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OB-WERKE
拥有全球最领先的技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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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司总部：德国明德海姆

GROB – 遍及全球 – 明德海姆（德国）

从国际化到全球化

自 1926 年起，我们逐步成长为研发和生产设备以及机床的国际性家族企业。我们的客户是全球知名的汽车制造商，
及其供应商和其它来自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随着我们在明德海姆（德国）、布拉夫顿（美国俄亥俄州）、圣保罗 
（巴西）和大连（中国）建立生产基地，并在世界各地开设销售和售后服务分公司，我们的业务现已遍布全球。我们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约 6000 名员工，赢得了超过 13 亿欧元的业绩。 

明德海姆作为 GROB-WERKE 的总部已有将近 40 年时间。我们在明德海姆的工厂占地超过 180.000 m²，拥有员工 
4,100 余名，是集团内最大的生产基地，也是当地最大的雇主。近几年，我们在这里继续扩大产能，提供了大量新工
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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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巴西

业务范围覆盖全球
GROB – 遍及全球 – 圣保罗（巴西）

生产联盟中历史最悠久的工厂

自 1956 年起，B. GROB do Brasil 一直为巴西工业和出口领域生产机床。 
我们的巴西公司作为 GROB 集团历史最悠久的工厂，是集团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 GROB 生产联盟中强力的合作伙伴。 
产品组合中既包括以适用于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切削设备为焦点的系统业务，也包括 4 轴和 5 轴万能加工中心。 

为了能在未来继续谱写成功历史，我们在4年的时间里针对建筑和机器方面启动了高达 1600 万欧元的全面投资计
划。通过持续引入优化生产和管理流程的措施，B. GROB do Brasil 在工厂联盟中与其他 GROB 工厂更加紧密地合作，
共同成长。而这种成长在未来竞争日趋激烈的几年中将带来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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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夫顿，美国 大连，中国

GROB – 遍及全球 – 大连（中国）

针对亚洲市场的战略定位

GROB 集团最新的第四家生产基地位于中国大连，该工厂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举行落成庆典，凭借该工厂集团强
化了在全球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力，增强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并改善了在亚洲经济增长地区的战略定位。 

随着亚洲战略的顺利实施，我们将走出中国，更好地迎合客户的期望和需求。我们在整个亚洲经济增长地区拥有全
面的销售、生产和服务等综合实力，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贴近客户。 

开拓中国市场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战略，这一战略正是建立在立足大连所获得的清晰战略定位基础之上的。

GROB – 遍及全球 – 布拉夫顿（美国）

北美的桥头堡

凭借俄亥俄州布拉夫顿的出色地理位置，我们的美国 GROB 工厂不但成为了 GROB 集团拓展北美业务的桥头堡，
而且还成为了美国汽车三巨头（福特，克莱斯勒，通用）的最佳合作伙伴。因此，GROB Systems Inc 在 GROB 生产
联盟当中以及世界第二大汽车市场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该工厂的业务范围包括加工中心、专用加工单元、装配线与辅助设备（加工线里的装配设备）的生产、安装和调试。 

除美国市场外，布拉夫顿的 GROB 工厂还给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此外，GROB Systems Inc. 
也在 GROB 生产联盟框架下向德国、中国、南非、甚至乌兹别克斯坦提供机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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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以人为本

我们是一家在全世界范围内运作的家族企业，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

这是一种倡导以人为本、相互诚实信赖、与员工和客户建立高度认同感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是我们获得绝对竞争优
势的保证。 
这同时也是一种重视创造价值、志在长远的企业领导文化，这种文化已演变成为促进企业未来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致力于推动客户和企业员工的价值创造和可持续性发展。 
从家族传统演变而来的发展策略确保全球员工长期稳定发展。 

理念

源自家族传统的基本价值

• 长远的眼光

• 尽量贴近客户

• 可靠的质量和交货期

• 创新能力、科技领先

• 重视员工价值并为其负责

我们之所以能在悠久的企业历史中总能获得客户和企业员工的信任，且历经几十年能够不断拓展及巩固自己的市场
地位，凭靠的就是这样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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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

可靠的未来战略

我们是汽车行业及其零部件供应商的可靠合作伙伴，为整个机械制造业生产最高质量的创新、高效型机床设备。 
我们在系统和通用机械业务、服务和售后范围内的产品均以客户为导向，这使我们在市场上（尤其在汽车行业）获得了最
高的认同和赞赏。

