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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切割控制解

决方案



织物裁割缝纫管理

世界无双, 
全球成就

Procom automation是世界范围内织物切割领域独一无二的控制系统供应商｡ 多种多样
的应用以及基于织物材料优化的使用是持续性的深入开发和对市场需求的及时响应的成
果｡ 海量的特色应用, 如对条格, 工具助手及独家剪口工艺使得现场实际应用更加灵活, 
收益更高, 即便在最高速度下｡ 超过35年世界范围内有着成功案例的系统控制器CNC300 
系列是procom automation精密与品质的证明｡ 

产品高光

标准化或定制化
灵活选择

• 高层裁剪中用于稳定刀具的刀智能
算法

• 不同的剪口工艺及自动剪口优化｡

• 选材及刀具助手

• 简化手工的特色功能, 如可视化剪
片, 标签等｡

机器的调试简单并迅速｡ 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在我们专家的技术支持下可以在极短时间内
集成到您的设备中并进入生产状态｡ 
若您有特殊需求或需要定制功能, 我们的专家可根据您的独家需求进行方案调整或二次
开发, 使得您的硬件性能得到完全的释放, 达到更高的生产效率｡ 我们很乐于听到您的声
音｡ 

• 灵活套料, 自动或半自动｡

• 单独确定裁割顺序及裁剪方向｡

• 任务系统用于在生产过程中的订单管
理及生产计划｡

• 多种版图格式支持, 例如 dxf, iso, cut,
hpgl, plt 等｡

• 与工业4.0平台 “clouver“自由连接｡



产品组合, 控制器部件

CNC 产品包, 用于不同的需求

工业4.0生产监控平台

高品质, 
长寿命CNC300硬件

伺服驱动产品, 
久负盛名的生产商

人体工程学软件产品
ergoCAM及ergo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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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裁割的理想团队

针对织物裁割的CNC300控制系统方案由ergoCAM及ergoCNC组成｡ 特别其智能的操作及
全自动优化功令人信服｡ 基于针对角和曲线, 剪口和接缝的特殊算法的高精度裁割策略保
证了高附加值的裁剪, 无论任速度, 任何材料｡ 

用户界面:
直观, 灵活, 专业

智能, 灵活, 
高回报

ergoCNC的用户操作界面是和我们来自业界及研究机构的合作伙伴共同研发的结果｡ 其
使得在无需培训的前提下, 高层及单层裁割生产参数的设置更加简明直观｡ 并支持无鼠标
键盘的触屏操作｡ 以任务为导向, 面向不同角色定制的页面布局, 只向操作人员展示当前
加工任务所需要的信息及操作｡ 

ergoCAM ergoCNC

用户友好的任务准备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的订
单计划

基于全自动订单加工, 有效减少裁割过程中
资源消耗



配置裁割顺序以
及裁剪方向

在ergoCAM中, 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 可以将整个版图的裁割顺序按片进行单独调整｡ 

自动排版 – 可达
10%的材料节约

通过自动排版功能, 所有的裁片将按设置自动确定位置, 使得材料的利用率达到最大｡ 通
过优化可以节约最大10%的材料｡ 其使得成本长期削减并使生产持续高回报｡ 也提供版
图二次加工, 如裁片移动或手动排版｡ 

ergoCAM - 
织物裁割高效准备

同时, ergoCAM也可以针对单片或全局的裁割
方向机型设置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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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ergoCAM
方向机型设置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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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刀具稳定系
统

完美的对条格

高层裁床有时会裁割200层以上的面料｡ 振动刀在没有纠正的情况下, 其垂直性将由于面
料的挤压而变差, 更有可能发生形变｡ 这会导致质量下降或误裁｡ 
ergoCNC中提供的刀智能功能, 将在传感器的帮助下, 对由机械和材料导致的刀偏移进行
补偿｡ 这保证了高层裁割的最大精度和完美裁剪｡ 

ergoCNC – 卓越的程
序, 信服的结果 

对于有图案, 条格或其他特殊编织工艺的材料, 裁割必须在版图和材料对齐后进行｡ 通过
对条格功能, 在织物成衣过程中图案及过渡变得精准｡ 使最终产品的裁剪质量更高, 产值
更高, 回报更高｡ 

高层裁割中，如果没有刀智能，各层就不能被
精确地裁割

高层裁割中，刀智能保证了所有层的精确裁割



捡片助手-更优的
处理方式

轻松的刀具管理

在裁床捡片区域可以安装一个可视化的捡片助手。在裁割完成后，其能通过交互帮助操
作人员完成捡片工作。并且其还能辅助对裁片进行贴标。裁片可根据实际需求设置不同
颜色进行标注，以便操作人员快速对裁片进行后续分组处理等。

选料助手使得操作人员在针对不同种类面料的刀具选择上变得轻松, 直观｡ 相关的参数将
会根据选择全自动切换｡ 同时, 参数修改提示及刀具更换提示将根据面料展示给操作人员｡ 
无经验的操作人员也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刀具助手系统完成所需刀具管理｡ 

Parts any size Parts any size

Parts any sizeVery small parts

Very small parts

Cardboard (4mm) Acrylic (0,8mm)

Fabric/textile (1mm)Acrylic (0,8mm)

Fabric/textile (1mm)

Knife tool Circular knife tool

V-cut toolCircular knife tool

V-cut tool

test 2

inset 2

inset 1 inset 2

test 1

成为一个材料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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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ver – 用于生产监
控的工业4.0平台

优势

• USP：生产车间跨平台全设备联网, 全数据处理

• 通过设备待机管理减少至多12%的设备待机时间

• 优秀的数据及信息管理节约至多8%的人力成本

• 主动设备保养维修节计划

• 减少废片, 保证质量

• 来自Procom自动化专家的顶级服务

任意地点连接安全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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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信息:
CNC300 I ergoCAM I ergoCNC

Yatai Yi
客户经理

电话号码: +49 15140631 510

邮箱:  yatai.ji@procom.de

期待与您的对话

Clouver

Matthias Winkelhoch
商务经理

电话号码: +49 15140631 506

邮箱: matthias.winkelhoch@procom.de



ProCom Automation GmbH 
Luisenstraße 41 
D-52070 Aachen

电话 +49 241 - 93681 500
邮箱 contact@procom.de
主页 procom-automatio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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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ProCom  Automation

ProCom Automation是切割和分离行业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专
家。40多年来，ProCom的专家们一直在开发以CNC和CAM软
件为特色的高科技控制解决方案，高质量的硬件，以及针对
切割行业的优化IIoT解决方案。

全世界的机器制造商都受益于各种切割技术的尖端自动化解
决方案，如刀具、激光、水刀、等离子和泡沫轮廓切
割。ProCom Automation以市场和客户需求为产品开发重点，
提供具有显著附加值的独特功能，为客户的成功提供关键的
竞争优势。

Clouver，IIoT生产监控平台，连接异质机器园区，为生产过
程带来透明度。通过Clouver有针对性的数据评估，未使用的
潜力变得明显，生产力得到可持续的优化。

该公司总部位于亚琛，在欧洲和中国市场上享有盛誉，并不
断投资于其产品系列的持续开发和扩展，以及面向未来的技
术，如数字化，以实现最大的效率和灵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