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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期四天的GIRIE EXPO广东国际机器

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及DMP第二十

届东莞国际模具金属加工、塑料及包装展

（“智博会”）于昨天在东莞广东现代国

际展览中心隆重开幕！

今年展会规模继续扩大，广东现代国

际展览中心所有展馆全部开放。截至11

月22日，DMP已签约 1675家参展企业，

比去年增21%, 7182标准展位，比去年展

位总数增15%，其中特装展位835家，占

展商数50 %，占总面积82 %。东莞展商

513家，2422个位，占总展商数30 .6%, 
展位面积占33 .7%, 比去年展商数增28%, 

DMP 2018 智能制造持续升温

面积增22%。

此外，智博会期间将举办广东省智

能制造公共技术支撑平台推介会暨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对接活动、广东省

制造业发展年会暨广东制造业5 0 0强企

业峰会、全国“一带一路”装备制造国

际产能合作推进大会、D i D  Aw a r d（东

莞杯）国际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国广东）高峰会

（A M I S）、第九届全球模具材料及配

件应用交流大会等一系列高层次、高规

格的主题活动，预计参与人数将达3000

多人。

同期同地还将举办20多场高峰会、

工业论坛和研讨会等活动。

自2015年举办以来，智博会始终围绕 
“智能制造”主题，紧密贴近市场需求，

紧盯企业界、学术界关注热点问题。智博

会已逐渐发展成为华南地区最大、最具影

响力的机械展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华南地

区机械行业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地机械制

造商的技术交流，智博会的品牌逐渐形

成，影响力不断扩大。

相信本届展会的丰富活动，以及数千

家参展商带来的最新智能装备，也一定会

让中外买家及参会人士满载而归！

我们的展位：Booth 1N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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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银特银第三次参加 DMP 展，

本次展会银特银带来了精密型材加工中

心 XVB600-4500CNC 和 数 控 直 线 钻 孔 机

A6Z4000CNC。
银特银精密型材加工中心 XVB600-

4500CNC 是一台能充分展现银特银“中切

机床”制造理念的机床，符合环保设计理念，

比一般普通的型材加工中心具有更好的刚

性，钢件铣槽和盘刀铣平面切入量在中等

大小刀具条件下，切入深度接近重切龙门

加工中心，但又保持了高速机床的性能。

银特银数控直线钻孔机 A6Z4000CNC

银特银的“中切机床”理念：精度、耐用、效率

江门银特银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唐兵仿，总经理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汤志彬，销售总监

昊志机电：立足自主技术创新，服务全球先进制造

本次展会，昊志机电的主打展品是高速

加工中心电主轴。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汤志彬介绍说：“我们的电主轴可以达到外

径 280，扭矩 210 纽米，主要适用于高速的模

具加工中心以及汽车的零部件加工。原来要

经过 2-3 次装夹才能完成一个模具，如果完全

以电主轴替代机器主轴，就可实现一次性装

夹完成。这样对产品的精度、效率都有很大

的提升。”

“在目前智能制造的大趋势下，我司也

做出了相应的部署，我们对我们所有主轴内

置的传感器，热敏电阻，电感传轴，测速仪

器都进行了升级以匹配自动化的要求。”

相比于去年，今年昊志机电保持了平稳

的增速，并进行了业务的拓宽。“期待在 19年，

我们的加工中心，转台和电主轴产品成为我

们公司的一个发力点。”汤志彬总监说。

同时，昊志机电也着力于自身产能的

自动化改造。昊志机电即将于明年建成广东

省智能制造示范中心，这对昊志机电在后期

的批量交付、成本管控和质量提升会有很大

帮助。

展位号：3C142
网址：www.haozhihs.com

东莞市艾尔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施宪修，业务部协理

“我们从 2006 年就开始参加 DMP 展，

这个展会一直是我们华南市场重要的宣传推广

平台，”东莞市艾尔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业

务部协理施宪修先生说：“今年我们展出重点

主题是产品多元化：有 CNC 加工中心和数控

最多元的艾尔发，七大产品线助力自动化

车床，在机械手应用方面有桁架式车床机械手

的上下料应用、注塑机械手，塑料件取出移载、

堆叠、摆盘的应用，以及冲床机械手整体解决

方案（有片料双工位移载机、四轴五轴冲床机

械手、四轴冲压机器人）。”

