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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 通广面对面

1999 年，杭州芬麦特机械有限

公司在浙江省会杭州桐庐县凤

川镇成立。当时，高精度金属

加工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公司的

CEO 兼董事长叶林讲述了公司转型为

高精度制造商的背景：“我们一开始只

是为海外企业加工零件，当时在中国存

在着成百上千类似的中小型公司，由于

技术的不足，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靠

价格而非质量。然而在随后的十几年，

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对高精度零件的

需求持续增加，公司转型势在必行。”

在市场调节发挥作用的浪潮中，优胜劣

汰是挑战，也是机遇，芬麦特决定主动

应变，积极转型。叶林指出：“我们不

想由于加工精度不足而导致客户流失，

也不想继续在低价市场上停留，我们期

望发展成为一个高质量的制造商，进而

打入高端市场，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而实现这一目标，公司首先要做的

是对加工机械进行升级，并形成相关的

专业知识、技能。在公司的转型和未来

发展路途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与瑞士高

精度机床制造企业 Fehlmann 的结识。20

The combination of flexibility and accuracy

至高精度遇见无限灵活

 杭州芬麦特机械有限公司  供稿

杭州芬麦特机械有限公司通过引进了 Fehlmann PICOMAX® 95，成功转型为一个创新型的高精度零件制造商，为中

国金属加工业树立起新的标准。

——芬麦特与Fehlmann的结缘之路

Fehlmann 中国区总经理马库斯 •贝克和杭州芬麦特机械有限公司 CEO 兼董事长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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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 年代，叶林作为中国一家国企

的产品质量控制工程师，被派驻到德国

工作。也就是在德国工作的那几年，叶

林第一次认识了瑞士高精度机床制造企

业 Fehlmann。他提到：“Fehlmann 在市场

上赢得了极高的赞誉：最高的精度、最

大的灵活性、最强的可靠性，这是我们

升级机床决定选择 Fehlmann 的主要原因

之一。”经过考察，最终芬麦特决定采购

Fehlmann 的 PICOMAX® 95 五轴数控机

床，以助力公司的转型升级，自此开启

了两公司之间卓有成效的合作。

瑞士之行与 Fehlmann 结缘

叶林表示：“Fehlmann 让我印象最

深的是其机床质量及其背后独特的理念。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接触到许多欧

洲和日本的机械制造商，并与它们进行

过合作。其中许多都是在本国购买或进

口零部件，然后进行组装，但 Fehlmann

却不那样做，他们从产品研发、制造及

至安装，全都自主进行。”

Fehlmann 公司成立于 1930 年，一直

专注于精密铣削和钻孔机床的研发和生

产。从一开始，这一家族企业就涉足该

领域的整条增值链：从概念产生到设计，

再到生产、调试、售后服务和人员培训。

贝克说：“这种运营方式和内部高效的生

产效率让我们与众不同。生产流程的每

一步都致力于优化我们产品的精度、刚

度和性能。”

成功转型   全新面貌

如今，芬麦特已获得 CQC 质量管理

体系 ISO-9001 认证，拥有 130 名员工和

先进的机械，不仅为欧美知名品牌提供

复杂的机械组件和高精度的零件，业务

范围更涵盖了航空航天、医疗设备、实

验室仪器、汽车、印刷、电子和电信等

众多行业领域。同时，芬麦特致力于中

小企业相关的各类创新技术的研发和示

例服务。叶林提到：“我们已成功从一个

简单的制造商转型为复杂机械加工和高

精度标准方面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我

们有实力和优势应对中国金属加工行业

面临的难题。”

在公司的转型过程中，性能和精度

优良的 PICOMAX® 95 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叶林说：“我们使用 PICOMAX® 

95 生产零件样品和小批量产品，进而评

估创新的可能性。”然而各行各业的中外

企业都需要高精度零件，如何满足不同

行业的不同需求？针对这一点，他解释

道：“我们在采购 Fehlmann 机床时，当

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比如，当收到

高精度零件的加工订单时，我们会采用

PICOMAX® 95 进行加工，以达到最佳精

度和光洁度。但是我们会收到不同行业

的订单，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

拥有的高精度机床，将必须具备高度的

灵活性，需可加工各种材料，包括镁、

钛、钢、铝、钨、陶瓷、钼、聚醚醚酮

（PEEK，主要用于医学技术）等。”

Fehlmann 中国区总经理马库斯 •贝

克说：“PICOMAX® 95 拥有高度的灵活

性，在机械加工和可加工材料方面没有

限制。工作台尺寸为 1600mm×550mm，

行程为 800mm×500mm，可同时进行

3 轴和 5 轴模式的加工。甚至尺寸达到

200mm×200mm×200mm 的大型工件，

也可以采用 5 轴 ATS 200 旋转装置进行

加工。杭州芬麦特机械有限公司最初考

虑了几种小型机床，但基于 PICOMAX® 

95 的这些优势，最终决定采购我们公司

最大的这种 Picomax 机床。”

