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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2016隆重开幕 工业话题研讨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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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四天的GIRIE EXPO广东国际机

为

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及DMP第

十八届东莞国际模具金属加工、塑料及
包装展（“智博会”）于11月29日在东

荣格工业传媒
荣格工业传媒

荣格微信公众号

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幕！本
届展会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商招展进一
步推进，活动主题也进一步提升。
据悉，在延续去年使用全部展馆的
基础上，今年还新增了1个展馆，展览
面积增至11.6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了
1万多平方米；展位数增至5558个，比
去年增加了371个；参展企业已达1300

荣格金属加工
荣格涂料与油墨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荣格工业传媒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家，预计今年入场参观人数将达到11万
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智博会主题是
“绿色制造、智造未来”，重点展示
了智能装备发展和智能制造技术在推
进节能低碳等绿色制造的成果。展会
期间将举行2016 DITis东莞市IT产业峰
会暨集成电路高峰论坛、东莞市产融
对接及优惠政策推介专场活动、2016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大赛暨2016 DiD

荣格塑料工业
荣格塑料工业
荣格世界泵业
餐营者

荣格涂料与油墨
餐营者

Award国际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智能制造与工匠精神”高峰论坛、
中国（东莞）绿色制造与循环经济发
DMP 2016 現場盛況

展高峰论坛、2016美国—华南（东莞）

导读

自动化和技术创新交流会、2016年第二

莞）国际工业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等

学术交流、政策发布与宣讲、产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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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模具科技学会、卡尔蔡司(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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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制造之美成果展示、智能制造成果

管理有限公司、河冶科技股份有限公

展示、9项主题活动和16场专业技术研

● Exhibitors Interview

展示、绿色制造成果展示、东莞集约

司、深圳市廸嘉机械有限公司等协会

讨会及新产品发布会，以及超过1,300家

● Exhibition map 		
● Exhibitors & Exhibits

术及应用论坛、2016全国大学生工业

工业协会模具标准件委员会、中国机

业、绿色制造、工业设计、智能制造

发展典型案例展示以及2016年全国大学

和企业将分别组织举办16场专业技术

参展商带来的最新产品和技术，会让买

生工业设计大赛及2016 DiD Award（东

研讨会和新产品发布会。活动将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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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展商采访 Exhibitors Interview
POLYFLOW保科：高性价比、优质且可靠
的热流道技术

提供服务全面的企业能够最终赢得市场的认可。因此，本次

机通讯都是在以工

展会，拓斯达不仅为客户推出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更将最终

业4.0为基础上开发

的目标定位在客户实际所需的痛点。”

