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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微信号

GIRIE EXPO 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
DMP第十八届东莞国际模具金属加工、塑胶及包装展

热

荣

荣格微信公众号

盛大开幕

烈欢迎各界人士参加11月29日-12
月2日在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

心举行的GIRIE EXPO广东国际机器人及

荣格微信公众号

智能装备博览会及DMP第十八届东莞国

荣格工业传媒
荣格工业传媒

际模具金属加工、塑胶及包装展（“智
博会”）。
在智能装备和机器人产业方面，广
东地区的发展备受瞩目。例如，东莞拥
有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约400家，从业人员
约55000多人，201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约
260亿元，在机器人产业方面，目前东莞
工业机器人的市场应用约为10000台，以

荣格金属加工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荣格涂料与油墨

荣格工业传媒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直接坐标机器人为主，五轴以上机器人
约有2000台。全市集聚相关工业机器人领
域相关企业近200家，已逐步形成规模和
影响力。
本届智博会设置了模具生产设备、金
属加工机械和注塑生产设备馆，刀具和模
具配件馆，金属冲压和钣金激光馆，工业
周边设备馆和压铸馆；以及工业4.0和“中

2025”相关供应商的特色展区、机器人和

国制造2025”相关供应商的特色展区、机

高端精密金属3D打印产品展示区，以及增

器人和高端精密金属3D打印产品展示区、

设了香港电镀商会展区，展出优质的表面

推介专场活动等9项主题活动以及发现东

香港电镀商会展区。智博会期间，将举办

处理工艺技术。

莞制造之美成果展示、智能制造成果展示
餐营者

5项专题展示、9项主题活动和16场专业技
术研讨会及新产品发布会。

行2016 DITis东莞市IT产业峰会暨集成电

（二）招商招展进一步推进。截至目

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中国模具工业

本届“智博会”将继续采用政府办

本完成。部分参展商申请加大展位面积，

协会模具标准件委员会、中国机械工程协

吸引了美国、德国、日本、瑞士、瑞典及

会、香港塑胶机械协会等协会和企业将分

专业化的办展思路，凸显三大亮点：

国内共1300多家装备企业参展。同时，中

别组织举办16场专业技术研讨会和新产品

（一）展会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延续

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广东

发布会。活动将涵盖学术交流、政策发布

去年使用全部展馆的基础上，今年还新增

省机械模具技术促进协会、深圳市模具科

与宣讲、产业与金融资本对接等内容，瞄

了1个展馆，展览面积增至11.6万平方米，

技学会等重点行业协会已确定携会员企业
餐营者

准现时企业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荣格世界泵业

入场参观、采购和洽谈，其中，中国机械

5558个，比去年增加了371个；参展企业

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将会组织110

已达1300家，预计今年入场参观人数将达

家兵工、航天、齿轮、汽车工厂企业参展

到11万人次。同时，本届智博会除了去年

及参观。

餐营者
荣格世界泵业

等5项主题展示活动。同时，中国机械工

前，智博会招商招展及各项筹备工作已基

会、企业办展的模式和市场化、国际化、

比去年增加了1万多平方米；展位数增至

荣格塑料工业
荣格塑料工业

路高峰论坛、东莞市产融对接及优惠政策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荣格涂料与油墨

导读
● 展位图 		

● 展会信息发布及技术研讨会C1,C2,P1
● 部分参展商及展品介绍

医疗器械资讯
本届“智博会”把展览、论坛、对接

有效融为一体，是展示新产品技术、传播

的模具生产设备、金属加工机械和注塑生

（三）活动主题进一步提升。本届智

新发展趋势、拓展新产业市场、共享新发

产设备馆，刀具和模具配件馆、金属冲压

博会主题是“绿色制造、智造未来”，展

展成果的产业合作平台，是机器人及智能

和钣金激光馆、工业周边设备馆和压铸

示智能装备发展和智能制造技术在推进节

装备界的盛会，更好地让“东莞智能装备

馆外，今年更增设工业4.0和“中国制造

能低碳等绿色制造的成果。展会期间将举

产业”走进国内外市场的视野。

医疗器械资讯

荣格汽车制造

P7-8

HappiChina

就IC产业、绿色制造、工业设计、智能制
造与工匠精神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P2,P4-5

Inside

医疗器械资讯
荣格汽车制造
● Exhibition map 		
P2,P4-5
● Exhibition information & Seminars
C1,C2,P1
● Exhibitors & Exhibits

非织造布资讯

荣格食品饮料

荣格食品饮料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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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Special Report

