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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勃海尔 以创新推动未来
利勃海尔将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更加符

合其生产需求的先进装备，助力中国企业

成功实现智能制造转型之路。

工件夹紧装置实现无人值守
新的机床和工件夹紧装置不仅能在无人值守的

情况下实现机械加工，而且也大大提高了这一

加工流程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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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携手沈阳机床
并肩助力“中国制造 2025”

大族激光 中国基础工业装备
及自动化的最主要供应商

埃克森美孚与沈阳机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预示着双

方将强强联手，共同推进中国制造业进入质量时代。

                                                         （详见 02 版）

大族激光真正的愿景是成为中国基础工业装备及自动

化的最主要供应商。

                                                         （详见 10 版）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CIMT 2017）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盛大开幕。CIMT 不仅是展示世界先进制造技术和机床工

具产品的盛会，也是推动中外技术交流和我国机床工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平台，更是观察中国这个世界第一机床工具市场需求变化

的最佳窗口。

本届展会的主题为“新需求·新供给·新动力”。全球机床工具制造业的著名企业悉数以强大阵容亮相本届展会，众多“中

国首发”、“亚洲首发”和“全球首发”的最新产品不仅令参观者目不暇接，更为广大采购商提供了最广泛的选择空间，本届展会

定将是一场高水平的工业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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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路华 打造全方位加工方案

GLOBAL S 全球首发 再续传奇

助力中国用户走向工业 4.0

打造中国智造的大脑

瑞士百超 稳步前行

数字化制造

CIMT2017 参展商名单

海克斯康制造智能召开了主题为“传承经典 •再续

传奇”的 GLOBAL S 新品全球首发发布会。

爱路华将充分发挥其瑞士企业精益制造的优势，为客

户带来更加完善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让中国用户以更亲民的价格买到瑞士高品质机床，

一直是托纳斯坚持的原则。

华中数控长期致力于自主产权的数控系统研发。

瑞士百超将致力于为中国市场和中国用户带来先进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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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森美孚携手沈阳机床
并肩助力“中国制造 2025”

2017 年 4 月 17 日，

中国北京——在第十五届

中国国际机床展上，埃克

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签署协议，正式

结为战略合作伙伴。沈阳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

彪先生和沈阳机床优尼斯

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彦宏先生，埃克森美孚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易明先生、副总经理

黄卫防先生莅临签约仪式

现场，并就双方未来的合

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根据协议，埃克森美

孚将通过全面的润滑解决

方案，为沈阳机床终端用

户提供高性能的金属加工

润滑产品及持续创新升级

的技术服务，助力机械加

工设备高效运转、改善成

品精度，在提升企业生产

力的同时，降低运营成本。

此外，埃克森美孚将与沈

阳机床携手推进机床后市

场服务、品牌合作、市场

开发和推广、润滑技术交

流、海外润滑油产品供应

和服务等方面的深度合

作。

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

的不断深化、去产能等重

点任务的深入推进，中国

机床工具市场变化显著，

需求总量明显减少、需求

结构加速升级。面对新的

双方将利用在各自行业

领域的丰富经验，从多

方入手，并肩助力“中

国制造 2025”。

在客户服务层面，埃

克森美孚将为购买沈阳

机床设备的终端用户提

供包括液压油、导轨油等

在内的油品试用，以提

供终端用户更好的润滑

体验。在市场沟通层面，

双方将利用各自平台，积

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市场

合作，包括 i5 系列市场

活动、机加工展会、联

合研讨会等，尽可能为

终端用户创造更多价值。

在技术合作层面，埃克

森美孚专业的工程师团

队将为沈阳机床的相关

服务人员提供润滑培训，

以便更好地服务终端用

户，提升其使用体验。

正式签约后，沈阳

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

彪先生说道：“2017 年是

沈阳机床集团改革创新的

关键之年，在加快推进综

合改革，加强技术创新和

体制创新的基础上，还与

润滑油领域的行业领先

者——埃克森美孚建立了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今

后的合作中，希望我们能

够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

赢，更好地发挥双方企业

的龙头作用。”

 埃克森美孚（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易明先生在签约仪式上

致辞“深入实施‘中国

制造 2025’战略发展目

标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转型

升级，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改革，不断提高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作为润滑技

术的先行者和领先者，埃

克森美孚始终坚信研发创

新升级产品和服务的重要

性，不仅如此，我们更希

望与机床工具制造商开展

紧密合作。此次埃克森美

孚与沈阳机床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预示着双方将强

强联手，以创新引领中国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共同

推进中国制造业进入质量

时代。”

■ 沈阳机床优尼斯工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彦宏先生（右）与埃克森美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卫防先生（左）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市场需求变化，企业必须

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及时

调整经营策略，从供给端

入手，深挖客户需求，研

发相关产品。在此背景下，

沈阳机床成功研发 i5 智能

控制系统，实现核心技术

突破，并强力推进核心技

术产业化过程，通过打造

全新的 i5 智能制造生态体

系，推进结构性改革创新，

打造以智能制造为核心、

世界领先的机床集团。

为了共同的长远发

展目标，埃克森美孚与

沈阳机床决定携手建立

长期稳定、优势互补的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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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 全球首发 再续传奇

2017 年 4 月 17 日， 海克

斯康制造智能在北京新国际博

览中心召开了主题为“传承经

典 •再续传奇”的 GLOBAL S 

新品全球首发发布会。来自海

克斯康制造智能大中华区执行

副总裁郝健先生、海克斯康集

团产品技术总监 Michele 先

生、海克斯康集团产品管理总

监 Anna 和海克斯康集团市场

经理 Marion 小姐出席了本次

发布仪式。

GLOBAL 经典系列自推

出 20 年以来，凭借其超高的

CIMT2017看点纷呈
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

览会于 2017 年 4 月 17 ～ 22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隆重举办。作为国际四大机床名展之一，本届展会将延续以往历

届的恢弘和精彩。

本届展会的主题是“新需求 •新供给 •新动力”，意在探索

在以两化融合为特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大背景下，新需求、新供

给、新动力三者间的互动与关联，寻求新形势下的发展道路，推

动新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展会主题紧扣时代特点和发展需求，

将在业内外引起巨大的关注和共鸣。可以相信，CIMT 2017 将

再次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盛典。

为满足广大关心和支持机床制造业发展的业内外人士的要

求，根据部分展商的报展资料，对展品四大看点作如下综述，以

供参考。

看点一：数字化制造与解决方案。面对数字化制造时代的

到来，全球机床工具行业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推出了一系列新技

术与新产品，实现了数控系统由“机床控制器”向“数字化制造

管控器”转变，数控机床由“制造机器”向“数字化单元”转变。

看点二：智能技术。智能技术是现代自控技术的制高点，

是构成产品竞争力的新的重要因素。机床智能技术近年取得的众

多成果将在本届展会得到充分展现。

看点三：高效与自动化。高效与自动化是机床性能的重要

标志。现代机床以减少和降低生产过程人工参与、缩短加工时间、

实现长时间少人或无人连续高效生产为目标，不断取得新成果新

进展。

看点四：专业化。面对多元、个性化和多变的市场需求，专

业化定制产品与服务得到快速发展。展会上众多各具特色的专业

化展品，具有明确的市场定位和精深的专业特长，可应用服务于

多行业多领域的细分市场。很多展品还配有专业应用软件，进一

步提升了产品的技术底蕴，并助推机床效能的充分发挥。这些专

业产品贴近市场和客户，最大程度满足了个性化生产的需求，成

为广大客户的最优选择。专业化机床的快速发展反映了全球机床

业在市场定位、服务理念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现代科技也

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稿件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传媒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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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和稳定的性能，被广泛应

用于机械加工、航空航天、汽

车、电子和模具等多个行业，

全球装机数量超过 18000 台，

使用用户超过 10 万人，代表

了全球最高的测量技术和制造

水准。

今天，GLOBAL 的下一

代产品——Global S 系列，全

新面世。Global S 延续了经典

特性和可靠品质，融合了更为

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理念，推出

了更为丰富的配置与多样化的

测量方案。

Global S 的外观设计很

霸气，它不只是按照一台机器

而设计，同时融合、汲取了跑

车带来的设计灵感。除了外观

之外，其内部所融合的先进技

术同样不同凡响。Global S 通

过 Compass 技术将扫描性能

提升 20%~30%，Compass 技

术是保证 Global S 测量性能的

坚实基础，是一种先进的创新

型技术集成，是专门针对高速

扫描时实现高精度而设计的。

其次，Global S 采用了优化的

机械模组，测量机框架和驱动

系统间的消振模组可防止机器

振动的传递，通过优化的机械

模组有效减少和补偿三坐标测

量机的振动对测量结果的影

响。第三，Global S 配备了先

进的运动控制算法，同时应用

于硬件与软件系统的增强型运

动控制算法可消除电机所带来

的影响，是高速运行状态下的

高精度保证。设备采用新一代

飞行控制技术，优化测量路径，

大幅减少测量过程中的暂留和

空闲时间，提高测量效率 10% 

以上，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在大谈工业 4.0、中国制

造 2025 的今天，智能制造已

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为此，Global S 中集成了智能

监控功能，振动、温度、湿度、

测量故障以及坐标测量机的状

态，均可通过智能远程监控系

统实时监控，成为工业 4.0 时

代真正的测量机管家。作为测

量机行业首创的管家系统，可

以让使用者远离环境干扰，告

别繁琐的排查工作，实时监控

测量的整个过程。

Global S 新系列的问世

将助力中国用户实现信息数字

化、生产自动化与管理智慧化，

提供面向未来的颠覆性计量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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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SW - Your system partner 
SW - 您生产系统的合作伙伴

埃斯维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赵胜路1号 
www.sw-machines.de

Welcome to visit SW booth W3-151

* 
C

om
pa

re
d 

SW
-1

-s
pi

nd
le

-m
ac

hi
ne

 to
 S

W
-4

-s
pi

nd
le

-m
ac

hi
neSW多主轴卧式加工中心

更短节拍

更小占地

更节能

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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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路华 打造全方位加工方案
伴随着中国制造 2025

政策的逐步推进，中国制造

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折

时期，但是相应的也给处在

制造业的企业一个更为广泛

的发展空间。“爱路华拥有广

泛全面的产品链，从工装夹

具、预调设备、机器人到自

动化设备以及适用于整个金

属切削工业的过程控制软件。

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全面的

加工解决方案。”爱路华机电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裘飞雁女士表示。

在本次 CIMT2017 展会

上，爱路华就针对不同形式

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模式

进行了相应展示。除了适用

于不同加工设备的标准夹具

之外，在其展位上还进行展

示的是自动化单元概念 ：单

元机械手 ERC80 服务于一

套或两台加工设备，通过生

产过程控制软件来实现生产

单元和生产流程的全自动控

制。另外，此次爱路华携手

知名厂商 Makino 和 Zeiss

合作展示数字化工厂的概念

和自动检测生产线的应用。

在 Makino 展 台， 能 看 到

单元机械手 ERC80 服务于

一台电火花机和一台五轴加

工中心，组成自动铣削和放

电化加工单元 ；另外还将看

到 EROWA 的 JMS Pro 工

作管理软件连接管理其他的

CNC、EDM 和 WEDM 机

床，集成自动和手动操作设

备，实现一体化的柔性制造

管理。在 Zeiss 展台，将看

到 EROWA JMS Pro 工作管

理软件控制两台三座标测量

机，配合 FANUC 机械手和

EROWA 高精度的定位夹具，

实现工件和电极的自动测量。

“ 爱 路 华 的 产 品 可 以

和 各 家 机 床 厂 商 的 设 备、

CAD/CAM 系统、CMM 连

接，并且提供完善的整体解

决方案。”爱路华机电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产品与技术销

售总经理陆俊杰先生说道，

“这些产品系列无一不体现

着标准化、组织化、自动化

和一体化，其所演示的正是

引领走向智能制造的每一步

骤。”在向智能制造逐步发展

的过程中，软件在现代化制

造过程中的角色正变得越来

越重要，但是对应的编程也

变得越来越复杂，而爱路华

则可以为广大的用户带来更

为简便且易于管理的过程控

制系统 JMS® Pro，助力中

国企业改善加工工艺，提高

生产效率，逐渐过渡到智能

制造发展新阶段。

在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 的大背景下，自动化、

数字化必然是企业未来发展

的必然之路，由此对于智能

制造的需求将日益增长，技

术也需求逐渐完善。面对这

一发展趋势， 爱路华将充分

发挥其瑞士企业精益制造的

优势，为客户带来更加完善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作为

EROWA 在中国的子公司，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推广柔性

制造理念，并且更多地进行

本地化定制服务，利用欧洲

的先进技术，打造适合国内

用户需求的全方位方案。”裘

总说道。

■ 爱路华机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裘飞雁女士（左）和产品与技术销售总经理

陆俊杰先生

托纳斯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Swiss GT 车床系列

Swiss GT 系列车床配备了完善的标准配置，采用符合人

体工程学的精简设计，可轻松操控所有刀位。它配备自动润滑

装置、切屑盘和大容量可拆卸式油盘，操作和维护都十分便捷。

该系列有Swiss GT 32、Swiss GT 26和Swiss GT 13三个型号，

加工直径分别为 32 mm、25.4 mm 和 13 mm，设计用于推动长、

短车削工件的成功生产。

Swiss GT 26 和 Swiss GT 32 可安装高达 40 把刀具，包括

14 把动力刀。Y 轴大幅提高了背轴加工的能力，无需二次加工

即可完成某些复杂工件的生产。另外，B 轴（选配）也进一步

拓宽了 Swiss GT 26 和 Swiss GT 32 的加工能力，几乎可以加

工任何零件。Swiss GT 26B 和 Swiss GT 32B 是唯一装配有带

模块化刀位的 B 轴的瑞士型车床，可安装第四个动力钻头 , 也

可安装螺纹旋风铣头。Swiss GT 系列能够满足所有的市场需求，

可以让 Tornos 客户在面对几乎所有加工要求时富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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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中国用户走向工业 4.0
1880 年，世界上第一台