出来的，可以说工

“POLYFLOW保科”今年将展出最新的三款产品。保

从智能化到物联网信息化是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拓斯达

业4.0是趋势。日水

科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维明先生介绍到：首先是超

的研发方向。比如本次展出的机器人本体，不仅可以在原有

产品坚如磐石，质

细直径热流道SlimFlow系列，其喷嘴直径为11 mm，专用于

系统的基础上扩充机器人视觉，同时预留了信息互联的I/O

量一直以来是我们

微间距及多型腔成型，如一出16、32和64腔等模具，主要用

端口，正是为所有采用拓斯达机器人的企业以后升级到工业

企业每一个人牢记

于化妆品、医疗和

4.0整厂方案时做好准备，降低成本。

在心的一个词语，

包装等市场。其次

“拓斯达将依托传统品牌沉底，进行品牌内涵的外延。

我们与我们的供应

是特长特大流量

同时，这个过程是缓慢积累的，客户对品牌的要求包括产

商伙伴一起在品质

单头阀针式热咀

品、服务多方面，多环节的化学作用。目前，拓斯达的品牌

保证上携手保障，

Single Valve Gate系

行动，主要集中在对内产品的控制，只有做到自身产品过

从源头上为客户

列，该款单头阀针

硬，才能在客户的交易中保持品牌的良好口碑。

提供最强有力的保

式热咀针对大型汽

拓斯达具有在单个领域深度服务的成熟的自动化服务商

证，品质上得到了

车内件、大型家电

模式，未来拓斯达将集中精力进行标准化产品和服务模式的

保证，为我们日水

外壳和大型工程料

打造，不仅要让更多不同行业的客户使用到先进的工业自动

品牌化提供了强助力。日水在未来的发展路上将一如既往的

部件，第一代设计

化产品，同时能够从与拓斯达合作中获得包括工艺、设备、

推行品牌化战略，在明年，也就是2017年我们将以传统的周

已针对工程塑料使

人才等多方位的附加值。拓斯达也为客户开发更多实用、耐

边设备为主，以工业4.0为目标的前提下开发出更多、更好的

用，可用于350℃

用、高端的自动化方案。”黄代波总经理补充道。

设备来回馈客户。

董事长尤聪斌

以上高温塑料或玻
璃纤维工程塑料。
第三款则是新成功
开发的微型阀针气

总经理黄维明

缸SlimFlow Valve Gate System系列，适用于点与点之间35mm
的距离，因此可用于模具点距受限制的塑胶部件，特别适用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D171
电话：+86-769 8539 0821
电邮：Sales@topstarltd.com
网址：www.topstarltd.com

深圳市日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D272
电话：+86-755 6156 8195
电邮：szrishui@163.com
网址；www.sznissui.com

于汽车工程塑料零部件、高外观要求的化妆品包装客户。
今 年 “ P O LY F L O W 保 科 ” 同 场 展 示 经 济 实 用
型”APOLLO”系列，该系列产品主要用于玩具、家品、文

仁武正顺车刀：小径搪刀切削刀具专家

具及包装等客户群。由于近年来使用热流道来降低人工成

仁武正顺车刀是一家自主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服

奥德机械：稳定、安全、环保、节能、是温
控设备的基础

本亦已成大趋势，这款经济实用型“APOLLO系列”具备价

务的专业制刀公司，自2013年自主研发小径搪刀切削刀具以

奥德1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打造全行业温度控制设备，

格优势，同时保持“POLYFLOW保科”可靠稳定的优势。

来，已在使用者中广受好评。“为了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

该公司总经理黄文钦先生介绍到：“我司主要生产高光无痕

世界著名的玩具生产商，例如美国Mattel、香港旭日和德国

我们还在2016年继续开发钛合金专用及不锈钢专用的小径搪

（急冷急热）模具温度控制机、冷水机、水/油式模温机及电

Piko均相继采用该系列。

刀，这使得小径

加热有机热载体炉等产品，本届展会主要的参展产品是ADD

对于工业4.0，黄维明先生补充道：“其实我司与海外

搪刀全系列更加完

系列的压铸专用模具温度控制机。自2004年以来，我们就向

客户群，如德国及英国的产品设计师一直协作制定应用标淮

善，可用于CNC走

市场推广压铸专用模具温度控制机，到现在已有12年时间。

及应用数据，而工业4.0在德国较为积极及领先。为确保未

心式车床、CNC

依托过硬的产品实力和对行业动向的精准把握，目前，该

来衔接海外客户的产品设计及系统应用，我司开发部已开展

捷式车床、CNC

系列产品已在3C手机配件行业市场占有60%以上的占有

设计系统及产品应用互联互通的工业4.0新时代。随着中国

车铣复合床，及

率。3C产品对压铸件的外观要求比较高，所以对模具温度

制定了2025升级转型目标后，国内工资急速上涨，加速自动

CNC加工中心机、

控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温防泄露，安全将是重点，

化及增益生产势在必行。‘POLYFLOW保科’发展计划会

CNC钻攻机等。加

奥德不断根据市场需求对自身产品进行优化升级，升级后

保持与高端客户群稳步增长，例如汽车零部件、医疗、个

工产品包括小零件

的ADD系列压铸模

人护理和工程塑料应用等行业，同时亦会在市场上大力推广

孔内加工、笔管、

温机性价比得到了

POLYFLOW保科的‘APOLLO’经济实用型系列，以高性价

手机镜头、管件配

提升，更加耐用，

比、优质、可靠的热流道技术与国内客户群合作！”