持续不断的创新研发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成就了我们作为技术领先者和创新者的市场地位。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最高
目标是：用最高的水准维护、强化和拓展这种伙伴关系并更加贴近我们的客户。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研发促进经济型生产的技术创新型产品——这是我们发展的动力。

家族传统

历经几代人可衡量的成功

我们的光辉历史始于 1926 年，Ernst Grob 博士 创建 Ernst Grob 工具和机床厂 的那一刻。

1952 年，公司创始人的儿子 Burkhart Grob 博士继承父业开始执掌我们企业，并带领GROB-WERKE一步步走向市
场的领先地位。

2016 年 5 月，Burkhart Grob 博士逝世，但这个家族企业的未来仍然是牢固可靠的。Christian Grob 作为家族第三
代新任监事会主席，家族的下一代也已经提前开始准备未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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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公司创始人的儿子 Burkhart Grob 博士继承并执掌公司 

1933 开始生产用于螺纹铣的装置和机床 

1956 在圣保罗（巴西）建立第一间海外工厂

1968 在明德海姆建立第二间工厂；  
建立首条传输线

2010 向市场推出无液压式加工中心；在大连（中国）建立第四大生产基地；
墨西哥 GROB 分公司迁移到克雷塔罗州

1990 在沃里克郡（英国）设立 GROB 分公司

1991 布拉夫顿分公司（美国俄亥俄州）扩大为可自主生产的生产基地

2000 在萨尔蒂约（墨西哥）设立 GROB 分公司 

2003 在北京（中国）设立 GROB 分公司

2005 在上海（中国）和首尔（韩国）分别设立 GROB 分公司 

2004 向市场推出 Burkhart Grob 博士发明的模块化加工中心（G 系列） 

2008 向市场推出万能加工中心 

2011 在莫斯科（俄罗斯）设立 GROB 分公司；
印度 GROB 分公司迁移到海得拉巴；
大连（中国）工厂奠基 

2012 新的增长里程碑：GROB-WERKE 产值预计达到 10 亿欧元；
GROB 在杰尔（匈牙利）成立新的服务机构；
2012 年 6 月 18 日 - GROB 大连开业典礼

2013 GROB 英国分公司迁址至伯明翰；
在总厂建立超现代化的物流仓库 (14,000 m²) 2017 收购电动发动机领域的机床和设备制造商 DMG meccanica，都灵

2014 在明德海姆工厂新建自动化车间 (15,600  m²)；
GROB 墨西哥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克雷塔罗）开业；
GROB 培训中心"H12"竣工( 5,200  m²)

2015 GROB 集团在 2014/15 财年的营业额突破十亿欧元；
在明德海姆工厂新建和扩建技术和应用中心 (TAC) (2,000 m²)；GROB TAC 
在上海开业；
GROB 集团在明德海姆的全新总部行政办公大楼破土动工；在都灵（意大
利）和波兹南（波兰）设立 GROB 分公司

2016 建成新的公司行政办公大楼并在明德海姆开始建造全新的、超过 
30,000 m² 的生产车间；
GROB-WERKE 成立 90 周年；B. GROB do Brasil 成立 60 周年；2016 年 
5 月 20 日：Burkhart Grob 博士逝世；Christian Grob 接过监事会主席一
职，领导第三代企业继续发展

1926 Ernst Grob 博士 在慕尼黑创立公司 

历史
GROB-WERKE 始于1926年

Ernst Grob 博士 Burkhart Grob 博士 首条传输线，1968 GROB 生产线Ernst Grob 工具和机床厂，慕尼黑，1926

2009 在钦奈（印度）设立 GROB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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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在圣保罗（巴西）建立第一间海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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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向市场推出万能加工中心 

2011 在莫斯科（俄罗斯）设立 GROB 分公司；
印度 GROB 分公司迁移到海得拉巴；
大连（中国）工厂奠基 

2012 新的增长里程碑：GROB-WERKE 产值预计达到 10 亿欧元；
GROB 在杰尔（匈牙利）成立新的服务机构；
2012 年 6 月 18 日 - GROB 大连开业典礼