纵切自动车床在瑞士托纳斯

诞生，从此，“精密加工”的

标签便一直伴随着托纳斯的

产品而行。近年来，托纳斯

不断开拓中国市场，为广大

中国用户提供本土化的服务，

在汽车、电子、医疗器械及

钟表行业不断深入研发，推

出适合中国市场的高端产品

及整体解决方案。在 CIMT 

2017 开展首日，托纳斯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

经理单锡林先生为记者详细

介绍了托纳斯本次的参展主

题及重点产品。

单总表示 ：“全新 Multi 

Swiss 机床以 MultiSwiss 

6×16 的 成 功 为 基 础， 在

各种广泛应用中，带领用

户进入灵活、高效和轻松

易用的全新维度，凭借其

卓越的动态和灵活的操作，

MultiSwiss 为操作人员提

供独特的工作环境。”除此之

外，广受欢迎的 MultiSwiss 

6×16 机床还为用户提供了

更大尺寸的机型，其中一款

为 MultiSwiss 6×32， 功

能极为强大，配备六根主

轴，背轴加工中刀具多达五

把，加工直径高达 32mm、

长度达 65mm。另外一款为

MultiSwiss 8×26，具备同

样的背轴加工能力，但机床

配有 8 根主轴，可加工直径

高达 26mm 且最大零件长度

为 65mm。

MultiSwiss 机床设置

简单，具有卓越的运行经济

性，电动轴筒和异步电动机

驱动的独立主轴提供最为安

静的运行状态，并能达到

CNC 机床从未企及的超高生

产率。每根主轴都有独立 Z

轴，由液态静压轴承引导，可

使刀具寿命延长 30% ～ 40%，

且确保完美无瑕的表面加工质

量。其编程简单，加工区域设

计人性化。MultiSwiss 机床

可兼容各种刀座，还提供多款

无 Y 轴的配置，能够以破纪

录的超短生产周期进行最复

杂的加工操作。

谈及当前市场形势，单

总表示 ：“整个工业圈都在讨

论工业 4.0 和中国制造 2025，

托纳斯的产品也已经从‘效

■ 托纳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

单锡林先生

率优先’逐渐转变为‘智能

优先’。在我看来，化繁为简

就是智能化转型路上的重要

的一步。”托纳斯为用户提供

TISIS 通信和编程软件，以便

用户快速实现轻松编程和实

时流程监控。TISIS 对托纳斯

机床了如指掌，可帮助客户

决定加工特定工件需使用的

机床。同时，它能帮助客户

评估每台机床的选配件，降

低撞刀和停工的风险，消除

错误可能性并提高生产力、

效率和质量。通过数据库分

析、大数据整合，TISIS 显

著降低了进程监控的复杂度，

助力用户迈出了走进工业 4.0

的第一步。

让中国用户以更亲民的

价格买到瑞士高品质机床，

一直是托纳斯坚持的原则。

单总对中国机加工市场发展

前景非常看好，托纳斯也不

断地推出贴近中国用户的产

品，走进中国市场，逐步扩

大用户群，让瑞士高端机床

受益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

业。

创远机床现场签千万订单
2017 年 4 月 17 日，在北京国际机床展开展的第一天，

创远数控的捷报不断，明星产品全数控螺旋锥齿轮铣齿机

YKA2260、全数控磨刀机 BG40 成功交付给山东海纳齿轮桥

箱有限公司，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及青岛青特众

力车桥有限公司，并在现场举行了交付仪式。中国机床工具

工业协会行业发展部娄晓钟主任出席现场机床交付仪式。

中大创远董事长李国胜先生在交付仪式上正式将机床交

付与山东海纳齿轮桥箱有限公司总经理孔祥坤先生、汉德车

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玉伟先生及青岛青特众力

车桥总经理赵官传先生。本次签约仪式预示着中大创远将以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全流程技术服务及协助客户实现快速量

产”的合作精神，与客户结成深度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大创远总经理李锡晗表示 ：“中大创远在‘制造民族

脊梁’的路上坚守了十三年，是中国唯一实现螺旋锥齿轮闭

环制造理论和技术的企业，我们始终会以客户为导向，以技

术为核心，以产品的高性价比及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全流程服

务、全过程服务为竞争力，来打造双赢、创建可持续发展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现场，购买了中大创远机床的三家客

户也分别就合作发表了各自感想，表示中大创远打破了国外

机床的垄断局面，为国产品牌提气，将与中大创远建立长期

的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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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品质 
以专业选型助力客户成功

2017 年 4 月 17

日，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CIMT）的第一天，本

报记者采访了亚特兰传动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

经理江查理先生，他在介

绍发展状况时表示 ：“近

几年，亚特兰在中国市场

成长迅速，这都要归功于

我们契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和对选型的价值定位。”

以齿条产品为例，在材质

的选择上，既要达到满足

需求的合适扭矩，又要保

证一定的韧性。亚特兰专

注齿轮齿条多年，经过长期的经验沉淀，

慢慢调整得出了硬度强，又满足弹性需求

的钢材。此外，在精度和误差方面，亚特

兰的齿条产品也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江查理先生表示 ：“我们并不只

是销售产品。”亚特兰有专门的选型设计

工具软件 SERVOSoft，根据客户需求的

负载、速度以及加速时间，能够迅速计算

出最合适的产品型号。这样一来就能够降

低故障率，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此外，

亚特兰的销售人员还可以根据软件计算结

果确认客户的选型是否合理，从而进行优

化，如通过降低速度选择小尺寸产品，进

而节约成本。而且在安装方面，亚特兰也

将服务做到细致入微。为了防止螺丝松动

或过紧而造成生产过程中的故障或损坏，

在亚特兰的产品安装手册中，每个螺丝都

会有相对应的扭矩参数，这样就能指导用

户安装，保证精度和寿命，长久来看具有

更高的附加值。与同类产品相比，价格虽

然高，但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全生命周期

成本来看，都更值得选择。

本次展会期间，亚特兰展出了其长

度达 2 m 的齿条，这种齿条安装方便，每

根齿条可以节约 15 min 的安装时间，累

计节约时间成本可观。基于多年技术经验

推出的行星减速器也亮相本次展会，这类

产品广泛应用于桁架机器人以及各类切割

机。此外，亚特兰还新推出了升降机产品，

分为螺旋和非螺旋两类，目前主要应用于

自动化以及汽车制造行业。

对于中国市场的增长业绩，江总信

心满满，因为即便在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

机床行业低迷的大背景下，2016 年亚特

兰销售额增长了 30%，2017 年第一季度

销售额同样超过了 30%。“相信未来五年

内我们依旧会成长得很好。”此外受到汇

率变化的影响，中国台湾及美国同类产品

供应商的价格都有所提高，但亚特兰受欧

元影响，一直没有调整价格，这对销量的

增加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这条成长

之路依旧面对着很多挑战，首先就是产品

价格低的竞争对手层出不穷，但江总表示

“有舍有得”，从长远来看，亚特兰依旧会

以优秀品质赢得用户长期信赖。另一个挑

战就是供货问题，由于产品全部由德国进

口，销量增长迅猛对于生产也造成一定压

力。目前亚特兰德国工厂正加大自动化设

备的投资，利用更高程度的自动化来弥补

供货紧张压力。此外，亚特兰还计划在中

国设置减速机组装线，以加快供货。最后，

江总表示，未来亚特兰将继续秉持“满足

需求，帮助用户发展”的理念，与中国制

造业共同前进。

■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

江查理先生

打造中国智造的大脑
数控系统是先进制造装

备的“大脑”，是决定数控

机床功能、性能、可靠性、

成本价格的关键因素。长

期以来，中国高档数控机床

中的数控系统基本依赖于进

口，而国外对中国高档数控

系统进行封锁限制，严重制

约了我国数控机床行业的发

展。因此要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目标，形成“中国

智造”的核心竞争力，就需

要拥有自己的数控系统。武

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中数控）作为

国产数控系统的领军企业，

以不断创新的产品优势，长

期致力于自主产权的数控系

统研发。

提及华中数控，首先想

到的产品就是“华中 8 型”

高档数控系统，华中 8 型智

能数控系统（iNC）的智能

模块利用控制信息、传感信

息、网络信息，实现从数控

设备的运行、加工、操作和

编程等环节中，替代人脑，

完成工作。包括智能管理、

智能调试、智能补偿、云端

工厂等。智能管理可以通过

云数控服务平台对机床的状

态进行监控，还能对车间状

态、机床运行状态、程序信

息进行远程高级监控和统计

分析。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吉红先生介绍说，在本

届 CIMT 展会上华中数控

推出了 HNC-818D 数控系

统，这款产品是华中 8 型数

控系统系列的新成员，配置

12 寸高分辨率彩色液晶显示

屏（可选配触摸屏），高档

铝合金一体化面板，表面阳

极化处理，更加时尚坚固。

全新人机交互界面，全面支

持按键、鼠标、触摸操作，

QWERTY 全键盘输入，让

编辑更为简单，支持多种安

装方式，与机床外观更加融

合。HNC-818D 数 控 系 统

配置全新设计的 IPC 单元，

更薄更小，功耗更低，运算

速率更高，适配车削中心、

加工中心、车铣复合、龙门、

玻璃机、高光机等。双通道

控制功能（选配），双轴同

步控制技术，具备全闭环控

制功能（光栅、磁栅），支

持 20000 点双向螺距误差补

偿功能。

“2017 年，我们作为主

力军，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的‘换脑工程’主要的

攻坚任务，即国防军工领域

用国产数控系统批量置换进

口数控系统，以大幅提升国

防军工领域制造装备自主可

控能力和安全水平。”陈吉

红董事长说道，“通过实施

‘换脑工程’，提升国产高档

数控系统的水平，从而大幅

提高国产高档数控系统的认

同度和市场占有率，努力推

动国产数控系统与国产机床

的配套。”

目前，国防军工领域制

造装备用数控系统 95% 以

上依赖进口，国防军工对制

造装备的性能和功能要求特

殊且苛刻。智能制造是当下

制造业热议的话题，军工企

业也面临着转型升级，向智

能制造方向发展，但是因其

工作特殊性，需要严格保证

工业信息安全，数据不泄露。

“华中数控能够进入国防军

工领域，以体现国产数控系

统的实力和影响力，对于我

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机

遇，但同时对我们来说责任

也很重大。”陈吉红董事长

表示。

陈吉红董事长表示在

“换脑工程”的最初阶段，许

多企业对国产数控系统并不

看好，因为航天、军工企业

中加工的零件成本极高，如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ByStar Fiber 光纤激光切割系统