中国机械工业经济形势及智能制造发展的思路、重点及政策措施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王瑞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陈斌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副巡视员 石靖敏

在

近期举办的2016全国机械工业经济

下半年在总体趋势基础上，会在四季度有

形势报告会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小幅波动。预计全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

会会长王瑞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

将高于全国工业及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副会长陈斌，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

和利润保持同步增长，出口增速力争不低

副巡视员石靖敏针对中国今年的机械工业

于去年降幅（-3.36%）。

德国工业4.0

英国制造2050

韩国《制造业创新3.0
战略》

2013年德国联邦政府正式发布
《实施工业4.0战略规划建议》，
将工业4.0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3.10提出，重振英国制造
业，通过发展高价值制造提升英
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提出计划在2020年之前
打造10000个智能生产
工厂，将韩国20人以上
工厂总量中的1/3都改
造为智能工厂

行业经济形势及智能制造发展的思路、重
点及政策措施作出分析。
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依然复杂多

2017年初步预测

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

2017年机械工业将会继续保持平稳增

机械工业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1-9月，

长，增长速度将低于今年，但仍会高于全

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9.1%，分别高于全

国工业和制造业。其中汽车行业增速受政

国工业和行业上年同期3.1和4个百分点；

策效应和今年高增长基数影响，将会降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34万亿元，同比增

为个位数；电工电器行业增速也将略低于

长7.19%，分别高于全国工业和行业上年

今年，其他行业受利好政策影响和结构调

同期3.5和4.27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整的推进，部分行业已出现企稳回升的苗

1.14万亿元，同比增长7.43%，高于行业

头，增速会好于今年。

美国先进制造
2011年提出，旨在
强化本土制造业竞
争能力，确保其在
世界制造强国中的
领先地位

势逐月向好。在重点监测的119种主要产
品产量中，有65种产品同比增长，占比
54.62%。

我国制造业拥有
巨大市场，需求
是最强大的发展
动力

智能制造正引领产业变革

化、智能化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主要趋

得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行业分化加剧。

势，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纷纷推出重振

机床、石化、重型行业依然困难，汽车、

制造业国家战略，以重塑其制造业竞争新

电工电器行业拉动作用明显。两大行业新

优势。我国拥有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

增主营业务收入占同期行业总体比重为

件，但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推动制造

80.3%，占行业总体新增利润比重近90%。

业智能转型难度也很大。

二是需求不旺，企业订单不足。重点联系

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

企业累计订货额虽略有回升，但形势不稳

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

定。三是投资需求急剧下滑。1-9月机械工

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

业投资仅增长1.54%，低于全国和制造业

多依赖进口。如，我国所需的芯片80%以

增速，创2008年以来新低。四是外贸进出

上依赖进口，2013年用汇2313亿美元，超

口依然不振。1-9月全行业进出口总额4768

过石油。

亿美元，同比下降4.89%，其中出口同比

二是产品质量问题突出，国家监督抽

下降4.69%，实现贸易顺差806.68亿美元。

查产品质量不合格率高达10%，制造业每

预计全年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将略高于全

年直接质量损失超过2000亿元；

保持同比增长，出口增速将不低于去年。

三是资源利用效率低，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GDP）能耗约为世界平均水平
的2倍；

对机械工业全年发展趋势研判
一是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依然很大，机
械产品内需市场疲软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明

“去产能”的深度调整期，短期内需求难
以复苏。

2015.5提出，计划到
2025年买入制造强
国行列，明确智能制
造的主攻方向

打造“世界机器人创新基地”、“世
界第一的机器人应用国家”、“迈向
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

我国一直坚持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发
展，在制造业数字
化方面掌握了核心
关键技术，具有强
大的技术基础

我国制造业有着
世界最为门类齐
全，独立完整的
体系，具备强大
的产业基础

我国在制造业人
才队伍建设方面
已经形成了独特
的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制造业在自主创新方面已经取得
一些辉煌成就，上天、入地、下海、
高铁、输电、发电、国防等等都显示
出我国制造业巨大的创新力量

生产效率
大幅提高

运营成本
大幅降低

资源能源消耗
大幅降低

智能制造带来的效果

2016年实施情况
确定并公布了64个智能制造
试点示范项目，覆盖了38个行
业，分布在21个省（自治区、直

集型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弱，产业集聚和

辖市）；组织召开全国智能制造

集群发展水平低，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试点示范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

大企业少。

议，围绕装备、消费品、电子信
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危化

重点任务

产品质量
大幅提高

产品研制周期
大幅提高

四是产业结构调整刻不容缓，技术密

显改善，机械工业主要服务的钢铁、煤
炭、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普遍处于

日本“未来新工业和新市场的研究
计划”及“机器人新战略”

