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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简介

    富兰地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自主研发、生产、销售高精密切削工具的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入选广东省东莞市“倍增计划”荣誉试点企业，总部位于中国广东

省 东 莞 市 。 公 司 现 有 员 工 1 5 0 余 名 ， 厂 房 面 积 达 1 5 0 0 0 多 平 米 ， 通 过

ISO9001/14001质量环境体系认证，德国瓦尔特及瑞士PLATIT华南展示中心均以富

兰地为主，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产品广泛应用于3C消费电子、模具、石墨、汽车、

医疗器械等加工制造领域，主要合作客户有三星、苹果、富士康LG，OPPO，VIVO

，华为，格力，海信，海尔，新宝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同时，在越南、韩国，中国昆

山等地和国家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形成了国内、国际并驾齐驱的发展格局。

·



2.公司发展历程

12.8月    
公司成立

14.6月    
注册品牌

16.1月      
转为股份  
公司

16.9月     
新三版上市
股票代码

838198

17.4月     
登录三星  
合作公司

17.7月       
成立              
越南工厂 

投资设备
引入人力

17.5月
增加设备     
扩大产能

17.8月       
登录苹果     
供应商

18.9月
成立
昆山分公司

19.2月
登录LG

18.9月
海信合作

※ 公司创始成员拥有近20年切削工具行业经验



*

3.   核心产品

FC系列                   
铜公铣刀

FW系列           
HRC55模具铣刀

FH系列              
HRC68 模具铣刀

FG系列                     
快进给强力开粗铣刀

FE系列                
HRC45模具铣刀

GP系列 石墨铣刀    
（可加工钨铜）

3C刀具：铝用刀（高光刀）、不锈钢刀（轮廓、高光刀）陶瓷/玻璃纤焊磨头

模具系列刀具

ST系列                     
微小径深沟刀

HRC68               
CPT螺纹铣刀

SKO品牌                
德国刀柄

可换式快速钻头

规格：ø1.0-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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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具铣刀加工案例分享

 FH系列R3球刀加工案例
01

  FW系列D10开粗加工案例
02

   FE系列R4球刀加工案例
03

   FG系列D12R1.7强力开粗加工案例
04

   FC系列D6铜加工案例
05

  ST小径深沟系列D1.5加工案例
06

 CPT螺纹铣刀加工案例

  GP系列石墨铣刀加工案例
08

   HRC67高速钢铣刀加工案例
09

  HRC52度S136-球刀鏡面加工案例
10

无线耳机外壳镜面加工案例
11

  铜-球刀鏡面加工案例
12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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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FH系列-强力型球刀案例

强力模具球刀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尺寸 255*155*35 手机模 255*155*35 手机模

加工材质 瑞典CALMAX 瑞典CALMAX

硬度 HRC 56° HRC 56°

刀具规格 Füllanti R3.0 R3.0

转速N（S） 15000 rpm 15000 rpm

进给速度Vf 3000mm/min 1500mm/min

切削方式 平行等宽 平行等宽

切深量 0.08mm 0.08mm

切宽 0.08 0.08

悬长量 25.0mm 25.0mm

冷却方式 吹气 吹气

使用设备  Mikron-MILL P 900  Mikron-MILL P 900

测试结果
FH系列球刀可连续加工8小时，
寿命是其他品牌的2.5倍，加
工尺寸精准

其他品牌球刀为3～4个小时，
其加工表面光洁较差，工件

尺寸公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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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W系列模具刀开粗案例

模具涂层开粗铣刀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模具内腔 模具内腔

加工材质 SKD61 SKD61

刀具规格 Füllanti 10.0*4F 10.0*4F

转速N（S） 3000 rpm 3000 rpm

进给速度Vf 2000mm/min 1600mm/min

切削方式 开粗 开粗

切深量 0.2mm 0.2mm

切宽 4mm 4mm

悬长量 15mm 15mm

切削油 水溶性切削液 水溶性切削液

使用设备 森精机 森精机

测试结果
FW系列刀具可加工8H，寿命
是其他品牌的2倍，效率是其
他品牌的1.5倍

其他品牌刀具只能加工4H，
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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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FE系列汽车模具球刀案例

