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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球最具豐富經驗的機加工改造管理團隊為您實現用現有的設備完成全新項目

Let the world's most experienced retooling team to complete 
your new project with existing machines

Retooling 生產線改造是一種　的服務型態，適應節奏快速、多樣化的產品和短週期化的生產環境。柔性、多功能的機床使客戶可以
在原有設備上實現 Retooling 生產線改造。 Retooling 生產線改造不僅確保產品生命週期的成本，也同時使原設備有效的再利用。
SVQ 團隊通過對現有設備進行分析，制定出專屬的改造計劃。經濟且可靠的服務是我們的承諾。

一個完整的 Retooling 生產線改造包含以下服務﹔適應　產品的加工工序、設備調校改造與搬　、　的夾具、　的刀具、　的加工程
序編程、改造 PLC 控制程序、量產前的試運行和後期人員的培訓。上述所有服務更可以隨著客戶需求進行多樣性的調整，讓項目實
施可以更快捷、更靈活。我們的團隊將一如既往提供可靠、經濟的　決辦法。

德國經驗的項目整合管理
German Experience System 
Integration  

SVQ 團隊能給您的整線加工提供完美的方案。經驗豐富的團隊
將所有資源做完美的結合與管理，並通　本地工程師進行直接
服務，給客戶一個高性價比的選擇，對整線製造過程支持及持
續優　。SVQ 將一同與您創造非凡價值。

SVQ 團隊提供全方位的客户服務
Comprehensive Customer 
Service from SVQ Team

Retooling 生產線改造

變速器殼體加工中心生產線改造服務解決方案
Retooling Solutions of Transmission Housing Production Line  

OP10 正面及背面及左側閥體面加工
Top face and end face and left side valve bady machining

OP30 清洗
Cleaning 

OP50 所有周邊內容加工
Surrounding area machining

OP20 正面變矩器安裝面加工
Torque converter mounting surface machining 

OP40 堵頭壓裝
 End cap press-fit

OP60 精加工變矩器面及所有精加工
Torque converter mounting surface  finish 
machining and all finish machining

工件名稱

變速器殼體

材料

鑄造　合金

加工内容

6AT 殼體生產線是根據客戶現有的 4AT 殼體生產線改造，完成 6AT 殼體毛坯到
成品的所有工序。毛坯刻印，粗加工，清洗，堵頭壓裝，精加工，清洗，洩漏測試，
成品

Workpiece

Transmission housing 

Material

Cast aluminum alloy

Machining job
Complete machining of 6AT transmission housing incl. Blank marking, 
rough machining, cleaning, end cap press-fit, finish machining, cleaning, oil 
leakage leak test, finish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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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機床重新佈置 , 工藝重新定義
Relocating existing machines, redefine machining process.

自動生產線桁架機械手上下料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use gantry to upload and down load the parts

滾道物流線與自動化結合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with conveyer

刀具、夾具完美配合讓生產效率更高
Perfect match of the cutting tools and fixtures, increase productivity

OP10 OP20

OP30 OP40

OP50 OP60

平面佈置圖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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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合精密夾具（崑山）有限公司
江蘇省崑山市玉山鎮玉楊路456號F棟廠房

電話 : +86（521）55157667



極具豐富經驗的團隊為您量身打造可靠與經濟合理的項目

規劃。

針對客戶產品特性製作一系列高效的加工刀具，善用原設

備能力。精密度高、壽命長讓生產線得以保證。

Retooling 前期，必須針對現有設備做一系列檢修並按照

新佈置將設備遷移與構建相關基礎設施。

基於現有的硬件與軟件進行改造，並導入更合適的邏輯編

程，進而整合所有電子訊息，真正達到集成整合。

提供高端的液壓夾具。效率更高、重複裝夾精度保證，為

您的生產帶來穩定與持續。

本地的工程師團隊在現場進行服務與調試。通過德國經驗

支持使我們團隊更靈活、更快捷。

我們的工程師針對加工刀具和夾具特性進行 CNC 編程，

讓產品發揮最大效益。

生產能力驗證後進行各系列的培訓，針對各種專業制定相關

的訓練課程， 並配合客戶需求製作操作手冊與相關資料歸檔。

• 現有設備加工能力分析

• 方案準備

• 產能評估

• 可行性研究

• 加工節拍計算

• 加工單件刀具成本評估

• 基於整體選擇最經濟的刀具

• 最大程度利用現有刀具

• 最大程度減少刀具數量

• 對刀具、夾具、機床以及工件之間可能存在的干涉進行檢查

• 基礎建設改造

• 設備佈置調整

• 設備檢修

• 精度恢復

• 性能調整

• 電子控制元件查修

• 分析編碼並重新定義

• 基於整體提供更適合的邏輯編程與增加相關電子元件

• 集成整合所有自動化和電子訊息

• 夾具方案規劃

• 夾具與機床接口檢查

• 機械上料與人工上料干涉檢查

• 夾具與刀具干涉檢查

• 完整交付刀具夾具

• 安裝調試夾具

• 按規劃將調試好的刀具安裝至機床刀位

• 程序導入與調試

• 進行加工驗證

• 優化與調整

• 基於計算機CNC編程

• 原自三維數據的高效CNC編程

• 提供的程序完全符合DIN標準

• 巨集的應用令加工路徑和加工時間合理優化

• 針對客戶需求制定完整的培訓計劃

• 夾具換型及安裝保養

• 高精度刀具使用及保養培訓

• 按照客戶要求完整移交相關文件與指導說明資料

我們的 Retooling 完美的與工業 4.0 進行結合
Our Retooling Perfectly Combine with Industry 4.0 

生產線改造流程
Retooling Service Process

工藝定義、加工方案製訂

刀具設計 改造 PLC 控制程序

夾具設計

量產前的試運行

加工程序編程準備

後期人員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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