2013 GROB 英国分公司迁址至伯明翰；
在总厂建立超现代化的物流仓库 (14,000 m²) 2017 收购电动发动机领域的机床和设备制造商 DMG meccanica，都灵

2014 在明德海姆工厂新建自动化车间 (15,600  m²)；
GROB 墨西哥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克雷塔罗）开业；
GROB 培训中心"H12"竣工( 5,200  m²)

2015 GROB 集团在 2014/15 财年的营业额突破十亿欧元；
在明德海姆工厂新建和扩建技术和应用中心 (TAC) (2,000 m²)；GROB TAC 
在上海开业；
GROB 集团在明德海姆的全新总部行政办公大楼破土动工；在都灵（意大
利）和波兹南（波兰）设立 GROB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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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智能技术的实质就是人性化

几代 GROB 人始终践行这一原则，将客户要求视为我们的工作核心。其结果就是我们的技术得到了不断精进，在全
球范围内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流程效率，并能够提供最佳的产品质量。 

从万能机床到复杂的生产系统，再到全自动的装配单元——我们可为您提供全套技术领先的机床和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的加工中心是加工精度和可靠度的标杆，由我们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完成，凝聚着 GROB 最高水平的工艺技术
和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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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领先于时代 - 构想中的现实

我们的设计与研发工作紧密相连，是我们企业获取竞争优势、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基础条件。 
为此，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需满足客户的各类不同要求。

他们充分发挥创新能力，运用横向思维打破思维定式，为您研制新的创新方案。这都是在不改变费用框架的前提
下，按标准部件规范来落实客户订单，并为现有解决方案做细节优化。 
其结果是，我们提供的机床和解决方案大受客户赞赏，被视为加工精度和可靠度的标杆。与此同时，我们得以了
解、分析最新的市场需求，并将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新产品的研发中去。 

销售和项目规划

成功创意和产品的核心

为了确保在生产您的工件时运用到最佳的工艺流程设计，我们的项目规划人员会按照您的期望和要求量身打造专属
概念。您会受益于我们最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数十年的丰富经验。全球互联的项目规划，研发，设计和服务网络保
证您在一个持续自我完善的流程链中获得具备最高技术水准的产品。基于机加工，装配和项目采购等部门的紧密配
合，您将会从同一个来源获得所有的产品和服务。

专业且极富经验的大客户经理和项目经理将会作为称职的顾问全程陪伴在您的项目左右。作为您和格劳博之间的链
接纽带他们会将所有与项目相关的部门理想地串联在一起并将您的要求反馈给我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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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工

最大的加工深度 - 最短的过程时间

为了达到"世界级生产"目标，我们制定了不同的优化流程，如生产流程分段、减少内部过程时间以及细分加工策
略。最大加工深度涉及整个价值链的方方面面。我们多种多样的加工技术和员工们扎实的专业知识水平是能够灵活
满足您作为 GROB 客户所提出的各类需求的坚实基础。

"世界级生产"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愿景，我们希望能够在机加工和装配过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为公司争取最佳的经
济成果。 

"共同承担责任"是我们提出的一个口号，要求我们严把质量关，绝不把问题推到下一个部门。

装配

经验和敏锐的感觉

从分装到总装，再到工艺调试——我们的员工在为客户定制的装配流程中充分体现出其在加工流程各方面的专业技
术实力。 
早在分装环节，我们的物流管理就开始规划最佳的材料流过程。

凭借其模块化结构，我们的 GROB 产品在机床装配环节尽显其出色的质量优势。我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团队感觉敏
锐，能够在几天的时间内将这些模块组装完毕。每个装配步骤均进行大量的整合部件质量测试。
工艺调试将检测整个设备是否能够协调运行，设备须在指定的循环时间内安全、经济地生产一定数量的高质量工
件，确保客户获得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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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关注细节

凭借极强的创新能力和敏锐的技术直觉以及扎实的工程技术知识，我们的研发人员历经各种考验奠定了我们在专用机床
制造领域的技术领导者地位。

我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单单因为我们对新的创新型解决方案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如研发电动发动机生产设备），
还因为我们与机加工和装配人员能够持续沟通并每天都与 GROB 售后服务人员进行经验交流。

这是我们数十年来一直能够推出像 G 模块这样的技术亮点产品的原因。我们一直十分重视研发工作，研发部门的员工们
也一直以严格的技术要求约束自己。

调试

从生产中来 - 到生产中去

从机床、桁架和滚道的安装、产品验收和工艺流程检测到在我们的生产车间内拆卸，再到在您的工厂重新调试——我们
的“工艺流程调试机制”可确保装配过程顺利进行、产品顺利投产。