中国制造2025

值得一提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
司副巡视员石靖敏指出，数字化、网络

在看到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值

国工业和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将

2013.9提出，通过创
新重塑工业实力，使
法国处于全球工业竞
争力第一梯队

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和条件

上年同期增速7.09个百分点，略低于全国
工业0.95个百分点。主要产品产量增长趋

新工业法国

五类关键技术装备
●

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

智能检测与装配装备；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

三大基础
搭建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提升智能制造软件支撑能力；建设
工业互联网基础和信息安全系统

●

五种智能制造新模式
离散型智能制造；流程型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
定制；远程运维服务

●

品、原材料等领域分别组织召开
了多场行业智能制造现场经验交

智能制造以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为目

流会；正在组织动员试点示范项

二是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各类机械

标，重点聚焦“五三五十”重点任务。

目在2016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产品的社会保有量均已达到相当规模，对

即：攻克五类关键技术装备，夯实智能制

设专区集中展览展示。

在役设备的更新改造维护已成为需求中的

造三大基础，培育推广五种智能制造新模

重要部分，这既减轻增速波动下行的幅

式，推进十大重点领域智能制造成套装备

度，同时也增加了回升的难度。

集成应用。

五种智能制造新模式
电子信息领域；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航空航天装备领域；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力装备领域；农业装备领域；新材料领域；生
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领域

●

主要政策措施

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
标准宣贯与实施。

三是从今年机械工业增长看，主要依

组建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国家标准化

加强国际交流，定期举办智能制造标

赖于汽车和电工电器行业，对1.6升排量乘

管理委员会共同领导的国家智能制造标准

准国际论坛，组织中外企业和标准化组织

化工作组。

开展交流合作。

用车优惠政策能否延续直接影响下半年乃至

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明年汽车行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优惠政策

2015实施情况

出台于上年四季度，增长速度很高，今年

确定并公布了46个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四季度汽车行业保持快速增长难度很大，

项目，覆盖了38个行业，分布在21个省（自

将会影响到四季度机械工业的增长速度。

治区、直辖市）；组织召开全国智能制造

四是行业出口回升压力较大，传统的

试点示范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围绕原

市场竞争激烈，贸易摩擦加剧，价格下

材料、装备、消费品、电子信息等领域分

滚动修订《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
设指南》。

建立智能制造标准绿色通道。

2015年共支持智能制造专项94个项
目，其中综合标准化试验验证项目43个，

支持智能制造标准研制、试验验证平

降，利润下滑，都为出口回升带来难度。

别组织召开了多场行业智能制造现场经验

综上所述，2016年机械工业经济运行

交流会；组织动员46个试点示范项目在中

充分发挥地方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设专区集中展览展示。

学会的作用，通过培训、咨询等手段推进

将延续上年四季度以来低位趋稳的态势，

智能制造专项

台建设及行业推广应用。

重点领域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51个。
2016年，支持了40个综合标准化试验
验证项目和104个重点领域智能制造新模
式应用项目，共144个。

www.industrysourci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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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智博会期间会议活动安排表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1

智博会开幕式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2

2016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全国总赛区活动暨东莞
11月29日10:00-10:40
创意设计活动周

东莞市莞城、万江及相关镇
街、产业园、智博会会场

3

2016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暨2016 DiD Award国
际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智博会期间

东莞市市民艺术中心群星剧
场

4

第七届全球模具材料及配件应用交流大会

11月29日14:30-16: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B室

5

模具材料及配件新技术研讨会

11月29日10:30-21:3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D及F室

6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模具标准件委员会工作会议

11月29日10:30-12: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G室

7

广州银钛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研讨会

11月29日10:30-12: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E室

8

智能制造中的加工解决方案

11月29日11:30-12:4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F室

9

Mastercam 2017新版本发布暨Robotmaster机械手
软件编程技术研讨会

11月29日14:00-15:1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G室

10

“3D打印技术模具行业开发应用”研讨会

11月29日14:00-15:1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E室

11

中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理事扩大会议

11月29日14:00-15:1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D室

12

首届压铸铸造行业技术论坛——大型智能压铸单元应
用分析与国际压铸行业发展趋势

11月29日14:00-17: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C室

13

东莞市产融对接及优惠政策推介专场活动

11月29日14:00-18: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智博会1号馆二楼主会场

14

2016美国—华南（东莞）自动化和技术创新交流会

11月29日14:30-16:30

嘉华大酒店四楼多功能F6会
议室

15

香港政府资助基金-申请知多D

11月29日14:30-16:3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F室

16

模具加工用新产品发布及应用

11月29日15:30-17: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E室

17

中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
“技术讲座与交流”