汽车模具球刀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尺寸 300*200*150 300*200*150

加工材质 718 718

硬度 HRC 33° HRC 33°

刀具规格 FE系列8R4.0(球刀） 某品牌R4球刀

转速N（S） 9000 rpm 9000 rpm

进给速度Vf 3000mm/min 2800mm/min

切削方式 平行等宽 平行等宽

切深量 0.08mm 0.08mm

切宽 0.08 0.08

悬长量 25.0mm 25.0mm

冷却方式 水溶性切削液/8-12 水溶性切削液/8-12

使用设备  Mikron-MILL P 900  Mikron-MILL P 900

测试结果 420 min.26 sec.
其他品牌球刀为8个小时，其
加工表面光洁较差，工件尺寸
公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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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FG系列-开粗效率问题案例

产品
特点

应用
范围

快进给强力开粗模具刀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尺寸 255*155*35 手机模 255*155*35 手机模

加工材质 瑞典CALMAX 瑞典CALMAX

硬度 HRC 56° HRC 56°

刀具规格 Füllanti 12*R1.7 12*R2

转速N（S） 4000 rpm 4000 rpm

进给速度Vf 10000mm/min 3000mm/min

切削方式 环绕开粗 环绕开粗

切深量 0.2mm 0.15mm

切宽 4.0mm 4.0mm

悬长量 25.0mm 25.0mm

冷却方式 吹气 吹气

使用设备 DMG60T 加工中心 DMG60T 加工中心

测试结果

FH系列刀具加工时间20分钟
完成开粗，效率是其他品牌的

3倍以上
其他品牌的刀具需加工2个小

时才能完成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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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FC铜公铣刀加工案例   

加工部位与效果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铜公模具 铜公模具

加工材质 铜 铜

刀具规格 FC系列D6 D6*4F

转速N（S） 12000rpm 12000rpm

进给速度Vf 4000mm/min 3500mm/min

切削方式 粗、精一体 粗、精一体

切深量 0.17mm 0.17mm

切宽 0.08mm 0.08mm

冷却方式 切削油 切削油

使用设备 立式高速复合加工中心 立式高速复合加工中心

测试结果

刀具可加工10H，寿命是
其他品牌的2倍，效率是其
他品牌的2倍

其他品牌刀具只能加工4小
时磨损严重，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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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ST微小径刀具---改善优化方案

微小径深沟铣刀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工件中槽 工件中槽

加工材质 SKD11 SKD11

刀具规格 Füllanti D1.5*4L D1.5*4L

转速N（S） 3000 rpm 3000 rpm

进给速度Vf 1800mm/min 1200mm/min

切削方式 拉槽 拉槽

切深量 0.15mm 0.1mm

切宽 1.5mm 1.5mm

悬长量 15mm 15mm

冷却方式 水溶性切削液 水溶性切削液

使用设备 快捷GT97 快捷GT97

测试结果
富兰地刀具可加工2000个

槽正常磨损
其他品牌刀具加工850个

槽断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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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螺纹刀具---改善优化方案

CPT螺纹铣刀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加工材质

刀具规格

转速N（S）

进给速度Vf

切削方式

切深量

切宽

悬长量

冷却方式

使用设备

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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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GP石墨铣刀加工案例

石墨金刚石涂层铣刀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EDM电极 EDM电极

加工材质 石墨 石墨

刀具规格 GP系列R1.5 R1.5

转速N（S） 16000 rpm 16000rpm

进给速度Vf 4500mm/min 4000mm/min

切削方式 粗、精一体 粗、精一体

切深量 0.05-0.07mm 0.05mm

切宽 0.05-0.07mm 0.05mm

悬长量 18.0mm 20.0mm

冷却方式 吹气或尘吸 吹气或尘吸

使用设备 立式高速复合加工中心 立式高速复合加工中心

测试结果
Füllanti  刀具可加工
12H，寿命是其他品牌的2
倍，效率是其他品牌的2倍

其他品牌刀具只能加工6小
时磨损严重，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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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FH系列-高速钢铣刀加工案例