百 超 赋 予 了 ByStar 

Fiber 光纤激光切割系统更

多新特性。全新的 10 kW

功率把切割过程提速到一个

叹为观止的境界，与业内常

见的 4 kW 光纤激光相比，

ByStar Fiber 10 kW 切割某

些材料时，速度提升高达 4

倍。这能确保百超用户在相同的时间内，产

量比竞争对手多 4 倍。尤其在切割 8 ～ 12 mm

厚度的板材时，这种优势更为明显。即使切

割 30 mm 厚度的板材，10 kW 的光纤激光切

割依然具有令人振奋的切割速度。带有焦点控

制功能的新式切割头是 ByStar Fiber 系列在

切割头上做的强化升级，这款切割头由瑞士百

超自主研发，专享创新核心技术。

■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陈吉红先生

果采用国产数控系统进行加

工后导致零件报废，成本会

因此大大增加。但是采用国

外数控系统在功能和性能上

会受到国外封锁限制，且存

在国家安全隐患，设备使用

和维护都非常被动。在与沈

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的合作中，经过近一年的

生产验证，发现国产数控系

统完全能满足使用要求。在

此基础上，沈飞打消了对国

产数控系统的疑虑，又拿出

30 多台设备交给华中数控

和沈阳高精进行数控改造。

同时在沈飞的示范效应带动

下，华中 8 型数控系统开始

在成飞、西飞、航天科技八

院、航天科工三院等骨干国

防军工企业得到批量应用。

特别是华中数控向机床

企业开放了“华中 8 型”软

硬件开发平台，支持大连

机床、宝鸡机床开发了机床

厂自己的数控系统，集成了

机床厂的特殊工艺和控制要

求，形成了机床厂数控系统

自己的特色，开创了国产数

控系统和国产数控机床协同

创新的全新发展模式。目前，

大 连 机 床 的 DMTG 数 控

系统已经累计销售了近万

台套。“在本次展会上，你

不仅仅可以在华中数控的

展台看到我们的数控系统，

在大连机床、宝鸡机床的

展 台 上 你 都 以 发 现 华 中 8

型的身影。”陈吉红董事长

说道。

CIMT2017-2.indd   6 2017/4/17   23:12:51



CIMT2017-2.indd   7 2017/4/17   23:12:52



08 S h o w  D a i l y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北京

新闻现场

利勃海尔 以创新推动未来
作为齿轮机床、齿轮刀

具和自动化系统领域的领导

企业之一，利勃海尔的产品

涵盖了滚齿机、插齿机、展

成及成型磨齿机等齿轮机床。

同时，在自动化系统领域，

利勃海尔还可以提供与知名

机床制造商连接的机器人集

成服务以及物料装卸系统、

加工中心的自动化以及机床

的系统集成等。

利勃海尔于 CIMT2017

上展示了其全新的齿轮磨床

LGG 280，用这台机床，能

够帮助推进微型齿轮几何设

计。同样的转矩下，这款机

床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

大理石床身、精度高、刚性

好、噪声小且柔性度高，适

用于批量生产，对于用户来

讲 LGG280 无疑更具吸引力。

LP 100 桁架机械手也是利勃

海尔今年推出的一款新品。

作为 LP 20 和 LP 200 的模块

化平台，这款桁架机械手最

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的同时，

成为新款小型发动机和变速

器部件加工自动化系统的理

想之选。利勃海尔通过新型

桁架机械手 LP 100 填补了自

动化系统的一个空白，特别

适合于较小和较轻的零件。

新型桁架机械手的灵活设计

特别适合于较长距离的流水

线生产加工。同时，利勃海

尔将 Skiving³ ：机床、刀具

和流程一站式服务视作巨大

的优势，因为只有加工过程

中实现机床和刀具的精确匹

配是成功的关键，当然服务

在其中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

一环。

利勃海尔齿轮技术有限

公司自动化系统全球业务发

展总监 Martin Winterstein

先生表示 ：“依托于利勃海

尔创新性的产品、综合性

的解决方案，我们致力于

帮助广大用户提高效率并

降低制造成本。即便是在

中国市场环境动荡的情况

下，利勃海尔还在保持持续

增长。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发

展抱有很大的信心，目前我

们在中国的业务占全球总业

务的 25%，而且未来这一

数字还将增长。”与 Martin 

Winterstein 先生的对话，

不难看出中国市场对利勃海

尔的重要性，因此进行本地

化的研发必然成为其重要举

措之一。无论是产品的本地

化，还是研发的本地化，利

勃海尔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

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谈及工业 4.0 和中国制

造 2025 当下这一大热话题，

Martin Winterstein 先生表

示 ：“我们在智能制造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利用全新的

人机界面，我们能够为客户

提供个性化的动画输入支持、

文档库、设置支持、ERP/

MES 终端功能、碰撞监测、

多项应用程序以及用户界

面。”同时，利勃海尔推出了

LMS 4.0，它是一款用户界

面友好的软件，用于提高工

艺可靠性和生产设备的下落。

在人性化应用模式下可实现

生产销售、生产监控和订单

管理过程的长期工件跟踪。

在服务周期内，能帮助客户

进行远程诊断分析机器状况。

目前，中国制造业正在

面临新一轮转型升级，自动

化加工、智能制造在其中起

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作为零

部件、齿轮加工技术及自动

化领域的领军人物，利勃海

尔将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

更加符合其生产需求的先进

装备，同时以帮助用户提高

生产效率为已任，助力中国

企业成功实现智能制造转型

之路。

■ 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正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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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加工机床和自动化系统
的集合制造商
由于拥有金属切削机床，齿轮切削刀具和自动化系
统等广泛综合的技术资源，利勃海尔能够向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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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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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勃海尔齿轮技术有限公司自动化系统全球业务发展总监

Martin Winterstein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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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百超 稳步前行
随着工业 4.0 的提出，

再到中国制造 2025 的逐步

推进，可以说制造业正面临

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面

对这一趋势，作为国际领先

的钣金行业生产制造商，瑞

士百超也将致力于为中国市

场和中国用户带来先进的自

动化解决方案。从最初的激

光下料到最终折弯加工成

型，面对不同用户、不同需

求，百超可提供从低端到高

端的解决方案。

本 届 CIMT2017 展 会

上， 百 超 携 3 款 优 势 产 品

隆 重 亮 相， 其 中 10kW 的

ByStar Fiber 光纤激光切

割高动态版更是在中国第一

次 展 出。10kW 的 光 纤 激

光切割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

切割速度最快的，即使是切

割 30 mm 厚度的板材时依

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切割速

度。带有焦点控制功能的万

瓦及切割头是 ByStar Fiber

系列上进行的强化升级，这

款切割头是由瑞士百超自

主进行研发的。另外一款

则是由百超天津工厂生产的 

Xact Smart 折弯机，Xact 

Smart 带有全自动动态挠度

补偿的压力补偿折弯技术，

确保一流折弯效果。为此，

这款折弯机专注于高品质解

决方案，以期为用户提供最

重要的功能。

面对用户越来越苛刻

的自动化生产要求以及更高

的产品质量需要，百超推出

了 Mobile bending cell 将

折弯工艺推进到一个崭新的

领域，提供自动和手动折弯

自由切换的解决方案。新款

Xpert 40 配移动折弯机器

人是快速折弯和移动自动

化之间的组合。即插即用，

可轻松实现夜间无人值守

自动化生产，24h 不间断工

作，节省人工，实现利润最

大化。

“百超于 2016 年底完成

了对迪能激光的收购，通过

与迪能激光的合作，百超在

2017 年将布局中低端产品。”

百超集团中国区总裁游松博

士说道，“此后我们不仅可以

为用户提供由瑞士制造的高

端顶级产品、面对中国用户

推出的本地化产品，还将形

成低功率应用方面的产品，

以满足更广泛的客户需求。”

与游博士的对话中不难看

出，即使是面对机加工行业

不稳定的情况，百超仍以积

极的、发展的眼光来应对市

场的变化，每年都会推出大

量的新产品，同时与软件公

司进行深度合作，为用户提

供一系列综合的解决方案。

百超公司首席执行官

Alex Waster 先生进一步表

示 ：“我们对中国市场非常

有信心，因为钣金加工涉及

的行业几乎涵盖了所有与制

造相关的企业，同时百超可

以提供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种

解决方案。中国市场已然成

为百超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在 2016 年百超实现了

中国业务的大幅增长。”

领先的产品、智能的加

工方式是百超成功的因素之

一，但是仅有硬件配套是远

远不够的，单一的产品供应

早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

服务俨然成为了企业致胜的

关键之一。“百超的理念是客

户至上，我们对客户需求响

应迅速，装机过程中有一套

完善的流程确保装机质量。

百超承诺，尽最大努力保证

客户利益。”游博士说道。

目前，全球机床工具

产业开始了新一轮的转型

升级和积极变化，新的市

场需求正在不断彰显，新

的产品供给正在不断丰富，

百超将依托其强大的技术

团队和生产资源，助力中

国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的制

造商，为中国制造业的转

型升级贡献力量。

关注 MM 现代金属加工微信公众平台   新闻热线：13811825801    广告热线：18510858326

■ 百超公司首席执行官 Alex Waster 先生（右）

和百超集团中国区总裁游松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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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 
中国基础工业装备及自动化的最主要供应商

山特维克可乐满
新品迭出

“大族激光一直以来都

未曾空喊口号，而是在脚踏

实地向前走，事实上远比你

们所看到的强得多，大族激

光真正的愿景是成为中国基

础工业装备及自动化的最主

要供应商。”大族激光智能装

备集团总经理陈焱先生在采

访最后这样表示。其实，这

正是李克强总理为何在考察

大族激光时作出“中国制造

2025 大有希望，要在你们手

上大放光芒”这一高度评价

的原因所在。另外，大族激

光的新一代高速光纤激光切

割机床同样得到了总理的称

赞，该设备在 CIMT2017 中

被作为重点展示产品之一，

拥有最大 8 k W 的功率以及

优异的性能，可以说是目前

全球最为优秀的切割机之一。

除此，大族激光的重点

展示产品还有智能化的全自

动激光切管机以及高功率焊

接装备。在激光切管方面，

大族激光在国内占据了绝大

部分的市场份额，无论是圆

管、方管、椭圆管、异型管

或者是槽钢，大族激光均有

与之对应的设备可供选择，

可以说为我国的高端装备制

造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

焊接方面，大族激光布局的

时间比较早，现在正处于高

速发展阶段。

大族激光涉及众多领域，

对于中国制造 2025 的十大重

点领域均已切入其中，而且

成为各领域中的佼佼者。回

顾过去两年，大族激光取得

了辉煌的成就，在 2015 年成

为工信部首批颁布的全国智

能制造示范点的 46 家企业之

一，在 2016 年获得了工信部

新模式制造中的智能化工厂

建设项目，这有助于更好地

实现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的转型升级。提到转型，其

实大族激光早在 2012 ～ 2013

年间，就已开始向智能制造

转型，在过去几年，大族激

光在高端智能制造装备方面

的进步显而易见，现在所看

到的结果主要归功于过去的

布局。大族激光对于未来的

布局是以“激光技术 + 机器

人 + 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形成大族激光未来 10 ～ 20

年的长期战略，紧贴全球智

能制造的发展趋势。

陈总提到，中国机床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但一定要紧贴市场需求、紧

贴用户需求、紧贴用户服务

的响应。机床行业要重视研

发投入才能赢得市场，这正

是紧贴用户需求的原因，从

而才能获得更多利润，大族

激光本身就是很好的实例，

多年来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的模式，历经 20 年的积累

与技术提升，大族激光与国

在山特维克可乐满今年的 CIMT 展台上，我们所感

受到的不仅是悠久的历史传承，更多的是面向未来制造业

的全新思维——在产品层面之上追求方法的根本创新，将

工业 4.0 互联理念真正在车间中付诸实施，洞察客户行为

变化，开拓网络营销新渠道……这一全球最大刀具公司的

生机与活力得以最生动的体现。

自车削被发明以来，大量的新型刀具和涂层技术相

继问世。然而，作为一种加工方法，车削却并未发生很大

的变化。今天，山特维克可乐满推出了 PrimeTurningTM

车削概念，这一新概念不仅是一种新的刀具，更是一种前

所未有的新的加工方法，它能够使用户车削加工的效率和

刀具寿命都获得以往不敢想象的提升。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工业 4.0，但是有谁真正做到

了？山特维克可乐满的 CoroPlus 数字化加工平台将人、

刀具、软件、机床和工厂系统集成于一个平台，它将大

大提高用户的生产和管理效率。 SilentTool+ 减振刀具

和 CoroBore+ 镗刀是最先推出的两把智能刀具，用户通

过手机或平板电脑就能调整刀具、获取参数。基于云端的

Advanced Analytics 系统可以随时随地地监控机床加工

状态，人们在山特维克可乐满的展位中可以实时观察其在

瑞典、美国和中国三个生产厂的实际加工状态。

数字化发展已经延伸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必

将对我们所身处的机械加工行业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

不仅会在我们的数字化产品上体现，也将逐渐改变我们的

营销方式。在本次展会中，山特维克可乐满正式发布了在

阿里巴巴 1688 平台上的官方旗舰店，开始了在数字化营

销领域中的尝试。山特维克可乐满将以此为契机，为中国

市场的广大中小客户提供更好、更便捷的服务。首次发布

的产品包括了 GC15/GC30 两种全材质通用车削刀片，接

下来山特维克可乐满还将在 1688 平台上不断发布包括钻

头、丝锥和立铣刀在内的一系列通用型产品。

■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总经理陈焱先生（左）

与 MM《现代制造》总编冯建平先生

S h o w  D a i 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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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顶尖企业在技术方面的差

距在逐步缩小，甚至在局部

已经超过了他们。“未来的市

场竞争必将呈现白热化，只

有把产品做成平民化，在市

场上才有价值。”陈总接着说

道，“大族激光在 2017 年第

一季度的不俗增长，主要归

功于我们对用户需求的把握

以及研发的大规模投入。”

陈总认为现今的中国制

造业正在面临着良好的机遇。

一方面，企业拥有大量的技术

与管理人才和原始资金 ；另

一方面，用户对产品和设备

的要求也在提高。相较于国

外的产品，国内的产品拥有

更快响应速度与更新速度以

及更低的价格。在此，陈总

希望为中国制造业提出一个

建议，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忠告：

“其实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是有

利润的，大家不需要搞价格竞

争，这样才能令行业焕发生机

和活力。”倘若绝大部分的制

造业从业者都能做到这一点，

想必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定是

潜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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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 
中国基础工业装备及自动化的最主要供应商

巴尔查斯涂层：
用激情快速回报客户

深耕中国市场
谋求共同发展

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高科技

工业集团，欧瑞康表面处理事业

板块包括欧瑞康巴尔查斯和欧瑞

康美科。按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

中国区工模具事业线负责人郭浩

然的说法，欧瑞康美科侧重于热

涂，欧瑞康巴尔查斯侧重于薄涂，

但两大事业线都以创新技术引领

全球市场，此外欧瑞康还收购开

拓了增材制造业务，让百年名企

焕发新生机。

本届 CIMT2017 欧瑞康巴尔

查斯涂层展示了三款新品，一是

BALINIT Hard Carbon，这是一

款有色金属加工的高产解决方案，

在铣削有色金属时可获得可观性

能，并大幅降低刀具的加工成本 ；

二是 BALINIT ALTENSA，专门

用于高速钢切齿轮加工，比传统涂

层硬度有一定提高，但寿命更长，

耐温更高，验证效果良好，可最大

程度提高滚刀、刀条和插齿刀的性

能，明显超越一般竞争对手 ；三是

BALINIT ALNOVA，这是一款针

对铣刀的高端涂层，是铬铝基涂层

的系统化精炼，在难加工材料上具

有出众表现，以高抗氧化性在加工

涡轮叶片方面性能卓越，是理想之

选。

对于巴尔查斯涂层的出色应

用，郭浩然显得非常的自信，他说，

“巴尔查斯涂层时刻以客户需求着

想，我们不是简单的卖涂层，而是

积极地帮助客户提高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他举例说，“BALINIT 

ALTENSA 涂层可直接节约 20%

的生产成本，这就是对客户最好最

快的回报，而 BALINIT ALNOVA

则被目前市场上公认为 3C 行业应

用最稳定的涂层，尤其在不锈钢加

工领域。”

