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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止式夹具

图片: 来源于 Maschinenfabrik Berthold Hermle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重复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稳定的短夹持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重复精度 < 0.010 mm

附件

使用中的三爪卡盘 B-Top3 和 TESTit 测量仪器 

三爪卡盘

�� 很合适自动夹紧
�� 外形轮廓：角状轮廓允许较低的空间要求
�� 重复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三爪卡盘

静止式夹具

附件静止式夹具

特殊解决方案

静止式夹具 ms / hs dock [ 用于固定心轴夹持的心轴驱动单元 ]

反涨夹具

MANDO T211
[带牵引螺栓]

MANDO T212  
[不带牵引螺栓]

MANDO T812  
[不带牵引螺栓]

�� 止动深度可以以 1 mm 为单位进行增量调节
�� 标准工件止动器
�� 安装所需的时间最短
�� 实际上不需要止动设计
�� 接触式止动部件上的垂直度 < 0.02 mm
�� 实用存储箱
�� 可用于旋转和固定用途 �� 可以在几秒钟内调节夹紧长度

�� 有效的止动块
�� 单个零件较少

�� 成熟的、熟悉的系统，附有
仪表盘

我们从来不说“没办法”。无论是大卡盘、由碳制成的夹具，还是特殊心轴： 
我们始终提供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特殊的要求。我们的专家与您协力制定这些解决方案。
他们把这项技术发挥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喜欢舍弃老路，打破常规思维，以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创
新投入到工作中。

HAINBUCH 特殊解决方案的优势：
�� 定制解决方案，适合您的要求
�� 优化制造工艺
�� 凭借最新的夹具技术，开创先进的生产可能性

止动器系统 – vario [ 可手动调节的止动器 ]

按顾客要求定做，而不是大规模生产 

适用于以下要求的 TESTit 类型:

外圆夹持力测量

内孔夹持力测量

�� 外径及内径夹持的夹紧力测量
�� 可用于旋转[在特定转速条件下]和静
止式应用
�� 通过蓝牙传到笔记本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 测量数据可视化及存档软件
�� 工作时间超过 5 小时的锂离子可再
充电电池

更换为驱动顶尖反涨夹具 [ 1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驱动顶尖 固紧驱动顶尖 完成换装

夹头更换 [ 10 秒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夹头被取出 更换夹头 完成换装

更换为心轴反涨夹具 T211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 MANDO T211 
反涨夹具

安装涨套 旋上拉栓 完成换装

更换为夹爪组件 [ 2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夹爪组件 固紧夹爪组件 完成换装

更换为莫氏锥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莫氏锥 固紧莫氏锥 插入中心 完成换装

经销商/商业机构

瀚柏格夹具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755号宝虹中心611-612 
邮编: 201101 
电话: +86 21 20916384/85   传真: +86 21 20916383 
sales@hainbuch.cn   www.hainbu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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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热线 +86 21 20916384/85

德国夹具王 
车削铣削加工的模块化夹持解决方案

我们的主要产品概览

�� 心轴可用于加工中心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夹持范围 Ø 8 – 200 mm
�� 即使孔径公差为 ± 0.6 mm, 也可实
现无间隙定心

MANOK [ 手动静止式卡盘 ]

MANOK plus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手动静止式卡盘 ]

HYDROK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液压静止式卡盘 ]

[ 用于外径和内径夹持 ] 的 TESTit 夹紧力测量仪器 灵活性是法宝 [ 快速更换 ]

www.hainbuch.cn

vario part

vario quick

咨询 我们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问题？我们准备助您一臂之力！
电子邮箱：sales@hainbuch.cn
电话：+86 21 20916384/85
www.hainbuch.cn

您可在全世界 
找到我们！



�� 环形夹紧
�� 3 种不同类型：
适用于毛胚、光面和自车夹头
�� 可夹持多种外形轮廓
�� 防冷却液的橡胶金属连接可防止在卡
盘内出现碎裂
�� 夹持范围 SE 4 – 100 mm
�� 夹持范围 RD 4 – 160 mm

�� 由于采用 CENTREX 接口,可在不用调节
情况下，从外径夹持到内径夹持之间进
行快速更换
�� 在卡盘内锥孔与心轴锥柄之间可实现 
< 0.005 mm 的同心度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轴向零移位卡盘三爪夹持
�� 可用于旋转 [在特定转速条件下] 和静止
式应用
�� 可在2分钟内从夹头或心轴夹持切换为
夹爪夹持

夹具 旋转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 外径夹持

MANDO 反涨夹具-内径夹持

三爪卡盘尺寸 145 或 215 – 
三爪夹持

SPANNTOP 卡盘

TOROK 手动卡盘

夹具 静止

HAINBUCH 模块化系统。
灵活性是关键

�� 弹簧顶尖
�� 硬质金属驱动顶尖
�� 可在不卸下卡盘情况下很快地进行更
换 [ 1 分钟 ]

TOPlus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 通过莫氏锥可实现自适应夹持
�� 在无需调节情况下装配 [ 1 分钟 ]

驱动顶尖自定心夹具

莫氏锥自定心夹具

MANOK plus 手动静止式卡盘

HYDROK 液压静止式卡盘

SPANNTOP mini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SPANNTOP nova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 ]

�� 夹持力比 SPANNTOP nova 提高了 25 %
�� 由于夹紧段的全表面接触，具有无与伦
比的刚性
�� 减少振动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 HAINBUCH 有一些典型特点，例如用户安装
起来特别方便、全通道、平行夹持、动力转换
最佳、刚性极大、夹持力较强，而且损耗最低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RD 圆形夹头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偏心卡盘 

快换系统 centroteX [ 快速更换夹具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六角形夹头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使用 centroteX 更换卡盘

�� 夹具更换时间大幅减少[使用吊具需 5 分钟，
用手换仅几秒钟]
�� 机床适配器与夹具适配器之间的更换
精度 < 0.002 mm – 无需调准
�� 夹具的机床重叠使用
�� 与直接用螺栓锁定在机器上的夹具
相比，其刚性无损失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偏心卡盘 [ 通过 C 轴调节 ]

快换系统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各式夹爪

SPANNTOP外径
夹具 
[有定位块]

