精加工中，高表面质量地切割。即

使在大锥度工件切割中，双丝技术与封闭式导丝嘴

配合同样可以达到超高精度。

轻松倍增电极丝自主性

双丝回路和两个相同的 25 kg 丝轴倍增电极丝自主性。



简单快捷

要确定放电位置和监测放电密度，“放电跟踪”技术使用现代化的电子传感
器高速、精确地采集并实时处理数据。GF 加工方案的这项创新技术为 ISPS 
等卓越功能创造了基础。

放电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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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慢走丝线切割（EDM）的操作，GF 加工方案在“放电跟踪”技术中提供 ISPS 
模块。该系统简单易用，可评估电极丝与工件间每次放电的位置，比较放电密度与
设定的阈值。
如果放电密度大于阈值，ISPS 模块实时和自动调整放电能量，避免断丝和保持理想
的线切割速度。

智能放电防护系统（ISPS）

ISPS 无惧难题
+ 变高度工件

+ 盲孔

+ 上斜面或下斜面

+ 工装夹具或工件形状导致的

困难冲液情况

获益

• 在不同高度、盲孔、冲液不佳等其它极端工作条件下，

自动和实时调整加工参数

• 无需只为防断丝配备资深机床操作员

• 消除断丝，缩短非加工时间并可将生产自动化

• 更高生产力

Reduce wire consumption

缩短非加工时间

碰撞保护

八个应变传感器合理分布在上机头和下机头臂上，可检测任

何可能的碰撞，并可立即停止机床轴运动，避免机床损坏。

获益

• 保护工件和机床投资

• 节省维护成本

• 碰撞后立即重启加工，仅需找正电极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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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QUA 人机界面
UNIQUA 是 GF 加工方案慢走丝线切割（EDM）机床的全新人机界面。
代表着 GF 加工方案百余年来在电火花（EDM）加工领域技术的巅峰之
作，完全继承了老款人机界面的合理功能和易用性（操作舒适性）。

每种技能

UNIQUA 不仅是线切割（EDM）加工资

深专家的理想选择，也是初级操作员的

理想选择。UNIQUA 人机界面为资深机

床操作员提供强大的功能，为初级机床

操作员提供简单易用和易学的功能。

每种操作

UNIQUA 允许用户按照自己的想法操

作。用户用新版 ISO 功能可在顺序编

程中控制每一个细节或充分利用面向

对象编程的灵活性。

每名用户

在机床上或在机床外操作。UNIQUA 兼

容主流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

造（CAD/CAM）系统，内置的 CAM 系

统提供功能强大的图形工具。

面向对象编程顺序编程

简单快捷



操作舒适

加工区易于接近

90 度和开放式拐角设计、电动自动门有效减轻机床操作员在

加工准备期间的疲劳程度。U 形升降式工作液槽允许机床操

作员轻松接近工作台。

获益

• 优异的操作舒适性

• 自由接近整个加工区

占地面积和易维护性

该机结构紧凑，占地少，从工作准备区的对角位置可轻松

接近全部耗材（工作液过滤器，丝轴和剪丝器等）和维护

部位（电气柜，气动系统和水泵）。

获益

• 整齐排列机床

• 同级别中一流的单位面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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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就绪
简单快捷

3D 设定
上机头内置 Z 向测头，可准确测量工件上平面。自动找正电

极丝并使其垂直于工件上平面。

可收缩测头

机头内设有全功能的 3D 探测系统。需要测量工件时，自动

伸出测头，切割加工前，自动缩回测头。

获益

• 无人值守的工件准备功能和机内工件测量功能可自动装

件和卸件，保持生产连续进行

自动废料管理（ASM）
主切后，ASM 自动取出废料并将废料收集在专用的容器

中。

获益

• 无需人工操作，100 % 自动化

• 无需白班和夜班策略

自动门

90 度和开放式拐角设计、电动自动门可接近机器

人，自动进行装件和卸件。

获益

• 自动化就绪：无缝集成机器人装件和卸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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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X 350 CUT X 500