“另外我们也扩展我们的产品线，增加

了注塑机周边辅机系统（模温机、冰水机、粉

碎机、中央供料系统等）。这些产品都可以应

用于 3C 产品、家电、汽车零部件、精密电子、

医疗器材等领域。”他介绍说。�

施先生表示：艾尔发拥有完整的行销服

务队伍跟战略布局，可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最佳

的整体自动化解决方案与最快的高效率服务。

面对中国制造 2025，企业面临很多挑战，未

来艾尔发会针对柔性化、智能化、高度集成化

投入开发和完善智能制造集成应用，打造一站

式采购厂家和自动化系统垂直整合厂家。

展位号：3D291
网址：www.alfarobot.com

则充分体现了银特银在高端直线导轨生产

装备研究领域的专业能力。该机在实现中

高端直线导轨钻孔品质需求的前提下，效

率比台湾同类产品提高一倍、而售价比台

湾同类产品有明显优势。

“国产功能部件在中高端市场占有率极

低，大陆本土品牌中高档直线导轨占有率不

到 5%，为什么？除了产品技术原因，更因为

我们对进口装备的依赖，中高档装备的高成

本制约了生产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中国大

陆需要像银特银这样有团队长期研究直线导

轨装备以及直线导轨生产工艺的企业，通过

高端装备的国产化突破结合工艺水平的整体

提升，帮助国产中高端直线导轨提升市场占

有率。”银特银总经理唐兵仿先生说道。

银特银 2018 年销售额比 2017 年增长了

约 40 %，明年计划重点拓展包括数控直线导

轨精密复合磨床在内的直线导轨生产装备高

端用户，包括外资品牌投资企业和国内有理

想的直线导轨项目资本投资方，特别希望银

特银的技术能帮助国产中高档直线导轨品牌

占有率走势转入上升通道。

展位号：4K05
网址：www.intin.cn

东莞东三环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李汉森，总经理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而传统

工业废水处理技术运行成本太高、占地面积

大，已远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在这样的背

景下，今年 DMP 展也出现了很多针对工业环

保为主要应用的展商。东莞东三环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东三环在这次展会主要推广了其自主研

东三环：让中小企业充分体验废水处理效益

发的“阿清斯纳米平面膜双过滤系统“，可

有效解决企业废水排放问题。东三环针对产

生废水的企业，对其难以自行处理或需高价

委外处理的废水，提供先进技术进行浓缩、

减量、提纯回用，既大大降低处理费用，亦

缔造了环保、节约、制造可以再生资源的能力。

除了销售，东三环还提供客户体验或租

赁服务，在客户认识了过滤效益后，再进一

步讨论合作方式。

“我们做工业废水处理设备就是�对中

小企业，投资成本低，可移动式。不论工厂生

产规模大小，我们设备都是可以按需生产，节

约成本。既能达到环保要求，相对价格又低，

自推出市场后都深受广大工业行业的赞赏和肯

定。”东三环总经理李汉森表示：“我们今年

先后成立东莞及上海分公司，明年打算拓展山

东、河南、四川等地区。相信我们这种类型处

理技术也是未来工业发展的趋势。”

展位号：1A03
网址：www.dshhb.com

株洲华锐：高效切削刀具的提供者

本次展会，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

司带来了全系列顽石品牌数控刀片，包括不锈

钢车削刀片、钢件车削刀片、铝用刀、槽刀、

螺纹刀、模具铣削刀片、浅孔钻、铸铁车削刀片。

株洲华锐董事长肖旭凯先生重点介绍了

今年下半年新开发的螺纹铣刀片系列。“该

系列产品采用精密压铸成型，强化的刃口处

理使每一个刀尖都具有良好的切削性能和效

果，同时还采用了经过多年精心研究的流畅

槽型，可以使不锈钢加工的断屑得到很好的

控制，在通用螺纹加工和小型精密零部件螺

纹加工中具有出色的效果。”

据肖董透露，华锐目前整体生产经营保

持稳定发展的态势，今年前三季度的业绩符

合公司预期，全年来看预计能顺利完成年度

计划并有望超额完成。截止到今年 10 月，华

锐已在全国范围内签约了近 50 家顽石刀具品

牌授权经销商，成功开业 30 余家品牌店。为

了进一步打响顽石刀具品牌，扩大顽石刀具

的市场占有率，2019 年的顽石品牌刀具店将

增设到 200 家。

展位号：2E31
网址：www.wanshidaoju.cn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肖旭凯，董事长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李树强，技术总监

