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纳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东量精密量仪有限公司 
                                                                                                                  

 矿物复合材料&花岗石产品  

 
Dedicate to energy-saving materials, Service for machinery industry! 

奉献节能材料,服务机械工业 

 



The Vison & The Mission 

愿景和使命 

The Mission：Dedicate to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energy-saving materials, service for machinery industry 

使命：奉献节能材料,服务机械工业 

 

The Vison: Establish the first class R&D and 

production base  of mineral casting all over the 

world. 

愿景：建立国际国内一流的矿物铸件研发和生产基地. 



Our Core Values 

 公司核心价值观 

提供更环保的产品 

我们坚持提供可再生，
无工业三废的材料，
并确保每一个工艺环
节对环境和人畜无害 

不断创新 技术领先 

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是
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
只有不断开发,应用新
的技术，才能使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领先一
步 

可靠的质量和交货期 

坚持六西格玛理念以数据
和事实为依据，以顾客需
求为导向，以流程管理为
重心，以主动预防为根本，
以追求完美质量为目标，
使企业获取显著的成本优
势和差异化优势 

以客户为中心 

实行“顾客导向”的经
营策略，培养客户忠
诚的“惠顾”精神，开
展客户培训教育使更
多客户了解我们的产
品 

以人为本，重视员
工价值 

把人作为企业的核心，
重视人性、人的价值、
地位和作用，做到一
切管理理念都应围绕
着人是最宝贵的资源
来展开 



公司简介 

厂区鸟瞰图 

       

山东纳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集机械用矿物铸造材料研究、材料应用为一

体的现代化企业，包含产品结构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辅助配件装配等系统化业务；

总部位于济南市华龙路嘉恒大厦；工厂坐落于章丘明水经济开发区。创始于1989年的济南东星

精密量仪有限公司(工厂坐落在济阳崔寨)是其兄弟公司(主要生产花岗石产品)。 



Company history 
企业发展历程 

1996 

1998 

2001 

2005 

2010-2014 1989 

1991 

与三丰株式会社合作 

与日本三丰株式会社合作，
引入先进管理和生产技术,
同年成立济南东星精密量
仪有限公司 

ISO9002认证 

通过ISO9002认证走向标
准化,2003年升级ISO9001 

人造石诞生 

成立矿物复合材料实验室，
开始研发矿物复合材料 

明水生产基地建立 

创立明水生产基地，成立
山东纳诺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并成功申请矿复合
材料专利，专利号
ZL200510043683X 

成立企业技术中心 

成立企业工程中心 

成立院士工作站 

成功拿到国家重大专项 

 

2016 

国家标准制定 

建立矿物复合材料国
家标准 

公司创立 

周卫先生在济阳县创立了
被誉为“十人工厂” 的
鲁阳花岗石厂 

崔寨生产基地创立 

创立崔寨厂区，打造“东
星品牌”开始从事机械用
花岗石结构件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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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of Honor 
荣誉殿堂 

 

院士工作站 中小企业隐形冠军 人造石国家标准 ISO9001 高新技术企业 

Jinan East Star Precision Measure Co. Ltd 

企业技术中心 

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创立国家标准，东星30年沉淀收获了无数荣誉 
Not all enterprises can set up national standards. Nano precipitated numerous honors in 30 years. 

 

济南名牌 A级纳税信用单位 明星企业 外经外贸先进企业 劳动保障先进单位 十佳企业 



Core business 
主要业务 

 
 

 

 

 

