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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帜金属加工技术集团
Leitz Metalworking Technology Group

成立于1876年的蓝帜集团公司，其总部位于德国。蓝帜金属加工技术集团是由以上六家著名刀具生产企业强强联合而成，是世界

上主要的金属切削刀具供应商之一。 前五家刀具生产企业为汽车发动机及其零部件加工提供了强大的刀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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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缸体

铸铁缸体 

铝合金汽缸盖  

变速箱  

连杆

凸轮轴 

曲轴

万向节

特色刀具（滚压系统、搓丝板和滚刀）

汽车行业刀具管理 

刀具修磨

    Belin（贝林）:硬质合金、PCD和CBN铰刀和可调式铰刀等

    Bilz（比尔兹）:攻丝夹头和热涨刀柄及热涨仪等

    Boehlerit（倍锐特）:凸轮轴和曲轴铣刀等

    Fette（菲特）: 铸铁盘铣刀、丝锥、螺纹滚压系统和齿轮滚刀等

    Kieninger（基宁格）:铝合金面铣刀、缸孔粗精镗、曲轴孔线镗和气门阀座铰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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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铣轴承座

加工案例： 

线镗刀，带MAC刀夹 (半精加工Ø 68.3 + 精加工Ø 68.46)

切削参数：

vc = 140 m/min

n = 650 1/min

fz = 0.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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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补铣启动马达孔 

线镗曲轴孔

缸体（铝合金）

铣削平面

ID高速面铣刀

 刀片轴向跳动可以调整

 铝合金刀体

 硬质合金/PCD刀片

铣削止推面

半精加工轴承座



我们有不同类型的针对加工中心

曲轴孔线镗刀

和专机的线镗刀，并自主开发了

各种专用刀夹，如半圆型刀夹。

缸孔精镗刀具

高精度拉杆机构，保证尺寸μ级精度。

推镗方式实现半精镗和倒角，以拉镗方

式精镗缸孔。

螺纹孔攻丝

铸铁专用丝锥，粉末高速钢

材质，氮铝化钛涂层，外冷

或者中心/径向内冷出水。

缸体（铸铁）

缸孔粗镗刀

可采用刀夹式或刀片式的

多刃镗，同时可采用模块

式前端。

缸体顶面粗铣

模块式密齿刀盘具有

高进给及经济性好等特点。

阀座半精加工/精加工
阀座粗加工

钻孔和攻丝刀柄

凸轮轴加工

攻丝和钻孔

面粗铣/精铣

铣削燃烧面和前面平面

盘铣刀：

   2D/3D-HSC-MK-P 250 20 R

   切削参数：

   vc = 2,357 m/min

   fz = 0.12 mm 

   vf = 7,200 mm/min

凸轮轴孔线镗刀

   可根据凸轮轴孔的长径比，可采用内置硬质合金阻尼抗震式

线镗刀或模块式硬质合金线镗刀。

   首创半圆形刀夹系统，易于调整，减少镗杆绕度使实现高精

度孔加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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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缸盖（铝合金）

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加工方案



PCD面铣

铣削箱体二侧面

PCD台阶镗刀

PCD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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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速箱凸轮轴孔精铰刀

采用硬质合金材料制作导条支撑独特的夹紧系统确保了刀片的

夹紧强度可达到H6级精度Ra0.25的表面粗糙度。

阀座导管孔铰刀

为达到更小的径向跳动及最大的刚性，铰刀可采用多种夹紧方

式；如热套式及波纹涨套夹紧形式。

新型复合式导管孔及阀座精加工铰刀

座圈口关键结合面处采用滑车加工在专机上采用拉杆机构；

加工中心上采用气压控制 铰刀可采用带导条支撑的单刃铰刀

形式或者普通多刃铰形式。



粗镗大、小头孔

    一把复合镗刀，用于不同的加工序，可以完成大、小头孔的

加工

   ISO刀片，可用于粗镗、精镗和倒角加工，降低加工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

   用于加工中心

右图精镗刀用于带偏心主轴的专机

加工连接螺纹

   相比高速钢挤压丝锥，提高至少50％寿命

   相比整体硬质合金挤压丝锥，减少了刀具成本 

   丝锥刀杆可以重复使用，只需更换硬质合金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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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杆精镗孔

优势：

   加工直径 Ø 6 - Ø 32

   调节范围 +0.3 / -0.1 in Ø， 

                1刻度 = 0.01 mm 

   轴向夹紧，结构紧凑，刚性好

   操作简单

   旋转调整环调整容易

  刀具经过动平衡，实现高速切削

   硬质合金或者钢质镗杆

   如果需要，可以实现内冷

新型面铣刀

a)1D/2D/3D轴向、径向和角度可调式机夹式面铣刀。高强度铝合

金刀体，可实现超高速加工能力。

b)FEED-Jet。多齿数的设计，提高了铣削率。

它们都可以安装二种刀片：

   硬质合金刀片

   PCD刀片

选择可调的修光刃可获得极好的表面粗糙度和平面度。 

单刃铰刀

同一根铰刀杆，可以改变冷却液方向加工通孔或者盲孔。



刀夹系统

a)块状刀夹适合大批量生产。有效切削齿数多，加工性能

好， 通过更换刀夹修复简易。

b)可调式盒式刀夹适合柔性加工。切削宽度和油封挡圈高

度调节范围大，选用标准刀片。

内铣

适用于加工中型尺寸曲轴（如卡车）和锻造的船用曲轴：

   切削稳定性好

   金属去除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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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轴

