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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格微信公众号

1300余家展商共襄盛举，DMP 2016“智”造未来
届DMP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增了1个

本

展馆，展览面积增至11.6万平方米，

超过1,300家参展商参展，为历史之最。我
们在前两天的展会中走访了数十家展商，

荣格工业传媒
荣格工业传媒

荣格微信公众号

问及重点推广的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
以及他们是如何为中国企业增强竞争力。
此外，我们也谈及了工业4.0、大数据以及
物联网等近几年行业的热点话题，以及随
着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供应商是如何体
现自己的品牌优势等，我们也会记录参展
商对DMP展的评价并分享其参展心得。
此外，智博会期间举办的5项专题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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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9项主题活动和16场专业技术研讨会
及新产品发布会也吸引力了现场诸多观众
参与。
例如，由东莞经济和信息化局指导，
东莞市数控刀具协会和香港讯通展览有限
公司主办的首届东莞国际刀具节，汇集了
珠三角地区政府部门代表、全国刀具企
业代表、东莞刀具人、学术专家代表及企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业代表等200多人参与，共话“中国制造
2025”的刀具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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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诸多展商召开的新产品发布会
也颇受业界关注。如11月29日由力劲集
团、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iquid metal

导读

technologies Inc联合举办的“享智造*赢

● 展会信息发布及技术研讨会

未来”液态金属及产业化新品发布会。
会上宣布宜安科技、液态金属有限公司
与香港力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

六届，效果也越来越好，已成为深圳市模

司安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深圳市力

具技术学会的品牌会议。据了解，今年会

安液态金属设备有限公司，旨在生产液

议全程超过500人参与。

餐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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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金属专用压铸设备。据悉，该设备为

以上精彩纷呈的活动引来行业人士积

国内首台液态金属压铸机，是压铸领域

极参与，明天，展会现场仍有多场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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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参展商采访 Exhibitors Interview
永紘科技：机械自动化的关键

有幸的是，纬冠公司长期以来，始终坚持创新研发，结合行

永紘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工厂成立于
1983年，设于台湾台中，为全球专业的精密齿轮齿条与伺服
减速机供应商。
该公司总经理罗定豪先生强调到：“永紘科技的本质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47
电话：+86-512 6592 8889
电邮：sale@quickestlaser.com
网址：www.quickestlaser.com

业发展趋势及客户需求持续推出新型产品，并得到广大客户
的认可。

精神是打造高精密的、高质量以及合理价位的机械传动配
件。从创立至今，永紘已经累积了不少在各个领域的工业
专家——包含航天航空、舰船、通讯、数控机床等应用。
在未来的策略发展上，永紘将以开拓者的角色加强传动元

万威刀具：致力为客户提升生产效率，各种
解决工艺方案

件用于自动化以及机器人方面的应用。该领域将是新一代

西安万威刀具股份有限公司集刀具研发设计、制造、销

工业进程的发展重点，好的传动系统势必会成为打下工业

售、修磨、检测，到刀具应用服务，机床配刀交钥匙服务、

纬冠刀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A131
电话：+886-4 2492 9135
电邮：info@wei-guan.com.tw
网址：ww.wei-guan.com.tw

精业机器：自动化是注吹和注拉吹领域的发
展趋势

4.0基础的背后推手。目前，永紘的主打产品「滑轨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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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应用领域便是

刀具企业。公司总

自动化、高效、低耗、环保、功能集中，上下游资源整

针对模块式桁架自

经理同刚先生介绍

合是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对于本届展会，精业机器副总经

动化方面而生，这

说，长期以来，万

理李晖先生介绍到：“我们的参展产品主要有全自动一步法

部份配件及组件将

威为航空航天工业

双工位PET糖浆瓶“注拉吹”设备和生产TRITAN材料的全

是市场将来的主力

提供模具生产研发

自动一步法“注吹”水杯机。”