我们的生产设备默认包含最新的电气装置、软件技术和驱动技术，由我们的"电气工艺调试"按照不同顺序进行测试。

这样，我们就能在现场为您的生产过程提供互相配合的生产线和加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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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

多样化的服务项目完全满足客户繁杂的要求

我们对您的服务开始于机床的规划和协调安装阶段以及机床投入生产的初期。服务涵盖的范围包括个性化协调培训服
务、提供专用设备和备件/耐磨零件的相关建议、优化和修复系统，以及为生产过程中机床发生的故障提供迅速的帮
助等等。 
这适用于我们四大生产基地明德海姆（德国）、圣保罗（巴西）、布拉夫顿（俄亥俄，美国）和大连（中国）以及全
球所有分公司交付的所有产品。

我们确保您在全球范围内的 GROB 客户服务网中获得最优的质量和最佳的服务。

我们的服务覆盖全球，一支由快速服务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一年 360 天为您提供全天候服务，必要时可在一小时内
为您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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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成功未来的基石

在明德海姆接受过培训的年轻人员已达 1,500 余名，这是我们拥有专业员工后备力量的坚实保证。我们为有兴趣的
不同专业的年轻人提供培训机会。

我们认准时机，新建了"H12"培训中心。这是我们确保职业培训稳定效果、为 GROB 培养高素质新生力量的又一重
要里程碑。

培训结束后，我们为这些年轻的专业员工提供有趣的国际化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丰富多彩、发展机会多种多样，前
景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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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部门

我们企业获得成功的可靠基础

企业管理的道理与团体竞技比赛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企业的成败与企业当中的每个人都有关系。每个员工的辛勤
奉献铸就了我们企业的成功。特别是那些不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部门，他们的努力也同样重要。 
我们早就意识到他们对公司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相应的鼓励机制。比如，物流部门很快被划分为经济过程中的内
部组成部分。公司以及您作为客户最为关心的质量问题，由我们的 GROB 质量管理部门严格把关。我们甚至为管理
企业经营建议专门设立了先进的创意管理部门。我们企业内部的医务部门因其出色的工作及其在健康管理方面做出
的贡献在企业之外也享有盛誉。

我们在流程和成本优化方面不走寻常路。我们的"GROB 生产系统 (G-PS)"就是一项开拓性成果。G-PS 指的是在整个
公司内对改进我们产品和流程做出重要贡献的方法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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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加工中心

最高水平的精准度

凭借系统业务中积累的丰富研发经验，我们的工程师研发出了切削加工领域所有用户均可使用的 5 轴联动万能加工中心。
得益于从汽车行业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我们将久经考验的 G 模块技术应用到了 G350、G550 和 G750 机床的设计之中。
其他创新型研发技术，如无液压机床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G1050 和 GROB 圆形托盘存储系统 (PSS-R)，帮助我们在
竞争日趋激烈的万能机床市场快速取得成功并让我们跻身该行业的市场领导者行列。

作为基础条件，我们的 G 模块系列组件的结构相同。 
他们可满足机械制造、航空航天及医学和能源技术等不同行业的不同灵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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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决方案

G 系列 – 柔性生产系统

系统整合实力与最先进工艺完美结合，才可按用户实际需求提供最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为此提
供全套的系统解决方案，并且量身定做加工设备。主要设备为模块化加工中心和专用机床，通过最先进的自动化系
统组成生产线。

整套的规划、设计、制造、调试、直到即可使用的交付工作都由我们内部实施。

我们采用最先进的设计方法及同步技术，将设备整体及其工作流程优化到极致。我们的 GROB 设备质量与可靠性
在全球汽车行业内享有至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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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设备

高产且能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

我们在装配技术领域的装配设备设计方面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所有装配站或装配生产线都是按用户具体要求而相
应设计和建造的。尤其适用于中/大批量的组件装配，例如轿车或货车的发动机、缸盖、自动变速器和手动变速器等。

我们的装配技术系统拥有高度模块化的结构。单个装配站可按具体循环时间要求与相应的连接滚道组合成一套完整
的装配设备。 

装配站在结构设计、供给机制和自动化方面均已标准化。因此可低成本快速地组合形成复杂的装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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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尖的前沿技术