MANDO 反涨夹具

SPANNTOP M 外径
夹具 
[无定位块]

�� 通过使用 MANDO 反涨夹具极快地转换为内径
夹持，或通过 SPANNTOP 外径卡盘
极快地转换为外径夹持[2 分钟]
�� 通孔可从前端更换的通道套筒或止动套筒
�� 在高切换精度条件下，通过单独解锁实现快速
夹爪更换；适于» Reishauer «系统，直齿切削

�� 凭借 C 轴的无限偏心调节
�� 在单个夹持机构中的同心和偏心加工
�� 不同的偏心尺寸可配有相同的卡盘和夹头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SPANNTOP nova
+ 夹具适配器

机床连接器

B-Top3 三爪卡盘
+ 夹具适配器

MANDO 心轴
+ 夹具适配器

自适应夹具示例

TOPlus mini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TOROK [手动卡盘]手动卡盘 

三爪卡盘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夹持力比 SPANNTOP mini 提高了 25 %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SE 六角形夹头

反涨心轴

反涨心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驱动顶尖

莫氏锥度连接器三爪卡盘

MANDO T212 [ 后拉/不带拉紧螺栓 ]

MANDO T812 [ 轴向零移位卡盘 /不带拉紧螺栓 ]反涨心轴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根据要求提供有结构补偿涨套
�� 夹持范围 Ø 20 – 2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仅径向夹紧，没有在工件止动器上施加
拉力 – 很合适从主轴抓取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CENTREX [ 夹盘系统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 极高的重复精度 [ < 0.003 mm ]
�� 拉紧力不传输到定位上，因为定心元件相对于
定位轴可以相对移动
�� 即使  热膨胀，也绝对零点，自定心
�� 由于底座与夹盘的平面接触，具有极强的刚性

CENTREX 基板系统

MANDO T211 [ 回拉 /带拉紧螺栓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B-Top3 [ 带 CENTREX 接口 ]TOPlus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 ]

TOPlus mini 卡盘

SPANNTOP mini 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 环形夹紧
�� 3 种不同类型：
适用于毛胚、光面和自车夹头
�� 可夹持多种外形轮廓
�� 防冷却液的橡胶金属连接可防止在卡
盘内出现碎裂
�� 夹持范围 SE 4 – 100 mm
�� 夹持范围 RD 4 – 160 mm

�� 由于采用 CENTREX 接口,可在不用调节
情况下，从外径夹持到内径夹持之间进
行快速更换
�� 在卡盘内锥孔与心轴锥柄之间可实现 
< 0.005 mm 的同心度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轴向零移位卡盘三爪夹持
�� 可用于旋转 [在特定转速条件下] 和静止
式应用
�� 可在2分钟内从夹头或心轴夹持切换为
夹爪夹持

夹具 旋转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 外径夹持

MANDO 反涨夹具-内径夹持

三爪卡盘尺寸 145 或 215 – 
三爪夹持

SPANNTOP 卡盘

TOROK 手动卡盘

夹具 静止

HAINBUCH 模块化系统。
灵活性是关键

�� 弹簧顶尖
�� 硬质金属驱动顶尖
�� 可在不卸下卡盘情况下很快地进行更
换 [ 1 分钟 ]

TOPlus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 通过莫氏锥可实现自适应夹持
�� 在无需调节情况下装配 [ 1 分钟 ]

驱动顶尖自定心夹具

莫氏锥自定心夹具

MANOK plus 手动静止式卡盘

HYDROK 液压静止式卡盘

SPANNTOP mini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SPANNTOP nova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 ]

�� 夹持力比 SPANNTOP nova 提高了 25 %
�� 由于夹紧段的全表面接触，具有无与伦
比的刚性
�� 减少振动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 HAINBUCH 有一些典型特点，例如用户安装
起来特别方便、全通道、平行夹持、动力转换
最佳、刚性极大、夹持力较强，而且损耗最低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RD 圆形夹头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偏心卡盘 

快换系统 centroteX [ 快速更换夹具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六角形夹头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使用 centroteX 更换卡盘

�� 夹具更换时间大幅减少[使用吊具需 5 分钟，
用手换仅几秒钟]
�� 机床适配器与夹具适配器之间的更换
精度 < 0.002 mm – 无需调准
�� 夹具的机床重叠使用
�� 与直接用螺栓锁定在机器上的夹具
相比，其刚性无损失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偏心卡盘 [ 通过 C 轴调节 ]

快换系统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各式夹爪

SPANNTOP外径
夹具 
[有定位块]

MANDO 反涨夹具

SPANNTOP M 外径
夹具 
[无定位块]

�� 通过使用 MANDO 反涨夹具极快地转换为内径
夹持，或通过 SPANNTOP 外径卡盘
极快地转换为外径夹持[2 分钟]
�� 通孔可从前端更换的通道套筒或止动套筒
�� 在高切换精度条件下，通过单独解锁实现快速
夹爪更换；适于» Reishauer «系统，直齿切削

�� 凭借 C 轴的无限偏心调节
�� 在单个夹持机构中的同心和偏心加工
�� 不同的偏心尺寸可配有相同的卡盘和夹头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SPANNTOP nova
+ 夹具适配器

机床连接器

B-Top3 三爪卡盘
+ 夹具适配器

MANDO 心轴
+ 夹具适配器

自适应夹具示例

TOPlus mini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TOROK [手动卡盘]手动卡盘 

三爪卡盘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夹持力比 SPANNTOP mini 提高了 25 %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SE 六角形夹头

反涨心轴

反涨心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驱动顶尖

莫氏锥度连接器三爪卡盘

MANDO T212 [ 后拉/不带拉紧螺栓 ]

MANDO T812 [ 轴向零移位卡盘 /不带拉紧螺栓 ]反涨心轴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根据要求提供有结构补偿涨套
�� 夹持范围 Ø 20 – 2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仅径向夹紧，没有在工件止动器上施加
拉力 – 很合适从主轴抓取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CENTREX [ 夹盘系统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 极高的重复精度 [ < 0.003 mm ]
�� 拉紧力不传输到定位上，因为定心元件相对于
定位轴可以相对移动
�� 即使  热膨胀，也绝对零点，自定心
�� 由于底座与夹盘的平面接触，具有极强的刚性