高速钢铣刀用钨钢铣刀铣削 HRC 67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高速钢HRC67刀具 高速钢HRC67刀具

加工材质 高速钢 高速钢

刀具规格 FH系列D10R2 10R2

转速N（S） 2100 rpm 1800rpm

进给速度Vf 600mm/min 300mm/min

切削方式 环绕开粗 环绕开粗

切深量 0.1mm 0.05mm

切宽 1mm 1mm

悬长量 25.0mm 25.0mm

冷却方式 吹气 吹气

使用设备 DMG60T 加工中心 DMG60T 加工中心

测试结果
加工時間 Time：       
44 min.26 sec

其他品牌刀具只能加工
15min时磨损严重，刀具不

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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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FW系列-Stavax ESR鋼材鏡面加工案例

鏡面加工实物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球形面配件 球形面配件

加工材质 瑞典Stavax ESR 瑞典Stavax ESR

刀具规格 FW系列R1*2T R1*2T

转速N（S） 36000 rpm 12000rpm

进给速度Vf 20000mm/min 8000mm/min

切削方式 精加工 精加工

切深量 0.1mm 0.05mm

切宽 2mm 1.5mm

悬长量 15.0mm 15.0mm

冷却方式 吹气 吹气

使用设备 DMG60T 加工中心 DMG60T 加工中心

测试结果
加工時間 Time：        
420 min.26 sec     

其他品牌刀具只能加工
150min时磨损严重，刀具

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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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FW系列-Stavax ESR鋼材鏡面加工案例

鏡面加工实物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无线耳机 无线耳机

加工材质 STAVAX (S136) STAVAX (S136) 

刀具规格 FW系列R1*2T R1*2T

转速N（S） 36000 rpm 12000rpm

进给速度Vf 20000mm/min 8000mm/min

切削方式 精加工/HRC 52 精加工/HRC 52

預留 0.015 mm 0.015 mm

每刃切削量 fz 0.025mm 0.025mm

切線速度vc 225m/min 225m/min

冷却方式 油冷却 油冷却

使用设备 SODICK UH430L SODICK UH430L

测试结果
加工時間 Time：        

480 min.    

其他品牌刀具只能加工
180min时磨损严重，刀具

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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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FW系列-铜材鏡面加工案例

铜镜面加工实物 项目 富兰地 某品牌

被切削工件 球形面配件 球形面配件

加工材质 瑞典Stavax ESR 瑞典Stavax ESR

刀具规格 FW系列R1*2T R1*2T

转速N（S） 36000 rpm 12000rpm

进给速度Vf 20000mm/min 8000mm/min

切削方式 精加工 精加工

切深量 0.1mm 0.05mm

切宽 2mm 1.5mm

悬长量 15.0mm 15.0mm

冷却方式 吹气 吹气

使用设备 DMG60T 加工中心 DMG60T 加工中心

测试结果
加工時間 Time：        
420 min.26 sec     

其他品牌刀具只能加工
150min时磨损严重，刀具

不能使用。



18

5.刀具实测数据报告

标准值：刀具磨损量≤0.1mm         红外线磨损值≤0.01mm
测试时间 240min 480min　 960min　

名称 品牌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底
刃
磨
损
量

FLD   
Aloca-8

0.0505 0.064 0.0935

竞品

0.0365 0.0745 0.1165

红外
线

ALOCO-3 0.004 0.005 0.008

竞品 0.004 0.00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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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实测数据对比



快速响应 产能充足技术先进



      本地化服务
     富兰地各分公司为当地客户提供专门服务，广东东莞、江苏昆山、越南均有

生产基地。

1 2

3 4

ü  无库存下单后7天内发货

ü  为对应交期持有半成品

最短
交期

技术
支援

稳定
库存

ü 品质/开发人力（工厂） 

ü 投资设备，提高品质

ü 当地确保工程师以及服务人员

ü 确保月50万原材料库存、

人力及产能

 

6-1. 快速响应

空运
物流

ü 顺丰、DHL长期合作

ü 货物采取直发，急件次日到达

外省3日内到达。

ü 1天出方案＜行业平均3天

ü 2天打样品＜行业平均5天

ü 3天量产交付＜行业平均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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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年销售收入的5%-8%投入研发，拥有20余名行业顶尖的刀具设计、涂层

