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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生产时间缩减了 90％ AM-LOCK

AM-LOCK 零点夹紧系统 - 分段处理成型工作台、预热至 500 °C、
无缝衔接后加工处理直至成品出笼

pL LEHMANN 利用 AM-LOCK 推出了一款可用于增材制造 (Ad-
ditive Manufacturing / AM) 的零点夹持系统。其特殊之处在
于：它的应用可贯穿于整个工艺链 - 从准备工作到真正的 3D 打
印，再到涵盖了切削、测量和高达 650 °C 的退火等后加工工
艺。毋庸置疑：AM-LOCK 确保了平稳流畅的制造流程，大幅提
升了制造速度。也借此提升了整个工艺流程的速度，显著降低了
生产成本。

生产制造工艺面临突破。众多技术中，金属部件除粉末喷涂
熔覆技术（LMD 或 DED）和选择性激光烧结 (SLS) 之外还可采
用选择性激光熔覆 (SLM) 或粉末沉积的激光金属熔化 (LMF) 技
术。 

pL LEHMANN 利用 AM-LOCK 开发了一款专用于 3D 打印领域兼具灵活性、
精确性和过程稳定性于一身的零点夹持系统。图片：pL LEHMANN

但仅靠工业级增材制造工艺还是不够的。pL LEHMANN，这
家瑞士家族企业的企业负责人 Hansruedi Lehmann 解释说：“增
材制造必须要整合在一个数据流和物料流相互平衡的制造环境
中。各项可用生产能力必须协调一致。然而自动化设备并非无所
不能。我们特殊的连续式零位夹紧系统 AM-LOCK 实现了合理的
手动模式，也可随时采用自动模式。” 

此外，它还指定软件合作伙伴 CADS Additive 为各 AM-
LOCK 系统开发了插件，以实现连贯的数据流。“我们全系列的 
AM-LOCK 系统和软件工具都可以提高金属部件在 3D 打印中的
生产速度。同时还降低了成本，提升了部件质量”Lehmann 评述
说。

Lean production – we will suppor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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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增材制造机床的理想夹具

市场上有许多不同的零点夹持系统。pL LEHMANN 的 AM-
LOCK 系统在此方面别具特色，因为它能保证从部件的增材制
造到任意形式后处理加工的工艺连贯性。增材制造机床的 AM-
LOCK 核心要素是已获得专利的“Thermo-Lock”定位夹紧原理。

Thermo-Lock 格栅板在 50 mm 网目中含有许多 6 mm 高的
销，与定位孔相比，它可通过不同程度的热膨胀实现无间隙夹紧
定位。具体来说，就是分段托盘在低于 70 °C 的温度下松解，并
在超过 80 °C 直至 100 °C 的范围内夹紧在 Thermo-Lock 格栅板
上。销的几何学设计确保在受到热机械夹紧力的情况下能够自动
定心，从而在重复精度为 ±0.005 mm 的范围内保证了工艺可靠
性。 

在松解状态下 Thermo-Lock 格栅板的清洁工作可通过吹扫来
完成。随后通过压力监测来进行清洁和在位检测，为此使用了增
材制造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氩气，从下方将氩气贯通到格栅板和销
上。如果背压低，表示氩气在销和分段托盘之间流动：托盘没有
放平或未夹紧。如果背压高，则托盘靠紧；夹紧后可以开始进行 
3D 打印。

热力学特性的优势

AM-LOCK 系统基本上无需加热系统即可工作。介于 0.015 
mm 至 0.025 mm 之间的配合间隙即使在没有 Thermo-Lock 的情
况下也能实现不超过 +/- 0.01 mm 范围的重复精度，这意味着机
床的压力精度仍远低于此。如果机器侧带有一个加热器，还会赋
予 AM-LOCK 另一个重要的优点：紧凑的结构高度和较大的支撑
面积可确保快速均匀地加热整个系统。计算机模拟和测量表明，
加热开始后仅 500 秒，基板上的温度就达到了与升降台几乎相同
的水平。这些结果证实了系统具有极快的热传导性能和极好的热
分布性能。

其他方面的优点：由于 Thermo-Lock 系统的格栅板或分段托
盘不含任何机械运动部件，因此既不需要压缩空气或油来控制，
也不需要使用密封件。这意味着没有密封件损坏和机械组件卡夹
的烦恼。由于采用热机械原理，因此也不需要通电或通入压缩空
气。系统能如此大有作为，得益于可承受高达 500 °C 的耐高温材
料。

增材制造在工业中的应用

增材制造工艺能够直接从粉末材料和 3D CAD 数据组中逐层
创建三维对象。与烧蚀法（如切削或腐蚀法）相比，分层结构为
实现功能优化和功能集成提供了全新的设计方案。增材制造机床
可制作极其复杂、超轻但却稳固的结构。此外，增材制造还能以
合理的单价进行小批量制造，从而实现定制化程度很高的产品。
增材制造机床同样能用于批量生产。