PICOMAX® 95 优势

极限精度 快速热传导 Fehlmann 机床

的一个独到之处在于其厚重的铸件基体，

装配面经过人工刮研，以获得完美的机

械几何精度 。贝克解释道：“这需要大量

的劳动和时间，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最

高的精度，并真正达到最优质量，因此

绝对有必要这样做。”

主轴内部制造 PICOMAX® 95 机床

可配置不同转速的电主轴，比如 14000 

rpm、20000 rpm 和 24000 rpm， 这 些 主

轴全部由 FEHLMANN 自行制造。所有

FEHLMANN 主轴都可以采用以新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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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替换件的方式进行更换，方便而迅速。

“替换件主轴和全新主轴具有相同的品

质，因为我们会将其彻底分解，并对每

个部件进行修复或更换。对我们用户来

说，相当于用极低的价格获得一根新主

轴，可节省一大笔开支。”

在 Fehlmann 总部，拥有 15 名工程

师专注于产品研发和创新。此外，还有

一个专业的专家团队采用最新的测量方

法对所有零件进行深度测试。贝克说：

“Fehlmann 拥有卓越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研发经验，我们的目标是领先所有竞争

对手一步。”

PICOMAX® 95 是在转台上为小型立

体零件提供 5 轴联动加工。为了实现最

大工件精度，在五个轴上全部标配了直

接测量系统。由于其较高的性能和同样

较大的扭矩，该机床可以轻松完成难切

削材料的加工作业。极低的振动水平可

使加工零件实现完美的表面光洁度。机

床主轴可达到 24000rpm 转速，采用油

气润滑和恒温冷却，可保证其保持最佳

的热稳定性，满足各种加工任务要求。

机床的集成链式刀库可选择包括 46 或

72 个刀位。贝克解释说：“PICOMAX® 

95 拥有极大的适应性，因此我们可以根

据客户的需要为其定制完美的产品。”

易于操作 与 Fehlmann 的其他机床一

样，PICOMAX® 95 采用人性化设计，首

先考虑易于操作这一方面：所有操作都

可从机床前方轻松完成。工作台易于接

近，加工区在任何时间都处于可见状态。

较大的台面可同时进行多零件夹紧，甚

至可同时实现 3 轴和 5 轴联动加工。如

选配自动化系统，在无操作人员的夜班

也能够自动进行加工。台面、工件和刀

库都可轻便靠近。最新一代、通用的、

全数字化 Heidenhain 控制系统确保了快

速、安全、舒适的操作。

当 PICOMAX® 95 交付至杭州芬麦特

机械有限公司之后，Fehlmann 公司的专

家前来完成了安装调试，并对操作人员

进行为期十天的培训。叶林表示：“对于

像 PICOMAX® 95 这种复杂的 5 轴联动数

控机床，有必要聘请拥有 10 年操作经验

的人员进行操控。为了优化产量和质量，

我们派遣了两名操作人员前往欧洲，接

受详尽的培训。”有了任何疑问或问题，

就会联系 Fehlmann 的客户服务中心。贝

克说：“我们的工程师随时待命，以指导

客户达到最高的质量标准。”

人性化理念   贴近客户

Fehlmann 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家族

式企业，但一直重视贴近客户并提供专

业的服务。贝克说：“我们认为客户服

务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优势。”叶林也同

意这一理念：“客户服务和信任对我们

非常重要。我们拥有许多不同的机床，

其中一些采购于大型的上市公司。但

它们与 Fehlmann 相比，在客户服务方

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们的团队非

常珍视 Fehlmann 提供的个性化建议和

服务。”

自动化升级   精益求精

芬麦特向 Fehlmann 购买 PICOMAX® 

95 时，两家公司也开始讨论未来的合作：

PICOMAX® 95 会在将来进行自动化升级。

贝克说：“我们的产品理念中包含自动化。

例如自动上下料，我们可提供从直径 148 

mm 的圆托盘，到 400×400 mm 方托盘，

包括 6 轴机器人，这些都可以在需要时

连接到机床上，机械臂不仅不会妨碍操

作人员，而且将使 PICOMAX® 95 变得更

加灵活。”

更好的温度控制可进一步改善机床

精度。叶林解释道：“车间的温度和湿

度可能会影响到加工过程的精度。在未

来，我们将对车间内的温湿度管理进行

优化。”

得益于车间内的 PICOMAX® 95，芬

麦特已成为一个创新中心。叶林说：“许

多拥有新颖创意的年轻中国企业家会联

系我们，他们想采用创新模式加工所需

的零件，但又没有合适的机床。在将

来，我们将更加重视发挥在这方面的作

用，与那些创新工程师合作，实现新的

创意。”

林叶说道：“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减

少对出口的依赖。现在我们 99% 的产品

都用于出口。”未来，他期望中国的高精

度零件需求也会得到进一步增长。“中国

生产商能够在国内购买高质量、高精度

的零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我们

已经做好准备。”
采用不同材料加工的不同用途的精密零件：PICOMAX® 95 是一种真正的多功能机床，并能够
实现最高的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