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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行业迈向数字化
CNC Shopfloor Management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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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生产的必由之路

随着数字化变革的不断深入，机床厂商和各生产企业需要更灵活地应对市场需求并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针对机床行业这一挑战，西门子的车间管理软件 CNC Shopfloor Management Software 应运而生。它

可以实现跨厂商的机床管理、分析和优化。

面向机床厂商和生产企业的数字化
方案

西门子可以提供围绕机床的全套数字化方案，从新机床设计之初到机床的运行和持续改进阶段。

充分利用数字化提供的所有可能性，全面挖掘增效潜力！

对于机床厂商而言，数字化方案需要涵盖从机床

设计、工程设计，再到机床调试和后期服务的整

个过程。

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数字化方案需要贯穿整条增

值链，从产品开发、生产规划，再到生产执行和

数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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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和工程设计更高效

设计更高效、更快速

机床厂商有两大目标：一个是以设计为中心，使设计更高效、

更灵活，方法比如有：将整个开发过程中的数据可视化。另一

个是以生产为中心，为客户的产线提供各种数字化产品组合，

构建数字化生产环境。数字化覆盖各个层级，甚至包含了新的

业务模式。

提高机床开发效率

面对灵活多变、个性化的客户和市场需求，厂商如何灵活应对

变得日益重要。高效的机械和电气开发过程，可以加快产品上

市速度。 

数字化双胞胎，开发更灵活

凭借该数字化软件，在机床的早期设计阶段就可以构建一个虚

拟的机床模型。该“数字化双胞胎”可以进行机床的虚拟调

试，从而为机床设计的优化提供强大支持，另外，它还可以助

力机床的销售、机床的试产以及后期的升级改造和服务。开发

更省时，机床质量更高，开发也更灵活。

 

虚拟机床调试，缩短真实机床的调试时间

“NX Mechatronics Concept Designer”可以显著缩短机床的

开发过程。借助虚拟调试，机床上原先耗时耗力的调试过程明

显加快。这是因为数字化双胞胎和真实SINUMERIK 连通在一

起，客户因此可以在几乎完全真实的条件下对机床功能开展测

试和改进。

虚拟环境，保障安全

虚拟调试可以提供最高程度的安全保障。它避免了真实调试

或试车时可能对机床造成的损坏。另外，客户在早期就可以

在一个几乎和真实环境一样的虚拟环境中验证他们的工件加

工程序。

面向机床厂商的 Manage MyMachines

Manage MyMachines 是西门子推出的基于云的开放式物联网

操作系统MindSphere 上的一个应用程序。该 MindApp 从云端

收集数据，可以随时提供定制的机床状态总览。此外，改进的

服务流程也非常重要，前提是掌握真实的机床和生产数据以及

相关的历史数据。这些数据可帮助客户发现以及展示变化。凭

借专业知识，专家还可从数据中发现故障原因。这就是新型数

字化业务模型的开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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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更高效

生产环境中的性能优化

作为生产企业，如何将机床智能地集成到生产过程中非常重

要。我们可以将生产规划、生产执行以及所涉及的各种机器都

通过SINUMERIK Integrate 这一平台连接在一起，这样我们就

可以准确无误的传输程序和数据。 

改进工件生产和效率

随着加工计划和加工过程的复杂度越来越高，一体式的无缝数

字化能够轻松应对高产能需求、产品切换以及新产品引入这些

情况。它可以减少不同过程之间的衔接导致的错误，也可以减

少工件返工次数。 

虚拟测试和真实生产同步进行

基于机床厂商提供的“数字化双胞胎”，还没等机床开

动，生产企业就可以计划并改进所有生产步骤。这种方式

缩短了装机时间，提高了收益。得益于使用“虚拟数控内

核”（VNCK），生产企业可以在和真实世界几乎完全一

样的虚拟世界中开展加工仿真，可以提前进行机床优化。

SinuTrain——和真实控制系统一样的数控编程站，使程序可

以在 PC 上离线编制，然后直接传送给控制系统。

 

有计划的维护和服务，缩短停工时间

凭借 Analyze MyCondition，连接到本地SINUMERIK Integrate 

服务器的机床可以按照各种测试和触发选项持续监测。

挖掘加工过程中的改进潜力

在机床运行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检查并改进加工过程。Analyze 

MyWorkpiece Toolpath 可以分析加工程序，并在早期就改进

加工程序，使机床运行最优化。使用基于云的服务，生产企业

也可以分析来自不同地点、不同设备的数据。

面向生产企业的 Manage MyMachines

Manage MyMachines 应用程序可以增强机床的可靠性、提高

生产率，并减少检修和维护成本。生产企业可以关注核心业

务，同时仍可以清楚地了解机床状态和相关的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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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 Shopfloor Management  Software，一套完善的生态系统

M该系统采用先进的 IT 架构，由三个层级组成：“In Cloud”、“In Line”和“In Machine”，分别布署在三个平台上：

MindSphere、SINUMERIK Integrate 和SINUMERIK/SINUMERIK Edge。整套系统从现场到云端都设计了大量定制功能。利用该系

统可以开拓出新型业务模式，比如：新型服务模式。数字化可以助力企业进一步挖掘潜能，持续提升生产率和竞争力！

云端 MindSphere

产线端
SINUMERIK 
Integrate

机器端 SINUMERIK SINUMERIK 
Edge

访问 siemens.com/machinetools-digitalization，查看所有软件包。

更多选择 SINUMERIK 的理由

SINUMERIK，面向全球机床市场的数控产品系列

访问 siemens.com/sinumerik，了解更多信息。

SINUMERIK 支持多种加工工艺，从铣削、车削、磨削到多任

务处理、工业机器人和增材制造。 

访问 siemens.com/sinumerik，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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