11月29日15:30-17: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F室

18

中国（东莞）绿色制造与循环经济发展高峰论坛

11月30日09:30-17: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智博会1号馆二楼主会场

19

3D打印与医疗研讨会医学3D打印产业化服务中若干
问题的思考3D打印增材制造技术在医疗中的应用

11月30日09:30-11:3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D室

20

“模具的损伤及其改善事例以及大同特殊钢的工具钢
材料”介绍会

11月30日10:00-12: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G室

21

“面向塑料及模具产业的蔡司先进测量技术”研讨会

11月30日10:00-11:1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E室

22

“可替代进口的高端热作模具钢”产品介绍会

11月30日10:00-12:4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G室

23

“高透光硅胶产品生产”研讨会

11月30日11:30-12:4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G室

24

Innovation in Packaging Industry玫瑰塑胶研讨会

11月30日14:00-15:15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E室

25

2016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国广东）高峰会

11月30日14:00-17:00

嘉华大酒店五楼宴会厅

26

“智能制造与工匠精神”高峰论坛

11月30日14:00-20: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智博会1号馆二楼主会场

27

“创新的3D打印模具及多色多物料注塑成型技术”
介绍会

11月30日14:30-16:3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3号馆二楼G室

28

2016DITis东莞市IT产业峰会暨集成电路高峰论坛

11月30日15:30-17:00

东莞市石排镇、松山湖凯悦
酒店宴会厅

29

2016年第二期高成长性企业沙龙——推进产业集约发
11月30日14:00-17:30
展经验分享会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智博会1号馆二楼主会场

30

FANUC数控系统应用技术交流会

12月1日（全天）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3号馆
二楼F室

31

“塑焊工艺在医疗耗材生产领域中的应用/注塑工业
4.0-做一年回本的自动化/优化注塑参数来节能”研
讨会

12月1日14:00-17:0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3号馆
二楼G室

32

广东工业机器人技术及应用论坛

12月1日15:30-17:30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智博
会1号馆二楼主会场

更新日期：2016年11月12日

2016智博会期间会议活动安排表
序号

展示主题

内容简介

展区面积

展示地点

1

“智能制造”成果展示

集中展示我市推进智能制造
以及实施“机器换人”政
策、助推东莞制造2 0 2 5 战
约300平方米
略的工作成果，展出我市各
相关行业领域实施“机器换
人”的亮点。

2

绿色制造与循环经济发展成果展示

东莞市节能降耗、绿色制造
约500平方米
与循环经济发展成果展示。

展馆1号馆 二楼主会场

3

“发现东莞制造之美”成果展示

以“发现东莞制造之美”为
主题，主要围绕“东莞制
造2 0 2 5 ”实施战略，以东
莞优势产业及近年来“机
器换人”等系列政策推进
所带来的新成效为切入点，
深入制造业车间，通过影像 约400平方米
记录的方式展现东莞富有创
新精神、自强不息的制造业
企业、制造业产品、人物风
情、生产场景、企业文化等
作品，提升“东莞制造”的
品牌关注度和影响力。

展馆1号馆 二楼主会场

4

2016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暨
2016 DiD Award（东莞杯）国际工
业设计大赛优秀成果展示

集中展示2 0 1 6 全国大学生
工业设计大赛及2016 DiD
约150平方米
Award（东莞杯）国际工业
设计大赛优秀设计成果。

展馆1号馆 二楼主会场

东莞集约发展典型案例展示

从业态创新、科技创新、
产业链整合、兼并重组、
总部经济和资本运营等六
大 领 域 各 选 取 约 5 个 示 范 约400平方米
意义明显的典型案例、企
业，通过三个维度进行集
中展示。

