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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至 2018 年度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以企业名称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 

2012 年度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自主创新十佳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XKA28105×320  数控桥式动梁龙门镗铣床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              N85  精密电火花成形机床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YD31125CNC6  大型数控滚齿机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大型快速高效数控全自动冲压生产线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VMC25100u 用于钛合金航空结构件加工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THM63120IV  精密卧式五轴加工中心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ST-THP11G-5000  高铁 AT 型尖轨成套装备数控生产线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华中 8型  总线式数控系统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CBN砂轮 14A1R、14LL1R、3A1R、14A1、3A1、1A1 高速陶瓷结合剂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YD101-C05/BG205 高效精密可转位新涂层刀具 

产品质量十佳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XZZ416A 垂直分型无箱射压造型自动线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          MKS1620 数控（端面）外圆磨床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PT500A 立式钻铣加工中心 

长沙插拉刨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L5710 程控上拉立式内拉床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L-15 高速数控车床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LGR45 精密滚柱直线导轨副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精密高效齿轮滚刀（干切）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YK7236A 数控磨齿机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VMC850E 立式加工中心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THM6363A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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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自主创新十佳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YS3126CNC7  数控高速干切滚齿机 

湖北三环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PPEB-H3000/140  全闭环高精度伺服折弯机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XKL2427/L50  大型高速龙门铝锭复合加工自动生产线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YK7230  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SK7032  数控螺杆转子磨床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H234  数控端面外圆磨床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TC3250µm 精密车削中心 

四川长征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GMC2500H/2 五坐标横梁移动龙门加工中心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公司                CKW61100 超长型数控芯棒车床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DL250 超重型数控卧式镗车床 

产品质量十佳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PL700A 立式加工中心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3015F 光纤激光切割机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GSK218MC 加工中心数控系统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GGB45 精密滚动导轨副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T2120G 深孔钻镗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TK6920 数控落地铣镗床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K5150D 数控插齿机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YH2M8192 立式单面研磨（抛光）机 

浙江海德曼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HCL300 数控车床 

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高品级金刚石聚晶复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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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自主创新十佳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DLMH16  精密数控车削中心 

大连科德数控有限公司             VGW800-U  五轴立式加工中心 

广东奔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64/134×62×13/7-MK10  新型金刚石磨块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LGS 系列  导轨副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ZS-YH18-5000   钢轨道岔全自动锻造液压机生产线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BL-2.8×2000  全自动数控落料线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XK5463×50/150 水室封头专用数控龙门移动式车铣加工中心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RG300×150/260L-NC  数控重型轧辊磨床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            TS40  车铣柔性复合制造单元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NJ-SX038/039  汽车空调压缩机活塞生产线 

产品质量十佳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XKA2850  数控龙门桥式镗铣床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PL800A  立式加工中心 

东莞市南兴家具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NP330F  电脑裁板锯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HPI-3058-36LA2  数控转塔冲床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FFZD4006  滚珠丝杠副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YK7230  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YK3610IV  数控卧式滚齿机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KS5120  数控插齿机 

浙江海德曼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T55  高精度数控车床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C-D 磨 LED 砂轮 



 

4 
 

2015 年度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自主创新十佳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B3HM-039  高精度小孔珩磨机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DM-80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YKA2260  数控螺旋锥齿轮干切机床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SE4-2500  大型伺服压力机 

宁夏银川大河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MK2218×50YSG  高档数控珩磨机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DVTM1600×55/400L-NC  数控双柱立式铣车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TGK46100  高精度数控卧式坐标镗床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5A2  桁架自动化加工单元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CKX53280  超重型数控单柱移动立式铣车床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FP25MN-1500  热模锻压力机 

产品质量十佳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YJZ  静压造型自动生产线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Y4232CNC  数控剃齿机 

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立方氮化硼聚晶刀具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PBH-110/3100  数控折弯机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GZB45  滚柱重载导轨副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YK3132  数控滚齿机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CK4363  曲轴数控车床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CMK0220II  小型精密数控排刀车床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KS5132  数控插齿机 

浙江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KDVM800LH 立式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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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自主创新十佳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XHAV2430×80  大型钛合金结构件强力切削五轴龙门机床 

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μ4000TG  高速、精密数控车磨复合加工机床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FMS  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XKV2755×120  五轴联动定梁龙门移动镗铣床 

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LRS360-12  汽车纵梁柔性制造数字化成套装备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CLB-2.5×1850  数控飞摆剪横切线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L4S-2500-MB  大型多工位压力机自动化线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Q1-190  数控立式专用车镗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YKS7225  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华中数控智能控制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 

产品质量十佳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CK7520C  数控车床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PL1200As  立式加工中心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LGS25  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SK  工具系统刀柄 

吉林省金沙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ZDC350+ZDZ350  制动盘自动线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数控硬质合金刀具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BP8  数控外圆磨床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K5180  数控插齿机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T35  数控车床 

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   1A1、6A1、9A1 树脂结合剂金刚石无心磨砂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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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自主创新十佳 

北京工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N2825-Ⅱ  航天器对接机构用滚珠丝杠副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4020D  高架龙门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螺旋锥齿轮闭环制造成套装备 

杭州杭机股份有限公司                HZ-092  4m级光学元件研磨抛光设备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DMVTM2500×60/550L-NC 数控龙门移动式双柱立式车铣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QMK012  数控扇形齿轮磨床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MK8220/SD  双砂轮架数控切点跟踪曲轴磨床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THP63-3500/5000  汽车大型铝合金覆盖件双动充液成形装备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X300  数控梳槽机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行业成套刀具 

产品质量十佳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YW7232CNC  数控万能磨齿机 

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高精修缘插齿刀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XKV2525  五轴联动高架式龙门镗铣加工中心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HLF  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KToolG3515  五轴工具磨床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凹槽式滚动花键副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ZK2102A  数控深孔钻床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5T3系列  智能车床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CKX53200  数控单柱移动立式铣车床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耐高温钛膜超硬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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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自主创新十佳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BJTL16  高压油泵驱动单元凸轮轴智能生产线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XKAU2890×150  数控龙门移动车铣复合机床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HKD  高精度、高分辨力绝对式光栅编码器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PX500  五轴联动叶片加工中心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DX100  齿轮加工自动生产线 

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限公司           2.0～7.0 毫米  宝石级无色单晶金刚石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AMS.HS-30510  板料冲剪自动化加工生产线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GTi2740  五轴高速铣削中心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YK311000L  数控滚齿机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FMS80  柔性制造系统 

产品质量十佳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ZZ4111  垂直分型无箱射压自动造型机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G4020F  光纤激光切割机 

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DH400  卧式加工中心 

广东凯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LGR35  精密滚柱直线导轨副 

嘉泰数控科技股份公司               JT-TL510A  高速钻攻中心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KMC800S U  五轴立式加工中心 

南京二机齿轮机床有限公司           Y7232CNC  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YK7240  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 

山东蒂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VMC60B  立式加工中心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5T5  系列智能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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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经济效益十佳 

华辰精密装备（昆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阿奇夏米尔工业电子有限公司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南京华兴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产品出口十佳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阿奇夏米尔工业电子有限公司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万龙石业有限公司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广东新劲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