军。罗总经理还指

服务，如航空航天

注拉吹机型特点和优势：一步法注拉吹机上配套一出

出，永紘科技的滑

发动机等领域，近

六腔的PET糖浆瓶模具;制品一次成型，避免了二步法管胚

轨齿条在开发初期

年转向民用工业，

生产、储存、运输，及再加热等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节

就与德国滑轨齿条

由于我们走的是高

省能源，减少人工，生产产品卫生洁净。

标准并驾齐驱，且

端，因此也获得越

水杯机型特点和优势：一步法注吹机配套一出二腔水

追求高精度，故永

来越多民用客户的

杯模具，采用Tritan为原料，不含双酚A，满足国际健康安

紘科技的滑轨齿条
可运用于地轨机

认可。过去我们通

全生活需要，引领运动水杯的发展趋势；生产的运动水杯

常参加的是北方的

透明清澈、净洁美观。该机型（系列）还可用于生产PC和

器人以及其他有

展会，今年是第二

PETG等材料，例如用于LED灯罩行业，化妆品包装方面也

关工业4.0的大趋

次来参加DMP展，

势。在高端机械领

罗定豪 总经理

因为上届来参展

同刚 总经理

有突出表现。
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国际化交流的加快，消

域，永紘同样积极为大型龙门及五轴机械设计高性能传动

时，了解到南方的高端模具及开发服务需求极高，所以今年

费者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个性化越来越强，国内生产企

配件，著名的昆机也与永紘合作。”

继续参展。基于万威制造的反应速度快，解决方案能力强，

业对自动化设备的

罗定豪先生还分享了永紘在未来几年的研发计划。他

且长期坚持规范经营，拥有极佳口碑，2016年在南方模具及应

需求越来越强烈。

表示，模块式桁架自动化的技术以及针对机器人、激光切

用市场取得了很好的业绩，而且还保持继续增长势头。相信

“精业公司生产

割机、玻璃机械等专用机械将成为永紘配件及组件市场未

明年万威刀具的营增还会有较大的增长。最后，同刚先生强

的设备自动化程

来的主要进军方向。随着传动界对精度的要求不断提升，

调说：“万威的刀具精度非常高，可完全满足高端用户的需

度高，采用PLC控

罗总也坚持以技术和独特性吸引使用者的目光。因此，明

求。万威的核心业务是生产效率提升与工艺解决方案，以专

制，电液气一体

年永紘预计发展同步马达专用变频器，这对节能、绿色工

业的刀具应用技术服务团队、技术全面的交钥匙项目工程师

化，均可实现从原

业以及智慧工业的大趋势有着深远的影响。

队伍和快速的非标刀具设计制造系统服务于广大客户。万威

料到成品在一台机

的铣刀有多个系列，我们作为刀具的生产服务商，不单只是

器上完成。其优点

提供刀具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同时也提供生产效率提升服

是节省人工，减少

务，提供按需设计一体化服务。由于万威已上新三板，客户

生产环节，制品生

对我们有更大的认可。2017年，我们将会按客户需要开发外挂

产过程不受人为因

装备，客户可在原有机械的基础上，增加相关外挂，就可以实

素影响，品质稳

以柔性自动化单元等功能，从而实现极大减少人工成本。”

定。而且由管胚制

永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3B181
电话：+86-755 2725 3419
电邮：yonghong@twpx.net
网址：www.yhtgear.com

成品无需二次加

迅镭激光：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是市
场拓展的关键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届DMP中主要展出了

西安万威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C67
电话：+86-29 8781 4108
网址：www.xawinway.com

耗，符合节能环保的工业发展趋势，进而可与上下游配套企
业联手，进一步实现多机联合，集中管控，实时监控，生产
过程的追踪及及时响应调整工艺。与此同时，精业机器实现
无人取件及自动上线、检测、印刷包装打包等一系列取代了

其最新推出的高功率和自动化装备，比如8000W高功率自
动上下料交换平台式激光切割机和全自动上下料激光切管
机。该公司销售总监郝吾权先生表示：“这都是行业内领

李晖先生 副总经理

热，更加节省能

纬冠刀具：持续创新，满足行业新需求

先技术设备，甚至在全球激光应用领域也是领先的。两款

纬冠刀具以数控刀杆系列，快速钻头及刀具配件等为

设备的研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生产加工效率，降低

主，为OEM客户提供刀具配套服务。纬冠刀具负责人黄建三

生产成本。”