正是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

所想，巴尔查斯涂层没有受近两年

中国市场的波动影响而保持良好的

增长态势。郭浩然表示，“市场波

动严格地说，从 2015 年就已经开

始有影响，但由于汽车和新能源行

业保持了高速增长，特别是 2016

年下半年以来，机加工市场开始复

苏， 可 以 说 从 2016 年 底 至 2017

年春节前后一直持续了相对而言爆

发式的增长，最近开始平稳回归理

性轨道。得益于对行业的准确定

位，巴尔查斯涂层保持了两位数的

增长。而且前几年公司投资了新业

务、新设备、新涂层和新应用开发，

也使得市场保持着‘东方不亮西方

亮’的多点开花新局面。2017 年

也许汽车市场不会爆发式增长，大

概也就 8%-10%，但 3C 行业尤其

是即将推出的 iPhone8 将确定性

的更多采用难加工不锈钢零件，这

对高光洁度加工刀具涂层提出了新

的非常高的要求，自然对主打高端

市场的巴尔查斯涂层来说，是很好

的拉动机会。”

因其在降低刀具损耗方面表

现突出而被赋予众望，巴尔查斯遍

布全国的 12 个涂层中心显现出强

大的服务能力，也因此在航空航天

行业中斩获成效，并与西飞、成飞

等企业客户达成深度合作。如今的

巴尔查斯涂层着重于客户需求的解

决方案而非涂层本身，以提供富有

激情、最大程度发挥涂层效能的表

面处理解决方案为承诺，也包括一

站式修磨重涂服务。

长期以来，现代威亚数控机床凭借着强劲的品牌力和技

术实力一直牢牢占领着韩国市场，在以中国为首的国际市场

也正在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提升品排形象，进而不断拓展销售。

4 月 17 日，现代威亚机床公司携其 X F6300 高端五轴

联动加工中心和 X H6300 高速高精密卧式加工中心精彩亮

相。此两款产品出于欧洲研发中心，专为模具加工 / 航空 /

医疗等高精密高速加工领域设计，这也成为公司进军中国高

端市场的基石。未来，现代威亚将持续开发提供顾客所需的

最高价值和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我们会以市场为导向，在新产品开发、产品性能和品

质的提升，以及服务强化方面，不断注入投资。另一方面，

为了强化大家的营销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的业务扩张，我们

在今年也会重点布局一些措施。”现代威亚株式会社尹骏模

社长介绍。

为了适时推出更具备竞争力的产品，未来，现代威亚将

在江苏工厂扩大生产包括 I C U T400T 在内的 10 种产品。其

中有代表性的如排刀式车床 K I T4500，特别适用于一般零

件加工的 KF5600，还有铝轮毂专用卧式车床 KL6500AW。

另外，发动机和变速器等汽车传动系统零部件加工用的专用

设备的投产也正在规划中。

最 后， 尹 社 长 承 诺 ：“ 我 们 将 以 更 高 品 质 的 设 备 和 差

异 化 的 服 务 来 为 顾 客 带 来 更 高 的 价 值， 给 予 更 踏 实 的 信

赖！”

■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中国区工模具事业线负责人郭浩然先生

■ 现代威亚株式会社尹骏模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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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题
数字化制造

在“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的国家战略推动下，

中国制造业正向中国创造转型。传统的制造业企业，通过提

升制造的水平来扩大竞争优势，逐步走向一条技术水平高、

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制造业道路。

当制造企业走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的时候，利用信息化建

设提升自身研发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加工行业的用户，与其说关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

实际是关注各环节对其最终产品生命周期的关联性影响。比

如机床的加工状态信息能及时和 MES 进行交互 ；ERP 中的

产品计划与加工设备的特性功能实时匹配 ；设备的故障、报

警及维护信息能及时发送给管理人员等。

信息技术在企业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设计与生产两大

环节，设计阶段代表性的技术是 CAD 和 PDM，生产阶

段则以 ERP 及相关技术为主导。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ProductLifecycleManagement,PLM）从产品设计入手，

关注产品从需求分析到设计、制造、销售、使用和维护的整

个过程，围绕产品这个核心进行信息管理，能有效提高企业

的竞争能力，从而成为企业信息化领域新的突破点。

众所周知，数控机床本身的产品生命周期基本可分为

四大阶段 ：产品设计、过程设计、加工制造、使用维护。

MAZAK 的产品设计是在积累了近百年的专业机床设计制造

经验形成的大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的模块化单元设计，一

体化整机设计。虚拟设计的关键是产品数据的引用和动态模

型的建立，而这些的基础正是需要可靠经验的积累和产品设

计标准体系的建立。

过程设计可以体现在产品的实现性和成本的预测等。以

机床产品的某种关键自制加工零件为例。产品的设计数据导

入 PDM 系统后，我们通过 CAM 系统，对零件的加工进行

模拟编程和模拟运行，确立生产所需的设备规格、刀具种类

和加工时间 ；通过 CAPP（工艺管理系统），对材料成本、工

艺过程和加工时间进行模拟运算 ；通过 APS 自动排产系统，

对生产计划进行模拟运算，向各工位分配任务。基本都在正

式投产前，模拟整个零件的制造过程和验证各个要素，当然，

也包括检测这个零件所需的各类工量器具的列表。

在加工行业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中，机床厂商扮演的是一

个助攻手的角色，虽然不是主导，但也必不可缺。随着企业

质量检测一直是机加工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近年

来，随着测量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加工企业对品质的要求不

断提高，质量检测已经由传统测量方式向数字化测量方式转变。

相比传统测量技术，数字化测量技术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这

使质量检测更加简单、高效、智能化。

Creaform 公 司 总 部 位 于 加 拿 大 魁 北 克 省， 是 美 国

Ametek 集团旗下子公司。该公司一直专注于在线数字化测量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其最新推出的 MetraSCAN 3D 系列手持

式三维测量系统以及 MetraSCAN 3D-R 系列自动化在线数字

化测量系统，再一次将工业在线检测技术推上了新的高度。

MetraSCAN 3D 是一种新型的光学自定位 3D 测量系统，

该系统在不同测量模式下可实现三大功能 ：非接触式轮廓扫描

采集、接触式特征探测提取，以及通过影像追踪实时记录活动

部件的空间轨迹。用户可以在不同的测量模式之间任意切换，

以最合适的测量方式解决不同的测量需求，所有的测量数据均

被保存在同一个坐标体系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视化的质量

体系，用户可以更加快速、准确地找到问题点并提出解决方案。

新型的 MetraSCAN 3D 测量系统，测量效率相比上一代

产品提高了 12 倍，而且可以与机器人结合实现在线自动检测，

使得该系统的在线应用前景更加广阔。该系统的测量速度可达

到 48 万次 /s，创造了目前工业激光测量的最快速度。同时，

该系统的光感适应性的提高，从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整体测量速

度。除透明表面外，MetraSCAN 3D 测量系统的非接触扫描

可以直接测量任意颜色或光泽的工件表面，用户不再需要对工

件被测表面进行喷涂显像剂处理，极大程度地减少用户的前期

准备和后期清理工作。

MetraSCAN 3D 以影像定位装置 C-Track 为测量坐标原

点定位，将非接触式激光扫描、接触式探针以及被测工件的空

间坐标实时锁定，实现了革命性的在线动态测量方式，测量结

果不受现场环境影响。在整个测量过程中，测量系统和被测工

件均可以任意移动，不需要固定安装。在普通的生产车间，现

场环境很难避免振动、噪声等因素干扰，大部分测量仪器在现

场的精度不能保证，因此只能在实验室应用。

制造业发展到今天，企业竞争愈演愈烈，制造成本却越

来越高，转型升级已经是行业发展必然趋势。因此，我国也提

出了《中国制造 2025》的制造强国战略目标，帮助制造企业

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

和质量效益等方面尽快提升。在线检测集合了自动化、信息化、

智能化以及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大潮的一个

分支。制造业要提升质量效率，就必须改变传统的测量方式，

适应新的数字化测量方式，改变传统的产品质量监控体系，适

应新的过程质量监控体制，这样才能做到早发现问题、早解决

问题，降低质量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效益。

信息化的发展，PLM 已经成为继 ERP、MES 等企业应用之

后，企业信息化的又一个热点。而且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的大背景下，PLM 不光在产品标准化、设计协同、项目管理

方面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且与 ERP、MES、CRM 这样的

系统进一步整合，向着构建数字化企业和管理企业研发等无

形资源的方向发展。作为信息化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机床设

备自身是否具有智能化功能（自主判断、自主分析和自主学

习等）；对外是否具有开放和兼容的通讯接口和功能都非常

重要。MAZAK 机床的数控系统具备人机对话的编程功能，

语音导航的操作辅助功能，热变位自主补偿功能，加工振动

自主抑制功能，维护和检修的提醒导航功能等。新一代的

SMOOTH 数控系统，更强化了加工控制自动优化功能，更

好地适应用户不同的加工类型和领域 ；并强化了数据通信功

能和网络功能（EthernetIP、Profibus、CC-Link 等 )，为

客户构建智能化工厂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外，利用 MT-

CONNECT 通讯协议标准，可以将 NC 系统的运行状态数据

（比如主轴转速、进给速度、报警和切削参数等）实时传送给

第客户的三方管理软件。避免任何一台设备成为一个信息孤

岛，而是物联网中的一个活跃的节点。实现人与设备的信息

沟通以及设备与设备的信息沟通。

LGMazak 正在实施的 i-SMARTFACTORY（智能化

工厂升级 ) 工程，将机床制造过程的信息化水平提升到一个

新的阶段。工厂利用 IOT( 物联网）信息通讯技术，充分挖

掘采集制造过程中的各类数据信息，通过统计分析，来提高

设备的开动率和工厂的运营效率。并将最新的无线网络技术、

移动终端技术、条形码技术和射频识别技术等应用到工序管

理和控制中，实现制造过程中所有数据的透明化，实时化采

集和管理等。以机床等设备的运行管理为例，利用 MAZAK

最新的智能化工厂支持软件 SPS(smoothprocesssuport）和

MT-CONNECT 通讯技术和标准将所有的加工设备连接在一

起，通过集中管理的方式，实施智能化的程序管理、刀具管

理、运行监控和计划排产。并新增了设备的故障报警统计分

析，机床和刀具负荷的统计分析，机床保养维护的功能。另外，

通过数据采集 / 转换专用的中继装置（SMARTBOX），还可

以将与设备相关的冷却液温度、润滑

油状态和设备电力消耗等周边数据信

息汇集到管理中心，进行数据分析和生产改善。该智能数据

信息盒子，同时也起到安全防火墙的作用。另外，再以品质

管理为例，通过使用带有无线传输功能的数字化量具，实现

品质测量数据的自动测量、传输和判断 ；对手工作业的工序

环节，使用移动终端进行品质记录的录入和图像记录 ；并对

所有品质数据进行结构化处理，存储，以实现最便利的查询

追溯和质量数据统计分析。这些手段，都极大地提高了作业

效率，更好地保证了产品质量。

PLM 的概念提出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它是企业生产方

式发生改变后对支撑技术环境所提出的一种需求。PLM 系统

涉及到企业信息系统从市场到设计、生产的各个层面，需要

多种技术作为支撑和保障，其中统一的数据模型应成为 PLM

系统的核心和基础。

PLM 项目的实施，对于管理效能上的提升是很明显的。

首先，PLM 平台实现了完整的流程控管，通过集中管理的信

息系统，对“流程规范”、“产品规划”、“基础信息”、“技术

平台”进行集中维护，达成需求准确、过程控制、提高效率、

异常追溯等效果，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从而降低成本，提

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次，通过 PLM 系统，建立起统一

平台的产品知识库，制定标准的数据管理平台，将产品的开

发知识及工程师的工作经验轨迹，以知识库的形式加以积累，

使后来者通过查询方式，能够准确、快速地查到所要的资料

和信息，并严格控制数据的读写权限控制，保护产品研发权益，

集中控制文档资料，实现了数据共享 ；第三，建立起产品效

益评估机制，根据实际的历史研发、生产、销售数据，对未

来新产品的市场投入和销售利益做分析比较，帮助市场产品

经理做好前期的效益评估分析，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及市场

销售力，优化产品结构、降低成本。

如何实现机加工的
数字化转型

便携式数字化测量技术

■ MAZAK（中国）副总裁 张伟先生

■ MetraSCAN 3D 系列手持式三维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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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趋稳 压力犹存

2016 年是进入“十三五”的第一年，为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的发展思路，并根据当前中国经济特点与实际，提出“三去一