技术参数

 CUT X 350 CUT X 500

机床

加工方式 浸水式线切割 浸水式线切割

整机尺寸（*） mm (in) 2520 x 2340 x 2154
(99.21 x 92.12 x 84.8)

2822 x 3533 x 2444
(111.1 x 139.09 x 96.22)

设备总重，不含工作液 kg (lbs) 3900 (8598) 5340 (11773)

加工区

工作液槽 自动升降槽 自动升降槽

易接近性 正面 + 左侧 正面 + 左侧
最大工件尺寸（*） mm (in) 800 x 550 x 250

(31.49 x 21.65 x 9.8)
1000 x 700 x 250
(39.37 x 27.56 x 9.8)

最大工件重量 kg (lbs) 750 (1653) 1500 (3306)
工作台尺寸（**） mm (in) 680 x 450 (26.77 x 17.71) 850 x 450 (33.46 x 17.71)
地面到工作台的距离 mm (in) 1100 (43.3) 1000 (39.37)
工作液总容量 l (gal) 700 (175)
工作液的液位调整 mm (in) 0 – 250 (0 – 9.84) 自动 0 – 250 (0 – 9.84) 自动
工作液类型 去离子水 去离子水

X 轴，Y 轴，Z 轴和 U 轴，V 轴
X 轴，Y 轴，Z 轴行程（*） mm (in) 350 x 250 x 256 

(13.78 x 9.84 x 10.08)
500 x 350 x 256 
(19.68 x 13.78 x 10.08)

U 轴，V 轴行程（**） mm (in) ± 70 (2.75) ± 70 (2.75)
最高速度（X 轴，Y 轴和 U 轴，V 轴） m/min (ft/min) 3 (9.84) 3 (9.84)
最高人工定位速度 m/min (ft/min) 2 (6.56) 2 (6.56)
玻璃直线光栅尺 4 轴标配 

（X 轴，Y 轴，U 轴，V 轴）
4 轴标配 
（X 轴，Y 轴，U 轴，V 轴）

带碰撞保护（ICP）功能 5 轴标配 
（X 轴，Y 轴，Z 轴，U 轴，V 轴）

5 轴标配 
（X 轴，Y 轴，Z 轴，U 轴，V 轴）

锥度加工

最大锥度 °/mm (in) 30°/100 (3.94) 30°/100 (3.94)

供电（机床）

三相输入电压 V 380/400 380/400
最大功耗 kVA 12 12

压缩空气连接

压力 MPa (PSI) 0.6 – 0.8 (87-116) 0.6 – 0.8 (87-116)
最大功耗 l/min (gal/min) 150 (40) 150 (40)

* 宽度 x 深度 x 高度   ** 宽度 x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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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 X 350

CUT X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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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GF加工方案

多种加工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

我们提供多种加工技术，以高附加值、高智能性、高生产力和高质量满足您的及特定应用要求。您的

成功是我们的第一宗旨。为此，我们不断进取，确保我们的精湛技术更卓著。无论您身处何地和何行

业，也无论您企业规模之大小，我们都为您提供适合您的完整解决方案；我们以客户为核心，用贴心

的服务即刻帮助您快速成长。

慢走丝线切割EDM
GF加工方案的慢走丝线切割放电加工技术速度
快、精度高，而且节能高效。从仅0.02mm的细
丝的超高精度加工到高性能加工解决方案，满
足高速加工中对高表面质量的苛刻要求，我们
的慢走丝线切割加工解决方案确保您的成功。

电火花成形加工EDM
GF加工方案的革命性电火成形放电加工技术，
包括iGAP等技术，帮助客户显著提升加工速度
并降低电极损耗。我们的全部电火花成形加工
机床都提供高速加工能力并达到镜面级的Ra 
0.1μm(4 μin)高表面质量。