件、3C家电、医

性能更加稳定。另

疗器材、航空管件

外，我们的产品主

等。”仁武正顺车

要用于塑胶射出成

保科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C15
电话：+852-2677 6822/+86-769 8275 7782
电邮：polyflow@polyflow.net
网址：www.polyflow.net

拓斯达科技：一年回本的自动化方案
拓斯达将重点推出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本体TSR0905
及集成纳米注塑、CNC、打磨自动化德全套自动化方案。拓
斯达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本体采用先进的德国Ethercat总线控
制，自主开发的控制系统具有小巧灵活，开放性强，适用于
各种小空间作业的特点。拓斯达集成自动化线采用的纳米注

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姻赐介绍到。

总经理陈姻赐

秉承“一年回本的自动化方案”设计理念，为客户提供性价
比最高的自动化升级服务。

板、连接器、化

明年，仁武正顺车刀还将将参加北京、上海、深圳、重

工、反应釜、橡胶

庆、武汉、成都、厦门、南京等地的展会，并积极拓展这些

挤出、压延、鞋

区域的业务。而位于台湾的总公司则负责各地的海外销售。

材、印染、烘干及
密炼等行业。”

仁武正顺车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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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德公司自
成立以来的定位就
是以客户为中心，

总经理黄文钦

为客户提供解决方

案，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坚持，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工业4.0、
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是发展的一个趋势所在，我们在两三年前
就已着手投入技术研发，公司已具备相关技术能力，只要客

塑可在工具端进行自加热，机器人打磨可完美实现弧面倒角
等表面的标准化打磨，无论单工序还是全套自动化拓斯达都

型、碳纤维、导光

日水机械：从源头上为客户提供保障

户提出需求，我们便可以做出快速反应。”
我们还看到，制造业产能过剩，产品同质化严重，核心

本次展会，日水机械带来了高端注塑成型周边设备，有

技术缺乏，以及缺乏品牌经营和高端转型的眼光及创新突围

对于2017年中

除湿干燥机、模温机、冷水机、粉碎机等，还有最具亮点的

的意识，是经济形势不佳情况下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未来，

国的机器人加工行

产品，有模温机、机械手和产品在线检测设备，其中模温机

中国的制造业还将逐步走向高端及高科技含量，形成强有力的

业，该公司执行总

已实现与注塑机通讯，也就是在注塑控制机界面可以直接操

竞争性市场，真正和德国拼品质，和美国拼科技。所以，我

经理黄代波表示：

控模温机，可为广大客户在成型管理与现场管理带来巨大的

司将会以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工艺方面的提升，销售方面的极

“行业将进入爆发

便利。

致以及服务方面的特色来提升奥德的核心竞争力，坚持高端高

期，无论本体的款

该公司董事长尤聪斌先生还重点介绍到：“我们今年

品质的品牌路线，打造温控设备领域的领军品牌，赢取未来。

型还是应用的行业

强势推出了机械手和产品在线检测，机械手事业部自2016年

此外，技术创新也是我们公司永不停止的一个亮点，如

范畴都将大幅度扩

初强势推出以来，产品以便捷、精确、高效价比的优势，深

何避免陷入行业恶性竞争以及产品同质化，将是我们接下来

充，更多本体的加

受客户的喜爱，特别是机械手与产品在线检测设备的配合而

要走的路，我们还将不断提升产品品质，提高行业门坎，增

入将使集成方案的

占领市场。我们产品有线检测设备在注塑机现场机械手取出

加制造资质，加强服务的创新，大力发展外贸市场。

发展覆盖更多从前

过程中可以快速的分辨出良品和不良品，如缺胶、尺寸、颜

没有涉及的产业。

色等不良，其不久的将来为中国企业节约劳动力控制成本上

但对于整个行业而

提供强有力的助力。目前我们的产品已从注塑行业跨越到医

言，只有标准化程

药、印染、印刷等行业。”