展馆1号馆 二楼主会场

5

展馆1号馆 二楼主会场

2
展位图 Exhibition map

展商总数：１３３７
www.industrysourcing.cn

4
展位图 Exhibition map

展商总数：１３３７
www.industrysourcing.cn

5
展位图 Exhibition map

荣格工业传媒

4H41

展位号：

展商总数：１３３７
www.industrysourcing.cn

6
部分参展商及产品介绍 Exhibitors & Products

www.industrysourcing.cn

7
部分参展商及产品介绍 Exhibitors & Products
力丰（集团）有限公司
迈向50周年的力丰致力引进由世界著名机械制造商供
应的先进机械设备及精密工具，务求为客户提供制造技术
和完善的售后服务。2003年，力丰于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上市。目前，集团的足迹遍布国内超过11个城市，并在深
圳及上海设立了展厅，而在台湾、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也
设有办事处。
本次展会，力丰连同关系深厚稳固的供应商，展出
日本大隈精密数控立式加工中心及精密数控车床、日本
安田数控超精密小型加工中心及日本冈本数控精密平面
磨床、日本三丰精密量
具、日本三菱硬质合金
刀具、日本NT加工中心
刀柄及日本Nabeya精密
夹具，并首次展示意大
利Vicivision光学质量检
测仪，以满足模具制造
过程中各环节的需求。
展位号：3C211
电话：+852 2427 7992/ +86 755 8832 1777
电邮：sales@leeport.com.hk
网址：www.leeport.com.hk
联合利安机电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现代工业趋向于自动化及人体工学，以方便繁复的
日常工作，正如“LAMP世嘉智尼”推出的“运动控制技
术”铰链产品，是升级换代的理想选择。它以阻尼缓冲、
任意停、角度定位、助力协助等动作感觉、安装调整、开
闭角度和轨迹控制技术为背景，展现世嘉智尼高度技术实
力和产品系列的运动控制技术。
该产品拥有以下优势：阻尼缓冲，缓慢关闭，可柔和
地控制开闭速度防止夹指，使用安全、可靠，减轻门开闭
时的声音，营造安静的环境，任意停，无需支撑，可有效
利用空间，还具有防夹指功能，可安全地进行维护作业，
不仅可用于门，还可用于液晶显示器、照明器具等的角度
调整；角度定位，临时定位在一定角度，采用可保持在一
定角度的点停机构，只需铰链
就可临时定位，提高了维护性
和安全性，通过角度定位，还
可提高操作感；助力协助，重
型门也可轻松操作，可强力协
助重型门的操作，减轻操作负
担，只需很小的力即可操作，
还备有附带任意停、阻尼缓冲
功能的产品，在生产活动中为
作业人员提供帮助。
展位号：4M13
电话：+86-755 8374 7600
电邮：edgarlam@hkais.com
网址：www.hkais.com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达明专注于生产高品质及可靠耐用的机器。本次展
出多种产品，包括MA21-M小型精密注塑机，它专为微型
产品量身定做，注射速度高达428 mm/s，可制造包括镜头
外框在内的智能手机零件，其锁模装置采用锁模力均匀的
两缸直压设计，两柱空间和开模行程均为270mm，能容纳
250 mm宽的模具。注射装置有16 mm、18 mm、20 mm三
种种螺杆可选配，最小注射重量是11 g，采用MOOG伺服
阀配FUDA电脑运行RT Linux实时操作系统，实现闭环高
精度注射。
智能电表iPM可在15分钟或30次注塑内测出注射机的
周期电耗，不假人手，这使得iPM成为可用调注塑参数来
优化能耗的工具。除了整机电耗，还可计算出料筒电耗，
可分析加热的能耗与温度设定的影响。动作时间分析到百
分之一秒，所以也能优化周期时间。注射曲线与开闭模的
曲线都可以画出来并作记录，外围设备、吹瓶机、挤出机
也适用。
TMD50-S 双
物料小型注塑机
拥有两个相距200
mm的并排料筒，
配合转盘或转芯
与双物料模具，
可生产小型双物
料产品。它拥有