矿物复合材料 

Since2001    花岗石气浮导轨 

花岗石量具 

Since 1989 

 工业陶瓷 



Leading Processing machine 
领先的加工设备 

Machining center 

6000*3500 
Machining center  8000*3500 Machining center 

6000*3500 

3pcs CNC drilling machines 2pcs Grinding machine 

4000*3500 

Grinding  machine 

6000*3500 



 
Automatic-casting machine 
自动化浇铸设备 

1.全自动混料浇铸设备：行业内，世界最大工作量：每小时搅拌量9吨 

2.两台激振力70T的振动台,无极震频调节，

满足不同基配和不同结构产品的震动需求，
全制动振幅震频制动匹配系统，使振幅与震
频达到最佳，特殊的伺服电机配置和结构从
而保证垂直震动力，满足不同基配和不同结
构产品的震动需求和 震动密实的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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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纳诺的六大质量控制优势 

6 Important Keys 

加工环境的严格控制 

实时进行的过程控制 

先进的测量设备 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专业能力 

自有实验室提供数据分析支持 

实时的在线质量监测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专业
能力 

 

东星的质检员平均工作
时间超过10年，各个都
是身怀绝技 

纳诺的六大质量控制优势 

6 Important Keys 

01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纳诺的六大质量控制优势 

6 Important Keys 

先进的测量设备 

 

HP 激光干涉仪, 

WYLER 电子水平仪. 

02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纳诺的六大质量控制优势 

6 Important Keys 

实时的在线质量监测 

 

对于超高精度产品
具备实时的在线检
测能力，使产品在
机床上就可以执行
三坐标检测提高加
工效率 

03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纳诺的六大质量控制优势 

6 Important Keys 

加工环境的严格控制 

 

为保证精度对精度加工环境
的温度湿度控制，确保温度
常年20摄氏度+/-1度恒温，
湿度50%-70%。 

04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纳诺的六大质量控制优势 

6 Important Keys 

自有实验室提供数据的分
析支持 

 

对材料严格取样分析，
从源头控制材料质量，
确保客户的产品达到最
佳。 

 

05 



Quality Control 
质量控制 

纳诺的六大质量控制优势 

6 Important Keys 

质量的过程控制 

 

对产品加工过程的严
格跟踪监控，通过条
形码和过程控制卡对
产品进行追溯,从而
确保过程质量的控制
和产品生产进度的跟
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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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Center 
研发技术中心 

研发技术中心简介 

研发技术中心是集科研管理、产品开发、技术攻关和生产检验的综合性
技术管理开发机构，也是国内唯一专门致力于树脂基矿物复合材料在精
密机械中应用研究的科研机构。 

技术中心自2005成立以来，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和大幅度投入，已具备
很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为生产服务的能力；中心于2009年12月被评定为
章丘市级企业技术中心；随后于2010年提升为济南市企业技术中心；纳
诺工程技术中心于2012年申报成功，并启动全面建设方案. 

 

2009年12月被评定为章丘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010年成为济南市企业技术中心， 

2012年成为济南市工程技术中心。   

2014年被省政府批准授予省级院士工作站. 

 

R&D Cen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first productivity! 

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The functions of R & D Center 
研发技术中心的职能 

. 

Jinan Dong Xing Granite Precision Measure 
Co. Ltd 

创新研发 
新产品研发，新工艺、新技术的研发及推广应用 

技术规划 
技术进步中长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的编制 

成本控制 
公司节能、环保、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规划和监督
实施 

产品质量控制 
原材料、中间产品、各类成品的试验和检测 

知识管理 
工艺技术管理、知识产权管理、技术创新成果管理，
科技信息的收集、研究和管理 

技术交流 
对内对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的管理 ，
国、内外科学技术交流的组织与管理，重大技术决
策咨询等工作 



                       NANO'S COMPETITIVENESS 

  

VS 

Nano's  advantage 
纳诺的优势 

1. 单一的天

然花岗石骨
料 

 Quartz, pebble, ore sand 

2. 30年的高精度天然花岗石产品加

工的丰富经验、熟练的技术研磨工
人和大型加工设备，为后续二次加
工提供绝对有利的支持和保障. 

3. 一站式服务 

从骨料的选料,破碎到环氧
树脂的生产, 成本和质量
可以控制. 