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未来一段时期，“改革为主线，

稳定是底线”或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主旋律。2016 年中国经济在稳

增长政策，特别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房

地产、汽车、服务业和科技消费型新业态等领域的运行呈现爆发式的增

长，带动经济运行逐步趋稳。受此影响，中国机床工具市场与产业也呈

现连续下行 6 年来（自 2011 年开始）的首度回稳。下面根据国家统计局、

海关和协会行业统计重点联系网络的信息和数据，综合分析近期中国机

床工具市场与产业的运行状态和趋势。

一、市场与产业运行短期趋稳
1、机床工具市场总体趋稳

2016 年中国机床消费总额约为 275 亿美元，同比持平。其中，金

属切削机床消费额约为 164 亿美元，同比下降 4.1% ；金属成形机床消

费额约为 11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2016 年中国工具消费总额约为

40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1%。与上述指标的 2015 年同期增速相比较，

分别回升了 13.5、10.3、19.0 和 1.0 个百分点。因此，2016 年中国机床

工具消费市场呈现趋稳迹象。

2、机床工具产业小幅回升

2016 年中国机床产业产出总额约为 2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产出约为 122 亿美元，同比持平 ；金属成形机床产

出约为 1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8.1%。机床产量约为 81 万台，同比下降

1.1%。其中，金属切削机床产量约为 61 万台，同比下降 1.9% ；金属

成形机床产量约为 20 万台，同比增长 1.5%。2016 年中国工具产出约

为 51 亿美元，同比下降 8.9%。与上述指标的 2015 年同期增速相比较，

分别回升了 13.0、9.0、18.1、11.7、11.3、11.9 和 2.4 个百分点。因此，

——2016 年中国机床工具市场与产业运行分析

2016 年中国机床工具产业总体呈现小幅回升的状态。

3、机床工具商品外贸活跃度明显下降

2016 年机床工具商品进出口总额约为 232.6 亿美元，

同比下降 8.8%。其中，出口 102.9 亿美元，同比下降 4.9%；

进口 129.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7%；贸易逆差 26.8 亿美元，

同比下降 30.7%。

（1）出口方面 ：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2016 年中国机床和工具的出口依赖度分别为 12.7%

和 51.0%，与 2015 年同期比较分别变化了 -1.8 和 4.6 个

百分点。

2016 年中国机床出口总额约为 29 亿美元，同比下降

9.4%。其中，金属切削机床出口约为 19 亿美元，同比下

降9.5%；金属成形机床出口约为10亿美元，同比下降9.1%。

2016 年中国工具出口总额约为 26 亿美元，同比持平。与

上述指标的 2015 年同期增速相比较，分别变化了 -3.5、-

2.0、-6.4 和 7.1 个百分点。虽然 2016 年人民币汇率快速贬

值和稳定出口措施对出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出口下降

反映出近期国际经济和国际主要消费市场仍呈现低迷和运

行乏力的状态。

（2）进口方面 ：仍在显著下降

2016 年中国机床和工具的进口依赖度分别为 27.3%

和 37.5%，与 2015 年同期比较分别变化了 -2.7 和 4.2 个

百分点。

2016 年中国机床进口总额约为 75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8%。其中，金属切削机床进口约为 61 亿美元，同比下

降 12.9% ；金属成形机床进口约为 1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2.5%。2016 年中国工具进口总额约为 15 亿美元，同比

持平。与上述指标的 2015 年同期增速相比较，分别回升

了 7.6、7.9、3.7 和 6.8 个百分点。由于机床工具进口商品

多为中高端机床主机、切削刀具和机床核心功能部件，进

口持续显著下降反映机床工具消费市场仍处于动力转换过

程中，缺乏长期稳定的需求支撑。

二、市场与产业运行压力犹存
深入分析 2016 年中国机床工具市场与产业运行主要

经济指标不难发现，2016 年的市场趋稳和产业回升主要

得益于内需拉动，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和反映外商投资活

动的进口仍乏善可陈。而内需拉动主要靠的是政府投资（增

速 8.1%），2016 年民间投资增速仅为 3.2%（年中一度降

至 2.1%），比 2015 年下降 6.9 个百分点。因此，对 2016

年机床工具市场与产业运行趋稳的情况需要冷静判断，对

运行中显现的潜在问题和风险更应关注和深入分析。

1、需求低迷 ：传统用户产能过剩，新旧动能转换滞

后

对 2000 至 2015 年中国工业 91 种主要产品产量数据

分析，考虑其对机床工具消费影响因数，加权汇总分别得

到中国机床和工具消费需求指数。从该指数可以看出，近

15 年来，金属加工机床需求在 2010 年出现峰值后便呈现

单边下行的状态，虽然在 2013 年出现短期回升，但整体

趋势仍呈现下降趋势 ；切削刀具需求在 2011 年之前均呈

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从 2011 年之后则呈现顶部运行的状

态，2014 年开始呈现下降态势。

由于机床消费受货币供应量和供需关系的综合影响，

机床产品领域在经历 10 多年快速增长后，传统用户领域

的机床保有量巨大、机床在役时间短。在传统用户产能普

遍过剩和货币供应由积极转向中性的大环境下，机床消费

需求将呈现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可能。

切削刀具消费需求与用户开工率成正比，随着用户产

业转型升级，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切削刀具

的消费水平（性能或单价）将会不断提升，消费规模（数

量或总金额）会有所下降。

2、运行质量下降，运行风险仍未化解

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2016 年金属加工机床主

营业务利润率约为 4.9%，与 2011 年相比下降 1.6 个百分

点。工具主营业务利润率约为 7.5%，与 2011 年相比持平。

2016 年金属加工机床和工具产业产成品存货与 2011 年相

比分别增长 162.2% 和 24.4%。2016 年金属加工机床和工

具产业应收账款与 2011 年相比分别增长 64.3% 和 71.7%。

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行业统计重点联系网络数

据反映的情况看，运行质量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2016

年金属加工机床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和利润率分别为 -3.4%

和 -0.6%，与 2011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18.3 和 6.5 个

百分点。2016 年工具主营业务收入增速和利润率分别

为 -2.4% 和 5.4%，与 2011 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1.3 和 2.4

个百分点。

三、对 2017年影响因素的分析
从近期公布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措施信息看，2017 年

将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三去一降一补”重

点任务的落实力度；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将中性偏紧，

货币供应量增幅趋缓 ；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贸

环境趋紧 ；人民币仍承受较大的贬值压力，外汇储备流出

压力增大 ；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真

实性，等等。以上宏观因素将对中国机床工具市场产生相

应影响，如传统用户领域需求继续低迷，去产能逐步落实；

新兴领域和传统领域的新需求对机床工具的要求都会进一

步升级 ；进口带来的外部竞争和出口引发的贸易摩擦将同

时呈现增加的趋势；企业运行进一步分化，随着市场出清，

部分企业面临退出的境地。

综合上述因素，2017 年中国机床工具消费市场与产

业将维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存在反复挑战底部的可能。（稿

件来源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信息统计部）

思美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增材 & 减材制造软件解决方案

3DXpert 金属 3D 打印一站式软件

解决方案，涵盖了增材制造的整个流程。

一个集成软件解决方案能简化您的工作

流，消除各种生产障碍！

Cimatron 主要应用于型腔模具、

冲压模具、模板和零部件的设计与制造。

可为任何复杂程度的零件编制高质量的多轴程序，编程速度快，刀路效率高。编程内置功能强大的 CAD，数据导入安全

可靠。全方位掌控的五轴粗加工和精加工策略，安全高效地完成各种加工任务。

GibbsCAM 产品加工和车铣复合多任务加工编程，专为编程员、机械师和机床高效工作而开发。创建刀具路径精确、

灵活、可靠，与各种 CAD 系统无缝集成。

展位号W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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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易测电子为工业自动化提供包括设计与服务的完整安全解决方案：

 产品功能以应用为中心，有效提高您的生产效率

 服务内容全面广泛，从实现设计到定期维护的各个环节

 提供一系列支持机器与系统安全功能的服务

 结合当前适用的国际安全标准，为您的全球业务提供支持

劳易测电子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Leuze electronic Trading (Shenzhen) Co., Ltd.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 1 号西海明珠大厦 F501 - 510 
Rm. 01-10, 5/F, Xihaimingzhu Bldg. No. 1 Taoyuan Rd.,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59 P. R. China
Tel : +86 (0) 755 8626 4909
Fax: +86 (0) 755 8626 4901
info@leuze.com.cn
www.leuze.com.cn

官 方 微 信 号

机床行业
安全防护传感器解决方案 安全与效率兼顾

经验证的抗震应用

传感器与过程控制的智能集成

安全PLC和继电器

CPU模块集成24个I/O
可扩展116个输入 /46输出
集成工业以太网接口和网关
USB编程接口

安全光幕

4级(IEC 61496)、PL e(EN ISO 13849)
分辨率：14mm, 20mm, 30mm, 40mm
保护区域高度：150mm 至 3000mm
对射距离可达 20m

安全门锁和安全开关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或金属外壳-IP67
5个操作钥匙插入方向，应用范围广
锁力最大可达 7500N

安全命令装置

急停，拉绳开关

紧凑金属外壳
可在恶劣环境下使用
IP 67 IP 6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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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珂洛超硬工具(上海)
有限公司
TetraMini-Cut AH725 材质系列刀片

泰珂洛公司为 TetraMini-

Cut AH725 材质系列刀片增加

一款带倒棱处理的刀片，本次扩

充 进 一 步 提 高 了 在 高 精 度 和 高

质量切槽加工时刀尖的耐用度。

TetraMini-Cut 的磨制刀片带有

4 个刀尖，不仅经济而且是小零

件高质量和高精度加工的理想选

择。特殊设计的刀柄完美的保护

了未使用的刀尖，防止在加工时

被切屑损伤，因此确保了每一片

刀片的每个刀尖都能够正常使用。

特殊的锁紧系统实现了较高的锁

紧刚性和优异的可转位重复精度。

AH725 PVD 材质刀片的刃

口经过强化增加了韧性防止崩刃

的 发 生。 作 为 锋 利 型 SH725 刀

片的补充，该刀片已经在市场上

发售，经过倒棱处理后的 AH725

刀片是用于提高大负载加工时的

稳定性的理想选择，如粗加工，

大进给切削和断续切削。

鸿思棣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达诺巴特集团（ 中国 ）

HSD ES510 高性能电主轴

PXG 龙门式多功能镗铣床

ES510 高性能电主轴是 HSD 公司专门针对

高品质铣削机床定制的产品，有三种型号可选，

分别是 HSKA100、HSK A63 和 HSK F63，即可

低速大扭矩切削，又能够高速高精度

加工，特点是集高性能、易用性、耐

用性和免维护为一体，HSD 还提供

优越和完善的售前和售后服务。从传

统的机械主轴升级为电主轴时，数控

机床不需要对安装进行多少修改。该

款电主轴的尺寸适合大多数机床的床

头箱，省掉了打刀机构及气缸，皮带

传动系统和测速编码器，获得了高速稳定的主轴

单元。

全新索拉露斯 PXG 龙门式多功能

镗铣床减少了装卡次数，将节拍时间

和潜在失误降到最小。机床对大型工

件的加工精度保持在 10 µm 级，甚至

是百吨级的工件。索拉露斯 PXG 以其

强大的加工能力为特点。工作空间达

1000 m3，承载能力 500 t 。PXG 机床

尺寸为长度方向行程 19 m，两立柱间

距 7.25 m，横梁距工作台表面 7.3 m。

横梁高度可调，上下行程为 5 m。

索拉露斯 PXG 作为完整的多用途

解决方案，通过在一台设备上完成铣

削和车削操作，实现最大的加工效率。

通过加工高度复杂的大型工件，包括各种形状和

尺寸，能够为客户带来最高的回报。它的最大特

点是能够完成各种加工任务，包括车削、铣削、

镗削、钻削和攻螺纹，同时保证高效和高精度。

因此，机床配置若干铣削和车削附件头，并自动

更换。

展位号 ：E4-201

微信扫码互动

莅临 WL-029
现场参与幸运大转盘

展位号 ：W1-261

展位号 ：E2-602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P1 精益型多边折弯中心

P1 精益型多边折弯中

心是针对钣金加工的最新型

解决方案，可以说它是传统

折弯机的一个升级，同时也

是兼顾了多边折弯中心的诸

多功能。在传统的折弯机上，

要求大量的折弯模具和很长

的更换时间，而 P1 只需要

同样的模具即可完成更多的

功能 ：四付模具，无需调整

时间。

P1 折弯刀的移动依靠专利的动力学

技术，从而使每次折弯动作时间最多不

超过 2s。P1 精益型多边折弯中心更大程

度上关注经济和环保方面。利用强大的

计算机系统设计和模拟设备的每一个小

细节，从重量到结构，从精确度到能耗，

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以提高之处。P1 在设

计上，最大化的发挥单位能耗上的表现，

最小程度的影响环境。其平均能耗只有

3kw。

展位号 ：W2-153

电话： 021-52400342      传真： 021-32121217
网址：Email ： inform@salvagnin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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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无锡）有限公司   

瑞士斯达拉格集团

德国巨浪有限公司      

德国蓝帜金属加工技术集团

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第三代“金虎技术”