CENTREX 基板系统

MANDO T211 [ 回拉 /带拉紧螺栓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B-Top3 [ 带 CENTREX 接口 ]TOPlus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 ]

TOPlus mini 卡盘

SPANNTOP mini 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 环形夹紧
�� 3 种不同类型：
适用于毛胚、光面和自车夹头
�� 可夹持多种外形轮廓
�� 防冷却液的橡胶金属连接可防止在卡
盘内出现碎裂
�� 夹持范围 SE 4 – 100 mm
�� 夹持范围 RD 4 – 160 mm

�� 由于采用 CENTREX 接口,可在不用调节
情况下，从外径夹持到内径夹持之间进
行快速更换
�� 在卡盘内锥孔与心轴锥柄之间可实现 
< 0.005 mm 的同心度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轴向零移位卡盘三爪夹持
�� 可用于旋转 [在特定转速条件下] 和静止
式应用
�� 可在2分钟内从夹头或心轴夹持切换为
夹爪夹持

夹具 旋转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 外径夹持

MANDO 反涨夹具-内径夹持

三爪卡盘尺寸 145 或 215 – 
三爪夹持

SPANNTOP 卡盘

TOROK 手动卡盘

夹具 静止

HAINBUCH 模块化系统。
灵活性是关键

�� 弹簧顶尖
�� 硬质金属驱动顶尖
�� 可在不卸下卡盘情况下很快地进行更
换 [ 1 分钟 ]

TOPlus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 通过莫氏锥可实现自适应夹持
�� 在无需调节情况下装配 [ 1 分钟 ]

驱动顶尖自定心夹具

莫氏锥自定心夹具

MANOK plus 手动静止式卡盘

HYDROK 液压静止式卡盘

SPANNTOP mini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SPANNTOP nova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 ]

�� 夹持力比 SPANNTOP nova 提高了 25 %
�� 由于夹紧段的全表面接触，具有无与伦
比的刚性
�� 减少振动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 HAINBUCH 有一些典型特点，例如用户安装
起来特别方便、全通道、平行夹持、动力转换
最佳、刚性极大、夹持力较强，而且损耗最低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RD 圆形夹头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偏心卡盘 

快换系统 centroteX [ 快速更换夹具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六角形夹头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使用 centroteX 更换卡盘

�� 夹具更换时间大幅减少[使用吊具需 5 分钟，
用手换仅几秒钟]
�� 机床适配器与夹具适配器之间的更换
精度 < 0.002 mm – 无需调准
�� 夹具的机床重叠使用
�� 与直接用螺栓锁定在机器上的夹具
相比，其刚性无损失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偏心卡盘 [ 通过 C 轴调节 ]

快换系统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各式夹爪

SPANNTOP外径
夹具 
[有定位块]

MANDO 反涨夹具

SPANNTOP M 外径
夹具 
[无定位块]

�� 通过使用 MANDO 反涨夹具极快地转换为内径
夹持，或通过 SPANNTOP 外径卡盘
极快地转换为外径夹持[2 分钟]
�� 通孔可从前端更换的通道套筒或止动套筒
�� 在高切换精度条件下，通过单独解锁实现快速
夹爪更换；适于» Reishauer «系统，直齿切削

�� 凭借 C 轴的无限偏心调节
�� 在单个夹持机构中的同心和偏心加工
�� 不同的偏心尺寸可配有相同的卡盘和夹头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SPANNTOP nova
+ 夹具适配器

机床连接器

B-Top3 三爪卡盘
+ 夹具适配器

MANDO 心轴
+ 夹具适配器

自适应夹具示例

TOPlus mini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TOROK [手动卡盘]手动卡盘 

三爪卡盘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夹持力比 SPANNTOP mini 提高了 25 %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SE 六角形夹头

反涨心轴

反涨心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驱动顶尖

莫氏锥度连接器三爪卡盘

MANDO T212 [ 后拉/不带拉紧螺栓 ]

MANDO T812 [ 轴向零移位卡盘 /不带拉紧螺栓 ]反涨心轴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根据要求提供有结构补偿涨套
�� 夹持范围 Ø 20 – 2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仅径向夹紧，没有在工件止动器上施加
拉力 – 很合适从主轴抓取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CENTREX [ 夹盘系统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 极高的重复精度 [ < 0.003 mm ]
�� 拉紧力不传输到定位上，因为定心元件相对于
定位轴可以相对移动
�� 即使  热膨胀，也绝对零点，自定心
�� 由于底座与夹盘的平面接触，具有极强的刚性

CENTREX 基板系统

MANDO T211 [ 回拉 /带拉紧螺栓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B-Top3 [ 带 CENTREX 接口 ]TOPlus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 ]

TOPlus mini 卡盘

SPANNTOP mini 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 环形夹紧
�� 3 种不同类型：
适用于毛胚、光面和自车夹头
�� 可夹持多种外形轮廓
�� 防冷却液的橡胶金属连接可防止在卡
盘内出现碎裂
�� 夹持范围 SE 4 – 100 mm
�� 夹持范围 RD 4 – 160 mm

�� 由于采用 CENTREX 接口,可在不用调节
情况下，从外径夹持到内径夹持之间进
行快速更换
�� 在卡盘内锥孔与心轴锥柄之间可实现 
< 0.005 mm 的同心度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轴向零移位卡盘三爪夹持
�� 可用于旋转 [在特定转速条件下] 和静止
式应用
�� 可在2分钟内从夹头或心轴夹持切换为
夹爪夹持

夹具 旋转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 外径夹持

MANDO 反涨夹具-内径夹持

三爪卡盘尺寸 145 或 215 – 
三爪夹持

SPANNTOP 卡盘

TOROK 手动卡盘

夹具 静止

HAINBUCH 模块化系统。
灵活性是关键

�� 弹簧顶尖
�� 硬质金属驱动顶尖
�� 可在不卸下卡盘情况下很快地进行更
换 [ 1 分钟 ]

TOPlus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 通过莫氏锥可实现自适应夹持
�� 在无需调节情况下装配 [ 1 分钟 ]