度高，自主研发技

工业4.0是我司近年来最重视的一个话题，我们所有产

术实力强，为客户

品开发都以考虑工业4.0为主，上面说到产品在线检测和模温

执行总经理黄代波

深圳市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6G01
电话：+86-755 3323 2001
邮箱：aode@gdaode.com
网址：www.aodetc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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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hibits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将在展会中重点推荐两款
产品，一款是双色杯注塑成形自动化系统，其全电动注塑
机ROBOSHOT拥有先进功能、精密控制、快速、低能耗等
优势，在中高端注塑市场占有领先地位。本次即将展出的
双色注塑机ROBOSHOT α-S130iA+SI-20A是国内首台射
出装置天地结构布置的双色注塑机。此外，ROBOSHOT还
可以采用I/O LINK直接与机器人相连，大大地简化了硬件
配置，节省开发成本，使设备更具有优越性。
该公司还将展示FANUC CR-4iA协作机器人与FANUC
ROBOSHOT α-S50iA组成的机器人杯垫注塑成形系统。它
利用协作动作机器人，实现不需要安全护栏的插件成型系
统。通过伺服附加轴控制，可实现安全门的自动开关。同
时，通过FANUC最新
开发的“快速简便启
动工作单元”功能能
简化协作机器人与注
塑机间的连接与集成
工作，实现“即插即
用”，最大程度地减
少调试所需的时间。
展位号：2C361
电话：+86-21 5032 7700
网址：www.shanghai-fanuc.com.cn
保科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POLYFLOW保科推出最新的特大超长450mm针阀热
流道系列，该产品适用于大型汽车零部件、建筑、日用
品、家庭电器产品等，大大减免了人工加工费。该热流
道直径Ø28 mm/Ø33 mm/Ø42 mm/Ø50 mm，大细系列备有
多款标淮热流道长度（最
长L=450mm），可适用于
高温工程塑料PC、PA66、
PBT+30%GF等。它还拥有
耐高温金属密封环，采用独
特的欧洲高精度工艺，内置
全硬气缸设计。另外，其浇
口为Ø0.8~Ø5.5mm，容易更
换感温线、发热线，
浇口美观，安装简单，
且拥有高稳定重复性。
展位号：3C15
电话：+852-2677 6822/+86-769 8275 7782
电邮：polyﬂow@polyﬂow.net
网址：www.polyﬂow.net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推出的OGP
SmartScope ZIP 250多元传感测量系统是世界各地厂商首
选的视频测量系统。视频测量功能是基于已增强的高清晰
度彩色摄像机和全光谱LED照明光源提供增强了的视频信
号处理改善图像。作为一台多元传感测量机，SmartScope
ZIP250可用接触和非接触式探头，包括独特的切换式TTL
直射激光。
其另一款OGP SmartScope Flash CNC 300多元传感测
量系统SmartScope® Flash CNCTM300是一台大容量核查
生产件的三维视频测量系统。它可以配置成为一台更高成
本效益多元传感的系统，配用可选的TTL直射激光，接触
式探头或微型探
针。它的250毫米
Z轴行程范围内可
容纳大尺寸的零
件，也可以安装
一个多功能的第
四轴旋转分度器。
展位号：1A09
电话：+86-755 8282 1840
电邮：ogpsc@smartscope.com.sg
网址：www.smartscope-cn.com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迅镭激光展出设备包括1200W单平台激光切割机、
2000W自动上下料激光切管机、8000W自动上下料交换平
台激光切割机、3000W机器人三维激光焊接机等，是目前
国内激光加工领域“高功率”和“自动化”整合装备的典

