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效、灵活、可靠、经济的零部件生产

与传统压力机相比的优势：

�� 生产成本低

 �  预设的滑块运动曲线带来灵活、便捷的操作
�� 设备可用率高，工艺流程可靠

�� 节能

�� 卓越的服务

�� 投资成本低

MSP2-400 伺服压力机助力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经济型生产。

走进舒勒的世界

SAVE MY CONTACT

www.schulergroup.com/
stamping_cutting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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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拾年专注一件事!

做好模！快交货！买模具！找永田！
持续创新！永续改善！员工省心！老板省钱！

永田永田

    最省心
最省钱

专利模具介绍（切边刀）

80*5 切边刀专利模具特点：
● 冲头导套一体化，无导套结构，无冲头导套滑配，

调节快捷；免保养，员工省心！

● 低噪音，与 AMADA/MATE 模具 B 工位噪音差不

多。晚班生产时减少周围居民投诉 .

● 高 精 度， 长 寿 命； 节 省 材 料， 到 夹 钳 的 距 离

30MM、不会损坏砖塔和夹钳，老板省钱！

● 这一款模具质保 5 年，6800 元 / 套；3.72 元 / 天

一张材料边料省 30MM
60MM-30MM=30MM

一张标准材料省料率
30/1220=2.46%

用 100 万材料省出 24600 元
100W*2.46%=24600 元 

用 1000 万材料省出 246000 元
 1000W*2.46%=246000 元

一年用 100 万材料每天省 67.4 元
24600/365=67.4 元 / 天

一年用 1000 万材料每天省 674 元
 246000/365=674 元 / 天

    买模具
找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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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环保行业中最优质的中国制造,成为最受尊敬和信赖的行业专家。

专注于工业生产环境空气洁净和污染治理

持续服务数百家大型企业，配套众多一线品牌

以环保科技的力量，让工作环境更美好。

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安装售后专业保障

一体式滤筒除尘器 移动式烟尘净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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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伺服电机驱动，完全不使用液压系统
●  带矫平间隙控制功能

●  2级式过载保护
●  专利，带有独一无二的抽屉式的快速换辊装置

●  与液压式矫平机相比，可以节约能源消耗最大至50%
●  运行成本和环境成本低

Peak Performer GC系列机床

零件矫平机

去毛刺机

矫平代加工

板带生产线

专业的售后技术团队

50+6000=
您身边贴心的德国矫平服务——
柯乐上海矫平中心，为您提供专业的矫平代加工服务

温特斯泰格贸易（北京）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6066弄10号楼105室
联系人：符玙妍  021-33763519   rena.fu@kohler-germany.com.cn 观看零件矫平机视频 板材加工2025

CIMT 2017 中国国际机床展   展位号：W2-108

50年的经验             全球6000多台矫平设备              矫平领域的先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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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READING

一些动态，来推动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

展。

我认为，现在中国想像以前一样，

一味地躲在家里不断地往国外卖，国外

一旦制裁我们，我们就继续降价，国外

增加关税我们就接着再降价，永远不出

去，那这个时代将会结束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特朗普这个人

他是不受各种东西约束的，他会点名告

诉你，这个你必须要怎么做，那个就是

不允许。所以中国还按以前的办法，就

是你增加关税，我就降价继续出口，现

在看起来肯定是不行了，他唯一欢迎的

是你要到对方那去设厂。

所以我认为：

虽然现在看起来对中国是不利的局

面，但是很有可能恰恰会变成中国企业

真正大批出海全球化的元年，所以到最

后我们反倒需要感谢特朗普，逼得中国

人最后终于走出了全球化的这一步。

当然，我们自己也不是只是被动地

去做全球化，我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家们

和有志于通过全球化超越以前那些成功

者的创业者们，我们一起来研究如何更

好地全球化，不是因为被特朗普政府逼

着出去，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

资源都可以为我们所用了。

如果我们能够用好全球的资源，我

们就会比现有的中国企业更加成功，何

况全世界的各个经济体一直不断地告诉

我们同样一个经验，就是当这些经济体

的经济迅速地提升起来，变成全球强国

的时候，总会诞生一大批真正的跨国企

业，真正地从全球去布局的这样的企业。

中国真正的跨国企业还非常少，我

认为中国未来成功的企业家，在未来

20 年里必然是那些真正做到全球布局

的企业家。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来推动

这些企业家的成功，这样也是帮助中国

的经济更加持续地发展下去。









普玛宝邀请您参加我们展厅的2018开放日

苏州,吴江 | 2018年4月24-25-26号 

领航未来，从这里开始！ 
千万不要错过普玛宝最新的
创新技术与解决方案

新的二维激光切割机系列： 高生产力、

高精度和性价比高的特点，配有6KW激
光源，2040、2060 两种型号。

新的二维激光切割机系列: 自动化: 原材料与已加工部件的

自动上下料设备。

自动化

工业4.0: 涉及自动化生产、智

能软件和远程诊断的新解决方案。

工业Shear Genius: 冲压、剪机——

新一代冲剪一体技术

日期：2018年4月24-25-26号 
时间：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
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
     开发区兴瑞路459号

恳请您4月19号以内
提供出席确认函: 
sales@cn.prima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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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板材的预磨、

去毛刺、倒圆角及表

面拉丝的一体机

该系列设备可实现单次进料全方位均匀去除工件经

激光、等离子切割、冲压、机加工所形成的毛刺，

并完成边角倒圆。还可根据需要装配磨头以同时进

行大毛刺预磨和表面拉丝。

荷兰砂霸
万向转刷设备

上海研冲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            手机：18516098074            传真：021-50563564

网址：www.shyanchong.com              邮箱： info@shyanch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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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莱特
空气压缩机
多应用于
激光切割行业

博莱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西路60弄卓越时代广场7号楼602

www.sh-bolaite.com.cn

微信公众号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成员

节能  可靠  便捷  智能

• 博莱特成立于 1999 年，提供专业的
压缩空气系统全套解决方案。2006
年，由瑞典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全
资收购。

• 采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设计和主机， 
经过十多年发展，产品行销全国，进
入大量的应用领域，已成长为行业著
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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