www.industrysourcing.cn

50吨的锁模力，四柱空间达480 mm x 370 mm，最大模厚
350/450 mm，螺杆直径从25 mm到38 mm不等。双物料机
可免去喷涂工序，也能生产活动铰及模内组装等，是节
省人手的一种做法。一台机也可以用两个单物料模具来
生产。
展位号：3E512
电话：+852 2790 4633
电邮：Tatming@netvigator.com
网址：www.tatming.com.cn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橙子为北京市科委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研
制激光控制系统。本次展出包括北京金橙子EZCAD3设计
加工软件，此软件备完善的高精密3D振镜控制体系和三
维图形编辑处理功能体系，具有多年激光加工应用实践经
验；64位软件内核，支持超大加工文件，界面友好，功能
强大，操作简便；兼容Ezcad2软件的图形编辑功能，增加
3D投影、包裹功能，完美实现曲面标记功能；具备完善
的三维图形处理编辑功能，可对三维图形分层切割、快速
动态填充，实现3D深雕功能；3D振镜校正系统，可对3D
振镜做立体的线性校正；自主研发设计的3D 打标卡，采
用标准的XY2-100振镜
协议，可控制2D/3D振
镜。3D振镜采用高速电
机，打标速度快，焦距
控制精准。Ezcad3可应
用于模具加工、微机械
加工、智能手机、LDS
天线加工等。
展位号：1A18
电话：+86-10 6442 6995/93
电邮：market@bjjcz.com
网址：www.bjjcz.cn
东华机械有限公司
东华将在本届展会中展出393SEc专用机、190SeII注
塑机及55Ge全电机。东华393SEc注塑机可生产一出四快餐
盒，高效快速、合格品率高，机器稳定可靠。它采用伺服
驱动系统，与普通液压机相比，节能达30-50%，动模板线
性导轨，低摩擦、更平稳。低耗节能单缸射胶，射胶响应
速度快、精度高，消除双缸注射的不平衡现象，减少射胶
活塞杆断裂、螺杆弯曲等故障频率，为客户提高生产效率
及节省成本。
东华190SeII注塑机将展示一出二路由器外壳生产过
程，它还适用于生产一般通用和工程塑料的产品；运用
AC伺服马达，实现流畅低速动作控制；将液压耗能降至
最低；行业首家全系列机型符合国家GB22530-2008注塑机
安全标准。
东华55Ge全电机采用创新性的合模结构和控制工
艺，已申请多项中国发明专利，能实现锁模力的无级调
整，它拥
有极低的
低压模具
保护功能
以及更有
效的运动
惯性控制
结构；可实现高速、稳定、安全运行；其模块化设计理念
为客户提供最佳性价比智能成型设备。
展位号：3D245
电话：+86-769 2280 6222
传真：+86-769 2241 5786
电邮：info@cml.cn
网址：www.donghua-ml.com
（台湾）精展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精展主要生产
磨床、铣床等工具机
配件和模具零配件，
产品种类丰富，以满
足客户各种需求。为
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该公司规划完善的制
程，坚持高自制率，
进口日本、德国、瑞