海科特 HEC 630 X5

CHIRON DATALine
数字化生产创新平台

CARBIDELINE-H 滚刀

XH6300 高速卧式加工中心

瓦尔特推出了第三代“金虎技术”新材质，亮丽的金色涂层，震撼的金虎犹如璀璨的明星。

金虎技术，采用全新 CVD 平台，超低压 ULP-CVD 涂层技术，以及第三代涂层处理工艺，拥有

5 项技术专利。PVD 的 TiAlN 技术可以追溯到 1990 年，如今常见于 PVD 涂层的整硬铣刀和整

硬钻头，而瓦尔特技术专家创新地将 TiAlN 的高硬度特性在 CVD 平台得到实现，

瓦尔特新 TiAlN 涂层是对日益提高的要求的积极响应。一段时间后，瓦尔特开

发人员将 Tiger·tec Gold 成功地应用到特殊应用中，这在刀具行业将会是一

个新的里程碑。

与其他涂层相比，该涂层能明显改善刀具性能 ：使得刀片在耐磨性和耐冲击

性方面提升一大步，大大减小了后刀面磨损和刃口崩刃的风险，热裂纹变少，抗

塑性变形能力增强。一种刀片兼顾钢件和铸铁件加工，可减少用户刀片采购类

型和成本，钢件和铸铁材料的大量实际加工案例表明，刀片的平均寿命明显提高：

往往提高达 75% 以上 ! 此外，金色表面易于磨损识别。而对于有效率提升需求的用户，可以帮助用户提高切削速度，提

高效率，从而减少新机床投资成本，降低成本，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

作为全能型加工中心，海科特 HEC X5 系列 5 轴加工中心适

用于金属加工的各个领域。模块化设计使加工中心能够满足不同的

需求。例如，为适应不同的加工任务，主轴有多种不同类型可选，

包括不同转速和功率的卧式主轴、立卧转换主轴以及镗杆主轴等。

HEC 630 X5 是真正的 5 轴联动加工中心。为进一步提高

整体加工能力，配备车削工作台的 MT 机型还能够进行车

削加工。

CIMT 2017 开展之际，德国巨浪有限公司展出了

其巨浪集团最新技术成果 DATALine，其能够实现机

床与终端顺畅的双向通信，通过 DATALine，无论用

户身在何处都能在计算机、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查

看机床及运行数据。任务、进程、数据的文件化与可

视化管理给用户的生产带来新的可能，系统会定期计

算、保存、分析并显示关键数据、生产效率及提供实

用指南，助您优化生产工艺。

巨浪 DATALine 使生产过程变得更为透明、快速、

安全和高效。通过 DATALine，无论用户身在何处都

能轻松监控、分析及规划生产流程。可直接通过设备

将任务计划与生产过程连接起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

机床的利用率并获得长期的生产收益。

巨浪 DATALine 是一种智能工厂的解决方案，

将成为未来工厂的基石。

此次 CIMT 2017，德国蓝帜金属加

工技术集团展出了 CarbideLine-H

滚刀。CarbideLine-H 是一

款将硬质合金刀条焊接于

高速钢刀体的高精度滚

刀，是整体钢件刀体与

硬质合金刀刃的完美结

合。

其适用范围模数 5

到模数 12，完美适用于农

用机械、船舶及工业驱动设

备 ；精度等级可达 AAA ；与整

体硬质合金和镶刀片滚刀相

比，价格便宜，而加工

效率与之相当 ；与整

体 PM 滚刀相比，虽

然价格稍高，但最终

刀具寿命远远超于整

体 PM 类 滚 刀， 性 价

比高；可重复修磨使用。

CarbideLine-H 滚

刀具有最高的切削速度和高效

的切削槽数，可重复的完美质量和最

长的刀具寿命。

作为现代威亚欧洲研发中心的又一力

作，集高速、高精密、高刚性等特性于一体

XH6300，全轴配置兼具高刚性与高效特性

的滚柱导轨，快移速度高达 60 m/min，加减

速达 0.8 g，更是优于日本知名品牌同类型产

品性能，显著提高生产率。现代威亚自主开发

的高精密内置式电主轴转速高达 10 000 r/min，

最大扭矩高达 859 N·m，无论是在高精密加工

还是在重切削加工中都能发挥出色的特性。创新

的环形刀具设计，可选链式 / 矩阵等最大高达 348 把刀具的多样化配置，更是能够满足各种切

削加工要求。托盘交换装置采用伺服电机驱动，可实现高达 10.8 s 的托盘快速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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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主轴

欧洲知名电主轴
为您的机床添彩

 /
五轴头

CIMT 2017
Hall         W1
Booth     261

Direct Drive

三丰精密量仪 ( 上海 )
有限公司
QV Active 系列

QV Active

系列作为三丰公

司推出的全新系

列 的 影 像 测 量

机，为满足近年

来用户对于影像

测量机对于检查

工时的降低及高

操 作 性 等 需 求，

诚意推出的一款

通用性强、中小

型 CNC 影 像 测

量机。

采 用 容 易 变 倍 观 察 图 像 的

Z O O M 镜 头， 可 快 速 进 行 低

倍率下定位及指定高倍率下高

分 辨 力 的 测 量。 实 现 最 大 14

倍的变焦比。通过采用高精细

彩色摄像头，增强了高分辨率

的检出和观察力。搭载接触式

测头、实现影像测量机对应复

杂的立体工件的测量。在如此

小巧机体内搭载了各种多种测

量 功 能， 使 它 成 为 一 款 可 以 广

泛 应 用 的 的 商 品。 同 时， 对 于

小 型 零 部 件 或 软 质 物 体 等 较 难

固 定 或 无 法 接 触 式 测 量 的 被 测

工 件， 可 使 用 非 接 触 式 影 像 测

量 机 进 行 灵 活 对 应。 此 外， 即

使 有 高 低 段 差 的 复 合 测 量， 只

需 在 Q V A c t i v e 上 配 备 T P

测 头 即 可 在 1 台 设 备 上 进 行 测

量，构成高效率的测量系统。

武汉华中数控
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台精机集团

德马吉森精机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HNC-818D 数控系统

关节机器人 + 地轨模块

SH-4000P 卧式加工中心

CMX 1100 Vc 加工中心

CIMT 展会上华中数控推出了一款产品 HNC-818D 数控系统是华中 8

型数控系统系列新成员，配置 12 寸高分辨率彩色液晶显示屏（可选配触摸

屏），高档铝合金一体化面板，表面阳极化处理，更加时尚坚固。全新人机

交互界面，全面支持按键、鼠标、触摸操作，QWERTY 全键盘输入，让编

辑更为简单，支持多种安装方式，与机床外观更加融合。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部位于中国浙江宁波，成立于 2003 年，

集机器人研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从围

绕注塑机为母机的自动化系统，延伸至金

属加工自动化领域，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

机 器 人 自 动 化 设 备 生 产 及 研 究

企 业， 是 一 个 提 供 多 领 域 自 动

化、专业化解决方案的综合平台。

CIMT 展会期间将重点展出关节机器

人 + 地轨模块，关节机器人 + 地轨模块负 

载 3500kg，线速度为 90m/min，加速度

0.5g。适用于关节机器人第七轴扩展，能

极大拓展关节机器人工作范围。特点是地

轨采用模块化设计，镭射拼接技术，可无

限扩展加长。关节机器人 + 地轨模块，演

示汽车轮毂与曲轴上下料零点快换整套应

用方案。

东台集团将于 CIMT2017 展出 5 台优异产品

与展示工件，现场亦安排切削展演来完整呈现卓

越的加工效能及多元产业应用。以 Double A 为

主轴，辅以智能制造展示，展现东台集团在航天

与汽机车产业之实力，可提供客户全方位的解决

方案，当客户的最佳伙伴，刺激商机。东台精机

此次展出的四台畅销机种皆符合客户对于高效

率、高生产力的设备要求。SH-4000P 卧式加工中

心是针对汽机车产业铝材高速加工需求所研发的

机种，其机台正面宽度仅 1750mm，占地空间小，

十分适合量产加工产线的机台排列。

作为 DMG MORI 集团内产品升级战略的一部分，

DMG MORI 现在提供面向客户的基础型机床，拥有更全

面的生产解决方案，更多的生产方式、更

高的技术水平和更高的性价比以及全新的

品牌。其中的 CMX 1100 Vc 加工中心以 C

形铸铁立柱和床身为基础，确保该机的高刚性

和高减振性能。因此，该立式铣削加工中心

能满足重切削的应用要求。高质量的滚珠丝

杠及 12 000 r/min 转速的主轴确保高生产力。

优化设计的机床结构还提高加工的稳定性，标配 30 位刀库为用户提供极高的生产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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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工件夹紧装置实现无人值守
当在立式机械加工中心

中进行部件的安装和精准制

造时，需要进行缓慢的、仔

细的定位，并且操作员需要

时刻监督这一过程。因此，

要想实现规模运营，位于

Oak Harbor 的 Idex Health 

and Science 公司就需要改善

这一工艺。然而，借助位于

Minneapolis 的 Kurt 公司制

造的 Cluster Tower 工件夹

紧设备上的 DoveLock 卡爪

装置，以及另一种方向的机

械加工中心，该公司能够更

高效、更精准地对定制玻璃

零件进行加工。

名为 Slipstream 的流

通池是一种扁平的玻璃装置，

主要功能是令其中的液体样

本流动到测量区域，以实现

自动分析。这种流通池和其

他加工过的玻璃部件，通常

用于生命科学、工业和医疗

设备以及分析仪器领域。这

种流通池玻璃厚度为 0.125 in

（1 in=25.4 mm），能够测量

3.875 in（ 精 度 为 1.25 in）。

铣成的流体通道需要达到

5 µm 的精度。

最初，这些流通池的流

体通道都是在立式加工中心

进行精密机械加工。这是一

个精细的工艺，并且每次只

能加工一个通道，所采用的

是铝制安装板，小型夹钳以

及单点式台钳来进行工件夹

紧操作。整个安装及机械加

工流程都进行得十分缓慢。

为 了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Idex 公司转而使用安装在

Cluster Tower 台 钳 上 的

DoveLock 卡爪，并且将立

式加工中心更换成了德马吉

森精机制造的 NHX 5000 卧

式机械加工中心（配备了

SpeedMaster 主轴）。新的机

床和工件夹紧装置不仅能在

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实现机械

加工，而且也大大提高了这

一加工流程的效率。

生产经理兼数控程序员

Scott Utley 说道 ：“在卧式

加工中心中，主轴端面和托

盘之间的距离较短，这使得

公司能够利用定制的短小工

具（甚至接近托盘）来实现

更稳定的机械加工操作。这

些工具插在 CAT 40 刀架上，

并且在使用时更接近流通池

表面（与标准工具相比），因

此能够确保实现充分的接触，

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振动。”

为适应不同的表面修整要求，

在这些工具中，有些是电镀

金刚石类型的，有些是复合

金刚石类型的。

“我们所设计的工具是

用来在顶部、底部和流通池

斜切出轮廓线的。按照应

用规范，每种工具都能对

500 ～ 3000 个此类零件进行

加工，并且期间无需进行维

修或更换。”Utley 说道。

在对玻璃流体通道进

行凹坑铣削时，采用工件夹

紧装置还能提高这一工艺流

程的稳定性，同时又通过对

玻璃部件进行离线设置而提

高了它的产量，这在以前都

是不可能完成的。部件被装

配在可加工的卡爪上，然后

插 入 配 套 的 DoveLock 卡

爪座中（安装在加工中心的

Cluster Tower 上）。卡爪座

的内置鸠尾快速加紧装置，

能够精确地夹住和锁紧这些

快速更换的可加工型卡爪，

并将其固定到位。在初始设

置中，每个卡爪座上有两个

螺栓能够轻松地将 Cluster 

Tower 上的活爪固定牢固。

一旦卡爪座就位，可加工的

卡爪会精准地安置于卡爪座

上，并且使用其上的三个六

角头螺栓进行快速锁紧。

然而，单靠 DoveLock

工件夹紧装置并不能有效地

夹住玻璃部件，因为这些部件

易于破裂、粉碎、划伤或失效。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Idex 公

司使用了特殊的软化蜡，用作

夹具装置上的中间材料，以便

为部件提供保护和缓冲。当在

可加工卡爪的夹持面上添加

了软化蜡，并且玻璃部件已在

顶部就位后，夹具上的两个夹

钳就会变紧。大部分蜡都被去

除了，留下一层均匀的软化蜡

涂层，为部件提供足够的缓冲，

并且以一定的刚度和精度夹

住部件。

“我们进行了多次创造性

的反复试验，才开发出这种方

案，即在这一工艺中使用软化

蜡。”Utley 说道，“在使用软

化蜡时，无法真正地在零件

上施加较大的横向机械加工

力度。因此，为了制造流通池，

我们设计的加工工艺更像是

一种侧面磨削操作。”

磨削操作会产生热，因

此务必要使用适当级别的软

化蜡，来为玻璃提供充足的

保护和夹紧功用，避免因蜡

未能融化或过分软化而产生

振动，进而影响磨削（铣削）

操作。

由于生产的零件数量有

所增加，新装置据称能在特

定的流程设计中，减少四次

操作流程。需要注意的是，

Idex 公司生产的流通池有时

会需要在单面或双面都进行

机械加工。为了解决这一点，

DoveLock 的可加工卡爪采

用了 180°的旋转设计，这

就使得 Idex 能够在需要的

情况下，先加工完成流通池

的单面，然后将其重新安装，

■  与采用立式加工中心相比，在采用了德马吉

森精机的卧式机械加工中心（其中配备了 Kurt 
Cluster Tower 台钳和 DoveLock 卡爪）之后，Idex 
Health and Science 公司能够以更高的生产率制造其