先生表示：“纬冠强调三高（高效、高精度和高稳定性），

郝吾权先生还指出，激光加工应用技术未来发展必定是

因此，回头客基本都能保持，并有不断增加新客户。纬冠刀

“高功率”和“自动化”的整合。尤其是国家“十二五”规

具今年业绩很不错，订单已排到明年下半年，今年营收增长

划和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后，激光应用行业发展更是向着自

应超过20%，但相较国内，国外订单增长比例更好些，这可

动化方向快速发展，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分析是迅镭激光开

能是由于国内整体行业调整问题，不过估计明后年会有较大

展市场拓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层层分析，针对

转机。”按黄建三先生介绍，纬冠每年都有参加DMP，这个

不同行业的需求研制专用激光加工设备及其自动化配套，是

展会展品比较全，参观商范围很广，在展会上更有利于结识

迅镭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的主要原因。

各方面的客户。也可以理解为在展会上可以有很好的机会与

由人工来完成的工作，真正实现自动化的高级阶段，从而为
4.0打下基础。

柳州市精业机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1
电话：+86-772 7507488
电邮：Jingyeco@jingyeco.com
网址：www.jingyeco.com

达明科技：微型化是一大趋势
达明专注于生产高品质及可靠耐用的机器。该公司总

此外，迅镭

老客户会会面，并

经理唐永坚先生介绍到：“本次我们展出了多种产品，包

激光把品质和品牌

认识更多新客户，

括MA21-M小型精密注塑机，它专为微型产品量身定做，

作为公司发展的两

这是其它场合无法

注射速度高达428 mm/s，可制造包括镜头外框在内的智能

个基本点：以产品

达到的。今年主

手机零件。

的高品质塑造高

推ASX445系列产

其次是智能电表iPM，可在15分钟或30次注塑内测出注射

端品牌，以高端

品，明年会开发新

机的周期电耗，不假人手，这使得iPM成为可用调注塑参数来

定位推动设备不

产品MFH系列，

优化能耗的工具。除了整机电耗，还可计算出料筒电耗，可

断推陈出新，满

明年三月份将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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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市场及客户需

型并推出。总之，

一秒，所以也能优化周期时间。注射曲线与开闭模的曲线都

求。公司从市场

每年公司都会开发

可以画出来并作记录，外围设备、吹瓶机、挤出机也适用。

宣传、设备应用

出新的产品，以满

最后是TMD50-S 双物料小型注塑机，它拥有两个相距

覆盖面、售后服

足行业发展的新需

200 mm的并排料筒，配合转盘或转芯与双物料模具，可生产

务等多个方面加大

求。黄先生强调：

小型双物料产品。它还拥有50吨的锁模力，四柱空间达480

力度，保持迅镭激

只有不断推陈出

mm x 370 mm，最大模厚350/450 mm，螺杆直径从25 mm到

光行业高端典范的
市场定位。

38 mm不等。双物料机可免去喷涂工序，也能生产活动铰

新，再能在行业中

郝吾权 销售总监

有较好的立足点，

黃建三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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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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参展商采访 Exhibitors Interview
及模内组装等，是

要求，正因如此，

载量的机型是目前

节省人手的一种做

才有半导体、医

威猛工业自动化系

法。一台机也可以

疗、自动化等行业

统（昆山）有限公

用两个单物料模具

的龙头企业与我司

司生产的最强大的

来生产。

紧密无间的合作，

一类机械手，它使

对于未来发展

包括我司的新材料

威猛昆山工厂现已

趋势，唐永坚先生

配件、人性化结

生产的产品组合得

表示：“节能早已

构部件和智能电子

到了完美的补充。

是大势所趋，iPM

锁等系列产品。这

该机械手的设计和

能用参数优化来节

些产品都是以人为

技术构造继承了新

能，包括动作时间

本，操作方便，减

的pro系列的特点，

的优化。此外微型

少人员，同时更为

例如，纵轴的伸缩

化是另一大趋势，

安全。

行程受到两个线性

如智能手机的发
展。而我们旨在以

唐永坚 总经理

“我们始终坚
持品质优先，结合

林健豪 销售经理

导轨的支撑并因

程翔 董事总经理

此而提高了硬度。

不‘一样的注塑机’为口号，设计出于众不同的产品。接下

引领潮流、多样化和高性价比的产品，以及优质的客户服务

W838T机械手装有气动旋转C轴作为标配，它拥有两倍扭

来，我们还将与代理商合作，扩大销售。”