士等国的高精密设备，如数控加工中心机、数控车铣复合
机、数控成型磨床及数控内外圆磨床等，以先进精准的加
工技术生产高精度零配件。从进料至组装阶段，在每道程
序全面设置检测机制，为客户严格把关质量，并于2003年
取得质量认证，优异、稳定的表现深获客户赞誉。
展位号：2A33
电话：+886 22681 8596(Rep.)
电邮：sales@ginchan.com.tw
网址：www.ginchan.com.tw
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
EPS6200是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推出的最新产
品，它选用德国、日本大型知名钢厂进口粉末合金钢，全
程经调质，真空高温淬
火、回火，采用超深冷等
工艺制作。该产品可根据
客户的不同需求，塑胶原
料的不同物理特性以及加
工工艺对产品进行分类设
计，以便为客户定制最专
业化的解决方案。
展位号：3E322
电话：+86-769 8919 8099
电邮：jingheng@dgjingheng.com
网址：www.dgjingheng.com
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力星是一家激光设备制造商，本次展出多款设备，
包括光纤激光金属切割机GS-3015CE、管板一体机GS3015G、数控液压折弯机GLB-10032、光纤激光打标机
FOL-20、四轴联动激光焊接机GS-400-4D及手持光纤传输
焊接机GS-400-1F。
其中，激光金属切割机系列机床采用CO 2 保护焊焊
接，经高温退火消除应力，不变形。它还拥有进口的高
精度滚珠丝杆/齿轮齿条传动及高精度直线导轨导向，采
用进口伺服电机驱动并配备进口高刚性精密减速机，机床
配有自动润滑装置，切割区域设有除尘排烟装置，激光器
模块化结构，性能高、免维护，专业切割软件操作简单、
方便、灵活，可随意设计各种图形及文字的切割。其适用
材料包括碳钢板、不锈钢板、合金钢、锰钢、镀锌板、管
材等各种金属材料非接触快速切割、镂空和打孔加工。该
产品广泛应用于钣金加工、厨具卫浴、广告标牌、灯饰五
金、电气电柜、
汽车配件、机械
设备、电器设
备、精密零件各
种金属制品切割
加工等行业。
展位号：1G11
电话：400-8222 2218
电邮：glory@glorylaser.com
网址：www.glorylaser.cn
东莞市铭辉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铭辉塑胶机械有限公司专业制造标准机系列、
单滑机系列、双滑机系列、圆盘机系列、C-型机系列、
立卧式机系列、小型卧式
注塑机系列及多色（多物
料）注塑机系列。
其中双色圆盘机的锁
模力为90T-500T，射出重
量为35克-850克，可采用
立式锁模及立式射出，适
合带镶嵌件双色塑胶成品
成型，并拥有多站圆盘设
计，转动精确，其次，定
位精确，取放件方便，还
可以根据客户需要选配伺
服电机系列，实际节能达
50%-70%。
展位号：3D505
电话：+86-769 8633 3156
电邮：minhui@min-hui.com
网址：www.min-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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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正顺车刀有限公司
仁武正顺车刀是一家自主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
服务的专业制刀公司，自2013年自主研发小径搪刀切削刀
具以来，已在使用者中广受好评。
该公司目前研发设计的该款刀具分为两种，一是切削
软材料系列（铜、铝、塑料），它选用289材质含钴10%，
棒材晶粒0.6μ搭配TiN氮化钛涂层，及特殊刀口设计使其
在切削过程中，有良好的切削性能。二是切削硬材料系列
（HRC 60°热处理钢），它选用207材质含钴12%，棒材
晶粒0.4μ搭配ALTiN高铝氮化钛涂层，经过特殊设计角
度，刀口优化，与涂层巧妙的配合，使其耐磨耗高红硬性
切削。为了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该公司还于2016年将继
续开发钛合金专用及不锈钢专用的小径搪刀，这使得小径
搪刀全系列更加完善，可用于CNC走心式车床、CNC捷式
车床、CNC车铣复合
床，及CNC加工中心
机、CNC钻攻机等。
加工产品包括小零件孔
内加工、笔管、手机镜
头、管件配 件 、 3 C 家
电、医疗器材、航空管
件等。
展位号：3A131
电话：+86-760 8826 0576
传真：+86 760 8838 9125
电邮：zsjt518@vip.163.com
网址：www.jsk-tools.com.tw
东莞市台富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台富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立式射胶及
射出的厂家，主要生产直立式塑胶射出成型机、单滑板及
双滑板射出成型机、立式圆盘射出成型机、C型立式成型
机、电木及BMC热固成型机、液态硅胶机、高射速精密注
塑机、双色或多色注塑机、LED球泡注吹机等。
该公司已通过ISO9001质
量体系认证，拥有二十多年立
式注塑机的研发制造经验，
可生产大批量高精密注塑机，
其油压电气均采用日本及台湾
品牌产品，在快速、安全、耐
用、稳定性方面获得客户一致
好评。
展位号：3D01
电话：+86-769 8192 9376
电邮：taifu@dg-taifu.com
网址：www.dg-taifu.com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拓斯达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制造工业机
器人，致力于打造系统集成+本体制造+软件开发三位一体
的工业机器人生态系统和整体自动化解决方案。该公司将
在本届展会中进行工业机器人本体抽奖活动，通过拓斯达
自主研发的TSR0905型机器人抽奖，向参展观众展示拓斯
达机器人小空间自由度的优秀反应。同时，还将展出纳米
注塑自动化/机器人打磨自动化/机器人CNC自动化，涵盖
注塑、打磨、CNC的整条自动化产线，可为客户解决整个
产线的生产加工上下料自
动化需求。此外该公司还
将展示整厂注塑自动化，
专注注塑领域的全厂自动
化方案和MES生产管理系
统，为工业4.0级的客户提
供强大的无人工厂自动化
解决方案。
展位号：3D171
电话：+86-769 8539 0821
电邮：Sales@topstarltd.com
网址：www.topstarltd.com
柳州市精业机器有限公司
柳州市精业机器有限公司专业设计生产“注-吹”、
“注-拉-吹”全自动一步法中空成型机及相关配套模具，
其应用领域涵盖运动水杯、LED灯罩、婴儿奶瓶、医药
包装、化妆品包装及食品饮料包装。可使用的原料包括
HDPE、LDPE、PP、PS、PC、PETG、PET、TRITAN、