驱动顶尖自定心夹具

莫氏锥自定心夹具

MANOK plus 手动静止式卡盘

HYDROK 液压静止式卡盘

SPANNTOP mini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SPANNTOP nova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 ]

�� 夹持力比 SPANNTOP nova 提高了 25 %
�� 由于夹紧段的全表面接触，具有无与伦
比的刚性
�� 减少振动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 HAINBUCH 有一些典型特点，例如用户安装
起来特别方便、全通道、平行夹持、动力转换
最佳、刚性极大、夹持力较强，而且损耗最低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RD 圆形夹头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偏心卡盘 

快换系统 centroteX [ 快速更换夹具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六角形夹头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使用 centroteX 更换卡盘

�� 夹具更换时间大幅减少[使用吊具需 5 分钟，
用手换仅几秒钟]
�� 机床适配器与夹具适配器之间的更换
精度 < 0.002 mm – 无需调准
�� 夹具的机床重叠使用
�� 与直接用螺栓锁定在机器上的夹具
相比，其刚性无损失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偏心卡盘 [ 通过 C 轴调节 ]

快换系统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各式夹爪

SPANNTOP外径
夹具 
[有定位块]

MANDO 反涨夹具

SPANNTOP M 外径
夹具 
[无定位块]

�� 通过使用 MANDO 反涨夹具极快地转换为内径
夹持，或通过 SPANNTOP 外径卡盘
极快地转换为外径夹持[2 分钟]
�� 通孔可从前端更换的通道套筒或止动套筒
�� 在高切换精度条件下，通过单独解锁实现快速
夹爪更换；适于» Reishauer «系统，直齿切削

�� 凭借 C 轴的无限偏心调节
�� 在单个夹持机构中的同心和偏心加工
�� 不同的偏心尺寸可配有相同的卡盘和夹头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SPANNTOP nova
+ 夹具适配器

机床连接器

B-Top3 三爪卡盘
+ 夹具适配器

MANDO 心轴
+ 夹具适配器

自适应夹具示例

TOPlus mini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TOROK [手动卡盘]手动卡盘 

三爪卡盘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夹持力比 SPANNTOP mini 提高了 25 %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SE 六角形夹头

反涨心轴

反涨心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驱动顶尖

莫氏锥度连接器三爪卡盘

MANDO T212 [ 后拉/不带拉紧螺栓 ]

MANDO T812 [ 轴向零移位卡盘 /不带拉紧螺栓 ]反涨心轴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根据要求提供有结构补偿涨套
�� 夹持范围 Ø 20 – 2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仅径向夹紧，没有在工件止动器上施加
拉力 – 很合适从主轴抓取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CENTREX [ 夹盘系统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 极高的重复精度 [ < 0.003 mm ]
�� 拉紧力不传输到定位上，因为定心元件相对于
定位轴可以相对移动
�� 即使  热膨胀，也绝对零点，自定心
�� 由于底座与夹盘的平面接触，具有极强的刚性

CENTREX 基板系统

MANDO T211 [ 回拉 /带拉紧螺栓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B-Top3 [ 带 CENTREX 接口 ]TOPlus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 ]

TOPlus mini 卡盘

SPANNTOP mini 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 环形夹紧
�� 3 种不同类型：
适用于毛胚、光面和自车夹头
�� 可夹持多种外形轮廓
�� 防冷却液的橡胶金属连接可防止在卡
盘内出现碎裂
�� 夹持范围 SE 4 – 100 mm
�� 夹持范围 RD 4 – 160 mm

�� 由于采用 CENTREX 接口,可在不用调节
情况下，从外径夹持到内径夹持之间进
行快速更换
�� 在卡盘内锥孔与心轴锥柄之间可实现 
< 0.005 mm 的同心度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轴向零移位卡盘三爪夹持
�� 可用于旋转 [在特定转速条件下] 和静止
式应用
�� 可在2分钟内从夹头或心轴夹持切换为
夹爪夹持

夹具 旋转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 外径夹持

MANDO 反涨夹具-内径夹持

三爪卡盘尺寸 145 或 215 – 
三爪夹持

SPANNTOP 卡盘

TOROK 手动卡盘

夹具 静止

HAINBUCH 模块化系统。
灵活性是关键

�� 弹簧顶尖
�� 硬质金属驱动顶尖
�� 可在不卸下卡盘情况下很快地进行更
换 [ 1 分钟 ]

TOPlus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 通过莫氏锥可实现自适应夹持
�� 在无需调节情况下装配 [ 1 分钟 ]

驱动顶尖自定心夹具

莫氏锥自定心夹具

MANOK plus 手动静止式卡盘

HYDROK 液压静止式卡盘

SPANNTOP mini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SPANNTOP nova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 ]

�� 夹持力比 SPANNTOP nova 提高了 25 %
�� 由于夹紧段的全表面接触，具有无与伦
比的刚性
�� 减少振动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 HAINBUCH 有一些典型特点，例如用户安装
起来特别方便、全通道、平行夹持、动力转换
最佳、刚性极大、夹持力较强，而且损耗最低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RD 圆形夹头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偏心卡盘 

快换系统 centroteX [ 快速更换夹具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六角形夹头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使用 centroteX 更换卡盘

�� 夹具更换时间大幅减少[使用吊具需 5 分钟，
用手换仅几秒钟]
�� 机床适配器与夹具适配器之间的更换
精度 < 0.002 mm – 无需调准
�� 夹具的机床重叠使用
�� 与直接用螺栓锁定在机器上的夹具
相比，其刚性无损失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偏心卡盘 [ 通过 C 轴调节 ]

快换系统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各式夹爪

SPANNTOP外径
夹具 
[有定位块]

MANDO 反涨夹具

SPANNTOP M 外径
夹具 
[无定位块]

�� 通过使用 MANDO 反涨夹具极快地转换为内径
夹持，或通过 SPANNTOP 外径卡盘
极快地转换为外径夹持[2 分钟]
�� 通孔可从前端更换的通道套筒或止动套筒
�� 在高切换精度条件下，通过单独解锁实现快速
夹爪更换；适于» Reishauer «系统，直齿切削