为基本原则。此外，我们和客户一起商讨和研发，提升客户

矩，与下一代小型W828机械手（该机械手拥有单臂）的扭

的产品及生产技术，达到双赢的局面。我们会增加人员并引

矩一样高。作为选项，W838T还可配备最大扭矩力为150 Nm

入更多高品质及先进产品，以提高及扩大自动化工业在中国

的旋转伺服轴B。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31
电话：+852 2790 4633
电邮：Tatming@netvigator.com
网址：www.tatming.com.cn

的发展，同时我们还会在北京、上海、深圳以外增加据点，

与威猛其他所有的机械手一样，W838T专门配备了创新
的R8.3机械手控制系统，它拥有改善及优化工艺的特色，如

推动业务持续增长。”

QuickNew可极其方便地，动画辅助地创建新的操作序列；

精恒机械：工业4.0及物联网将加快行业革新

EcoMode可自动选择最佳的运动速度，从而提高能源效率；

联合利安机电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4M13
电话：+86-755 8374 7600
电邮：edgarlam@hkais.com
网址：www.hkais.com

SmartRemoval有助于进一步缩短部件的取出时间。
除了以上推介的重点产品外，“威猛巴顿菲尔集团还
将充分利用本地化的制造优势，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具有先进
技术水平和成本效益的设备和服务。下一步，我们会将更多
的产品和机器型号由欧洲转向中国制造，并开始新产品的研

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在本届展会中推出了
EPS6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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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宝机电科技：减速机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制作。该产品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塑胶原料的不同物理

对于本届展会，东莞市富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

特性以及加工工艺对产品进行分类设计，以便为客户定制专

富强先生介绍到：“我们带来的品宏（PHT）行星减速机通

业的解决方案。

过美国ROHS认证，是台湾26年精密工具机件成产公司，以

发，以满足本地应用的需求。未来，我们将为中国客户提供
更加出色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正在通往威猛4.0——我们自己
的工业4.0的道路上！”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D121
电话：+86-512 5749 3187
电邮：info@wittmann-group.cn
网址：www.wittmann-group.cn

该公司副总

高精度及不断研发

经理陈毅介绍到：

的精神，创造PHT

“我司展出的新品

高品质，高效率和

专用于电子行业，

价格合理的伺服专

如电子连接器、汽

用减速机。此外，

车电子外壳及医疗

W E I T E N S I TA N

塑胶制品。工业

减 速 机 是 台 湾

4.0对于我司的新

WEITENSTAN研

东华是一个在国内注塑机行业发展了30多年的老品

产品研发影响是多

发的专业精密传动

牌，此次DMP展，东华展出了两个应用方案：190SeⅡ生产

方面的。首先，它

设备，旗下有超短

一出二腔无线路由器壳体和393SEc生产一出四腔食品包装

对我们产品的研发

超精密行星减速

盒。对于这两款新方案，该公司东莞销售总经理曹小伟先

速度有影响，智能

机、机器人专用

生进一步介绍到：“SeⅡ系列是东华第二代伺服节能注塑

化设备和机器人的

RV 减 速 机 。 其 中

机，也是东华非常成熟的注塑机产品，机器性能可靠，生

使用会帮助我们提

超短超精密行星减

产稳定性高，人机界面符合人性化设计，操作使用简单，

高生产效率，节省
成本；其次，工业

东华机械：积极开发智能工厂群控系统

速机以其具有传动

陈毅 副总经理

效率高，工作平

周边辅助设备适应能力强，适用行业比较广泛。而SEc薄

吴富强 总经理

壁专用机采用伺服驱动系统，与普通变量泵液压系统机相

4.0及物联网对我们产品研发的方向也会有影响，VR技术、

稳，噪音低，结构紧凑，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可靠，寿命

比，节能达20-40%，最高射胶速度超过200mm/s，最高熔

无人机驾驶、太阳能以及更新的技术都驱使我们研发更多的

长，减速比范围大等优点得到广大企业信赖使用。”