、钝化、制造及应用领域技术人才，已获得70多项国家专利。
技术
实力

6-2.   技术实力

专利 类型 专利 类型 专利 类型
PCD螺旋球头刀 发明专利 PCD螺旋钻头 发明专利 PCD螺旋高光铣刀 发明专利

抛光媒体及制作方
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一种具有冷却腔的内R铣

刀 发明专利 球形T刀① 外观设计

钻头 实用新型 一种具有冷却和清洗功能
的T铣刀 实用新型 球形T刀② 外观设计

圆鼻刀 实用新型 PCD helix drill 实用性 复合铣刀 外观设计

球刀 实用新型 PCD helix highlights 
cutter 实用性 复合铣刀 外观设计

V型槽加工铣刀 实用新型 PCD Spiral ball head 
cutter 实用性 内R刀① 外观设计

球头铣刀 实用新型 仿形刀 外观设计 内R刀② 外观设计

T型刀 实用性 铝用开粗铣刀 外观设计 内R刀③ 外观设计

球头铣刀 实用新型 群钻 外观设计 球形T刀③ 外观设计

组合刀 外观设计 双圆弧圆鼻刀 外观设计 PCD螺旋钻头 外观设计

一种复合铣刀 实用新型 燕尾球刀 外观设计 PCD螺旋球头刀 外观设计

一种耐磨的内R铣
刀 实用新型 成型刀 外观设计 PCD螺旋高光铣刀 外观设计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6、清洗I 7、打标

8、CNC
研磨 9、清洗II 10、检尺

寸
11、钝

化
12、涂

层
13、外观

检验
14、包

装

前制程

后制程

 技术先进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6、清洗I 7、打标

ü 主要品牌/规格：森拉天时（TSF22/MG12)、金鹭（GU25UF/GU20）、春保

（WF08/TF25+）

ü 品质保证：

• 进料时检验原材料的关键参数（圆跳动、直径、长度等）

• 查验出货检验报告（材料的晶粒度、钴含量、硬度、密度、抗弯强度等）

• 每季度将原材料送第三方检验

钨钢原材料 原料出货检验报告

前制程



原材料棒料特性一览表

品牌 规格
直径
(D)mm

长度
（L)mm

圆跳动
晶粒度
Grain 

Size (μm) 

钴含量
Cobalt 
Content 

(%) 

硬度
Hardne

ss 
(HRA) 

密度
Density 
(g/cm3) 

抗弯强度
T.R.S 

(N/mm2) 
适用范围

金鹭
毛坯料
GU20 

4.3－
12.6

310/330+5 ≦5um 0.8 10.3 91.7 14.4 3500
适用于钢材、铸铁、不
锈钢、耐热合金钢和钛
合金切削加工

金鹭
毛坯料
GU25UF

4.3－
12.6

310/330+5 ≦5um 0.4 12 92.5 14.1 4200

适用于加工淬火钢、模
具钢、淬硬不锈钢、钛
合金、铸铁及玻璃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等

森拉天
时

精料TSF 
22

2.0-25 330 ≦3um 0.2 8.2 93.7 14.55 4400
适合加工硬和超硬材料
＞60HRC

森拉天
时

毛坯料
MG12

1.15-
36.2

320/325 ≦5um 0.5 6 93 14.8 3500
适合加工铝合金、玻璃
纤维、石墨、低中硬度
铸铁和硬化钢等

春保
毛坯料
WF08

2.2-
34.2

330 ≦5um 0.2 8 94 14.5 3800
适用于热处理钢料
HRC62，并特别适合加
工复合材料

春保
毛坯料
TF25+

2.2-
34.2

330 ≦5um 0.5 11 92.3 14.15 3800
适用于热处理钢料
HRC59及不锈钢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6、清洗I 7、打标前制程