欧科亿：迈向工业 4.0 智能数控刀具优势企业

此次展会，欧科亿带来了其在 2018 年新

推出的几款产品。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总监李树强介绍说：“首先是我们的

OC3215 铸铁加工新牌号。它特别适用于连续

及轻断续工况下的铸铁材料中高速加工，具

有非常好的通用性。

第 二 金 属 陶 瓷 新 牌 号 OK6110 以 及

OK6120。OK6110是车削类道具第一推荐牌号，

适合于钢片以及不锈钢的精加工，OK6120 是

适用于钢件车 / 细小加工，特别是不稳定工况

下对韧性要求较高场合的一个牌号。

第三螺纹刀片。前刀面设计有山峰状导

屑台，切削时产生的切屑在流动中受到导屑

台的作用，流动，卷曲，进而折断，达到有

效控屑的作用。

第四新一代正刀片通用加工槽型，大前

角和变刃宽设计，在保证刀尖锋利的同时也

兼顾了切削刃的强度，配合排屑流畅的断屑

槽，能够有效降低切削阻力。”

据悉，欧科亿 2018 年在株洲炎陵新加了

一条一千万片产能的的刀片生产线。对此，

李树强总监表示：“这是公司专注于高精数

控刀具国产化和进口替代，迈向工业 4.0 智能

数控刀具优势企业的重要一步。”

展位号：2C41
网址：www.oke-carbide.com

株洲市华亿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李义，总经理

华亿：展示最先进的薄壁摩擦热熔钻孔连接方案

此次展会，株洲市华亿工具制造有限公

司带来了技术团队自行研发的产品——锐屹

RUIYI 热熔钻及相关配套产品。

株洲华亿总经理李义先生介绍说：“锐

屹 RUIYI 热熔钻因其无屑加工、钻孔精准、

使用寿命长，特别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生产。

热熔成型钻孔工艺现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行业

和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包括汽车配件、轨道

交通、农业机械、烟草机械、医疗和健身器械、

金属家具和货架等。”

2018 年上半年，在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

情况下，锐屹热熔钻的表现抢眼，继续保持高

增长态势。“我们接下来会在推广年度内确立

行业内的专业品牌地位，继续提升我们在行业

内的知名度。在渠道目标方面，我们将完成全

国布点任务，在全国主要市场开发代理商、强

化办事处，并注重全国隐性渠道体系的建立。”

李总说道，“同时我们还将完善产品线，确立

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产品群。”

展位号：4S28
网址：www.huayigongj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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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李鹏，总经理

中勋：顺应市场趋势 引领行业发展

本次展会，中勋带来了行业领先的开槽

机、刀片倒棱机等产品。据中勋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鹏先生介绍，这些产品主要

应用于数控刀片、刀具行业。

“我们机器底座都是采用大理石材质，

永不变形，所以精度保持的时间很长，并采

用尖端视觉测试仪器来做智能定位。” 李总

如是说。

2018 年中勋销售业绩达到 3000 万，比

去年增长了一倍。李总说：“为了缩短我们

产品的交付时间，满足日益增长的产品需求，

今年年初，我们将深圳工厂搬迁至东莞大岭

山镇，在扩大生产的同时，还进行了产品线

的智能升级和扩充。”

“明年的目标是销售额达到 5000 万以

上，未来我们产品线还会进一步扩充，现在

是由点到面的扩充，希望在未来 5 年，实现

全智能化生产。”李总说道，“目前刀具行

业正在追赶进口产品，未来的趋势是提供整

体解决方案，刀具行业作为一个技术性很强

的行业，客户只要提出要求，我们就会满足。”

展位号：2E35
网址：www.zxun8888.cut35.com

在本届 DMP 展上，华夏星光展示了从

外观设计到成品实物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从造型、配色、标识、人体工学等外观

华夏星光：精工“智”造，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华夏星光工业设计江苏有限公司

黎柱，副总经理

设计到壳体结构设计再到精密饭金制造，华

夏星光能为客户提供一整套优质的解决方案，

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务。华夏星光工业设计江苏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黎柱先生表示：“我们从客

户企业的制造成本（避免超板料、开模等）、

安装成本（整体结构模块化）、运输成本（避

免超宽）等各种成本出发，结合企业文化的传

承、未来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目标消费者的心

理特点等方面来展开设计，以综合提高产品价

值，同时从根本上降低企业成本。”

华夏星光致力于成为中国高端装备领域

最顶尖的工业设计公司，他们具备先进的设

计理念，外观融入客户企业文化和产品定位，

结构注重先进工艺及成本控制，不仅提供标

准化的量产结构设计方案并提供量产服务。

展位号：3E06
网址：www.wh-xingguang.net

此次展会，科汇展出了今年新推出的针

对 3C 行业的 Alinox 的涂层以及针对模具钢

的 ACO。

 科汇纳米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CEO 
郭光宇表示：“以前企业在设备上的竞争力

在于人无我有，现在是人有我精。”