胶转速为300rpm，射台及动模板线性导轨，低摩擦、更平

产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我司也会及时调整需求，针对透明
及无卤产品提供更好的意见。”
目前，“精恒已实现今年第三季度阶段性的发展，明年
将再接再厉争取引进更多最新设备扩充产能一倍左右。”陈

吴富强先生还指出，随着工业4.0国家大力发展工业，

稳，降低能耗。此次展会搭配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自动化

减速机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也推动我们在产品质量和

生产，不但能满足各种容器包装专业客户的需求，而且为

创新等方面不断提升，同时尝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企业转

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及节省成本。”

型模式。

毅补充道。

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E322
电话：+86-769 8919 8099
电邮：jingheng@dgjingheng.com
网址：www.dgjingheng.com

联合利安：引领潮流、多样化和高性价比机
械配件
联合利安机电配件（深圳）有限公司着重推广自动化行

对于当前市
场环境，曹小伟先

东莞市富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V01
电话：+86-769 8533 3597
电邮：fxgear@163.com
网址：www.fubao-dg.com

生表示，随着国家
公共场所开放无线
网络及建设新农村
网络需求，特别是
在智能手机的发展
迅猛带动下，电子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威猛4.0——威猛
自己的工业4.0

产品市场庞大。同
时，随着国民健康
环保及减少餐饮浪

威猛巴顿菲尔是全球最大的注塑自动化设备供应商，为

费的意识的不断提

客户提供最齐全的注塑成套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包

高，快餐盒市场这

装、电子、汽车、家电等行业。

两年也发展迅猛，

业中需求旺盛的精密轴承、弹簧、直线导轨、环形导轨和联

对于本届DMP，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

注塑机需求也随之

轴器等传动件，光栅、磁栅和直线马达等运动控制部件，以

司董事总经理程翔介绍到：“除了与注塑机整合在一起的机

日益旺盛。然而，

及外部结构中的各种手柄、门锁、铰链和高品质公英制紧固

械手和周边设备外，威猛巴顿菲尔还展示了作为单机解决方

行业价格竞争非常残酷，因此，生产商必须求变，唯有从生

件等。

案的一系列的机械手和周边设备，其中包括全新的W838T机

产效率上去考虑，从一出一腔发展到叠模一出四腔X2。目

该公司销售经理林健豪先生介绍：“机械配件是工业生

械手。在自动化专区，我们展示了用于小型注塑机的机械手

前，国产叠模的制造仍有技术及成本瓶颈，现仍以一出四腔

产和设备的必需品，我们有着完整的供应链，包括应用在设

W808和W818，以及一台带有伸缩轴的W818TS。当然，也

居多。东华此次应对行业趋势做出相应改变，希望能在行业

备或产品上，同时也在不断推出新产品以满足客户，尤其是

会展示W828S机械手，其大型的水平轴直接定位在主梁上，

发展进程中贡献一份力量。

现今工业自动化用户的需求，更可提供完整的方案合作，减

最大水平行程为1300mm。W828机械手则适合中等规格锁模

少业界的研发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

力的注塑机。”

工业4.0和智能制造必将提高相关零配件的品质和创新

www.industrysourcing.cn

此外，威猛还推出了W838T新机型，这款拥有15kg负

曹小伟 东莞销售总经理

此外，东华除了在注塑机设计及制造上注重机器的精度
及稳定性外，同时也在积极开发智能工厂群控系统。从2011
年推出iSee v1.0发展到2016年年中推出的iSee v2.0，从当初