�� 凭借 C 轴的无限偏心调节
�� 在单个夹持机构中的同心和偏心加工
�� 不同的偏心尺寸可配有相同的卡盘和夹头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SPANNTOP nova
+ 夹具适配器

机床连接器

B-Top3 三爪卡盘
+ 夹具适配器

MANDO 心轴
+ 夹具适配器

自适应夹具示例

TOPlus mini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TOROK [手动卡盘]手动卡盘 

三爪卡盘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夹持力比 SPANNTOP mini 提高了 25 %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SE 六角形夹头

反涨心轴

反涨心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驱动顶尖

莫氏锥度连接器三爪卡盘

MANDO T212 [ 后拉/不带拉紧螺栓 ]

MANDO T812 [ 轴向零移位卡盘 /不带拉紧螺栓 ]反涨心轴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根据要求提供有结构补偿涨套
�� 夹持范围 Ø 20 – 2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仅径向夹紧，没有在工件止动器上施加
拉力 – 很合适从主轴抓取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CENTREX [ 夹盘系统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 极高的重复精度 [ < 0.003 mm ]
�� 拉紧力不传输到定位上，因为定心元件相对于
定位轴可以相对移动
�� 即使  热膨胀，也绝对零点，自定心
�� 由于底座与夹盘的平面接触，具有极强的刚性

CENTREX 基板系统

MANDO T211 [ 回拉 /带拉紧螺栓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B-Top3 [ 带 CENTREX 接口 ]TOPlus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 ]

TOPlus mini 卡盘

SPANNTOP mini 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 环形夹紧
�� 3 种不同类型：
适用于毛胚、光面和自车夹头
�� 可夹持多种外形轮廓
�� 防冷却液的橡胶金属连接可防止在卡
盘内出现碎裂
�� 夹持范围 SE 4 – 100 mm
�� 夹持范围 RD 4 – 160 mm

�� 由于采用 CENTREX 接口,可在不用调节
情况下，从外径夹持到内径夹持之间进
行快速更换
�� 在卡盘内锥孔与心轴锥柄之间可实现 
< 0.005 mm 的同心度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轴向零移位卡盘三爪夹持
�� 可用于旋转 [在特定转速条件下] 和静止
式应用
�� 可在2分钟内从夹头或心轴夹持切换为
夹爪夹持

夹具 旋转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 外径夹持

MANDO 反涨夹具-内径夹持

三爪卡盘尺寸 145 或 215 – 
三爪夹持

SPANNTOP 卡盘

TOROK 手动卡盘

夹具 静止

HAINBUCH 模块化系统。
灵活性是关键

�� 弹簧顶尖
�� 硬质金属驱动顶尖
�� 可在不卸下卡盘情况下很快地进行更
换 [ 1 分钟 ]

TOPlus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 通过莫氏锥可实现自适应夹持
�� 在无需调节情况下装配 [ 1 分钟 ]

驱动顶尖自定心夹具

莫氏锥自定心夹具

MANOK plus 手动静止式卡盘

HYDROK 液压静止式卡盘

SPANNTOP mini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SPANNTOP nova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 ]

�� 夹持力比 SPANNTOP nova 提高了 25 %
�� 由于夹紧段的全表面接触，具有无与伦
比的刚性
�� 减少振动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 HAINBUCH 有一些典型特点，例如用户安装
起来特别方便、全通道、平行夹持、动力转换
最佳、刚性极大、夹持力较强，而且损耗最低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RD 圆形夹头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偏心卡盘 

快换系统 centroteX [ 快速更换夹具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六角形夹头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使用 centroteX 更换卡盘

�� 夹具更换时间大幅减少[使用吊具需 5 分钟，
用手换仅几秒钟]
�� 机床适配器与夹具适配器之间的更换
精度 < 0.002 mm – 无需调准
�� 夹具的机床重叠使用
�� 与直接用螺栓锁定在机器上的夹具
相比，其刚性无损失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偏心卡盘 [ 通过 C 轴调节 ]

快换系统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各式夹爪

SPANNTOP外径
夹具 
[有定位块]

MANDO 反涨夹具

SPANNTOP M 外径
夹具 
[无定位块]

�� 通过使用 MANDO 反涨夹具极快地转换为内径
夹持，或通过 SPANNTOP 外径卡盘
极快地转换为外径夹持[2 分钟]
�� 通孔可从前端更换的通道套筒或止动套筒
�� 在高切换精度条件下，通过单独解锁实现快速
夹爪更换；适于» Reishauer «系统，直齿切削

�� 凭借 C 轴的无限偏心调节
�� 在单个夹持机构中的同心和偏心加工
�� 不同的偏心尺寸可配有相同的卡盘和夹头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SPANNTOP nova
+ 夹具适配器

机床连接器

B-Top3 三爪卡盘
+ 夹具适配器

MANDO 心轴
+ 夹具适配器

自适应夹具示例

TOPlus mini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TOROK [手动卡盘]手动卡盘 

三爪卡盘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夹持力比 SPANNTOP mini 提高了 25 %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SE 六角形夹头

反涨心轴

反涨心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驱动顶尖

莫氏锥度连接器三爪卡盘

MANDO T212 [ 后拉/不带拉紧螺栓 ]

MANDO T812 [ 轴向零移位卡盘 /不带拉紧螺栓 ]反涨心轴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根据要求提供有结构补偿涨套
�� 夹持范围 Ø 20 – 2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仅径向夹紧，没有在工件止动器上施加
拉力 – 很合适从主轴抓取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CENTREX [ 夹盘系统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 极高的重复精度 [ < 0.003 mm ]
�� 拉紧力不传输到定位上，因为定心元件相对于
定位轴可以相对移动
�� 即使  热膨胀，也绝对零点，自定心
�� 由于底座与夹盘的平面接触，具有极强的刚性

CENTREX 基板系统

MANDO T211 [ 回拉 /带拉紧螺栓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B-Top3 [ 带 CENTREX 接口 ]TOPlus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 ]