科汇：刀具细节决定成败 涂层助力品质提升

科汇纳米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郭光宇，CEO

“中国刀具产品相对欧洲比较初级，大

部分靠进口，科汇的目标就是提供世界一流的

涂层技术，使中国刀具早日与国际接轨。从刀

具制造业来说，机器是非常重要的原材料，刀

具的设计，刀具的制造工艺、磨刀方法、抛光

钝化等细节都非常重要，科汇购买了瑞士的加

工中心，做出来的东西与瑞士公司不相上下。”

2018 年科汇在株洲新开了一家公司，专

门做刀片的涂层加工厂，预计产能会高速增

长。2019 年科汇投入了很多前测设备，将进

一步加强内部品质管理，在管理和品质把控

上与欧洲接轨。

科汇从大陆开业到今天，十多年都是保

持在高速增长，这些离不开瑞士技术的支撑，

以及香港、台湾、大陆两岸三地的专业技术

人员的努力。科汇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希

望早日与国际接轨。

展位号：3B10
网址：www.techmart.com.hk

汇专科技集团：超声波加工赋能“绿色智能制造” 

本次展会，汇专主要带来了应对 5G 时

代硬脆性材料的超声波加工设备。汇专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鲁艳秋介绍说：

“这套设备突破业内硬脆性材料的加工瓶颈，

极大地提升了加工效率和切削工具寿命。该

设备 2014 年就开始进行筹备研发，去年推向

市场，今年已经有 6 万多只的销售量，其市

场前景可观。超声波加工预计未来三年内会

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2018 年，整个制造业面临很多挑战，

汇专科技凭借十多年积累的经验以及超声波、

超临界等创新技术，在 18 年总体表现达到了

预期，并且销售额同比有所增长。”鲁艳秋说。

汇专科技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绿色智

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其产品涵盖超声装

备、精密工具、绿色加工、智能工厂、工业

机器人和精密部品六大系列。汇专科技集团

设有独立的技术研究院，研发人员超过200名，

核心技术专利超过 260 项，并建有省级工程

技术中心以及高水平实验室，专注为客户提

供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展位号：3C342/3C321
网址：www.conprofetech.com

汇专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鲁艳秋，市场部总监

3D 机器检测和扫描专家——天远三维

本届 DMP 展，天远三维主要带来了

OKIO 3M-5M 工业级三维扫描仪、FreeScan 
Plus 无 线 激 光 手 持 三 维 扫 描 仪、 以 及

RobotScan E0505 机器人智能三维检测系统。

OKIO 3M-5M 工业级三维扫描仪采用先

进的蓝光光栅扫描技术，配合 300-500 万像

素进口工业相机，可满足各种超精度工业三

北京天远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仁银，经理

维测量需求，为用户提供快捷、有效、可靠

的方法来采集三维数据。FreeScan Plus 无线

激光手持三维扫描仪是一款真正便携的无线

扫描仪，配备智能化 AirMaster 无限计算平

台，成功实现对图像数据的全硬件计算，优

化后的产品性能，带来出色的自由扫描体验。

RobotScan E0505 机器人智能三维检测系统，

成功将一键式扫描、全尺寸检测、避免人为

误差、人机协作等优势完美融合。

天远三维专业从事 3D 机器视觉检测解

决方案的提供，16 年的研究、开发、制造和

应用经验，使得天远三维一直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多年来我们专注于三维机器视觉检

测技术，主要定位于工业领域的高精度、快速、

便携的三维检测需求。公司拥有三维测量领

域的多项核心技术，并获得多项专利及软件

著作权，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李仁

银经理介绍道。

展位号：3E611
网址：www.3dscan.com.cn

创新是敏嘉的核心发展之道，每次亮

相敏嘉总能带来新的改变，这次参加 DMP
展也不例外。本次重点展示了三款机型：

AM520/16 交换工作台多主轴加工中心、

敏嘉发展之道：100% 的自主研发创新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赵虎，总经理

株洲科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李海坤，总经理

SMK204 内螺纹复合磨床、以及 HF302 两联

车铣复合机床。

AM520/16 交换工作台多主轴加工中心共

有 16 套主轴，构成 4x4 的主轴阵列，一次可

以加工多个 (4、 8、16) 相同零件，效率是标

准立加数倍。具有阵列刀库功能。机床配有桁

架机器人，将机床和桁架机器人融为一体，使

机床实现全自动上下料。

SMK204 内螺纹复合磨床采用双砂轮复

合磨削技术，一次装夹即可实现滚珠螺母的外

圆、端面、内螺纹复合加工；并适用任意形状

的砂轮加工。

就像敏嘉的赵虎总经理一直强调的：“公

司所有产品和技术完全自主研发，拥有 100%
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是我们的核心发展之道。”