ü 作业设备：切割机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长度、外观（无毛刺）

• 检验设备：表式卡尺

ü 作业内容：   

• 按照图纸规定的长度标准切断棒料尺寸，棒料对准定

位限定块，确认无间隙，冷却液对准被切断位，自检外

观无烧焦和毛刺

• 每10支检验1支

切割机

表式卡尺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6、清洗I 7、打标前制程

ü 作业设备：冲子机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外观

• 检验设备：目视

ü 作业内容：   

• 手持棒料放置于转动砂轮处来回转动，形成倒

角，使刀具方便夹持、使用安全

• 100%检验倒角外观是否倒均匀
冲子机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6、清洗I 7、打标前制程

ü 对原材料的外圆进行研磨，保证产品外圆尺寸和圆周度

ü 作业设备：无心磨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直径、圆周度

•  检验设备：千分尺

ü 作业内容：   

• 按照图纸刃径标准研磨直径尺寸，棒料放料时倒角处在

前沿刀板依次通过砂轮研磨

•  长度每10支检验1支

无心磨机

千分尺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6、清洗I 7、打标前制程

ü 研磨棒料刃径至所需尺寸

ü 作业设备：段差机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段差直径、圆跳动、刃径长度及

倒角

• 检验设备：千分尺、圆跳动仪

ü 作业内容：   

• 把棒料倒角处往后，无倒角处往前放置，依

次进行磨削，小径则快、大径则慢 

• 手动10支检验1支，自动机2H检5支        

千分尺 圆跳动仪

段差机 段差机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6、清洗I 7、打标前制程

ü 对粗磨后的产品表面进行清洗

ü 作业设备：超声波清洗机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外观

• 检验设备：目视

•  清洗水温：45-50度

•  烘干温度：75-80度

•  清洗时间：每槽1分钟

ü 作业内容：   
• 把棒料分盘依次放入槽中清洗，槽1除油， 槽2清
洗，槽3用净水清洗并沥干，槽4烘干
• 每盘抽5支确认无油污

超声波清洗机 



1、选材 2、切割 3、倒角 4、无心
外圆磨 5、段差 7、打标前制程

ü 在产品表面激光刻字标识，标识料号和规格、批次号

ü 作业设备：激光打标机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标识外观

• 检验设备：目视

ü 作业内容：   

• 将非段差的一头顶在定位治具左边的定位板上，放置稳

定后开始打标，并逐支检验字迹清晰度及完整性

激光打标机 

6、清洗I



ü 对半成品进行精研磨加工，形成产品尺寸与轮廓

ü 作业设备： CNC磨床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刃长、刃径及轮廓

•  检验设备：WALTER测量仪、二次元

ü 作业内容：   

• 利用CNC五轴磨床的数控编程工艺，把精磨好的

半成品放入限位放入筒夹口夹紧，对产品进行开刃

及轮廓研磨

•  每5支检验1支（所有尺寸）

8、CNC
研磨 9、清洗II 10、检尺

寸
11、钝

化
12、涂

层
13、外观

检验
14、包

装后制程

CNC 磨床  

CNC 磨床  

CNC XL磨床  

ØXL磨床采用六工位独立研磨加工，每
工序加工产品一个位置保证品质稳定性
，生产效率是普通机床的3倍
Ø加工精度高，每个工序加工产品一个位
置，采用上顶下压固定研磨方式，确保
产品加工精度在0.002内变化。
Ø适合生产立铣刀、倒角刀、钻头等。



ü 对精研磨后产品表面进行清洗

ü 作业设备：超声波清洗机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外观

• 检验设备：目视

• 清洗水温：45-50度

• 烘干温度：75-80度

• 清洗时间：每槽1分钟

ü 作业内容：   
• 把棒料分盘依次放入槽中清洗，槽1除油， 槽2清
洗，槽3用净水清洗并沥干，槽4烘干
• 每盘抽5支确认无油污

8、CNC
研磨 9、清洗II 10、检尺

寸
11、钝

化
12、涂

层
13、外观

检验
14、包

装后制程

超声波清洗机 



ü 对规定的尺寸项目进行测量

ü 作业设备： WALTER、Titan测量仪、二次元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尺寸