8
部分参展商采访 Exhibitors Interview
仅是提供机器的运行状态到提供数据统计分析后的结果推

定可靠，易学易用，性能优越，功能强大。吕武全还特别强

动化升级，从而减少人工，提高效率；此外，敏嘉总公司也

送，增加了辅机运行情况、生产分析、辅助排产等贴近客户

调，公司开发人员均具有多年的运动控制系统开发经验，金

在不断开发创新，持续推出更多功能的新型号，比如多主轴

需求的实用性功能模块，，希望借助iSee v2.0能让东华的新

橙子的所产品均为自主研发，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

加工中心，现可达到16个主轴，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老客户分享到智能工厂的成果。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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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D245
电话：+86-769 2280 6222
传真：+86-76922415786
电邮：info@cml.cn
网址：www.donghua-ml.com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新四馆4H01
电话：+86-20 3490 96222
电邮：Agile-machine@163.com
网址：www.gzminjia.com

精卓实业：以质为本，以客为尊

精展精机：质量以日本为目标，价格以中国
为目标，服务以德国为目标

科力特新材料：新产品替代原有的生产加工
模式

件为主，包括电动工具配件、园林电动工具配件、汽摩零配
件、家用电器零配件及IT零配件等。精卓公司经理朱绍雄介

精展公司成立于1988年，这次DMP展会上，该公司国

东莞市精卓实业有限公司以生产各种类型的铝合金压铸

株洲科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此次的展品主要为金属陶

绍说：公司主要针对客户开发的新产品，定做相应铝压铸配

际销售总监张凯威先生介绍：“本次展会我们重点推介了创

瓷铣削产品。对此，该公司总经理李海坤先生介绍到：“目

件，基于精卓公司拥有日本东芝冷室全自动压铸机、日本兄

新研发的三次元量测治具，它是专为CMM量测机的用户而

前，模具行业对加工精度、表面质量及加工高效率有着较高

弟数控加工中心、日本宫野数控车床等先进加工设备以及瑞

研发出的友好型治具，为达到快速固定及解决任何不规则形

的要求，我们的金

士TESA精密三座

状的固定使用于

属陶瓷产品可以很

标测量仪、二次元

CMM上。我们可

好地满足模具行业

检测仪、日本三丰

为客户提供一条龙

的加工需求，做到

比测仪、硬度计、

服务，品质优先，

高光洁度表面质

推力计等先进检测

不以价格来论。”

量，替代固有的硬

设备，精卓公司可

张凯威先生

质合金刀具加工方

以完全实现质量保

还表示，行业对自

式，实现高效率一

证、准时交货。朱

动化的要求越来越

体化加工成型。”

绍雄特别强调，公

高， 工业4.0对于

此外，由于金

司倡导精品意识，

机床配件行业而言

属陶瓷产品在精加

站在“一切为了客

还是有很长的一段

工领域内的性能优

户”的立场开发制

路要走，因为工业

势，金属陶瓷刀具

造产品，始终秉承

4.0不仅仅是数字

可以替代以往的硬

“真诚守信，质

的变化，更是技

质合金涂层刀具，

量、信誉至上”的

为模具、汽车零部

李海坤 总经理

朱绍雄 总经理

原则。谈到新的一

术、研发、管理和

张凯威 国际销售总监

经营的全面提升，

件以及粉末冶金等行业提供更优异的高精度及高效率加工解

年的发展计划时，朱绍雄对公司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表

德国用了15-20年的时间来实现工业4.0，中国也不可能缩短

决方案。同时，由于金属陶瓷在成本价格上的优势及生产周

示说：要不断开发新产品，在满足和维系好电动、园林等领

这一进程，只有抓好了基础工作，才能发展。一直以来，我

期的高效性，其为客户创造的价值空间也变得更加可观，相

域现有客户基础上，在汽车、家电、IT等领域开发更多新客

们都秉承着“质量以日本为目标，价格以中国为目标，服务

信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金属陶瓷刀具会在机械加工市场上占

户，在高附加值产品上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以德国为目标”的宗旨。

有较为突出的使用份额。
对于工业4.0，李海坤先生表示：“它体现了产品与服

东莞市精卓实业有限公司

务的高度信息化，对于刀具生产而言，现在产品的需求直接

展位号：7G31

来源于市场和客户，收集市场和客户的使用数据能更明确地

电话：+86-769 8555 0205

告诉我们产品的优化目标是什么，产品的开发方向有哪些。

电邮：zhushaoxiong@jingzhuo.net.cn

另外，随着国内制造业的升级，行业竞争日趋激烈，这也
是我们创新型企业的机遇，产品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服务于客
户，甚至是引导客户的发展方向，做好这些，就是我们的优