展位号：4A01
网址：www.gzminjia.com

迪嘉：专注增材制造及注塑成型的整体解决方案

在本届 DMP 展上，展示了他们基于增

材制造及注塑成型的先进解决方案。迪嘉的

多色多物料注塑解决方案可以在标准的单色

注塑机上增加副射台，实现双色或多色注塑

成型。深圳市迪嘉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天

然先生介绍说：“这样，客户就无需购买双

深圳市迪嘉机械有限公司

李天然，总经理

色机，在前期开发、小批量生产等阶段能以

较低的投资成本实现灵活快速的精密多色多

物料成型，可用于汽车、包装、电器、医疗

等领域。”

李总非常看好双色注塑成型应用市场的

发展潜力，因为客户以及消费者对产品的要求

更加丰富多彩，功能性也要求更多。“例如我

们现在推出的硅胶副射台专门针对液态硅胶和

硬胶的双组分注塑成型。它能让客户节省成本、

缩短交期，同时满足对硅胶微量射出的高精密

要求，射出量低至 0.01 cc。”

迪嘉的 3D 打印机可以帮助客户实现快速

的产品开发，一天之内就可以将设计转变为实

物，并最大程度地确保与原型的一致。应用的

材料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TPU、软硬胶结合、

热塑性材料、金属等。

展位号：3D161
网址：www.multiplushk.com

在本届 DMP 展上，株洲科力特新材料有

限公司展示了各类涂层数控车削、铣削、切

断、切槽刀片、金属陶瓷刀片、立铣刀等产品。

该公司在铸铁刀片领域保持了业界领先的技

术水平，总经理李海坤先生表示，通过对涂

层和基体的改性，他们的铸铁刀片现在可以

科力特：提供先进的硬质合金切削刀具

达到甚至超越日本同类产品。他还重点介绍

了今年新推出的金属陶瓷螺纹刀片，该产品

的耐磨性很高，加工出的螺纹表面粗糙度小，

因此扭螺纹时的阻力小，螺纹容易吻合。

尽管面临中美贸易战的挑战，但是李总

表示科力特今年预计仍然能实现 25% 至 30%
的增长。“为了加强公司的竞争优势，近年来

我们还加大了对先进生产设备以及技术的投

资，添加了多台压力烧结炉、进口的成型压机、

深加工设备以及 CVD 涂层中心、现具备年产

千万片以上数控刀片的生产能力。”他说道。

目前，科力特已经建立了东莞长安、无

锡、天津、沈阳、成都等销售网点，拥有完

善的快速反应售后服务体系，产品还远销欧

洲、中东、南美、东南亚等地区。优质的产

品质量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体系让他们赢得

了广大国内外客户的支持与信任。

展位号：2C27
网址：www.zzkl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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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此次展会，昊志机电携带两款新品亮

