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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自动、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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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集成了IT系统，简化了制造流程并且连接整个

刀具生产流程，使您的刀具生产水平再上一个新台

阶。

 

AIMS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力，提高刀具质量，

把人们从简单的手工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附加

值更高的工作。

ANCA集成制造系统, AIMS, 是您优化刀具
生产工艺的未来，为您提供刀具制造的
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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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降低生产成本
先进的自动化水平是提高磨床综合效率（OEE）的关键因素。从
一个批次到下一个批次的不间断连续运行机床。有助于减少设
备的非生产时间，提高总体产量。自动在线测量保证了熄灯生
产时的稳定质量。

自动化的进程因需而异
意识到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需求，AIMS设计为一个模块化系
统，可以根据您的业务规模进行推广。选择针对刀具生产过程
中的特定操作，或考虑部署全面的端到端自动化系统。选择权
在您手中。

解决您的用工难题
磨床与员工不同，最适合重复性的任务。AIMS在刀具
生产过程中自动执行机床内和设备之间的手动任务。
可以重新部署熟练的操作员去执行真正的增值任务。

管理生产和数据的集成系统
随着流程有序的集成和连接，数据管理就显得至关重
要。它不仅可以确保您的生产平稳运行，使您更清晰
地解析工艺流程，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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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灵活地执行以下操作：
• 确定产品领域，收益最大化
•  应用于更广泛的生产流程，以实现互联生产系统的最大效益

AUTOFETCH (自动递送)
这款自主移动机器人或AMR将成为您的主力军。在工厂里，
它可以自动执行例行任务，使磨床在熄灯状态下运行。模块
化设计意味着可以根据需求添加功能。随着AIMS系统的增
长，还能添加其他自动递送单元。

AUTOFETCH-SOLO (单机自动递送): 辅助功能，用于在磨床

和外部测量系统之间递送刀具，进行补偿。

 
AUTOFETCH-MULTI (多机自动递送): 辅助功能，用于在机床
间递送刀具托盘，在无人监控时生产也不间断。

 
AUTOFETCH-BOT (自动传递机器人): 在AUTOFETCH（AMR）
中添加一个机器人，可以使AIMS系统执行生产线上的特殊任

务。

AUTOLINE (自动生产线) 
最大限度地减少批次之间磨床的空闲时间。添加此功能
后，AUTOFETCH-MULTI在连续的生产过程中自动装卸刀具托
盘。

AUTOSET (自动设定) 
它是刀具托盘准备和管理的枢纽。连接到工厂的IT系统，在
托盘上放置好刀具棒料，再设置正确的作业数据，以确保流
程中的每个步骤自动完成。

AUTOMARKX (自动补偿) 
AUTOMARKX负责为您标记刀具，解放操作员去执行其
他任务。只要把托盘装满刀具，剩下的就可以自动处
理。AUTOMARKX无缝集成您的ERP和AIMS，有助于进一步简
化制造过程。

AIMS SERVER (AIMS服务器) 
服务器管理AIMS系统中的工作单元与已建立的IT平台（如ERP和MES）之间的
数据流，是系统的大脑。除了执行生产活动外，还提供其他软件模块来管理磨
床的程序，远程实时显示磨床活动，即时收集生产数据，以便通过OPC兼容系
统共享生产数据。

AUTOCOMP (自动匹配) 
确保熄灯生产时的刀具质量。辅助磨床自动化生产，使用
AUTOFETCH SOLO将刀具递送到外部测量设备。根据测量结
果决定批次生产所需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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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 互联、自动、创造！

AIMS是刀具制造业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它将刀具生产过程连接起

来，以提高生产率和质量，使您在竞争中领先一步。

无论是将AIMS部署到单个工艺上，还是整个生产线上，ANCA都将是

您的工作伙伴——将竭诚为全球各地的ANCA设备提供工程、应用和售

后支持。

ANCA ,与您携手共进

ANCA拥有40多年向全球客户提供数
控磨床的经验，在提供满足市场需
求的解决方案方面享有盛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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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AIMS服务器 案例2: 添加刀具自动测量