ü 作业内容：   
• 把精研磨并清洗好的产品放入测量治具上，对刀具尺寸
进行检验、判定

8、CNC
研磨 9、清洗II 10、检尺

寸
11、钝

化
12、涂

层
13、外观

检验
14、包

装后制程

 测量仪  

ü 直径方向测量精度：
• 重复定位精度：≤1um
ü 长度方向测量精度：
• 重复定位精度：≤1um
• 所有直线轴定位精度X、Y、Z:0.004um
• 旋转轴定位精度A:0.0025deg
• 测量分辨率：0.25um0

ZOLLER-Titan测量仪
√. 五轴数控系统，能快速、
方便地进行任何刀具参数
的全自动测量和检测，精
度达到微米级。



8、CNC
研磨 9、清洗II 10、检尺

寸
11、钝

化
12、涂

层
13、外观

检验
14、包

装后制程

钝化机  

水钝化机  

ü对精研磨后的产品刃口处理及槽底抛光

ü作业设备：水钝化机、标配钝化机

ü品质保证：

•检验项目：刃口槽底外观

•检验设备：基恩士（最大1000倍）

ü水钝化处理工艺：   

•利用水和特殊材料混合物通过压力对工件表面进行均匀的

冲击进行倒钝处理，去除毛刺让刀具刃口更加光滑和一致性

更好。

•与传统的钝化相比产品表面处理更加均匀光滑，稳定性及

效率更高 将产品夹紧放置旋转盘中， 刃口朝下完全埋入沙体中依次旋转.



*

粗糙数值  Ra：0.11-0.16μm

被加工工件表面粗糙度效果对比（400倍显微镜）

粗糙数值  Ra：0.06-0.08μm

未钝化刀具加工工件表面 钝化刀具加工工件表面

工件表面粗糙
度降低40-50%

6-16.   钝化工艺数值对比



*

作用：消除刃口微

观缺口，提高切削

性能和寿命

作用：去除涂层后

的突出小滴，增强

表面润滑油吸附性

作用：提高表面质

量和排削性能

刃口圆化 涂层抛光 排削槽抛光

钝化前

钝化后

DMC处理：利用高压和热量将特殊的粒子边滑行边轰击被加工物，特别

是复杂形状加工物的细微毛刺处理和刀具槽沟、刀刃表面处理，完全避免表

膜不均、梨地、表面凹凸不良发生，提高了刀具使用寿命、机床加工效率和

工件光泽度

6-17.   DMC表面处理工艺



ü 在刀具表面涂覆耐磨性好的难熔金属或非金属化合物薄层

ü 作业设备：涂层机 （PVD纳米涂层）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膜厚、附着力

•  检验设备：球磨机、洛氏硬度计、放大镜（200倍）

ü 作业内容：   

• 将产品夹紧放置旋转盘中， 刃口朝上完全浸入液体中依

次旋转

•   每一炉随产品放置测试片1片进行测试

8、CNC
研磨 9、清洗II

10、检尺
寸

11、钝
化

12、涂
层

13、外观
检验

14、包
装后制程



*

6-19. 瑞士PLATIT涂层设备

项目 Pi411 Pi311 PL1011 PL1068

有效的 直径 X 高 500x460mm 485x460mm 700x700mm 700x700mm

轴 数 7 7 8 8

装 载 重 量 200 kgs 200 kgs 400 kgs 400 kgs

每炉 
装炉
量

立 铣 刀
10∮ x 70mm 504 504 1056 1056

滚 刀
120∮x150mm 14 14 40 32

生 产 周 期 4.5 hrs 4.5 hrs 8 hrs 10hrs

制 程 选 项 复合等离子+  
PVD

复合等离子+  
PVD

复合等离子 +  
PVD 

复合等离子
+  DLC



*

PLATIT涂层主打涂层系列

6-20.   PLATIT涂层类别

N
o.