Slipstream 系列的玻璃流通池

9000 ～ 15 000 r/min， 并

且在轮廓线和直线区域的进

给 速 率 分 别 为 6 in/min 和

10 in/min。在该公司每天

的最后一次轮班中，会对

Cluster Tower 加满负载，并

设置成无人值守的连夜加工

模式，为第二天清晨由值班

人员开始轮班做好卸载 / 重

新装载准备。

“据我们所知，目前有

很多工厂也在将原先使用的

立式加工中心转换成卧式

加工中心，并且在其中使

用 DoveLock 卡爪系统，就

像我们生产流通池的操作一

样。”Utley 说道，“该系统

生产出的产品，其质量都维

持在较高水平。我们从开始

使用 DoveLock 系统到现在

已经超过 9 个月了，在此期

间该系统一直表现十分出色。

总而言之，它是一个操作简

单又十分高效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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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另一面进行机械加工。

卡爪座上的卡爪能够在无需

测量的情况下，快速、精确

地对零件进行重复放置，其

精确性达到了 ±0.001 in。针

对各种不同的零件尺寸，还

提供了各种宽度的卡爪（分

别为 6 in、7 in、8 in、10 in）

进行更换。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所

使用的大量冷却液，会在加

工中形成油泥。由于在加工

过程中不会产生切屑，混合

着冷却液的小型玻璃颗粒

（2 ～ 4 µm）轻易地就被冲

出了流通池和工件夹紧装置。

据 Idex 称， 使 用

Cluster Tower 大约能够在

4.5 h 内加工出 24 个完整的

流 通 池， 而 与 之 相 比， 立

式加工中心仅能在每个装

置 负 荷 下 生 产 出 15 个 零

件。此外，由于卧式加工中

心的运行速度快于立式加工

中心，故整个加工时间足

足 缩 短 了 30 min。 卧 式 加

工中心的主轴转速范围为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台精机集团

4 月 19 日部分活动预告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西会议楼一层 W-102

13:30-14:30 机床制造数字化

14:30-15:30 智能制造 -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15:30-16:30 数字化实践案例

山特维克可乐满

东会议楼二层 E-206

13:30-14:30 山特维克可乐满最新圆柄刀具产品介绍

14:30-15:30 山特维克可乐满最新齿轮加工刀具介绍

15:30-16:30 山特维克 SAMMAC ® 空心棒

                       助您提高加工效能

三丰精密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111号
新世纪办公中心12楼
电话: 021-58360718      
传真: 021-58360717

三丰力丰量仪(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新界葵涌大连排道21-33号
宏达工业中心8楼818室
电话: 0852-29922088      
传真: 852-26702488

● 长春 电话：0431-84612510
● 青岛 电话：0532- 80961936
● 武汉 电话：027-85448631
● 郑州 电话：0371-60976436

● 大连 电话：0411-87181212
● 苏州 电话：0512-65221790
● 成都 电话：028-86718936

● 天津 电话：022-58881700
● 杭州 电话：0571-82880319
● 西安 电话：029-85381380

● 东莞 电话：0769-85417715
● 长沙 电话：0731-8401 9276
● 福州 电话：0591-8761 8095

www.mitutoyo.com.cn

Hall: E4-101
期待您的莅临！

三坐标测量机
MiSTAR 555

影像测量机
QV Active

防冷却液卡尺
CD-P 系列

杠杆表
TI 系列

测量数据管理
MeasurLink

非接触式激光
扫描测头
SMP-FS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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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T2017 部分参展商名单
E1-101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1-121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1-122 西安北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28 宁波三韩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E1-132 宝鸡西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92 江苏迪克机床有限公司

E1-196 台州屹捷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201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1-231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E1-232 湖北巨浪机器人有限公司

E1-282 洛阳鸿元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E1-283 台州市路桥景耀数控机床厂

E1-285 德州泰达立式车床制造有限公司

E1-286 苏州瑞森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E1-287 大连瓦工重型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291 南京久思诚贸易有限公司

E1-293 江苏飞亚机床有限公司

E1-301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1-30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北京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

E1-306 西安力德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E1-311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E1-312 西安纳诺精密测量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E1-315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316 陕西威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E1-402 北京瑞米机械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E1-411 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

E1-412 沈阳泰格科技有限公司

E1-493 沧州铭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496 滨州博海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E1-501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E1-505 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E1-511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E1-513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1-516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E1-591 南京建克机械有限公司

E1-592 上海量刃工具有限公司

E1-593 南京德西数控新技术有限公司

E1-606 四川深扬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E1-617 杭州华方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618 泰州市江洲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619 江苏三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620 苏州市宝玛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1-691 宁波高新区恺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692 张家港市超声电气有限公司

E1-693 苏州市光福电讯器材厂

E1-695 苏州市科龙应用技术研究所

E1-696 天津轮达鑫盛机械有限公司

E1-701 青海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E1-702 桂林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E1-703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有限公司

E1-705 上海量具刃具厂有限公司

E1-706 苏州阿诺精密切削技术有限公司

E1-707 大连富士工具有限公司

E1-708 大连远东工具有限公司

E1-721 上海松德数控刀具制造有限公司

E1-722 戴杰磨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1-796 北京德铭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801 上海特略精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802 沈阳众一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821 山东临沂金星机床有限公司

E1-822 南京肯迈得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E1-823 云南精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1-825 北京中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E1-826 广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E1-828 江苏齐航数控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1-829 深圳市远见机械有限公司

E1-891 安徽省海安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E1-892 上海申联试验机厂有限公司

E2-101 台湾友嘉实业集团

E2-113-4 北巨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2-164-2 亚崴机电 ( 苏州 ) 有限公司

E2-164-3 亿铨机械（嘉兴）有限公司

E2-191 普慧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2-201 卡尔蔡司 ( 上海 ) 管理有限公司

E2-202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E2-203 苏州英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2-204 形创中国

E2-205 马尔计量设备有限公司

E2-206 温泽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E2-207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E2-211 业纳（上海）精密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E2-212 法如中国有限公司

E2-213 波龙诺孚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223 挪威迈卓诺测量系统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E2-224 住友电工硬质合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225 施泰力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E2-233 韩国精密机械株式会社

E2-248 锑玛（苏州）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2-291 奥地利 RSF 电子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E2-314 昆山嘉尼赫机械有限公司（台湾键和）

E2-402 特固克刀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404 三菱综合材料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E2-405 上海玛帕贸易有限公司

E2-411 号恩（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2-412 多马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E2-413 春保森拉天时硬质合金（厦门）有限公司

E2-414 南京蓝帜金属加工技术有限公司

E2-415 日易晖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2-416 埃莫克法兰肯精密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E2-491 普威特涂层（哈尔滨）有限公司

E2-501-1 东台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E2-501-4 苏州东昱精机有限公司

E2-601 山特维克可乐满

E2-602 泰珂洛超硬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E2-611 瓦尔特（无锡）有限公司

E2-692 无锡诺佳工具有限公司

E2-702 油机机械工业 ( 中国 ) 有限公司

E2-801 IMC- 伊斯卡刀具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2-802 钴领（常州）刀具有限公司

E2-803 高耐大因刀具（青岛）有限公司

E2-804 深圳市高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2-805 尚亚 ( 上海 )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3-101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E3-121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3-122 南京二机齿轮机床有限公司

E3-131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

E3-132 天津市达鑫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3-136 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此名单仅供参考，准确名单以现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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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grind.com

 孚尔默（太仓）机械有限公司 // 215400 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朝阳东路12号 // info-china@vollmer-group.com // Tel. +86 512 53572870

孚尔默研发的VGrind 360是一款用于生产100 mm以内直径的整

体硬质合金刀具的5轴刃磨机床。

这款机床的一个突破性特点是采用了多层次加工的结构：工件可

以分别由两个在C轴最佳转动点上垂直分布的磨头轴来加工。

整体硬质合金刀具的生产效率和精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

扫描二维码
加关注，
了解更多

孚尔默信息

W1-503

贴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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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心指南

E3-152 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3-153 济南四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3-155 杭州杭机股份有限公司

E3-201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E3-202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E3-203 北京广宇大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3-231 汉川数控机床股份公司

E3-232 桂林桂北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E3-233 天津市第二机床有限公司

E3-291 哈尔滨创博科技有限公司

E3-292 沈阳莱茵机器人有限公司

E3-401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E3-411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3-413 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

E3-415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E3-501 那智不二越（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E3-502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3-503 SMC( 中国 ) 有限公司

E3-504 上海固都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E3-505 上海 ABB 工程有限公司

E3-510 上海昱安科贸有限公司

E3-511 恩斯克投资有限公司

E3-513 库卡机器人 ( 上海）有限公司

E3-514 英纳国际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E3-591 深圳宏源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E3-592 台湾嘉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E3-593 史陶比尔 ( 杭州 ) 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E3-601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

E3-612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613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3-615 上海铼钠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616 宁夏巨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E3-702 恩梯恩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E3-712 雄克精密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3-713 瑞力盟数控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E3-791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3-802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3-892 欧瑞传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4-101 三丰精密量仪（上海）有限公司

E4-102 Star 精密株式会社

E4-104 仓敷机械株式会社

E4-105 新日本工机株式会社

E4-151 株式会社 东京精密

E4-152 西铁城（中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4-155 三菱重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E4-193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E4-194 日本黛杰工业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

E4-201 达诺巴特集团

E4-217 北京发格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4-254 西班牙尼古拉斯克雷亚集团公司

E4-271 大昌华嘉商业（中国）有限公司

E4-272 斯凯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E4-281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E4-282 翰默（上海）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4-283 鸿特机械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E4-284 环球工业机械 ( 东莞 ) 有限公司

E4-306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E4-401 斗山机床 ( 中国 ) 有限公司

E4-502 富士机械制造株式会社

E4-503 丰田工机（大连）有限公司

E4-601 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E4-602 大隈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4-603 欧士机（上海）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4-701 山崎马扎克（中国）有限公司

E4-802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E4-803 村田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5-102 三门峡中原精密有限公司

E5-238 苏州富莱克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5-239 上海冠钻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5-240 成都锋宜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E5-259 德一克精密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E5-301 成都邦普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E5-302 扬州新江正工具有限公司

E5-303 上海名古屋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E5-305 台州中天工具有限公司

E5-311 宁波利浦刃具有限公司

E5-312 江苏扬碟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E5-313 青岛美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5-328 汉中市智海精密机械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E5-407 常州市铭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E5-438 苏州赛帕埃惜精机有限公司

E6-103 透波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E6-112 苏州哈勒数控磨床有限公司

E6-113 瑞士伊斯泰克硬质合金公司 /WMC 硬质合金公司

E6-113-2 北京伊斯泰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6-122 瑞士尼克雷斯科技公司

E6-124 舒能（苏州）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E6-311 威库司锯业（上海）有限公司

E6-312 南京赫比尔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6-313 富美成钻头（上海）有限公司

E6-314 世泰科江钨特种钨（赣州）有限公司

E6-407 株式会社 德明

E6-410 韩松 M&T 株式会社

E6-412 汉川（香港）有限公司

E6-413 双龙材料株式会社

E6-415 信一秀塔克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E7-101 山东金杰机械有限公司

E7-102 南京诚达运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E7-128 陕西中博工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E7-129 沧州市新玛特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7-201 成都广泰实业有限公司

E7-202 北京德伟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7-302 江苏科瑞斯机件有限公司

E7-323 富兰克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E7-325 北京麦格纳材科技有限公司

E7-326 无锡市新德科机械有限公司

E7-327 北京天地泽科技有限公司

E7-328 长春加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7-329 安徽京虎数控电源有限公司

E7-415 台州华达工量具制造有限公司

E8-103 菱材日立刀具（上海）有限公司

E8-104 日本安努梯工具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

E8-107 帕斯卡株式会社

E8-201 株式会社日研工作所

E8-214 厦门御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8-215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E8-301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8-302 德国斯德博传动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E8-305    奥奔麦科技
E8-306 福斯润滑油（中国）有限公司

E8-307 马路科技 德国高慕有限公司 

E8-310 威士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E8-311 佐技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E8-312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E8-415 广州市欧登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E8-416 西刻标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E9-101 锅屋百迪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微信扫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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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参与幸运大转盘

E6

E5

E8

E9E7

• 精加工领域的高性价比产品
• 机床操作通过触屏
• 操作及更换工装符合人工学
• 通过模块式设计缩短供货期
• 一体化的电柜能缩短机床安装调试时间
• 充分利用机床空间，减少加工范围内部干涉
• 最大齿顶直径 320 毫米
• 模数 0.5 - 10 毫米 
• 最大齿宽 400 毫米

2017年4月17 -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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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帕耐尔斯在磨齿和成型磨削精加工领域是世界领先的机床和刀具制造商。卡帕耐尔斯的技术能在加工复杂、高难度的零件时，同时保证高精度
和高经济性。卡帕耐尔斯为客户提供方案和产品，用其精密技术推动陆地、水上和空中的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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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103 日本雪和精工株式会社

E9-104 三共机械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E9-105 西日本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10-115 赫美斯 ( 上海 ) 磨料有限公司

E10-203 蒙拓力有限公司

E10-302 上海德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0-305 GAT 传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E10-312 艾泰克机械防护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E10-315 德国哈特纳刀具有限公司

E10-401 卓勒（上海）精密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E10-402 罗伯特罗特根有限两合公司

E10-403 德国罗姆海德有限公司

E10-405 君特艾弗根责任有限公司

E10-407 和柔电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10-408-1 A．曼内斯曼机械厂

E10-409 普雷茨特精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11-101 济南文德机械有限公司

E11-102 安阳斯普机械有限公司

E11-105 镇江飞亚轴承有限责任公司

E11-106 瓦房店天久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E11-107 洛阳博盈轴承有限公司