 



Physical property 
物理性能 



  
Material advantage 
材料的优势 

 

Mineral 
casting 

阻尼减震 

绿色环保 
设计灵活 

节省时间 高精度 

耐腐蚀性 耐热性 

并行工程 
模具可以同其它结构
件完美结合在一起，
实现一次浇铸成型 



 1、客户跟踪,立项 

 2、产品结构分析 

 3、模具设计和加工 

 4、产品设计和加工 

 5、附助件装配 

 6、售后服务跟踪 

一揽子交钥
匙、并行工
程体系 



 课题编号：“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2012ZX04010--   
                          032号课题 
 
 课题名称： 《纤维增韧增强树脂矿物复合材料及其精密机床    
                          床身精度稳定性技术》研究； 
 
 申报单位：    山东纳诺、山东大学等5家联合单位,纳诺承担主   
                           要课题研究任务； 
 
 主管部门：    国家财政部、工业信息部、科技部 
 
 课题经费：     1500万元， 
 
 课题期间:        2012年1月—2014年12月。 
 
 验收关闭:      在2016年   国家验收关闭.  

 

National project: 
国家项目-1 

                                              承担“十二五”期间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研究任务 



National project 
国家项目-2 

起草单位：山东纳诺；系
统号：94724 

起草、制定“机械用人造花岗石”国家标准 

国标委网站公告通知：2011年第二批拟立项国家标准制定项目 

 

标准号：GB/T 32667-2016(2016年11月1日正式实施) 

 

标准名称：机械用人造花岗石 

 

技术归口单位：全国金属切削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National project: 
国家项目-3 

 

2018/9/29 

与西班牙签订 “中西卡”合作项目 

2011年，纳诺与国际机床制造技术领先国家西班牙、会同

国家科技部签订并建立了代号为“中西卡”（绿色机床）

的机械用人造花岗石材料的研究应用项目。 



Global customer segment subdivision 
全球客户群细分 

 

2018/9/29 

20% 

NORTH AMERICA 50% 



Application(1) 
产品应用案例 

2018/9/29 

Machining center 

加工中心 

复印成型 

技术 



Application(2) 
产品应用案例 

2018/9/29 

Laser cutting 

machine 

EDM machine 
tool  



Application(3) 
产品应用案例 

2018/9/29 

Grinding 

machine 



Application(4) 
产品应用案例 

Grinding machine 



 
Application(5) 
产品应用案例 

 

2018/9/29 

Grinding machine 



Application(6) 
产品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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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raving machine 



Application(7) 
产品应用案例 

Printing machine 

Turning machine 

medical machine 



 
Application(8) 
产品应用案例 

 除了提供自身生产的花岗石和矿物复合材料产品外,纳诺公司拥有 技术娴熟的装配团队, 可以给客户提供导轨,

钣金等配件的装配服务. 



Application(9)-NANO CONCRETE 
产品应用案例-纳诺砼 

Solar industry 



Application(10)—Welded frame with filling mineral casting 
产品应用案例-钢板焊接填充 



Application(11)-EAST STAR granite 
产品应用案例-东星花岗石 

2018/9/29 

OLED行业 

LCD行业 

半导体行业 

测量行业 

机床行业 



Application(12)-EAST STAR granite 
产品应用案例-东星花岗石 

2018/9/29 



Application(13)-EAST STAR granite 
产品应用案例-东星花岗石 

2018/9/29 

东星公司除了服务国际上一些
知名品牌企业外, 在国内同很多
航空航天,军工方面的研究院及
大专院校等建立了长期的合作. 

 

 
40平米平台           200平米平台,共600平 

防震地基设计  

36平平台 45平平台 104平平台 

无缝拼接大型平台! 



谢谢! 

山东纳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东星精密量仪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济南 

电话.0086-531-88917773/5/6/8 

传真.0086-531-88917779 

www.jnnano.com  www.jneaststar.com  

http://www.jnnano.com/
http://www.jneaststa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