涂层名称
(Coating)

材料结构
(Material)

涂层色
(Color)

涂层厚
(um)

涂层硬
度

（HV）

摩擦系数
（VSNi）

抗氧温
（oC）

涂层特性
(Properti

es)

适用工件
(Tool)

加工应用
(Applicatio

n)

备 注
(Note)

1 TiN TiN 金黄 1~4 ~2200 0.45 ~550 抗冲击性 冲棒、丝锥、模具 碳钢、合金 适合各种广泛应用

2 TiCN TiCN 灰蓝 1~4 ~3000 0.35 ~450 高光滑性 精冲、丝锥、模具 碳钢、合金 适用五金冲具拉伸

3 TiXCO TiAlSiN 古铜 1~3 ~4500 0.55 ~110
0 高硬铣切 干式铣钻、车刀 合金、不锈钢 抗高温高硬高耐磨

4 BLUE TiAlSiNX 艳蓝 1~3 ~4500 0.50 ~110
0 高硬铣切 干式铣钻、车刀 合金、不锈钢 抗高温高硬高耐磨

5 AlTiN AlTiN 紫黑 1~3 ~4000 0.60 ~900 抗高温性 干式铣钻、滚削 合金、不锈钢 高硬度干式切铣

6 TiAlN TiAlN 紫红 1~3 ~3500 0.55 ~750 抗高温性 广用铣钻、滚削 合金、不锈钢 通用性不绣钢切铣

7 TiX ZrN+ 香槟 1~3 ~2000 0.40 ~550 抗沾粘性 微钻、铣削 铝镁、钛合金 抗粘性抗磨损

8 nACRo AlTiCrSiN 灰黑 1~4 ~4000 0.35 ~120
0 耐磨耗性 挤压、压铸、拉伸 合金、不锈钢 高抗冲击抗磨损

9 ALoCa AlTiSiN 紫黑 1~3 ~3500 0.45 ~950 高硬切铣 铣钻、铣削 合金、不锈钢 高硬度干式切铣

10 AlTiCrN AlTiCrN 灰黑 1~4 ~3800 0.50 ~900 抗冲击性 铣削、冲压、拉伸 碳钢、合金 适用五金冲具拉伸

11 DLC2 a-C:H:X 黑色 1~3 ~2500 ~0.2 ~350 低摩擦性 模具、滑动部件 复合、低合金 抗沾润滑高耐磨

12 DLC3 ta-C 黑色 ~1.0 ~6000 ~0.1 ~500 低摩擦性 模具、滑动部件 复合、低合金 抗沾润滑高耐磨



ü 对成品外观进行全检

ü 作业设备： CCD放大镜

ü 品质保证：

• 检验项目：外观

•  检验设备：CCD放大镜（60-100倍）

ü 作业内容：   

• 将产品置于检查治具槽上，转动产品，全面检查产品刃

口有无缺口、表面有无脏污油渍、标识是否清晰

•  100%检查

8、CNC
研磨 9、清洗II 10、检尺

寸
11、钝

化
12、涂

层
13、外观

检验
14、包

装后制程

CCD放大镜 



创始人团队积累近20年刀具行业经验，

厂房面积达15000多平米，100余台专

业生产设备，最高产能可达50000支/天

生产线全部采用顶级进口高精密五轴数

控工具磨床，并配备机械手自动化，确

保刀具有非常好的稳定性及一致性，大

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1

2

5
万支/天

高端设备
品质保障



6-23.   测试中心实力

测试中心（ 米克朗Mikron、日本兄弟机Brother）

ü成型刀、高光刀及客户要求新开发产品时、我司会根据客户的产品要求设计多个方案进

行模  加工。

ü 测试出结果我司会把相关结果与客户沟通确认，无误后进行生产。

ü 样品、检测报告和我司模 加工相关参数等我司会整理成报告一并交到客户进行测试。

ü我司会派应用工程师驻厂测试及时反应测试情况，有问题好及时调整改进方案。至到产

品测试成功为至及客户打样节省时间。



*

    设备产能计算1

6-24.   产能充足

工序 设备名牌 产地 设备数量（台） 产能
（支/月）

加工范围
（mm) 适合加工类型 加工精密度

（mm）

段差 濠特曼自动段差机 台湾 3 86400 4-6 Φ4-Φ6 0.003

段差 斯特萨克自动段差机 台湾 2 43200 4 Φ4 0.003

段差 哈特曼冲子机 台湾 3 64800 3-20 Φ3-Φ20 0.003

段差 哈特曼万能工具磨 台湾 1 17280 3-20 Φ3-Φ20 0.003

切料 上福切割机 台湾 7 210000 3-20 Φ3-Φ20 0.03

外圆磨 和昌无芯磨（粗） 日本 4 188000 4-20 Φ4-Φ20 0.002

外圆磨 哈特曼无芯磨（精） 日本 5 220000 4-20 Φ4-Φ20 0.002

钝化 乐升自动钝化机 中国 2 691200 3-20 Φ3-Φ20 /

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设备 日本 1 200000 3-20 Φ3-Φ20 /