PES、PPSU等，制品范围
最小可生产2毫升，目前最
大已经生产到15升。
精业机器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获得4项国家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数量12
项。精业机器首创的“垂
直式注坯注吹工艺”经过
持续不懈改进完善，高效节能，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引领行
业发展进步的先进技术，特别适合生产PC（聚碳酸酯）、
PETG、tritan等透明树脂材料的制品，比如运动水瓶、婴
儿奶瓶、LED灯罩等。
展位号：3E01
电话：+86-772 750 7488/+86-137 0782 9080
电邮：Jingyeco@jingyeco.com
网址：www.jingyeco.com
保科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SlimFlow超细直径热流道是POLYFLOW保科最新推
出的热流道技术及系列，它适用于微间距多腔注塑模具，
亦可用于超细直径内腔直接注塑成型，大大提升了产品
外观，特别适用于化妆
品、食品包装和医疗产
品应用。
其 喷 嘴 直 径 为
Ø11 mm，微间距值达
13 mm，浇口为Ø0.81.2mm，内腔可直接注
塑注入小部件，同时拥
有美观的浇口以及低电
耗，最大为100 W /喷
嘴。此外，它还采用高
精工艺，能确保高质量
及高稳定的重复性。
展位号：3C15
电话：+852-2677 6822/+86-769 8275 7782
电邮：polyﬂow@polyﬂow.net
网址：www.polylfow.net
东莞市精卓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精卓实业有限公司致力于铝合金压铸及精密
机械加工，主要生产电动工具配件、园林工具配件、汽
摩配件、家用电器配
件及IT配件等，其主
要设备保科东芝压铸
机、兄弟加工中心、
宫野数控车床。检测
设备：海克斯康三痤
标、TESA三座标。
展位号：7G31
电话：+86-769 8555 0205
电邮：zhushaoxiong@jingzhuo.net.cn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将在展会中展出
VMK324系列四轴立式复合磨削机床、VMK324A摆线轮复
合磨削机床、VMK324B针齿壳复合磨削机床及VMK324C
行星架复合磨削机床。这些产品拥有高精密性及多功能复
合，专用于工业机器
人 RV 减 速 器 核 心 关
键零件“针齿壳、行
星架”的精密磨削加
工，可完成零件摆线
齿、内针齿、外圆、
内孔、端面等复合磨
削工艺。
展位号：新四馆4H01
电话：+86-20 3490 96222
电邮：Agile-machine@163.com
网址：www.gzminjia.com
永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永纮科技是传动设备及精密零配件的制造专家，其
产品广泛用于包装机械、塑料机械、电子设备、工程机

械、建筑机械、
机械手臂及机器
人等新领域。精
密齿轮是其主打
产品之一，这在
工业自动化以及
工业4.0时代尤
为关键，除了使
制程流畅，还能
借由传动装置达
到高效率的产线
自动化。该公司可提供各种精密齿轮以满足客户的不同
需求。
此外，滑轨齿条也将成为该公司的主导产品，这也是
永纮科技近年来在研发上崭露头角的新产品，主要针对模
块式桁架自动化方面而生产，这类配件及组件将是市场未
来的主力军。永纮科技的滑轨齿条与德国滑轨齿条标准并
驾齐驱，因此引领着自动化最新趋势的技术革新。其滑轨
齿条可用于地轨机器人及工业4.0涉及其他领域。
展位号：3B181
电话：+86-755 2725 3419
电邮：yonghong@twpx.net
网址：www.yhtgear.com
深圳市日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日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集注塑机辅助设备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于一体。它通过先进的研发致力
于整厂自动化塑胶周边设备的规划。其产品包括：除湿
干燥机、中央除湿
机、模温机、负压
式模温机、产品在
线检测、冷水机、
粉碎机、拌料机、
机械手、输送带、
原料箱、中央供料
系统和水口回收系
统等。
展位号：3D272
电话：+86-755 6156 8195
电邮：szrishui@163.com
西安万威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万威刀具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营业务
包括欧洲一线品牌刀具代理和高品质刀具产品研发生产两
部分，产品包括车刀、铣刀、钻头、铰刀、丝锥、镗刀、
U钻、深孔钻、锪钻、刀片、套车刀、锯片刀、扩孔刀、
抗震镗杆、刀柄系统等，同时也承担复杂、精密零件的生
产以及产品的科研试制。
目前，该公司已形成了从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
售、修磨、检测到刀具应用服务、交钥匙项目交机服务，
生产效率提升服务，机械加工技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综合
性刀具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万威已得到了航空航
天、汽车制造、能源发电、石油钻探、模具加工、通用机
械等行业用户的广泛认可，尤其在航空动力刀具领域，万
威拥有丰富的经验。
本届展会，该公司重点推介蓝色火焰系列PCD铝合
金刀盘，可用于铝合金平面铣削加工，该刀具由钢制刀夹
和铝制刀体组成，在保证足够刚性的前提下减轻了重量，
而且双金属结构也减少了加工振动。刀夹弹性涨紧结构
确保刀具具有
足够的刚性，
适用高效率、
高速切削；更
换刀夹时，仅
做轴向调整，
不需要径向调
整，具有调整
方便、调整时
间短和调整精度高的特点，可实现轴向调整偏差不大于
0.005mm，切削时每个刀齿上负荷均匀分布，有效地延长
了刀具寿命；不同形式的刀夹相互搭配可得到不同的表面
粗糙度。
展位号：2C67
电话：+86-29 8781 4108
网址：www.xawinway.com

www.industrysourcin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