www.industrysourcing.cn

型代表，在切
割速度、切割
厚度以及切割
材料等方面都
具有卓越的性
能。迅镭激光
是国内为数不多同时兼具激光加工及自动化实力的激光公
司，为全球制造业客户提供全方位激光加工解决方案和定
制化设备供应。
展位号：1H47
电话：+86-512 6592 8889
电邮：sale@quickestlaser.com
网址：www.quickestlaser.com
亿利达机械集团
亿利达将现场演示智能制造生产系统，注塑产品为医
用滴斗，运用最新“塑焊”技术实现模具内将产品完成组
装粘接，此制造系统包括两台智能多工位注塑成型机、六
轴机器人、高精密模具
系统、机器周边辅机及
成品自动运输系统，助
力客户实现智能制造，
达到提高产能、提高品
质、减少人手、减少场
地需求、减少生产环节
污染等。
展位号：3D332
电话：+86-769 8578 5008
网址：www.elite-machinery.com
株洲科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科力特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从2005年成立以来，一直专
注于金属陶瓷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该公司通过特殊的微量元
素添加和梯度烧结工艺控制来优化金陶基体的组织结构，
并以此提高金属陶瓷的高温性能和强度，同时高精密化的
生产和自动化控制为最终的产品提供了良好的精度指标。
目前，该公司金属陶瓷产品在模具加工以及粉末冶金
行业都得到了良好的应用，取代了部分目前使用的硬质合
金涂层刀具。科力特新材料的金属陶瓷牌号CK0550在模具
用钢件的加工应用中拥有着极大的优势，在精加工的状态
下，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可以控制在0.21-0.36um的范围内，
同时由于CK0550牌号的金属陶瓷省去了涂层的工序，相比
较硬质合金涂层刀具，其
在生产周期以及成本价格
上也表现出更大的优势。
金属陶瓷刀具在未来的国
内刀具市场上有着极为可
观的前景，足以颠覆硬质
合金刀具的固有格局。
展位号：2C33
电话：+86-731 2246 1968
电邮：info@zzklt.com
网址：www.zzklt.com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针对钢、不锈钢、铸铁、铝合金及淬硬钢等常见材料
的不同加工特性，欧科亿自主研发了70多个针对性较强的
槽型系列，在切削实验及实际应用中表现优异，还可根据
客户需求定做专用槽型。其中，钢件加工以高品质及稳定
性成为了业内公认的OKE的拳头产品，不锈钢加工以比肩
日韩系同类产品的品质而成为OKE的特色产品，铸铁加工
以针对于南北方市场的适应
性而成为OKE的支柱产品。
模具铣刀片以超强的性价比
优势成为众多用户降本增效
的利器。此后，OKE经过产
品系列的完善和改进，新推
出了全系列的铝合金加工专
用刀片，并且升级了主打产
品的材质和结构系列，比原
有产品至少提升20%以上。
展位号：2C65
电话：+86-731 2267 3803
电邮：156713143@qq.com