相：DLDDW-138 零点定位模块和 DLMFG-
0301W-0304 永磁直线电机。

DLDDW-138 零点定位模块应用于工

业生产中，工件、工序、机床之间的相互

切换时保持零点不变，这样可以节省重新

找正零点的辅助时间，保证工作的连续性，

提高工作效率。其产品特点和优势如下：

◆ 高夹紧：在夹持时，充足的夹紧力

保持夹持稳定；

◆ 高精度：在更换工装时，重复定位

精度≤ 0.005mm，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复定位

特性；

◆ 高稳定性：夹持材料为合金钢，经

过热处理后具有优良的耐磨及抗冲击能力；

◆ 高效率：在更换工件、工序、机床

时无需重新找零位。

DLMFG-0301W-0304 永磁直线电机

连续推力为 1000N，峰值推力为 1700N，

最大持续损耗功率为 586W，连续电流为

15.2A，峰值电流 30A 及最高线圈允许温度

为 130℃。其具有推力密度高，加速度高；

速度、动态响应快；专利设计推力波动极小；

液冷设计温升小；系列化模块化设计及温

度检测与过热保护等特点。

展位号：3C142
电话：+86-20-62257588
网址：www.haozhihs.com

此次展会，科汇共带来 2 款新设备：

Swiss-PROF 708 涂层机和 MF 63 CR。
◆ Swiss-PROF 708 涂层机

SP708 涂层机采用先进的劈裂电孤技

术，其优化的磁场跟高浓度等离子体，令

纳米结构涂层更细致光滑，大大提升了涂

层刀具的强度和硬度。比传统电孤的涂层，

附着力更高，摩擦阻力更小，拥有低成本，

高效能的优势。拥有双壁不锈钢水冷炉体，

机身人性化的设计配备高端的设备，能快

科汇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速于数分钟内更换涂层靶材及便于日后进

行定期维修检查。机内配置智能操作糸统，

具备云端诊断功能，通过简易的操作便能

完善监控整个涂层流程减少各步骤的工作

流程而提升生产速度。

◆ MF 63 CR
MF63CR 与机械手连接，可自动上

落装料。当打磨机内的料盆用旧了，刀具

可放置在它们原本的料盆。除此之外，

Magnetfinish 亦安装了自动超声波清洗和弄

干的过程。标准的料盆 ( 例如 Rollomatic, 
Walter 等等 ) 可用机械手进行处理。机器的

产能取决于刀具的直径和相应种类的料盆。

料盆的最大容量为五百支的刀具。机械手

亦可处理完全杂乱无章的装料。料盆当时

会有一个固定洞穴的模型，每个洞口都有

最大刀具直径尺寸 (16mm)，而较细小的刀

具则可插进内部，内部设有 3,4,6,8,10,12 和

14mm 的直径可使用。每一个洞口都可以被

另一个刀具填满，以求达至 100%的灵活性。

展位号：3B10
电话：138 2358 0568/ 138 2353 0467
网址：www.techmart.com.hk

此次展会，敏嘉展出了机床 AM520，
该产品主要是面向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

高端化的智能制造，研发多主轴机床机器人

一体化高效成套生产线，机床将多主轴机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床、机器人一体化内部集成形成成套高效生

产线，将机器人、机械手的优势功能融合到

机床里面去，实现机床机器人一体化功能。

该产品研发的生产线，可以根据不同

零件的加工工艺特点和加工节拍的需要，

模块化成套连接多台机床组成成一条自动

化生产线。

展位号：4A01
电话：+86-20-3490 6222
网址： www.gzminjia.com

此次展会，普锐米勒展出了超高性能

的线轨加工中心 -VF1100，该产品具有全

新设计钣金外罩和排屑系统。无底盘设计、

大坡度双螺杆后排屑，排屑顺畅，便于维护；

高刚性设计，加强筋骨采用三角形结构，

刚性好稳定性好；可选配丝杠中空冷却和

主轴电机座冷却；可选配三轴光栅尺全闭

环控制，适用于高精密模具和零部件加工。

展位号：3C505
电话：86-769-8384 9061
网址：www.priminer.com

普锐米勒机床

www.industrysourcing.cn

展商精选
Selected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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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展会，银特银带来了用于细长精

密类零件加工的精密型材加工中心（动柱

式、动龙门式、动梁式）和直线导轨生产

成套装备。银特银精密型材加工中心具有

高刚性、高精度和精度稳定性，广泛应用

与桁架机器人手臂、滑台模组、以及有精

度要求的细长工件加工领域，银特银直线

江门银特银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导轨生产成套装备包含了直线导轨关键加

工工序的多台数控机床，其中数控直线导

轨钻孔机是用于导轨安装底孔、沉孔、沉

孔倒角的一次成型加工，可一次装夹同时

加工两根或两根以上的导轨，每三个主轴

一组同时完成上述孔的加工。机床采用动

柱结构，各钻削主轴通过三个独立滑台驱

动，具有轴向定位功能，主轴可变频调速

以适应不同规格导轨的钻孔要求。

展位号：4K05
电话：+86-750-3411 819
网址：www.intin.cn

此次展会，马波斯展出了全新的 Mida 
VOP40。该产品是一种结构紧凑的可视化

光学传输触发式测头，它适用于小型和中

型车床和加工中心，由于其创新的调制模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式光学传输系统，保证了它具有很强的抗