TOPlus mini 卡盘

SPANNTOP mini 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 环形夹紧
�� 3 种不同类型：
适用于毛胚、光面和自车夹头
�� 可夹持多种外形轮廓
�� 防冷却液的橡胶金属连接可防止在卡
盘内出现碎裂
�� 夹持范围 SE 4 – 100 mm
�� 夹持范围 RD 4 – 160 mm

�� 由于采用 CENTREX 接口,可在不用调节
情况下，从外径夹持到内径夹持之间进
行快速更换
�� 在卡盘内锥孔与心轴锥柄之间可实现 
< 0.005 mm 的同心度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轴向零移位卡盘三爪夹持
�� 可用于旋转 [在特定转速条件下] 和静止
式应用
�� 可在2分钟内从夹头或心轴夹持切换为
夹爪夹持

夹具 旋转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 外径夹持

MANDO 反涨夹具-内径夹持

三爪卡盘尺寸 145 或 215 – 
三爪夹持

SPANNTOP 卡盘

TOROK 手动卡盘

夹具 静止

HAINBUCH 模块化系统。
灵活性是关键

�� 弹簧顶尖
�� 硬质金属驱动顶尖
�� 可在不卸下卡盘情况下很快地进行更
换 [ 1 分钟 ]

TOPlus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卡盘

�� 通过莫氏锥可实现自适应夹持
�� 在无需调节情况下装配 [ 1 分钟 ]

驱动顶尖自定心夹具

莫氏锥自定心夹具

MANOK plus 手动静止式卡盘

HYDROK 液压静止式卡盘

SPANNTOP mini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SPANNTOP nova [ 带圆形夹持几何形状 ]

�� 夹持力比 SPANNTOP nova 提高了 25 %
�� 由于夹紧段的全表面接触，具有无与伦
比的刚性
�� 减少振动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 HAINBUCH 有一些典型特点，例如用户安装
起来特别方便、全通道、平行夹持、动力转换
最佳、刚性极大、夹持力较强，而且损耗最低
�� 同心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RD 圆形夹头

MANDO RD 反涨夹具

RD 三爪卡盘

偏心卡盘 

快换系统 centroteX [ 快速更换夹具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六角形夹头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使用 centroteX 更换卡盘

�� 夹具更换时间大幅减少[使用吊具需 5 分钟，
用手换仅几秒钟]
�� 机床适配器与夹具适配器之间的更换
精度 < 0.002 mm – 无需调准
�� 夹具的机床重叠使用
�� 与直接用螺栓锁定在机器上的夹具
相比，其刚性无损失

RD 驱动顶尖

RD 莫氏锥度连接器

偏心卡盘 [ 通过 C 轴调节 ]

快换系统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各式夹爪

SPANNTOP外径
夹具 
[有定位块]

MANDO 反涨夹具

SPANNTOP M 外径
夹具 
[无定位块]

�� 通过使用 MANDO 反涨夹具极快地转换为内径
夹持，或通过 SPANNTOP 外径卡盘
极快地转换为外径夹持[2 分钟]
�� 通孔可从前端更换的通道套筒或止动套筒
�� 在高切换精度条件下，通过单独解锁实现快速
夹爪更换；适于» Reishauer «系统，直齿切削

�� 凭借 C 轴的无限偏心调节
�� 在单个夹持机构中的同心和偏心加工
�� 不同的偏心尺寸可配有相同的卡盘和夹头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SPANNTOP nova
+ 夹具适配器

机床连接器

B-Top3 三爪卡盘
+ 夹具适配器

MANDO 心轴
+ 夹具适配器

自适应夹具示例

TOPlus mini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和最小干扰轮廓 ] TOROK [手动卡盘]手动卡盘 

三爪卡盘 

�� 现在可使用适配工装夹具 [模块系统]
�� 夹持力比 SPANNTOP mini 提高了 25 %
�� 干涉曲面显著减小
�� 更佳的工具可达性
�� 适于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形
�� 同心精度 < 0.015 mm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最小惯性损失

夹持元件

SE 六角形夹头

反涨心轴

反涨心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驱动顶尖

莫氏锥度连接器三爪卡盘

MANDO T212 [ 后拉/不带拉紧螺栓 ]

MANDO T812 [ 轴向零移位卡盘 /不带拉紧螺栓 ]反涨心轴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根据要求提供有结构补偿涨套
�� 夹持范围 Ø 20 – 2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涨套上的橡胶经硫化处理，具有吸震效果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9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 仅径向夹紧，没有在工件止动器上施加
拉力 – 很合适从主轴抓取
�� 无需拉紧螺栓便可夹紧，因此很合适盲孔
�� 夹持范围 Ø 8 – 100 mm
�� 同心精度 < 0.010 mm

CENTREX [ 夹盘系统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 极高的重复精度 [ < 0.003 mm ]
�� 拉紧力不传输到定位上，因为定心元件相对于
定位轴可以相对移动
�� 即使  热膨胀，也绝对零点，自定心
�� 由于底座与夹盘的平面接触，具有极强的刚性

CENTREX 基板系统

MANDO T211 [ 回拉 /带拉紧螺栓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B 涨套

SAD 涨套
[ 适于按尺寸规格加工 ]

B-Top3 [ 带 CENTREX 接口 ]TOPlus [ 带六边形夹持几何形状 ]

TOPlus mini 卡盘

SPANNTOP mini 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SE 反涨夹具 SE 驱动顶尖

SE 莫氏锥度连接器SE 三爪卡盘

反涨夹具

MANDO RD 反涨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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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来源于 Maschinenfabrik Berthold Hermle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重复精度 < 0.0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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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涨夹具

SE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 稳定的短夹持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重复精度 < 0.010 mm

附件

使用中的三爪卡盘 B-Top3 和 TESTit 测量仪器 

三爪卡盘

�� 很合适自动夹紧
�� 外形轮廓：角状轮廓允许较低的空间要求
�� 重复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三爪卡盘

静止式夹具

附件静止式夹具

特殊解决方案

静止式夹具 ms / hs dock [ 用于固定心轴夹持的心轴驱动单元 ]

反涨夹具

MANDO T211
[带牵引螺栓]

MANDO T212  
[不带牵引螺栓]

MANDO T812  
[不带牵引螺栓]