株洲市热钻工贸有限公司
作为国内最专业的
热熔钻供应商，株洲热
钻专注于“Fdrill富德
瑞”热熔钻及热熔膏、
散热刀柄、挤压丝锥的
研发和生产销售，取得
了一系列专利证书，凭
借稳定的质量和高性
价比，产品赢得了广大国内用户的青睐，并出口到欧美多
国。株洲热钻以优化工艺、更新产品、降低成本、提高效
益为目标，为用户提供当今世界最先进的薄壁摩擦热熔钻
孔连接方案。
展位号：2A101
电话：+86-731 2296 0026
电邮：fdrill@fdrill.com
网址：www.fdrill.com
东莞市富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品宏（PHT）行星减速机通过美国ROHS认证，是台
湾26年精密工具机件成产公司，以高精度及不断研发的精
神，创造PHT高品质，高效率，和合理价格的伺服专用减
速机。为客户创造最优惠的价格，提供机械自动化业者超
高品质动力传输产品，提升贵公司设备的产能和附加值。
WEITENSITAN减速机是台湾WEITENSTAN研发的专
业精密传动设备，旗下有超短超精密行星减速机，机器人
专用RV减速机。其中超短超精密行星减速机以其具有传
动效率高，工作平稳，噪音低，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
轻，使用可靠，寿命长，减速比范围大等优点得到广大企
业信赖使用。其机器人关节减
速机以拥有直结的输出、紧固
的锁固，非常好精度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机台、机械手臂、
刀塔等机械设备中。
展位号：4V01
电话：+86-769 8533 3597
电邮：fxgear@163.com
网址：www.fubao-dg.com
东莞市钛克迈科技有限公司
钛克迈科技将展示德国Novotechnik位移传感器，其
行程从5mm至5000mm，采用电位器式或非接触式的不同
原理，配置多种信号输出方式，既可作为独立的传感器
成品，也可作为元件使用。德国Novotechnik位移传感器
的使用寿命达10亿次，线性度为0.2%-0.01%，分辨率优于
0.01mm，其产品性价比远远优于同类产品。此外，RFC系
列角度传感器由磁块和传感器两部分组成，能最大程度方
便客户安装和维护。传感器自身无转动轴和轴承，这使得
安装上的选择余地更大，便于克服误差及省略耦合连接。
工作量程可达360º，防护等级IP67 /IP6k9k，拥有无限机械
使用寿命，分辨率为9 - 14位，线性度<±0.5%。

展位号：5号馆5K02
电话：+86-769 8126 3182
电邮：techman@techman-fa.com
网址：www.techman-fa.com
东莞市裕威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裕威塑胶机械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注塑机、押出
机、造粒机、电木机、发泡机的中心配件——机筒、螺
杆，该公司拥有多年从事塑胶机械部件设计、加工的专业
人员，公司同时可以为客户提供上门测绘、设计、改造、
定制等多项服务。 多年来，公司本
着“以质量吸引顾客，以价格
赢得顾客”的办厂宗旨。
全心全力提升产品
质量，力求做到最
好。同时在原有的
基础上不断推陈出
新，自行开发研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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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符合市场需要的高新科技产品，为企业打开了广阔的市
场空间。
展位号：3E32
电话：+86-769 8509 4373
电邮：13751421165@163.com
环球工业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环球工业机械（东莞）有限公司是深孔加工专家及数控
机床高端生产厂商，其热销产品为五轴钻铣复合机床，专
为加工复杂模具而设计。该产品为全亚洲首创，并获得国
家专利，还不断改良和创新并发展至第四代，产品保留以
往的高精度、高品质，以人性化的操作、舒适、方便的设
计理念，特别适合于有复合角度之机加工工件，在铣削、
钻孔（深孔）、镗孔加工以及螺纹方面有卓越表现，如：
汽车模具的保险杆、仪表板、门板、机械件的大型箱体之
四面加工。
其全新产品数控卧式双头铣床表面粗糙度为0.8µm1.6µm，采用三轴
配置台湾进口的
精密重载滚柱导
轨，滚动摩擦，
不易磨损，正常
使用寿命10年。
它还采用高强度
铸铁，最大工件
1800x1000mm，最小工件20x20x10mm，可选配8等分回转
工作台，加工完四面后可进行倒角加工。
展位号：3A111
电话：+852-3188 2554/+86-769 8311 8946
电邮：info@wim.hk
网址：www.wim.hk
综欣恒盛（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综欣恒盛（天津）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工具磨床专用
数控分度盘主要应用于金属切削机床所用刀具螺旋槽的加
工，可以进行连续分度，主
轴部分既可以配合安装夹头
座（瑞士肖柏林、日本日研
等品牌），也可以配合安装
BT50刀柄；蜗轮部分材质
采用4号铝青铜，硬度可达
HRB180，采用单齿加工工
艺，相比行业内传统使用的
3号铝青铜和多齿一体成型
工艺，蜗轮硬度更高，从而
大大延长了产品寿命，使本
产品拥有更高质量舆精度；
采用液压(或气压)进行工件的锁紧与放松，便于实现自动
化控制；分度部分由伺服电机驱动，分度精度好，可靠性
高；中心孔跳动和端面跳动均可以保持在3μm以内。
展位号：3B362
电话：+86-22 2742 0909
网址：www.hiwinlc.com.cn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扬锻）经过近60年发展
成为一家享有盛誉的压力机设备制造和服务商，2016年还
与压力机设备的技术先驱和全球市场领航者德国舒勒集团
合资。
在本届DMP展会中，该公司重点推介闭式双点连续
模冲压生产线（机械压力机）YPM系列。以YPM-800为
例，其公称力8000KN，公称力行程8mm，行程次数3040mm，最大装模高度800mm，工作台版（左右*前后）
3500*1600mm（可根据用户冲压工艺定制），侧面开口
1000mm（可定制）。
此外，它还拥有以下优势：生产线自动化程度高，送
料、冲压、制
品自动码垛、
废料自动回收
等实现自动
化；生产效率
高：替代传统
的单机冲压，
单机模式下冲
压一般需要多