干扰性能，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例

如多通道系统：每套系统可以安装4个测头，

多主轴应用：2 个测头可以同时工作。其同

系列产品 VOP40P 则适用于 5 轴加工中心

和铣床上，尤其是高精度机床。采用压电

技术和超紧凑的结构设计（直径 40 毫米），

此外，VOP40P 还具有高精度的三维表面测

量和卓越的可重复性（0.25μm）。

展位号：3C172
电话：+86-25-8485 0111 5053
网址：www.marposs.com

此次展会，马路科技展出了全新 GOM 
ATOS 5 工业化光学测量系统。

◆ 创新保证精度

ATOS 5 专为工业应用而开发设计，即

便在苛刻的条件下，也能在短时间内提供

高精数据。利用全场三维测量数据，有助

于实现全方位的工艺过程和质量控制、显

示隐藏的错误，并由此提升生产效率。

◆ 最佳数据质量

ATOS 5 配备强大的光源，为各种手动

和自动化应用提供高精数据：适用于工模

具、塑料和金属部件等众多部件。通过三

维模型的细节锐度，明显说明了 GOM 数

据的高精质量，比如精准显示极小细节、

罗纹结构、细窄半径或凸缘等。

马路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高速

光线更加充足，相机更加快捷，表面

曝光时间被有效缩短。ATOS 5 作为名副其

实的高速三维扫描系统，每次扫描只需要

0.2 秒、每秒传输 100 帧，提供最佳精度。

◆ 多项创新

1. 蓝光均衡器—均匀非相干无散斑光线

2. 低噪声级别—精确覆盖复杂的几何

形状

3. 高分辨率—按单位面积投射细条纹

4. 明亮的 LED 光源—亮度提升 1.5 倍

5. 快速数据处理—通过光纤和坚固耐

用的连接器，实现工业连通性

6. 无干扰—不受周围电磁场的影响

7. 大数据流量—线缆长达 30 米

8. 智能测量头通讯—主动的温度管理

展位号：3B281
电话：135 8498 8418
网址：www.ratc.com.cn

此次展会泰勒卡重点推出了双主轴双

刀塔超级车铣复合中心 TZX-series。
该产品刀塔移动平稳，直线导轨具有

减磨特性，并以点对称方式设计。即：上

刀塔位于滑台的右边，下刀塔位于滑台的

左边。这样确保了上下刀塔都准刀具加工

主轴或副主轴上的工件。大尺寸的加工区

域，灵活的刀具配置和 Z 轴上较大的未装

夹长度。两个刀塔分别位于滑台的右侧（上

湖北泰勒卡智能重工有限公司

刀塔）与左侧（下刀塔），确保了最大的

加工灵活性，机床滑台的最大回转直接能

够达到 192mm.12 刀位刀盘上可装 BMT55
刀具，具备了足够打的切削力，并能充分

发挥机床的性能。 通过加工产品侧面的

Staight Milling Head 和加工内径的 Angular 
Milling Head, 提高了加工性能。尤其是可

以安装钻孔、攻丝、立铣刀等不同的旋转

工具，提高了生产率和加工率。工具台可

以选择安装 8 角或 12 角刀座，提供不同的

加工性能，Tool Holder 的理想的形状和布

置，是切削效果更进一层。尤其是通过大

直径联轴节的强力夹紧力，即便是在重切

削时，也可以保持出色的刚性。

展位号：3A11
电话：+86-719-8040 229
网址：www.thalica.com

www.industrysourcing.cn

展商精选
Selected Exhibitors

欢迎莅临我们的展位：3号馆-3B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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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会，佳速带来了其三轴线轨