�� 止动深度可以以 1 mm 为单位进行增量调节
�� 标准工件止动器
�� 安装所需的时间最短
�� 实际上不需要止动设计
�� 接触式止动部件上的垂直度 < 0.02 mm
�� 实用存储箱
�� 可用于旋转和固定用途 �� 可以在几秒钟内调节夹紧长度

�� 有效的止动块
�� 单个零件较少

�� 成熟的、熟悉的系统，附有
仪表盘

我们从来不说“没办法”。无论是大卡盘、由碳制成的夹具，还是特殊心轴： 
我们始终提供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特殊的要求。我们的专家与您协力制定这些解决方案。
他们把这项技术发挥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喜欢舍弃老路，打破常规思维，以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创
新投入到工作中。

HAINBUCH 特殊解决方案的优势：
�� 定制解决方案，适合您的要求
�� 优化制造工艺
�� 凭借最新的夹具技术，开创先进的生产可能性

止动器系统 – vario [ 可手动调节的止动器 ]

按顾客要求定做，而不是大规模生产 

适用于以下要求的 TESTit 类型:

外圆夹持力测量

内孔夹持力测量

�� 外径及内径夹持的夹紧力测量
�� 可用于旋转[在特定转速条件下]和静
止式应用
�� 通过蓝牙传到笔记本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 测量数据可视化及存档软件
�� 工作时间超过 5 小时的锂离子可再
充电电池

更换为驱动顶尖反涨夹具 [ 1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驱动顶尖 固紧驱动顶尖 完成换装

夹头更换 [ 10 秒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夹头被取出 更换夹头 完成换装

更换为心轴反涨夹具 T211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 MANDO T211 
反涨夹具

安装涨套 旋上拉栓 完成换装

更换为夹爪组件 [ 2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夹爪组件 固紧夹爪组件 完成换装

更换为莫氏锥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莫氏锥 固紧莫氏锥 插入中心 完成换装

经销商/商业机构

瀚柏格夹具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755号宝虹中心611-612 
邮编: 201101 
电话: +86 21 20916384/85   传真: +86 21 20916383 
sales@hainbuch.cn   www.hainbu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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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夹具王 
车削铣削加工的模块化夹持解决方案

我们的主要产品概览

�� 心轴可用于加工中心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夹持范围 Ø 8 – 200 mm
�� 即使孔径公差为 ± 0.6 mm, 也可实
现无间隙定心

MANOK [ 手动静止式卡盘 ]

MANOK plus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手动静止式卡盘 ]

HYDROK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液压静止式卡盘 ]

[ 用于外径和内径夹持 ] 的 TESTit 夹紧力测量仪器 灵活性是法宝 [ 快速更换 ]

www.hainbuch.cn

vario part

vario quick

咨询 我们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问题？我们准备助您一臂之力！
电子邮箱：sales@hainbuch.cn
电话：+86 21 20916384/85
www.hainbuch.cn

您可在全世界 
找到我们！

Sonderanfertigungen. 

Sonderanfertigungen. 

静止式夹具

图片: 来源于 Maschinenfabrik Berthold Hermle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重复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RD 圆形夹头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 可以手动灵敏夹持
�� 在轴向拉伸力的作用下，工件抵住止动器，
从而保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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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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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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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适自动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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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解决方案

静止式夹具 ms / hs dock [ 用于固定心轴夹持的心轴驱动单元 ]

反涨夹具

MANDO T211
[带牵引螺栓]

MANDO T212  
[不带牵引螺栓]

MANDO T812  
[不带牵引螺栓]

�� 止动深度可以以 1 mm 为单位进行增量调节
�� 标准工件止动器
�� 安装所需的时间最短
�� 实际上不需要止动设计
�� 接触式止动部件上的垂直度 < 0.02 mm
�� 实用存储箱
�� 可用于旋转和固定用途 �� 可以在几秒钟内调节夹紧长度

�� 有效的止动块
�� 单个零件较少

�� 成熟的、熟悉的系统，附有
仪表盘

我们从来不说“没办法”。无论是大卡盘、由碳制成的夹具，还是特殊心轴： 
我们始终提供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特殊的要求。我们的专家与您协力制定这些解决方案。
他们把这项技术发挥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喜欢舍弃老路，打破常规思维，以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创
新投入到工作中。

HAINBUCH 特殊解决方案的优势：
�� 定制解决方案，适合您的要求
�� 优化制造工艺
�� 凭借最新的夹具技术，开创先进的生产可能性

止动器系统 – vario [ 可手动调节的止动器 ]

按顾客要求定做，而不是大规模生产 

适用于以下要求的 TESTit 类型:

外圆夹持力测量

内孔夹持力测量

�� 外径及内径夹持的夹紧力测量
�� 可用于旋转[在特定转速条件下]和静
止式应用
�� 通过蓝牙传到笔记本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 测量数据可视化及存档软件
�� 工作时间超过 5 小时的锂离子可再
充电电池

更换为驱动顶尖反涨夹具 [ 1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驱动顶尖 固紧驱动顶尖 完成换装

夹头更换 [ 10 秒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夹头被取出 更换夹头 完成换装

更换为心轴反涨夹具 T211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 MANDO T211 
反涨夹具

安装涨套 旋上拉栓 完成换装

更换为夹爪组件 [ 2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夹爪组件 固紧夹爪组件 完成换装

更换为莫氏锥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莫氏锥 固紧莫氏锥 插入中心 完成换装

经销商/商业机构

瀚柏格夹具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755号宝虹中心611-612 
邮编: 201101 
电话: +86 21 20916384/85   传真: +86 21 20916383 
sales@hainbuch.cn   www.hainbu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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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夹具王 
车削铣削加工的模块化夹持解决方案

我们的主要产品概览

�� 心轴可用于加工中心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夹持范围 Ø 8 – 200 mm
�� 即使孔径公差为 ± 0.6 mm, 也可实
现无间隙定心

MANOK [ 手动静止式卡盘 ]

MANOK plus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手动静止式卡盘 ]

HYDROK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液压静止式卡盘 ]

[ 用于外径和内径夹持 ] 的 TESTit 夹紧力测量仪器 灵活性是法宝 [ 快速更换 ]

www.hainbu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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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 quick