E11-108 北京北航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E11-109 江苏思维福特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11-110 北京东方精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11-131 深圳市汉锐科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1-132 靖江市建肯高速电机有限公司

E11-133 无锡阳光精机有限公司

E11-135 江苏星晨高速电机有限公司

E11-136 北京航空精研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E11-137 浙江优特轴承有限公司

E11-138 上海原创精密机床主轴有限公司

E11-201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11-202 广州市敏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E11-203 江苏晨光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11-205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E11-301 江苏启尖丝杠制造有限公司

E11-302 北京霹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E11-303 江苏瑞安特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E11-305 岐山北方机械有限公司

E11-405 太原市德福机械有限公司

E11-406 山东华准机械有限公司

E11-407 宁波海迈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1-408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E12-101 莱州金万原机械有限公司

E12-102 烟台裕丰机床辅机有限公司

E12-103 河北晟拓机件制造有限公司

E12-105 蚌埠市金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E12-106 台州华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2-121 台州市飞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12-122 北京长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123 沧州瑞达机床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E12-125 河北华远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E12-126 四川简阳云海泵业有限公司

E12-127 武汉恒流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E12-128 佛山市明汝远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E12-129 北京丰源颢晨机械有限公司

E12-130 中船重工河北清洗机有限公司

E12-156 威海天诺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E12-201 沈阳旭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12-202 上海鑫轮超硬磨具有限公司

E12-203 深圳市玉宝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E12-205 河南省豫星华晶微钻有限公司

E12-206 河南省新航科技有限公司

E12-232 北京荣锋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12-233 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12-235 青岛四砂泰益超硬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E12-236 郑州锐力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E12-251 上海健椿隆机械有限公司

E12-252 国机精工有限公司

E12-301 北京高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302 格林利福（湖南）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E12-306 天津龙创日盛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E12-307 天津太敬格德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E12-308 中国航空航天工具协会

E12-309 贵州西南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E12-321 宁波慈光同步带有限公司

E12-322 宏富信精密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12-323 余姚市金业机械电器有限公司

E12-325 绍兴市威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12-326 南京安迈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E12-327 上海铁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12-328 象山华洋机床附件厂

E12-329 德州昊天进出口有限公司

E12-330 西安秦岭金刚石砂轮有限公司

EL-027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EL-035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学院

EL-040 苏州怡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L-045 广东万濠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EL-047 广州市诺信数字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EL-050 成都鼎创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EL-053 长春荣德光学有限公司

EL-111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EL-112 宁波丰展仪器有限公司

EL-113 成都思迪机电技术研究所

EL-115 桂林市晶瑞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EL-116 深圳市精达工量具有限公司

EL-117 上海台震实业有限公司

EL-118 石家庄邦和贸易有限公司

EL-119 浙江流遍机械润滑有限公司

EL-120 航天科工惯性技术有限公司

EL-121 长春光机数显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L-123 深州市南护群山胶木加工厂

EL-125 台州林隆贸易有限公司

EL-126 北京景年金刚石滚轮有限公司

EL-129 东莞市特马电子有限公司

EL-131 北京中科中自技术有限公司

EL-135 江西凯润达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EL-136 无锡市科瑞特精机有限公司

W1-101 哈斯自动数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1-102 圣戈班磨料磨具（上海）有限公司

W1-103 威迪亚刀具 / 肯纳飞硕金属 ( 上海 ) 有限公司

W1-110 美国赫克中国公司

W1-111 创硕过滤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W1-112 迪培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W1-113 奥智品光学仪器 ( 上海 ) 有限公司

W1-114 英格斯（香港）有限公司

W1-121 哈挺中国有限公司

W1-151 格里森销售（中国）

W1-152 法世机床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155 美国制造技术公司

W1-156 赛夺科精密主轴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157 易趋宏

W1-158 威克泰克精密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W1-160 德拉克制造服务有限公司

W1-161 马思特（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W1-162 美国光动公司

W1-191 美国极致制造公司

W1-195 美国机械制造技术协会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W1-196 美国科特机床夹具公司

W1-204 英赛 - 贝拉尔蒂股份公司

W1-205 保定向阳吉拉蒂机械有限公司

W1-206 LCM 精密科技公司

W1-207 OMG 公司

W1-208 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

W1-215 巴罗法蒂

W1-216 意大利 MT 刀座公司

W1-219 中意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W1-255 星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1-261 鸿思棣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1-263 皮特卡纳基贸易（济南）有限公司

W1-265 伯瑞通公司

W1-292 意大利诺伐公司

W1-301 沙迪克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W1-303 福禄超高压水射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304 帕莱克机械（南京）有限公司 ( 国际 )

W1-307 高博 （天津） 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W1-308 上海善能机械有限公司

W1-391 南京傲马水射流有限公司

W1-393 美国 Positrol 夹具系统技术公司上海办事处

W1-394 美国优尼索勃减振安装技术公司

W1-401 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W1-493 英格索尔机床公司

W1-501 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1-502 上海申克机械有限公司

W1-503 孚尔默（太仓）机械有限公司

W1-591 法国艾瓦赛姆泵业股份集团公司

W1-592 上海申兆和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W1-603 兄弟机械商业（上海）有限公司

W1-607 法信 ( 国际 ) 有限公司

W1-703 威腾斯坦（杭州）实业有限公司

W1-713 科美腾精密磨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W1-714 达尔康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W1-715 上海德优工贸有限公司

W1-791 艾博森空气净化设备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W1-792 美国许密特工业公司上海代表处

W1-793 哈维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1-801 易格斯拖链轴承仓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1-803 北京精诚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W1-813 格兰玛特机床设备有限公司

W2-101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W2-102 德商罗芬激光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2-103 上海偲丹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W2-104 科林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2-105 埃维斯刀座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W2-106 德国布佧特 + 委博公司

W2-107 舒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2-108 德国柯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109-1 北京迪拓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W2-151 沃特杰特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W2-152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W2-153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2-193 富利美（上海）工业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W2-195 哈格机械设备 ( 上海 ) 有限公司

W2-196 北京元德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2-201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2-202 苏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W2-203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221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2-222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W2-223 张家港新乔升科技有限公司

W2-231 北京天田机床模具有限公司

W2-232 奔腾激光 ( 温州 ) 有限公司

W2-302 力丰 ( 集团 ) 有限公司

W2-303 村田机械

W2-401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2-402 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W2-403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W2-413 上海普睿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W2-501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2-502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W2-503 信宜华辉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511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W2-512 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公司

W2-515 海南格林特机床工具有限公司

W2-516 上海恒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W2-517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W2-591 烟台江海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W2-592 陕西华恩科技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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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593 上海爱葛尼机床有限公司

W2-595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W2-596 江苏亚欧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601 深圳迪能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W2-707 天水锻压机床 ( 集团 ) 有限公司

W2-802 威尔逊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W2-803 北京珊达兴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W2-805 中安重工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W2-806 十堰天舒感应设备有限公司

W2-807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W2-811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2-812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W2-821 北京贝斯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W2-822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2-823 山东科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W2-825 济南汇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826 常州市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1 山东省青岛生建机械厂

W2-892 江苏合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3 沧州市机床防护罩厂

W3-101 德马吉森精机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W2-593 上海爱葛尼机床有限公司

W2-595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W2-596 江苏亚欧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601 深圳迪能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W2-602 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W2-615 瑞铁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W2-616 广州市启泰模具工业有限公司

W2-617 鑫精合激光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W2-618 济南奥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W2-691 安徽东海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2-692 艾玛应泰感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W2-693 上海海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2-701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W2-703 河北沃克曼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705 滕州市三合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2-706 山东高密高锻机械有限公司

W2-707 天水锻压机床 ( 集团 ) 有限公司

W2-712 南通麦斯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2-713 青岛大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2-715 北京雷默重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模具生产基地

W2-716 无锡金球机械有限公司

W2-717 锋和机械（张家港）有限公司

W2-791 烟台瑞斯克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792 东莞市震霖实业有限公司

W2-793 天津市天大切焊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W2-795 无锡泰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W2-796 天津市汇点机电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W2-801 南京大地水刀股份有限公司

W2-802 威尔逊模具（上海）有限公司

W2-803 北京珊达兴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W2-805 中安重工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W2-806 十堰天舒感应设备有限公司

W2-807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W2-811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2-812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W2-821 北京贝斯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W2-822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2-823 山东科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W2-825 济南汇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2-826 常州市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1 山东省青岛生建机械厂

W2-892 江苏合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2-893 沧州市机床防护罩厂

W2-893 沧州市机床防护罩厂

W3-101 德马吉森精机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W3-102 德国贝托特 •哈默机械制造股份公司

W3-103 德国哈斯马格磨床有限公司

W3-105 奥美特机床（太仓）有限公司

W3-107 欧峰 •凯斯勒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W3-107-1 欧峰装配技术有限公司

W3-151 埃斯维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W3-152 德国克林贝格公司

W3-153 勒菲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3-154 上海翼坤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W3-155 易孚迪感应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3-162 德国海因里希乔格有限公司

W3-193 德国莱斯特瑞兹

W3-194 汉萨福莱柯思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3-201 瑞士斯达拉格集团

W3-201-1 贝蒂

W3-201-2 宝美

W3-201-5 海科特

W3-201-8 斯达拉格

W3-202 佛雷萨

W3-204 戴怀勒印刷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3-205 施耐博格 ( 上海 ) 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W3-206 米克朗

W3-251 菲尔曼股份公司

W3-252 爱路华机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3-253-1 菲索玛特公司

W3-254 大昌华嘉香港有限公司

W3-255 瑞士精机公司

W3-255-1 沙玛特亚洲有限公司

W3-256-1 科汇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W3-257 史陶沙科技有限公司

W3-280 飞速主轴集团

W3-280-1 飞速主轴技术 ( 上海 ) 有限公司

W3-280-2 飞速精密主轴有限公司

W3-280-3 德国普利赛斯主轴有限公司

W3-282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 ( 苏州 ) 有限公司

W3-291 瑞士雅高

W3-292 IHI 集团爱恩邦德

W3-292-1 豪泽涂层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3-301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W3-302 约翰内斯 . 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W3-303 德国海德曼机床公司

W3-306 利勃海尔齿轮技术有限公司

W3-307 德国舒特机床公司

W3-308 大连因代克斯机床有限公司

W3-401 GF 加工方案

W3-402 普拉提先进镀膜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3-402-1 普拉提先进镀膜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3-403 托纳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3-404 钨马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W3-404-1 瑞格费克斯精密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W3-501 德国巨浪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W3-502 威尔海姆巴米勒精密机械 ( 北京 ) 有限公司

W3-506 恒轮机床（常州）有限公司

W3-591 易福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W3-592 德国 IMT 公司

W3-602 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

W3-604 联合磨削集团

W3-705 兹默曼（北京）有限公司

W3-706 WFL 车铣技术公司奥地利总部

W3-801 格劳博机床（大连）有限公司

W3-805 德国宝飞螺技有限公司

W4-101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W4-102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W4-131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W4-151 山东永华机械有限公司

W4-181 南京科润工业介质股份有限公司

W4-193 西安航天发动机厂

W4-195 安徽力成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W4-196 南通钰安机械有限公司

W4-201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221 山东威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W4-222 齐齐哈尔二机床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W4-223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W4-231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W4-251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4-252 南京高传四开数控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W4-253 黄山皖南机床有限公司

W4-255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

W4-292 山东福临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W4-293 科快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W4-296 精达河北机床量具制造有限公司

W4-301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4-302 上海西格码机床有限公司

W4-303 江苏新瑞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W4-311 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W4-411 嘉泰数控科技股份公司

W4-415 浙江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493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W4-495 威仁（西安）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W4-501 南通国盛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4-502 浙江西菱股份有限公司

W4-503 苏州上金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W4-505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W4-506 广东领航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W4-609 曲阜市崇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4-610 山东征宙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4-611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4-612 广州菱科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4-613 台州大久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4-695 莱州市金丰制钳有限公司

W4-696 浙江园牌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W4-701 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W4-702 东莞市巨冈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W4-703 扬州欧普兄弟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W4-705 宁波昌成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W4-715 湖南湖机国际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4-792 东莞市晋诚机械有限公司

W4-793 浙江晨雕机械有限公司

W4-795 东莞市宏标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W4-796 蚌埠天宇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W4-801 常州克迈特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W4-802 南京宁庆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W4-803 江苏恒力组合机床有限公司

W4-805 巨鑫机床有限公司

W4-806 江苏建亚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4-807 聊城鑫泰机床有限公司

W4-811 深圳市鼎泰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W4-812 青海第二机床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W4-813 常州市铭源精密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W4-815 南京新浙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816 保定向阳航空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4-817 山东威能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W4-818 江苏元利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W4-891 南通第五机床有限公司

W4-892 浙江冠宝实业有限公司

W4-893 郑州市帝玛克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W4-895 上海清临机械有限公司

WL-002 涌镇液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WL-005 浙江胜祥机械有限公司

WL-020 杭州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L-025 郑州辰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L-029 北京机工弗戈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WL-031 北美防锈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WL-033 胡默尔连接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WL-034 优科（上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WL-035 上海宁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WL-046 江阴长江电器有限公司

WL-049 西安腾达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WL-103 东莞市宝腾机械有限公司

WL-108 北京凯达科仪科技有限公司

WL-109 上海羿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L-110 上海柏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L-111 泰西 ( 北京 ) 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WL-118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WL-119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公司

WL-120 深圳市行讯广告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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