旋转双交换工作台加工中心 V-600S，该

产品的特点有：1. 主轴在 X，Y，Z 轴上

做恒质量运动，工作台只做回转运动。

广州市佳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精度稳定性好，精度保持性高；2. 采用

双交换工作台，从而节省装夹时间，提

高工作效率；3.一人可同时操作几台机，

节省人力；4. 便于搭配机械手组成柔性

生产单元，实现装夹工作不停机，大大

提高工作效率。

适用行业：机械、汽车、纺织、模具、

航空航天、电机、阀门等行业。

展位号：3C411
电话：+86-20-3480 9599
网址：www.jasu-cnc.com

一胜百公司本次展出了新型氮化粉末

冶金不锈钢 Vanax SuperClean ，该钢种纯

净度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滚边与冲击损

伤，允许钢材能被磨削成更锐利的角度。 
Vancron SuperClean 的出现意味着“表面

涂层”已融入成品模具材料。它将工具表

一胜百模具（东莞）有限公司

面的摩擦系数将到极低，进而减少了材料

之间的咬合或粘着磨损。在不可涂层或

涂层仍不满足使用的情况下，Vancron 
SuperClean 是绝佳的选择。这种新的

解决方案有助于延长模具寿命，提高产

量，缩短产品上市周期，效果超出预期。 
Vancron SuperClean 是高精度切割、刀

刃锋利的成型工具以及复杂外形加工工

具的绝配。凭借其强大的综合特性，能

确保极佳的工作性能，提高生产水平，

缩短停机时间，降低维护成本。  

展位号：3C31
电话：139 2586 8186
网址：www.assab-china.com

河北省盐山县盛达机床附件有限公

司主要产品有悬臂操作箱，摇臂，各种

材质的机床防护罩、工程塑料拖链、钢

铝拖链、电线电缆防护系列、排屑机、

机床配套排屑系列、通风吸尘管系列、

垫铁系列等各种机床附件。

展位号：1A16
电话：+86-317-6352 668
网址：www. sdfjc.com

盐山县盛达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此 次 展 会，

厦门钨业重点展

出了湿磨、喷雾

干燥、精密压制

到气氛和压力控

制烧结的全套金

属陶瓷材料生产

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此次展会，雷尼绍带来了全新的

Equator ™ 500 比对仪，其工作空间的直

径可达 500 mm，高度可达 400 mm，因

此可测量更大的工件。能够实现大型工

件的智能化制程控制，同时具备成熟可

靠的 Equator 300 比对仪优点。

在 5 ºC 至 50 ºC 温 度 范 围 内，

Equator 500 比对仪在任何温度变化率

下均可进行精确测量，且扫描速度超过

200 mm/s。每款比对仪均兼容简单易用

的 Organiser 操作员软件、可实现制程自

动化的 EZ-IO 软件，以及用于在数控机

床上更新刀补的 IPC（智能化制程控制）

软件。

展位号：3C101
电话：+86-21-6180 6416
网址：www.renishaw.com.cn

丰铁塑机（广州）有限公司

此次展会，丰铁重点展出了其眼镜

架专用机 FT-1200K2RC、直压式四缸直

锁注塑机 FT-2500S 和 LSR 液态硅胶注

塑机 FT-400TV，

眼镜架专用机 FT-1200K2RC 配备专

用动力系统，供应强而稳定的射出压力

和射出速度；分体式锁模及射出系统，

即可当双色机操作，也可当两台单色机独

立操作。转盘式结构设计，提升产品品质；

同时可安装两套不等高模具 , 适用产品多

样化生产。  
直压式四缸直锁注塑机 FT-2500S，

超低工作台设计，便于人工操作；采用

半闭环控制动力系统，对输出的压力，

流量实时监控，控制，比传统注塑机可

节省电力 60% 以上，实现了精密，高效，

节能的射出。   
LSR 液态硅胶注塑机 FT-400TV， 

搭配可调节的多段式精密模具电热温控

和针对 LSR 设计专用水冷式封闭射嘴。

同时优化设计的隔热板，防止模具热量

的散失。该设备可选配伺服系统，节能、

精密、反应速度快。 
  

展位号：3D201
电话：+86-20-3685 0111
网址：www.fomtec-group.com

此次展会，金洲重点展出了其高

光倒角刀。该产品针对 iPhone 不锈钢

外壳和小件高光加工，加工表面能达

到镜面效果。不锈钢高光刀本身经过

特殊的高耐磨涂层处理，刀具使用寿

命大大延长。PCD 倒角刀以聚晶金刚

石（PCD）作为切削刃，加工精度高、

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稳定性好、寿命超长。加工

线路板金手指倒角寿命可达

800-1000m。

展位号：2D48
电话：+86-755-8487 8802
网址：www.chinadrill.com

此 次 展 会，

WALTER 带来了 18
年 10 月底在中国

最新推出的工具磨

床 HELITRONIC G 
200，该产品占地

面积 2.3m2，可磨

削或修磨直径范围

在 1 -125mm 内的旋转对称刀具，最大工

件长度可达 235mm，最大工件质量可达

30kg，可配备直径最大为 150mm 的砂轮。

该产品同时配备 21.5 英寸可旋转多

功能触控面板。C 型构造的矿物铸件床

身低震动刚性强，可在磨削过程中以其

柯尔柏斯来福临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高超的减震性能和温度稳定性提供优秀

的磨削质量。线性轴 X/Y/Z 轴均按照高

标准的 WALTER 要求建造。旋转轴 A/C
轴配备了高扭矩力矩电机，所需维护少，

使用寿命长。顶置装载机可直接安装在

机器上，无需额外空间，操作简便。此

系统适用于直径范围 3 - 16mm 的刀具，

最多可装载 500 把直径为 3mm 的刀具。

顶置装载机同时配备了标准机器人托盘

和自动电子示教。

展位号：3C23
电话：+86-21-3958 7333
网址：www.grinding.cn

设备，以及端面磨、无心磨、4-6 轴工具

磨床等先进的金属陶瓷材料加工和刀具

制造设备。

展位号：2D25
电话：+86-592-5766 508
网址：www.cxtc.com 

此次展会，

精恒带来了其注

塑机核心部件螺

杆、料管及周边

附件等产品。涵

盖发那科系列，

住友系列、沙迪

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

克系列及日精系列，材质包括 EPS5000/
EPS6000 /EPS7000/EPS8000 等等。

展位号：3E431
电话：+86-769-8919 8099
网址：www.dgjinghe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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