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
ZOLLER

刀具预调、测量、检测和管理解决方案均来自同一家供应商 
— 为您的成功保驾护航



ZOLLER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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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更快，质量更高，过程更安全 — 旨在实现最高生产效率。我们致力于通过精心设计的刀
具预调、测量、检测和管理系统解决方案为您提供支持。我们提供出色的产品和综合性专业

生产技术帮您实现目标。凭借数十载的经验积累，我们知道如何提供正确的硬件、软件和服

务组合帮客户打开通往未来的成功之门。每个部分均由单一供应商提供。一切努力都旨在帮

您取得成功。

ZOLLER 解决方案无处不在。

ZOLLER 解决方案

预调和测量

检测和测量

刀具管理

自动化方案

本地化服务

提升生产效率 —  
ZOLLER 解决方案





缩短设置时间，避免刀具报废，防止设备损坏 — 精确测量的刀具和无缝数据传输是高效流程
的必要条件。借助 ZOLLER 刀具预调和测量设备能够更加轻松、快速、方便地实现这些目
标。»pilot« 软件提供直观的用户界面，还具备刀具数据直接传输功能。»eQ« 单手操作装置轻
松实现滑块调节和夹紧。此外，还可使用薄膜键盘实现刀具的电动夹紧。

无论是汽车、航空、机械工程还是医疗行业，无论是中型合同生产公司还是大型生产工厂，无

论是需要在数控机床旁或测量室内配备通用设备还是专用设备：ZOLLER 解决方案都能保证您现
在和未来都能走得更远。 

»
设备交付前，我们的专业人员将完成所有相关设置。ZOLLER 系统的设置表单具有明显优势，

特别是针对重复部分。如今，一流的刀具管理必然造就成功的企业：我们能将刀具切削性能

提高 10-15%。

Christian Hast，Anfotec Antriebstechnologie GmbH 执行董事

正确的设置  
让您走得更远

预调和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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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的所有功能尽在 ZOLLER »pilot«：一个使用极其简便的图形用户界面指引您完成每个
测量步骤，并获得不受单个用户影响的精确一致的结果。模块化设计提供最大灵活性，方便

随时添加新测量程序。几乎无限种测量可能性  — 无论您使用的是标准刀具还是专用形状的刀
具。按下按钮便可编制无缝测试报告，轻松应对日益提高的质量要求。

换言之：»pilot« 总能提供您所需要的功能，快速响应未来挑战，同时确保绝对的精确度。

ZOLLER »pilot«引导您 
成功地实现目标

预调和测量技术



刀具 ID 号 1245 

有效切削角

间隙角

直径

倒角宽度

长度

 

6 °

10 °

10.0 mm

0.25 mm

120 mm



快速完成质量控制

ZOLLER 测量与检测设备运行精度高，重复精度出色，可在使用者不参与的情况下独立运行。无
论使用的是标准刀具还是螺孔钻等专用刀具，无论是生产设备旁直接测量进货还是最终交付

验收：ZOLLER 都能针对每种参数和应用情形提供适当的设备 — 从专业刀具检测入门级设备
到高端通用测量设备，包括切削刃钝化测量。

始终伴你左右：无缝记录，质量保证。提供极其简便的操作，只需按下按钮，便可快速全自

动完成复杂的测量任务。通过 ZOLLER 提供的此种方式，可确保生产过程安全，并为客户保
证精度。 

»
除高精度之外，ZOLLER 测量技术还具有较高的速度，这是此项技术的另一大优势。

Benedict Lochmatter，FRAISA SA 技术总监

检测与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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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灵活：»pilot«     测量程序能够处理从轮廓测量到切削刃钝化检测的各类测量任务，操作快捷
简便，包括显示您所使用和交付的是顶级品质刀具的无缝记录。您可将这种保证记录直接以

检测证明的方式发给客户，使客户能够体会到真正的附加值。

检测与测量技术

针对每项测量任务  
选择适当的程序



您是否需要一套与您整个工作流程无缝集成且具备以下功能的刀具管理系统？提供从 CAM 系
统到机床完全保持一致的数据；具有实际刀具数据或从云端下载的数据；接管现有刀具数据

及其结构；可集成第三方系统。ZOLLER TMS Tool Management Solutions （刀具管理解决
方案）就是这样一套系统。 

模块化的 BRONZE（铜牌包）、SILVER（银牌包）和 GOLD（金牌包）软件包满足您不同范
围的服务需求，其中包括扩展选项。z.One 中央刀具数据库融合了刀具的虚拟和实际数据，每
个生产步骤都可调用数据。这省去了两个位置维护数据的麻烦，优化了刀具库存，加快了生