台压力机，每台机床1-2名操作人员，工艺周转时间长，产
品定位误差大，多台机床占地面积大。连续模冲压状态下
可实现单机多工位冲压，1-2名操作人员即可，产品品质提
高且稳定，工艺充分利用，废料较少，节约资源等；生产
线效率15-30个/min；配移动工作台换模时间一般为10分钟
左右，传统换模需要半天到一天。专为厚板的级进模冲压
成形及多工位拉伸而开发的闭式双点连续冲压生产线。
该系列产品适用于汽车零件、航空航天、办公自动
化、仪器仪表等行业级进模、连续模、多工位模具的自动
化冲压生产线。它还采用分体式框架焊接机身，滑块八面
导向结构；高刚性偏心轴横放，抗偏载能力强。
展位号：1E25
电话：+86-514 8751 8986
电邮：sales@yadon.com.cn
网址：www.duanya.com.cn
深圳市创新精艺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新精艺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
船泊、模具加工、3C产品加工、汽配加工等加工领域。
在模具和产品机加工行业中，经常会碰到具有自由曲
面及复杂轮廓的产品需求，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可以通过工
件回转及摆动，解决工件加工死角，从而实现一次装夹成
型，提高模具的加工效率、表面质量。创新精艺CX-40U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相对于标准五轴联动加工中心拥有以下
优势：重切削、高效率，针对机加工及模具行业高硬度材
料加工的特点，加大了主轴功率及工作台面最大承重，使
得主轴功率达到15KW，最大承重达到300KG，更好地满
足了模具及机加工行业高硬度、重切削的需求，大幅提高
了加工效率；高精度、高稳定性，CNC控制系统是高速
加工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机床加
工的速度、精度和表面质量。创新精艺CX-40U五轴联动
加工中心采用德国BOSCH旗下Rexroth控制系统及Rexroth
伺服马达、导轨，大幅提高了机床的精密度、稳定性和
耐 用 性 。
该公司
重点推介的
另一款产品
为CX-640镜
面铣削高速
加工中心，
它采用德国
BOSCH旗下
Rexroth数控系统及Rexroth直线电机技术，使设备精度达
到微米级别，实现产品加工镜面效果，节省了去批锋、抛
光和打磨的环节与时间，同时比普通加工中心的高效加工
速度快两倍。
展位号：3A221
电话：+86-755 2869 3755
邮箱：chuangxin1788@vip.163.com
网址：www.cxjy-cnc.com
MST corporation 日本恩司迪公司
日本恩司迪公司拥有79年的历史，是日本第一家将
金属加工中不可或缺的安装与“工作母机”上的“刀具
保持具”，即“刀柄”商品化进行开发、制造和销售的
厂商。
该公司重点推介的产品包括：具有高精度、高夹持
力和高刚性特征的曲线型热装刀柄Slimline Curve，它拥
有独特的二维曲线精致设计及出色的接近性，最适合5轴
联动加工。该公司还推出了重切削加工用的新产品超强
型热装刀柄Slimline Hyper Version，它拥有最短的长度和
更大的夹持力，最大限度发挥机床性能；袖珍型迷你角度
头Anglehead Half Mini，可对狭小空间的工件内壁进行加
工，并可通过改变前轴的方向避免干涉，给零部件加工带
来了新的解决方案；快速换装夹具系统Smart Grip，具有
高刚性、高定位精度、轻量、操作简单等优点，可解决
现有工件装夹时
所存在的问题；
可换式刀具用延
长杆RED Screw
Arbor，能最大限
度发挥可换式刀
具的切削性能；
新的加长面铣刀
柄Cutter Arbor