外铣

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小型（轿车）

和中型尺寸的曲轴加工－带或者不带槽

   加工时间短

   切削速度高

车车拉

铣刀模块式设计，装有刀夹，用于车车拉轿车曲轴主轴颈。

   刀夹可以替换

   切向安装刀片可以重载切削

   ISO刀片减少成本

我们提供的服务

   就加工时间、刀具寿命和工件公   差等方面进行过程优化

提供零件和备件

   刀具修理

   应用工程师现场服务

   培训教程

凸轮轴加工

带块状刀夹的铣刀将圆料或者模锻毛坯加工成凸轮轴，

工程设计

历史悠久的Boehlerit（倍锐特）公司为加工任何尺寸的凸轮轴

和曲轴提供合适的刀具及其专业知识。

从刀具设计到使用，从材质到几何角度，我们为用户制造最

优的加工刀具。

我们很高兴利用多年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为用户服务。

凸轮轴

a b



球道的软铣 球道和保持架的硬铣

介绍

著名的Kieninger（基宁格）公司，在等速传动轴行业中，凭借其超过20年的专业经验，提供软车，软铣，硬车和硬铣等一系列非

标刃具，并通过一支专业高效的团体，为客户提供整套加工方案及工艺优化。

软铣 硬铣

硬质合金刀片，2个切削刃，具有螺旋刃的刀片

可更换式刀头，4个切削刃

更换式CBN刀头，有4个切削刃

切削稳定性好，刀头跳动<10 μ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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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向节

刀头直径：D=17.8mm，4齿

切削参数：ap=2mm, V=280m/min            

                   fz=0,25mm  Vf=5000mm/min

车削法兰和连杆端

a)曲轴静止，使用铃形非标套式刀具加工

b)曲轴旋转，使用ISO标准车刀加工

钻孔

a)中心钻加工

b)机夹式转位刀片钻头或者整体硬质合金钻头

攻丝

a)高性能粉末高速钢涂层丝锥

b)根据不同的螺纹深度， 选择R15/45 °螺旋角

c)切削面蒸汽氧化处理，控制排屑

径向刀片

   ISO刀片用于车削

   类似ISO刀片用于车拉

   特殊铣削刀片

切向刀片

   负前角铣削

   正前角铣削

   重载车削



从2003年开始，蓝帜承担了大众汽车变速器（上

海）有限公司的5级最高级刀具管理工作，从一个刀

具供应商转变为一个刀具服务商。我们负责刀具采

购、工程管理、仓库、准备和预加工，目的是帮助

用户实现以下目标：

   提高产品质量

   减少供应商

   降低生产成本

   优化生产过程

   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库存量

全面刀具管理概念：

我们为用户提供刀具修磨和刀具准备；过程优化、改善和库存管理；制造现场设置专门刃磨机床用于修磨刀具；设有自己的刀具

库，可直接在生产现场进行刀具测量和预调，提供刀具修理、修磨和涂层服务，并及时向生产线提供刀具，保证生产正常运转。

其刀具管理费用不是按所消耗的刀具数量来收取，而是按生产的工件数量计算，同时对每年刀具费用的降低比例提出了明确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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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帜在汽车行业的刀具管理

1. 螺纹滚压系统

意想不到的经济性

缩短加工时间

滚轮寿命超长

提高螺纹强度

提高表面光洁度

提高螺纹精度

提高设备利用率

节约材料

没有铁屑减少污染

2. 搓丝板

3. 齿轮滚刀

享誉德国的Fette（菲特）公司生产种类齐全的硬质合金和高

速钢滚刀，它已经成为汽车行业齿轮加工的优选。

粉末高速钢PM14材质配以TiCN PLUS或AL PLUS涂层，提高

了滚刀的使用寿命。它能实现高速加工，减少加工时间。

无论高速钢滚刀或硬质合金滚刀都能干切削。

蓝帜在汽车行业具有特色的刀具

为
用
户
提
供
附
加
服
务

管理管理

优化优化

采购采购

物流物流

补给补给

仓储仓储准备准备

修磨修磨

管理管理

优化优化

采购采购

物流物流

补给补给

仓储仓储准备准备

修磨修磨



南京 上海

杭州

北京

重庆

沈阳

西安

广州

苏州

长春

大连

太原

哈尔滨

无锡

宁波

青岛

长沙

天津

成都 武汉

★

中国总部

中国办事处

中国联络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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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帜在南京为汽车行业用户提供PCD、CBN和硬质合金及高速钢等刀具的修

磨换齿服务。

我们的修磨服务车每周来往于南京和上海，沿线提取用户需要修磨的刀具，

并在1－2周时间修磨完毕后送回，真正做到门对门的服务。

我们在中国已经取得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蓝帜中国的修磨服务 蓝帜中国销售网络

济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