产流程。用四个字形容就是“简便智能”。

»
TMS Tool Management Solutions（刀具管理解决方案）以清晰方式管理刀具，大大缩短了

刀具搜索时间，使得效率明显提高，错误率显著降低。

Patrick Pfeffer，STIHL 项目经理；介绍刀具管理系统

全面提升工作效率 — 
从订单接收到交付

刀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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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您会发现，所有刀具都一目了然且触手可及。ZOLLER TMS Tool Management 
Solutions（刀具管理解决方案）助您完全掌控所有刀具。直连仓库管理功能使您能以
适当的访问权限实现仓库控制，存储的刀具和流通中的刀具管理完全透明。无需费力搜

索适当的刀具，因为所有刀具都会适当存储。您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还能有效降低成

本，而且可以轻松优化您的刀具库存，确保全负荷生产和规划安全。

智能化程度更高 —  
专为刀具存储而设计的
ZOLLER 解决方案 

刀具管理解决方案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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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适合 100% 控制以及高刀具吞吐量记录：集刀具预调、测量或检测及清洁和贴标于一身的 
ZOLLER 自动化解决方案。我们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几乎可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全自动加
载任何 ZOLLER 测量设备，从而实现复杂测量任务的全自动处理与记录。进给过程中通过自
动路径修正以及以机械方式与测量设备断开连接的加载系统实现最出色的过程安全性和测量

精度。无缝生产流程得以保证。 

»
我们的目标是在交付前实现刀具的 100% 自动化测量与贴标，这特别适合通常生产一种批量产

品的刀具和模具制造商客户。得益于该解决方案所实现的安全性，使用经过测量的刀具可快

速投入自动生产。

Ralph Hufschmied，Hufschmied Zerspanungssysteme GmbH 执行董事

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运行 — 
适合高刀具吞吐量的解决
方案

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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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的综合服务能够确保您的最高生产效率。我们的服务涵盖培训、维修和维护

服务、现场一对一咨询以及针对客户个性化要求定制完美解决方案等。ZOLLER 不仅为
您提供优秀的产品，还提供独特的生产专业知识。当然，我们相关领域的合作伙伴会

在 ZOLLER 产品整个寿命周期内随时回答客户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们的服务 —  
为您提供附加值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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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德国   
服务全球

欧洲

奥地利
ZOLLER Austria GmbH
A-4910 Ried im Innkreis
office@zoller-a.at | www.zolller-a.at

法国
ZOLLER France
F-67380 Lingolsheim
info@zoller.fr | www.zoller.fr

西班牙+葡萄牙
ZOLLER Ibérica S.L. 
E-08006 Barcelona 
correo@zoller.info | www.zoller.info

俄罗斯
LLC ZOLLER Russia
RU-111123 Moscow, Russia
info@zoller-ru.com | www.zoller-ru.com

美洲

美国
ZOLLER Inc. 
North America Headquarter
USA-48108 Ann Arbor, MI
sales@zoller-usa.com | www.zoller-usa.com

ZOLLER Inc. Pacific
USA-90503 Torrance, CA
sales@zoller-usa.com | www.zoller-usa.com

加拿大
ZOLLER Canada 
CAN-L4Z 1N9 Mississauga, ON
sales@zoller-usa.com | www.zoller.info

墨西哥
ZOLLER Mexico
MEX-C.P. 54715 Cuautitlan Izcalli
Estado de México
sales@zoller-usa.com | www.zoller.info

泰国
ZOLLER Singapore Pte. Ltd.
Chon Buri, TH-20000 Thailand
info@zoller-in.com | www.zoller-in.com

印度尼西亚
ZOLLER Singapore Pte. Ltd
Indonesia Representative Office
ID-Serpong – Tangerang 15325, Indonesia
info@zoller-in.com | www.zoller-in.com

马来西亚
ZOLLER MALAYSIA SDN. BHD. 
Malaysia Representative Office
MY-Petaling Jaya |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lau@zoller-my.com | www.zoller-in.com

德国

总部
E. Zoller GmbH & Co. KG  
Presetting and Measuring Machines 
Gottlieb-Daimler-Straße 19 
D-74385 Pleidelsheim 
Tel: +49 7144 8970-0 
Fax: +49 7144 8060-807 
post@zoller.info | www.zoller.info

ZOLLER 北部
E. Zoller GmbH & Co. KG 
Service- und Vertriebszentrum 
D-30179 Hannover 
zollernord@zoller-d.com | www.zoller.info

代表处

比利时，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芬兰，

英国，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克罗地亚，

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挪威，

波兰，罗马尼亚，瑞典，瑞士，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南蒂罗尔，捷克，土耳其，

乌克兰，匈牙利，白俄罗斯，阿根廷，巴西，智利，

哥伦比亚，秘鲁，南非，澳大利亚，韩国，

巴基斯坦，台湾，阿联酋，越南

亚洲

印度
ZOLLER India Private Ltd.
IN-Pune 411019 Maharashtra, India
info@zoller-in.com | www.zoller-in.com