咨询 我们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问题？我们准备助您一臂之力！
电子邮箱：sales@hainbuch.cn
电话：+86 21 20916384/85
www.hainbuch.cn

您可在全世界 
找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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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合适自动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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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精度 < 0.010 mm

夹持元件

反涨夹具

SE 夹头

MANDO 反涨夹具

三爪卡盘

静止式夹具

附件静止式夹具

特殊解决方案

静止式夹具 ms / hs dock [ 用于固定心轴夹持的心轴驱动单元 ]

反涨夹具

MANDO T211
[带牵引螺栓]

MANDO T212  
[不带牵引螺栓]

MANDO T812  
[不带牵引螺栓]

�� 止动深度可以以 1 mm 为单位进行增量调节
�� 标准工件止动器
�� 安装所需的时间最短
�� 实际上不需要止动设计
�� 接触式止动部件上的垂直度 < 0.02 mm
�� 实用存储箱
�� 可用于旋转和固定用途 �� 可以在几秒钟内调节夹紧长度

�� 有效的止动块
�� 单个零件较少

�� 成熟的、熟悉的系统，附有
仪表盘

我们从来不说“没办法”。无论是大卡盘、由碳制成的夹具，还是特殊心轴： 
我们始终提供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特殊的要求。我们的专家与您协力制定这些解决方案。
他们把这项技术发挥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喜欢舍弃老路，打破常规思维，以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创
新投入到工作中。

HAINBUCH 特殊解决方案的优势：
�� 定制解决方案，适合您的要求
�� 优化制造工艺
�� 凭借最新的夹具技术，开创先进的生产可能性

止动器系统 – vario [ 可手动调节的止动器 ]

按顾客要求定做，而不是大规模生产 

适用于以下要求的 TESTit 类型:

外圆夹持力测量

内孔夹持力测量

�� 外径及内径夹持的夹紧力测量
�� 可用于旋转[在特定转速条件下]和静
止式应用
�� 通过蓝牙传到笔记本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 测量数据可视化及存档软件
�� 工作时间超过 5 小时的锂离子可再
充电电池

更换为驱动顶尖反涨夹具 [ 1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驱动顶尖 固紧驱动顶尖 完成换装

夹头更换 [ 10 秒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夹头被取出 更换夹头 完成换装

更换为心轴反涨夹具 T211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 MANDO T211 
反涨夹具

安装涨套 旋上拉栓 完成换装

更换为夹爪组件 [ 2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夹爪组件 固紧夹爪组件 完成换装

更换为莫氏锥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莫氏锥 固紧莫氏锥 插入中心 完成换装

经销商/商业机构

瀚柏格夹具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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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夹具王 
车削铣削加工的模块化夹持解决方案

我们的主要产品概览

�� 心轴可用于加工中心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夹持范围 Ø 8 – 200 mm
�� 即使孔径公差为 ± 0.6 mm, 也可实
现无间隙定心

MANOK [ 手动静止式卡盘 ]

MANOK plus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手动静止式卡盘 ]

HYDROK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液压静止式卡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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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工件止动器
�� 安装所需的时间最短
�� 实际上不需要止动设计
�� 接触式止动部件上的垂直度 < 0.02 mm
�� 实用存储箱
�� 可用于旋转和固定用途 �� 可以在几秒钟内调节夹紧长度

�� 有效的止动块
�� 单个零件较少

�� 成熟的、熟悉的系统，附有
仪表盘

我们从来不说“没办法”。无论是大卡盘、由碳制成的夹具，还是特殊心轴： 
我们始终提供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以满足特殊的要求。我们的专家与您协力制定这些解决方案。
他们把这项技术发挥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喜欢舍弃老路，打破常规思维，以满腔的热情、丰富的创
新投入到工作中。

HAINBUCH 特殊解决方案的优势：
�� 定制解决方案，适合您的要求
�� 优化制造工艺
�� 凭借最新的夹具技术，开创先进的生产可能性

止动器系统 – vario [ 可手动调节的止动器 ]

按顾客要求定做，而不是大规模生产 

适用于以下要求的 TESTit 类型:

外圆夹持力测量

内孔夹持力测量

�� 外径及内径夹持的夹紧力测量
�� 可用于旋转[在特定转速条件下]和静
止式应用
�� 通过蓝牙传到笔记本电脑进行数据传输
�� 测量数据可视化及存档软件
�� 工作时间超过 5 小时的锂离子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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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为驱动顶尖反涨夹具 [ 1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驱动顶尖 固紧驱动顶尖 完成换装

夹头更换 [ 10 秒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夹头被取出 更换夹头 完成换装

更换为心轴反涨夹具 T211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 MANDO T211 
反涨夹具

安装涨套 旋上拉栓 完成换装

更换为夹爪组件 [ 2 分钟 ]

带夹头的夹具 拆除夹头 插入夹爪组件 固紧夹爪组件 完成换装

更换为莫氏锥 [ 1 分钟 ]

拆除夹头 插入莫氏锥 固紧莫氏锥 插入中心 完成换装

经销商/商业机构

瀚柏格夹具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755号宝虹中心611-612 
邮编: 201101 
电话: +86 21 20916384/85   传真: +86 21 20916383 
sales@hainbuch.cn   www.hainbu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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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热线 +86 21 20916384/85

德国夹具王 
车削铣削加工的模块化夹持解决方案

我们的主要产品概览

�� 心轴可用于加工中心
�� 很适合五轴加工中心
�� 夹持范围 Ø 8 – 200 mm
�� 即使孔径公差为 ± 0.6 mm, 也可实
现无间隙定心

MANOK [ 手动静止式卡盘 ]

MANOK plus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手动静止式卡盘 ]

HYDROK [ 带自适应夹具配置的液压静止式卡盘 ]

[ 用于外径和内径夹持 ] 的 TESTit 夹紧力测量仪器 灵活性是法宝 [ 快速更换 ]

www.hainbuch.cn

vario part

vario quick

咨询 我们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问题？我们准备助您一臂之力！
电子邮箱：sales@hainbuch.cn
电话：+86 21 20916384/85
www.hainbuch.cn

您可在全世界 
找到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