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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让客户更加成功

“我们的客户遍布世
界的各行各业。”

汽车整车及零配件

航空航天
能源

机械制造

工具及模具制造

精密机械

运输及重工业

医学

工具

您每天都会接触到联合磨削集团的机床生产的产品，因为
每个行业的顶尖厂商都信赖我们。
当您拿起手机时，我们的机床可能磨削了用以生产手机外
壳的刀具。您的汽车或上班搭乘的公共汽车上的发动机和
传动件都是用我们的机床加工而成，而将您送达度假目的
地的飞机上的涡轮机部件也是如此。用于生产片剂透明塑
料罩、人工膝关节或手表精密部件的平板也不例外。而这
只是我们所服务的行业中的一个缩影。

作为磨削、电火花加工、激光加工、测量和组合加工的精
密机床制造商，我们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所有对精度和表
面质量有要求的行业。
我们一切工作的目标都是让客户更加成功。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并满足全球客户的不同需求，就需要广泛的产品和应
用知识、全球化的存在、丰富的经验和充分的热情。而我
们作为联合磨削集团恰恰具备这些优势，因为作为一个集
团，我们拥有雄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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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

作为精密机床制造商，我们集团旗下的公司整合了三项技
术： 平面成型磨削、内外圆磨削和工具磨削。此外，我们
在IRPD 品牌下运营着一个增材制造技术中心。

我们集团的核心品牌是：MÄGERLE、BLOHM、JUNG、 
STUDER、SCHAUDT、MIKROSA、WALTER 和 EWAG。
此外 , 我

平面成型磨削

MÄGERLE 1929 | BLOHM 1924 | JUNG 1919

MÄGERLE、BLOHM 和 JUNG是高精度平面成型磨床的代
表。他们的产品包括从保持磨削精度一致性的高性能生产
型磨床到高去除率的客户化定制化磨削中心。 

内外圆磨削

STUDER 1912 | SCHAUDT 1906 | MIKROSA 1878

STUDER、SCHAUDT 和 MIKROSA 都是在内外圆磨削方面
具有悠久传统的品牌，每个品牌都有 100 多年的历史。其
广泛的技术能力包括标准机床以及旨在满足外圆、内圆、
非圆和无心磨削方面最高要求的系统解决方案。

工具加工

WALTER 1919 | EWAG 1946

作为系统和解决方案供应商，WALTER 和 EWAG 为工具（
即便是最难处理的材质）的整体和高精度加工提供解决方
案。他们一站式提供包括磨削、电火花加工、激光加工和
测量的全部功能。 

增材制造

IRPD 2001

IRPD 是指增材制造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从原型到
批量生产，IRPD 在所有通用的增材制造技术中提供高质
量的服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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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集团的核心是我们
强大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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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

客户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不仅通晓他们的语言，
还理解他们地区的不同需求和文化。正因如此，我们在全
世界 40 多个国家拥有 20 多家独资子公司以及 100 多个销
售和服务伙伴。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生产并向全球 80 多个国家交付了超
过 15 万台机床。

得益于我们在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广泛区域定位，我们能够
在需要时迅速抵达客户现场。

“我们了解客户，这不仅在于语
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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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为赢

联合磨削集团不仅以其高精度的机床和广泛的区域布局而
闻名。为了让我们的客户获得更大的成功，我们还需要更
多能力： 服务能力、数字化和软件能力、创新和制造能
力。

服务能力： 我们在机床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为客户提供服
务。
我们约有 5 万台机床在全球范围内的客户那里投入运转。
在机床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提供优质的服务是我们特别关注
的问题。因此，我们的客户关怀团队在调试期间的支持和
客户培训只是我们服务范围中的一小部分。机器使用寿命
长意味着必须对其进行维修、改装或提供备件。借助于全
面的改造和翻修服务，机床的工作寿命还能得到延长。

我们在全球拥有约 550 名客户关怀员工，并以10种语言开
通了50条帮助热线，以随时支持我们的客户，并尽可能快
地到达现场，无论我们的客户在80多个国家中的哪个国
家。

数字化和软件能力： 我们自主开发了机床中的智能技术
作为一家精密机床制造商，我们并不仅限于机床制造。我
们还自主开发软件。这是我们机器的智能，远远超出了单
纯的机器操作。我们大量的材料和工艺知识已经融入到软
件的开发中，这极大方便了用户的工作。

数字化的主题更进一步，目标是使机器联网，简化和透明
化过程，并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条
道路上前行，并不断开发全新的数字解决方案以支持客户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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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生产高精
度的产品，而这只能在高
精度的机床上实现。”

创新能力： 客户的成功需要创新——因此，研究和开发是
我们的首要任务
我们不仅要站在技术的最前沿，还有志于参与塑造未来的
技术。我们已经进行了 500 多项知识产权注册，而且数量
还在不断增加。

我们将创新视为客户成功的重要支柱，无论经济形势如
何，每年都有超过40万人力投入研发。 

制造能力： 我们从不委托第三方生产与质量相关的零部
件。
我们的客户生产高精度的产品，而这只能在高精度的机床
上完成。为了让机床达到较高的精度，我们从不委托第三
方生产与质量相关的零部件，而是通过在全球三个生产基
地接管生产。我们的机床组装是在不同的基地完成，并依
照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同的固定组装计划。因此，我们能够
快速灵活地作出反应，这对客户的交货时间产生了积极影
响。为此，我们的生产基地都遵循严格的要求，而且大部
分都通过了 ISO 认证并在不断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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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和知识

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取得这些成就： 我们在 30 多个国
家拥有大约 2500 名员工，他们每天都满怀热忱地为客户
工作， 100 多年来都是如此。

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他们是最重要的成
功因素。因为我们的员工拥有交付产品和服务质量所需的
技能和能力，这配得上“精确”这个词，而且也是我们的
客户所期望的。

对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它为我们的知
识和专业技术奠定了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致力于在
我们的公司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教育。

我们公司文化的特点是相互尊重和信任，不断改进的意志
以及追求精确的热情。

“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我们
的客户来说，我们的员工是
最重要的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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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竭诚为您效劳

希望了解更多？ 您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信息，以及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期待您的访问。 

UNITED GRINDING Group
  grinding.ch

UNITED GRINDING North America
  grinding.com

UNITED GRINDING China
  grinding.cn

IRPD
  irpd.ch

MÄGERLE
  maegerle.com

BLOHM
  blohm-machines.com

JUNG
  jung-machines.com

STUDER
  studer.com

SCHAUDT
  schaudt.com

MIKROSA
  mikrosa.com

WALTER
  walter-machines.com

EWAG
  ewag.com

我们，联合磨削集团的所有员工，每天都在不遗余力地为
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工作，这一点不会改变。
如今，制造商都肩负着责任。因此，我们对未来有一个全
面的看法，根据将来的环境和社会的需求而定。我们以 
100 多年的经验、独立性以及公司的长期战略为坚实的基
础。 

在精密加工的全球市场上，我们是公认的可靠长期合作伙
伴，而在涉及要求苛刻的解决方案时，我们更是首屈一
指。我们将这一突出的市场地位理解为向客户提供最高质
量的承诺， 而且我们打算继续这样做。“我们的目标始终
是通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让客户更加成功。”

团结为赢

1514

已交付超过 15 
万台机床

约 5 万台已安装的
机床

约 2500 
名员工

15000 
多个客户 

约 30 个国家

约 10% 
的学徒

20 多个基地

业务遍及 
40 多个国

家

约 550 名客户
关怀员工

100% 
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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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始终是通过我们
的产品和服务让客户更加成
功。”
联合磨削集团首席执行官，Stephan N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