中国
ZOLLER Shanghai, Ltd.
Asia Pacific Regional Headquarter
RC-201108 Shanghai
info@zoller-cn.com | www.zoller-cn.com

香港
ZOLLER Asia Pacific, Ltd.
RC-Kowloon, Hongkong
info@zoller-cn.com | www.zoller-cn.com

日本 
ZOLLER Japan K. K.
JP-564-0037 Osaka, Japan
info@zoller-jp.com | www.zoller-jp.com

总部

总公司

分公司

代理商

ZOLLER 以真正的“德国制造”品质服务全球客户。

ZOLLER 在全球 58 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和分公司，
从而为广大客户提供贴心服务，并在当地市场提供一

流的客户一对一咨询服务。



ZOLLER 产品概览

BRONZE
用于经济管理完整刀具、单个部件和设备的软
件包

SILVER
用于有效仓库管理和标准化生产数据管
理的软件包

GOLD
用于透明过程链和整体成本控制的软件包

»venturion 450«
采用模块化设计的高级预调
和测量设备

»smile«
立式专业入门级预调和测
量设备

»smileCompact«
合同加工用立式预调和测
量设备

»venturion 600/800«
测量范围扩展的模块化高级预
调和测量设备系列

»hyperion 300«
专门适用于车床生产的卧式
预调和测量设备

»roboSet 2 / genius«
可对所有刀具进行 100% 检查的智能自动
化解决方案

»roboSet / venturion«
刀具预调和测量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

»roboSet 2 / threadCheck«
完整测量智能自动化解决方案（含螺旋
刀具）

»pomBasic« 
»pomBasicMicro«
用于钻头、铣刀和埋头钻近程
测量和检测的检测设备，亦适
用于微几何形状测量

配备»pilot«
的»pomZenit«
可直接置于机床旁，用于刀头
生产的测量和测试工作台

»pomSkpGo«
用于切削刃钝化测量的移动
解决方案

»smartCheck«
功能强大的刀具检测通用
测量设备

»genius 4«
精密刀具模块化通用测量
设备

»threadCheck«
用于螺旋刀具完整测量的通
用测量设备

»3dCheck«
工件和刀具 3D 数字化解决方案

»hobCheck«
用于圆柱形齿轮滚刀完整测
量的通用测量设备

»titan«
用于完整刀具全自动测量的
高端通用测量设备

»sawCheck«
用于钢锯片全自动测量的微
米级测量和检测设备

»genius 3s« 
»genius 3m«
精密刀具通用测量设备

»gemini«
曲轴切刀预调和测量设备

»powerShrink«
高速钢和硬质合金刀具感应
手动热缩夹紧设备

»tribos«
配备 TRIBOS 夹紧系统的预
调、测量和热缩夹紧设备

»reamCheck«
用于接触测量带微调专用铰刀
的旋转盘的测量设备

»redomatic«
通用预调、测量和热缩夹
紧设备

»aralon«
用于带内部刀具切削刃的曲
轴铣刀的数控测量设备

»hyperion 500/700«
Z轴测量范围扩展且专用于车床生
产的卧式预调和测量设备系列

»zenit«
用于镂铣和角度刀头的数控预
调和测量设备

»millCheck«
用于面铣刀和 CAP 刀具的数
控预调和测量设备

»toolBalancer«
可实现最高精度的模块化
平衡系统

刀具管理解决方案

预调和测量设备

自动化方案

刀具检测设备

若未另行说明，则表示预调和测量设备、测量

和检测设备均配备 ZOLLER »pilot«图像处理软
件。»pom« 系列配备 ZOLLER »pomSoft«图像
处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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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er«
用于物品透明输出的自动储
物柜

»twister« 和 »microtwister«
用于刀具部件和配件透明输出的刀具柜

»keeper«
用于以经济方式存放完整刀具的宽
大刀具柜

»toolOrganizer«
用于快速查找刀具和刀具部件的智能
刀具柜

z.One — 中央
刀具数据库

产品概览



ZOLLER 解决方案

预调和测量

检测和测量

刀具管理

自动化方案

本地化服务

速度更快，质量更高，过程更安全 — ZOLLER 系统解决方案全面提升生产
性能。为此，我们通过硬件、软件和服务的融合帮助客户建立最优系统解

决方案，用于刀具的预调、测量、检测和管理。每个部分均由单一供应商

提供。一切努力都旨在帮您取得成功。ZOLLER 解决方案无处不在。

与产品配套的还有我们同样优质的服务。如您有任何疑问，敬请联系： 
+86 21 3407 3978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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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ZOLLER

卓勒（上海）精密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  亚太地区总部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 1588 号 C 座， 201108， 中国

电话 +86-21-3407 3978  |  传真 +86-21-6442 2622

info@zoller-cn.com  |  www.zoller-c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