增材制造部件在投入应用前通常要采取后加工处理。要去除
支承结构并进行铣削加工，以便使确定的表面满足精度和表面质
量的要求。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后道的热处理、测量或涂装工
艺。

但截至目前为止，将增材制造系统替换为其他种类的机器和
设备一直是一项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且铤而走险的任务，因为
它阻碍了经济化批量生产的进程。pL LEHMANN 已开发了一套
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增材制造能力的零点和定位系
统 AM-LOCK，可适配 Coherent、Concept Laser、DMG MO-
RI、EOS、Renishaw、SLM Solutions、Trumpf 等常见的增材制
造机床上，也可以安装在加工中心上，而无需做任何改动。

已获得专利的“Thermo-Lock”定位夹紧原理是增材制造机床的 AM-LOCK 核
心要素。

由格栅板和分段托盘构成的系统

pL 零点夹持系统 AM-LOCK 在增材制造面上基本上由格栅板和
其上的分段托盘构成。安装在增材制造机床成型工作台上的格栅板
在一个 50 mm 的紧凑式网目中含有大量定心销（顶置式）。或者
可以将销直接整合到成型工作台（内置式）中。这个格栅系统上可
以任意安置不同规格和大小的分段托盘。 

分段托盘分为两个部分：一块是可直接更换的铝、钢或钛钢
基板，一块是带有穿孔阵列的工装板，用于格栅板的零点夹持。
有一个特别的好处是：可将增材制造机床中的多块分段托盘组合
在一块格栅板上。这样可实现在一道工序内完成不同部件的制
作。后处理（退火、测量、透视、腐蚀、铣削等）时，可将各分
段托盘分别送入所需的过程中，然后直接夹紧在 AM-LOCK 卡盘
上或通过转接夹紧销夹紧在如 Schunk、Erowa、AMF、System 
3R 等零点夹持系统上，而不会丢失零点。

为了在加工中心或在测量设备上实现零点夹紧，pL LEHMAN 提供了采用 Ball-
Lock 系统的 QUATTRO 和 UNO 卡盘（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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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适配所有常见的零点夹持系统
 

AM-LOCK 系统的用户还可使用许多其他第三方品牌现有的零点
夹持系统进行后加工处理，pL LEHMANN 还为此提供了配套的转
接器。对于 Schunk、Erowa、System 3R、AMF、Lang、Gres-
sel 和 Zeroclamp 设备均提供适配的夹紧销。

其他配件还包括手动夹持器和机械手，用于安全夹取尚未冷
却的分段托盘。AM-RoboGrip 是一种气动平行夹持器，带有指状
件，可精确插入托盘的梯形槽中。配备的标准化接口可连接商用
机器人和搬运设备。

量身打造的软件插件

pL LEHMANN 还为 AM-LOCK 硬件配备了配套软件：由 
CADS.Additive 开发的 AM-LOCK Configurator，目前可作为 AN-
SYS 和 CREO 的插件提供。它为采用各种可用托盘对成型面进行
分段处理提供了数字化基础，优化了用于切削后加工处理的支撑
结构。同时会自动考虑到托盘零点和网目间距。甚至可使用 AM-
LOCK Configurator 来准备必要的后道流程，前提是需要可连接
客户特定的第三方软件组件的接口。

AM-LOCK 托盘可耐高达 650 °C 的高温。打印好的部件可直接送至退火炉，
无需事先与托盘分离。

Ball-Lock 卡盘可通过气动方式产生高达 40 kN 的夹持力，因此具有极高的切
削加工性能。

采用的 Ball-Lock 结构可用于安装到加工中心或进行
热处理

为了在加工中心或在测量设备上实现零点夹紧，pL LEH-
MANN 提供了 QUATTRO 和 UNO 卡盘，它们均采用了 pL LEH-
MANN 开发的 Ball-Lock 系统。这些栅板可采用手动或气动方式
控制，夹持力最大可达 40 kN，同样具有极高的切削加工性能。 

名如其意，QUATTRO 卡盘（尺寸 150 x 150 x 34 mm）具有
四个夹紧销，而 UNO 仅含有一个。两种卡盘均可直接安装在机床
工作台上，易于清洁且无需维护。

由于 AM-LOCK 托盘在高达 650 °C 的温度下具有耐热性（经
测试证实），因此打印的部件可以直接送去热处理，而无需事先
与托盘分离。

由 CADS.Additive 开发的 AM-LOCK Configurator 是 AM-LOCK 的配套软件。

pL LEHMANN 公司，…

… 是一家为金属加工领域生产 CNC 转台和其他组件的瑞
士制造商，这家机械制造公司经验丰富，其生产的转轴和回
转轴在制造领域中享有 40 多年的盛誉。除了这些可将三轴
钻/铣床变成生产率更高的四轴或五轴加工中心的产品之外，
产品系列中还提供各种工件夹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