FMH，具有高刚性，可有效抑制加工时所产生的振动，实
现高效率及高稳定性的加工。
展位号：3C131
网址：www.mst-corp.co.jp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博乐是世界上最大
的特殊钢生产商之一，研
发范围集中在熔炼、铸
造冶金和特种钢加工成
品，以及改善和开发新材料和新产品。其BOHLER M390
MICROCLEAN用粉末冶金方式生产的马氏体铭钢，耐磨
性极高，抗腐蚀性极强，是工具的最佳选择。此外，它还
拥有以下优势：优异的磨削，高镜面抛光，较高的韧性，
极好的尺寸稳定性以及较好的抗振动冲击性能，因此工具
寿命长，生产效率高，零件的精度也非常高。
展位号：3C171
电话：+86-21 5707 7666
电邮：shanghai@bohler.com.cn
网址：www.bohler.com.cn
广东润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润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数控机床的研
发、生产、销售及服务，是华南最大的数控机床全产业链
生产企业。该公司主要生产中高端、通用型加工中心，
包括钻攻加工中心系列、立式加工中心系列、卧式加工中
心系列、龙门加工中心系列和雕铣加工中心系列五大系列
四十余种产品。
本次展会，该公司重点推介了其高速精密钻攻加工中
心，该系列产品是基本国际最流行和最先进的、柔性机床
设计理念开发，主要用途为加工有色金属、3C产业、铝基
板等钻孔、攻牙工序，可实现钻削、铣削加工，移动速度
快，主轴转速高，钻孔、攻丝的效率和质量是普通加工中
心的10倍以上，对于3C、通讯等产业的客户来说，是最理
想的加工设备。
此外，它还拥有以
下特点：高精度主轴，标
准转速20000rpm，可选配
24000rpm；16T夹臂式刀
库，换刀时间可达1.6秒
（最近刀）；三轴驱动系
统采用精密滚珠丝杠及P
级滚珠线轨，快速进给达
60m/min；可选配四轴联
动分度盘或五轴分度盘；
可选配全密闭外罩钣金设计，避免高速加工产生的油雾影
响车间环境，符合环保要求及人性化设计。
展位号：3C251
电话：+86-769 8927 7999
电邮：gd-a@hscnc.cn
网址：www.hscnc.cn
精准机械公司
香港精准机械公司（简称精准）成立于1995年，是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专注于精密数控机床领域，旗下经营ACCURATE深孔钻
床、数控铣床、加工中心、火花机以及秋田热控高光机、
MAXSEE线切割等数控机床。
该公司在DMP 2016中展出的精准七轴双螺杆角度深
孔钻，集铣削、攻牙、深孔钻及单
管钻加工为一体，主轴采用双
螺杆双马达驱动，加工角
度大幅增加，向上
可达20°，向下
35°；配合本公司
专利设计之智能数
控旋转工作台和水
平横向方型滑轨导套座，在短时间互换深孔模式及铣削模
式，一次性完成复杂工件的角度深孔钻加工、角度铣削及
攻牙加工，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及精度。
展位号：3C515
电话：+852-3914 5111/+86-755 2987 1155
电邮：info@accurate.hk
网址：www.accurat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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