GROB 出品

自成立以来，研发新技术就是我们企业获得成功的一项重要因素。 
所以，不断有树立行业标杆的新技术出现。

我们的研发部门一直积极投入到应对技术变革挑战的工作之中。 
工程师们以这种方式在发动机零件喷涂技术、高强度涡轮机壳体的切削加工以及框架零件、结构零件和车辆零件加工的
各个领域提供解决方案。我们也加大了在电动车领域的研发工作投入，为混合及纯电气驱动设备的整套动力总成研发解
决方案。其中包括用于生产电动发动机、电池模块、电池包和燃料电池的机床和设备。在工业 4.0 时代，我们凭借自主
研发的"GROB-NET4Industry"工业软件大步迈向数字化未来，实现生产设备的数字化和网络化。

GROB-NET
INDUSTR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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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确保质量才能获得客户的认可和
信任

获得您的赞誉是我们最高、最重要的质量证明。您在作出购买决定的时
候就已设定了特殊的质量标准。GROB 产品质量获得了全球几乎所有汽
车制造业巨头的认同和赞誉。

专业技能与创新精神和精益工作相结合，是 GROB 产品与服务的支柱。
这是确保最高质量与可靠性能的支柱。 

GROB 另一质量支柱是在全集团范围定期检查质量管理标准。所有 
GROB生产基地 都合格通过了 DIN EN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 
DIN EN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 

博世股份有限公司 
2001 / 2002

 肯定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与突出性能 2003 / 2004

2011 / 2012

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
1999

突出贡献奖2000

2002

2004 全球供应商奖 -- “最顶级供应商”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
1999 明德海姆工厂获得商品奖

明德海姆工厂获得金奖

2000 布拉夫顿工厂获得商品奖
明德海姆工厂获得金奖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奇瑞汽车最佳合作伙伴奖 

戴姆勒股份总公司 
2011 戴姆勒供应商奖

吉利控股集团 
2016 最佳供应商奖

约翰迪尔
2003 表彰对于发动机项目 S250 的特别支持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 
2015 FCA 质量大奖

GROB荣誉殿堂

大众集团
1993 明德海姆工厂获得客户贡献奖

1994 明德海姆工厂和圣保罗工厂同时获得客户贡献奖

1999 通过Formel Q供应商质量能力评审

2004 上海大众"金杯"供应商奖

2007 – 2011 大众集团奖

2012 一汽大众供应商奖

2014 GP进步伙伴奖

2017 大连工厂获得最佳供应商奖

2017 大连工厂获得最佳供应商入围奖

沃尔沃汽车公司
2005 / 2006 Q1供应商奖

2012 沃尔沃汽车质量优秀奖

2013 沃尔沃汽车质量优秀奖

上汽通用汽车
2006 最佳供应商奖 

2012 技术突破创新奖 

2013 最佳供应商奖 

2014 年度供应商银奖 

2015 年度供应商金奖

2016 最佳供应商奖

福特汽车公司
1998 明德海姆工厂获得Q1大奖

1999 布拉夫顿工厂获得Q1大奖

2002 明德海姆工厂和布拉夫顿工厂同时获得Q1大奖

2004 / 2005 明德海姆工厂获得Q1大奖

2013 圣保罗工厂获得 FASO 供应商大奖

2014 最受认可奖

2015 圣保罗工厂获得世界杰出供应商奖

2016 最受认可奖

2017 2017福特世界杰出供应商奖

通用汽车
1994 – 1999

本年度供应商 Q.S.T.P. 奖
2012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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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B-WERKE Mindelheim，德国

GROB SYSTEMS Bluffton，Ohio，美国

B. GROB DO BRASIL São Paulo，巴西

GROB MACHINE TOOLS Birmingham，英国

GROB SYSTEMS Detroit，Michigan，美国

GROB RUSSLAND Moskau，俄罗斯

GROB MACHINE TOOLS Hyderabad，印度

GROB KOREA Seoul，韩国
GROB MACHINE TOOLS Shanghai，中国

GROB MACHINE TOOLS Beijing，中国 GROB MACHINE TOOLS Dalian，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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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B HUNGARIA Györ，匈牙利

GROB ITALIA Turin，意大利

GROB POLSKA Posen，波兰

www.grobgroup.com

无论身在何处，我们总在您身边

GROB MEXICO Querétaro，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