打标 激光打标机 中国 3 750000 3-20 Φ3-Φ20 /

砂轮修整 远山砂轮修整机 台湾 2 / 各类砂轮 砂轮的修整 0.01

合计 33



*

工序 设备名牌 型号 产地 设备数量
（台）

产能
（支/月）

加工范围
（mm) 适合加工类型 加工精密度

（mm）

研磨 安卡               
五轴精密磨床 FX-7 澳大利亚 3 36000 0.4-12 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刀、T型

刀、R刀、钻铣刀等 0.002

研磨 安卡               
五轴精密磨床 RX7 澳大利亚 20 240000 0.5-30 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刀、T型

刀、R刀、钻铣刀等 0.001

研磨 安卡               
五轴精密磨床 GX7 澳大利亚 17 204000 0.5-12 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刀、T型

刀、R刀、钻铣刀等 0.002

研磨 安卡               
五轴精密磨床 FS-7 澳大利亚 3 36000 0.4-12 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刀、T型

刀、R刀、钻铣刀等 0.001

研磨 瓦尔特            
五轴精密磨床 HE 德国 4 48000 0.5-12 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刀、T型

刀、R刀、钻铣刀等 0.002

研磨 瓦尔特            
五轴精密磨床 MICRO 德国 7 84000 0.2-8 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刀、T型

刀、R刀、钻铣刀等 0.001

研磨 瓦尔特            
五轴精密磨床 HP 德国 6 72000 0.5-30 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刀、T型

刀、R刀、钻铣刀等 0.002

研磨 六轴精密磨床 XL 日本 2 60000 0.4-6 平底铣刀 0.001

研磨 六轴精密磨床 TTB 德国 1 24000 0.15-12 平底刀、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
刀、T型刀、钻铣刀、螺纹铣刀等 0.0001

研磨 万能工具磨床 SAACK
E 德国 1 24000 1.0-30 平底刀、球刀、圆鼻刀、钻头、倒角

刀、T型刀、钻铣刀、螺纹铣刀等 0.0001

合计 64 828000

  设备产能计算2

6-25.   产能实力-后制程



*

检验设备清单

设备名牌 型号 设备数量（台） 检验项目 精密度（mm）

德国瓦尔特测量仪 HELICHECK PLUS 
WALTER 1 尺寸.轮廓 0.0001

基恩士超景深显微镜 VHX-5000 1 微观分析.尺寸.3D. MAX1000倍

德国卓乐测量仪 ZOLLER-Titan 1 尺寸.轮廓 0.0001

二次元 MK-300-220 10 尺寸 0.001

三丰表式卡尺 0-200 6 尺寸 0.01

三丰外径千分尺 0-25mm 6 尺寸 0.001

CCD放大镜 0.7-4.5 倍率 11 外观 MAX180倍

二次元 VMS-2010G 8 尺寸 0.001

SDPTOP双目显微镜 MR-HXD48T 4 外观 MAX200倍

总计  48

6-27.   检测设备



4-1.品质管控

7.品质管控

合格率 准时率 处理客诉 满意度 工艺纪律

Ø 富兰地刀具研究院自主开发刀具的基体材料、刀型与槽型设计、高精密磨

削、砂轮修整和纳米涂层等整套生产工艺技术，共获得74多项国家专利。

Ø 通过ISO9001:2015证书和ISO14001:2015认证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Ø 产品出厂合格率100%，准时交货率95%，顾客投诉和质量信息处理率

100%，顾客满意度达90%以上，培训达成率100%，工艺纪律贯彻率100%，

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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