特征: 
•  使用服务器软件选项可集中管理磨削
文件

•  连接磨床文件管理器和生产计划作业卡

• 用条形码扫描器读取作业卡

•  用REDAX实现磨床及磨削过程的可视
性

特征: 
•  多台磨床的自动刀具测量和补偿 

(AutoComp)
•  磨床和Zoller之间的自动刀具拾取 

(AutoFetch – solo)

优势: 
•  消除编程错误

•  集中管理所有磨床上的磨削文件，
可简化管理

•  操作员设置速度更快，手动数据处
理更少

优势: 
•  无需操作员进行间歇的刀具测量

•  自动化流程设置

•  提高刀具质量和一致性

•  降低运营成本

企业的ERP（企业资源
计划）与生产管理

企业的ERP（企业资源
计划）与生产管理

刀具研磨 刀具研磨

互联、自动、创造！为您量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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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添加离线设置 案例4: 添加自动托盘递送

特征: 
•  离线准备托盘和程序 

(AutoSet)  
•  托盘带有RFID存储作业数据

•  自动生产线上料机通过读
取RFID调出程序

•  操作员将托盘放入磨床

特征: 
•  自动完成托盘从设置站到磨床的
运输

•磨床上自动完成托盘的装载/卸载

优势: 
•  自动刀具生产，降低人工成本

•  消除托盘批次之间的停机时间

•  生产计划和磨床之间的集成数据管理

企业的ERP（企业资源
计划）与生产管理

企业的ERP（企业资源
计划）与生产管理

AUTOSET AUTOSET

刀具研磨 刀具研磨
准备托盘 准备托盘

互联、自动、创造！为您量身定制！

优势: 
•  独立的编程排序工作
台减少机床停机时间

•  消除编程错误

•  操作员提供刀具托盘，
实现机床不间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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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5: 添加流程间的托盘递送

特征: 
•  按照工艺顺序自动连接

•  集成可视地管理工厂IT和生
产车间（REDAX）之间的实
时数据

优势: 
•  降低人工成本

•  提高设备利用率

•  提高生产质量和产品一致性

•  生产设备的实时可视化管理 
•  用于流程分析和改进的大量数据

企业的ERP（企业资源
计划）与生产管理

AUTOSET

刀具研磨
准备托盘 准备棒料

零件激光标
识

互联、自动、创造！为您量身定制！

知识就是力量-来ANCA了解更多关于如
何使用磨床的知识吧
您是ANCA俱乐部的会员吗？

ANCA俱乐部是获取培训信息、软件更新和下载升级软件版本的独家门户网
站。只有ANCA客户可以访问，请通过网站ancaclubenquiries@anca.com询问
加入ANCA俱乐部事宜。

您收到我们每月的E-SHARP电子简报
了吗？
简报译成九种语言，每月都会分享世
界各地客户的成功案例。了解ANCA
最新的产品和服务，学习从您的设
备和技术投资中获得最大收益的各种
技巧。请访问www.anca.com进行注
册，ANCA将帮您保持行业领先的地
位。

阅读#ANCATOOLTIPTUESDAY，从您的
磨床中获得最大收益
关注#ANCA Tool Tip Tuesday，您将获
取操作演示视频和操作技巧视频，来
改进刀具设计，提高效率，灵活运用
我们的软件，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每周我们都会发一篇新帖子——只需关
注我们的社交频道或寻找标签，让您
的ANCA磨床发挥最大的作用。

可在ANCA的LinkedIn、Facebook和
Instagram网页和网站上找到。

ANCA Club

ANCA Club

www.anca.com 

@ANCA

@ANCACNCmachines

@ANCACNCmachines

@ANCACNCmachines

@ANCACNCmachines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通过#ANCA Flash Back Friday获取您的ANCA历史记录，并通过社交媒体与我们联
系以了解我们的最新动态。

@ANCA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