穿孔加工EDM
GF加工方案提供可靠的穿孔电加工解决方案，
让您在导电材质上快速进行穿孔加工，五轴机
型还能以任何角度在工件倾斜面上进行穿孔加
工。

激光表面纹理加工 
全数字化的激光表面纹理加工技术轻松加工装
饰性纹理和功能纹理，且加工效果可简单的反
复重现。即使复杂的三维几何和精密工件，也
能进行纹理加工、蚀刻、微结构加工、打标和
标识加工。

激光微细加工
GF加工方案拥有业内完整的激光微细加工产品
线，在更小和更灵巧几何零件上加工细小和高
精度的几何特征，满足当今前沿产品的要求。

激光增材制造技术 (AM)
GF加工方案携手全球领先的增材制造解决方案
供应商，即3D打印技术的领先公司3D Systems
共同推出全新金属3D打印解决方案，满足生产
企业对高效率生产复杂金属工件的要求。

铣削加工
Mikron MILL S系列高速、高精铣削加工解决方
案为高精度工模具制造商提供突出的竞争优
势。Mikron MILL P系列铣削加工中心的高性能
和自动化系统拥有更高生产力。我们的MILL E
系列经济型解决方案让客户更快地收回投资。

高性能的叶片加工
我们的Liechti交钥匙总包解决方案让您高动态性
能地加工高精度叶片。特有的叶片加工性能和
专有知识有效降低单件成本和提高生产力。

主轴
Step-Tec是GF加工方案的子公司，在每一款加
工中心开发初期都参与设计开发。Step-Tec主
轴结构紧凑、精度高并拥有恒温控制功能和优
异的几何重复精度，是Mikron铣削加工中心的
核心部件和理想的当然之选。

铣削加工 先进制造EDM （电加工）

数字化解决方案
为加快数字化转型，GF加工方案已收购专注于
机床互联的Symmedia软件公司。我们将共同合
作为各行业应用提供全面的工业4.0解决方案。
未来需要敏捷，快速适应连续的数字化工艺。
我们的智能制造技术内含专有技术、优化生产
的工艺和车间自动化功能：智能化和互联机床
的解决方案。

全面的服务 
在客户设备的全生命周期内，我们提供三个层
次的技术支持服务，确保客户的机床高性能地
工作。“操作支持”服务提供全部原厂备件和认
证耗材。“设备支持”服务提供备件、技术支持
和系列预防性服务，确保机床增加运行时间。 
“业务支持”服务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业务
解决方案。

工装夹具 
高精度的System 3R基准系统准确地夹紧和定位
电极和工件，在保持超精的同时，还提供充分
的生产自主性。轻松地互联各类机床，有效缩
短装夹时间，并在不同工序间轻松地运送工件。

自动化
我们与System 3R共同提供可扩展、高性价比的
自动化解决方案，满足您对简单的单机生产单
元或复杂的多工艺生产单元的量身定制要求。

工装夹具
和自动化 软件 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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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您

瑞士 美洲欧洲 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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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创新的高速铣削和专有的主轴技术、领先的放
电加工及独特的激光加工技术，结合智能自动
化系统，使用户保持高效生产，获得更高的收
益。GF加工方案全方位的客户服务体系，同时
为您提供全面的整体解决方案。

官方微信扫一扫
更多信息早知道

联系方式

上海市外高桥自由贸易试验区

富特东三路526号4幢C座

Tel: +86(0)21 5868 5000

Fax:+86(0)21 5868 0020

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坤安路 1 号

Tel: +86(0)10 6460 6822

Fax:+86(0)10 6460 6829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南山路1号中集智谷1403栋

Tel: +86(0)769 2165 2200

Fax:+86(0)769 2289 2825

成都市龙泉驿区车城东七路699号

 （成都航院博学楼一层）

Tel: +86(0)28 8782 7076 

Fax:+86(0)28 8782 7031

www.gfms.com

官方抖音扫一扫 
更多精彩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