敏嘉制造：技术创新，服务至上

势。我们推出金属陶瓷产品现阶段主要集中在模具及粉末冶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中高档数控机

金行业，通过新产品来替换原有的生产加工模式，将为我们

床、机器人、工厂自动化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

提供强大的市场推动力。”

产品主要包括：数控车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多主轴加
工中心以及各类专用自动化设备。主要服务于汽车、消费电

株洲科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2C33
电话：+86-731 2246 1968
电邮：info@zzklt.com
网址：www.zzklt.com

子、轨道交通等行业。敏嘉公司副总工程师陈伟良强调说：

金橙子科技：激光精雕，大有可为

(台湾)精展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A33
电话：+86-769 8318 5858
传真：+86-769 8318 5838
电邮：sales@ginchan.com.cn
网址：www.ginchan.com.cn

奥智品展出最新计量软件 Zone3
为客户提升市场竞争力

“敏嘉的所有产品和技术完全是自主研发，拥有100%的自主

在本次展会

知识产权，拥有专利近100项，当中发明专利超过30项。这

中，奥智品展出

种技术优势使得敏敏嘉有能力为客户提供成套解决方案，在

最新计量软件 -

滚珠丝杆及滚珠螺母、压缩机气缸、轴承及曲轴成套生产线

Zone3。Zone3可配

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谈到近期公司业绩时，陈伟良兴

合CAD模型和所

奋地透露说，今年下半年销售形势喜人，现订单已到了明年

有不同的传感器，

2月份，与去年相比，营业增长至少有20%。这得益于公司采

允许用户在虚拟环

北京金橙子

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是继续加大力度地研发升级现有

境中对零件进行预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床产品，二是在机器人与自动化方面的持续研发投入。陈

编程。我们可以使

专业致力于激光控

伟良进一步解释道：考虑到近年制造业用工困难问题不断加

用视频和激光或接

制系统的开发研

剧，公司于2014年就开始增加了机器人及自动化项目，并于

触探测如单点或扫

制。据该公司大客

最近新成立了广州

描，因此有很多工

户经理品武全先生

市敏嘉机器人技术

具可用于获取零件

介绍，金橙子科技

有限公司，这一分

的每个维度的点数

公司根据激光加工

公司实行独立运

据。使用Zone3，用户可以混合所有工具，并从CAD模型进

的特点、国内激光

作，以更好更精准

行编程。Zone3操作单个传感器系统，与具有全系列传感器

设备的常用配置、

地服务于行业客户

的系统一样容易操作。Zone3还有多个优势，不能尽录。目

激光加工中常见的

生产线升级改造。

前，我们提供软件选项以优化CAD设计使用，缩短原型开发

问题，本着高效、

新公司既可配套敏

时间，并引入基于CAD的SPC、3D GD＆T配件软件和车间

节约、专业、简单

嘉现有机床产品实

自动化解决方案。我们参加DMP起码有十次以上了，我们期

的产品开发理念，

现自动化上下料、

望与更多新客户接触，让他们更了解奥智品的产品和技术，

吕武全 大客户经理

智能测量等自动化

如何可提升他们在市场的竞争力。

光打标控制系统、飞行打标控制系统等产品。这些控制系统

提升，也可为客户

均由专业的软硬件工程师和激光加工工艺工程师共同研发而

现有生产线进行

成。经多家激光设备制造厂家的测试与应用证明，产品的性

自动化改造，使

能和稳定性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水平，并已得到了广泛的

客户在投入不高

应用，且已销往韩国、欧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系统稳

的情况下实现自

先后成功推出了激

陈伟良 副总工程师

何敏如 总经理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1A09
电邮：ogpsc@smartscope.com.sg
网址：www.smartscope-cn.com

www.industrysourcin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