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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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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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757-86401009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罗穆旧路穆院工业园1号

佛山市根号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SQUARE ROOT TECHNOLOGY CO., LTD

全国服务热线：

0757-86401007 网站：http：//www.fsghkj.com

一直以创新技术、出众品质，贴心服务享誉全国，产品在电力、通讯、电子、厨卫、电梯等

十几个领域拥有广泛的忠实客户。
根号用心
塑造未来

拥有专业独立的数控折弯机核心技术研发、设计团队，融合了先进成熟的折弯机一体化控制

技术，与全进口数控系统及配件之间的契合，不断在折弯机的研发与制造上突破与创新。
根号用心
铸就品质

始终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为客户提供更佳、更全面、更贴心的智能折弯机解决方案，以高质

量的售前售后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根号用心
服务客户

好折弯机 根号造
我们一直在努力  用心做好折弯机
根号科技是一家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数控折弯机设备配套解决方案的现代化企

业，集数控折弯机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始终专注于数

控折弯机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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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FEATUR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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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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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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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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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FEATURES

42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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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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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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EQUIPMENT 会展

2018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7 月 11~13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ww.aluminiumchina.com/  展商数量：500 多家

2018 深圳国际工业自动化及机器人展览会
9 月 12-14 日

深圳会展中心 

www.areexpo.com.cn/

2018 中国国际五金展
10 月 2~24 日 

上海·国家会议中心 

www.cihs-tool.com

2018 第九届中国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矿山机械、

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上海宝马展）
11 月 27~30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www.b-china.cn/

 

2018 第二十五届广州酒店用品展览会 / 第二十五届广州

厨房设备用品展览会
12 月 16 日 ~18 日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35 万平方米

www.gzho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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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QUIPMENT 会展

开放；

4、金属板材成形之家微信小程序

商务平台；

5、金属板材成形微信号、今日头

条、网站等；

6、运营公共帐号 / 小程序开发；

7、企业 PDF 样本转手机 H5 版

制作；

8、MFC- 冲压联盟名家直播平

台，在线技术讲座；

9、钣金、冲压主机厂、用户邮件

群发；

10、MFC 自媒体平台推广 ( 今日

头条、博客、一点资讯、企鹅号、百

度百家、大鱼号等 10 余家平台推广 )；

11、《金属板材成形》杂志专家库；

12、金属成形之家网站信息发布；

13、我国金属板材成形行业报告

服务；

14、南北钣金、冲压企业考察活

动。 

如 果 您 有 兴 趣 合 作， 请 请 登

录 www.mfc-china.org/media-

plan，查看详细的 PDF 文件介绍，

或者扫描下面的二维码，直接在手机

上查看。



用户可对滑块行程高度与运动曲线自由进行编程，因此生产灵活性极佳。

- 与传统机械式压力机相比，产量显著提升。   

-  投资回报率更高。高强度钢材成形的理想之选。对滑块运动曲线进行了优化调整，

零部件质量更高，模具使用寿命更长。 

舒勒 – 始终先人一步 

伺服技术家族新成员 – 双伺服技术

www.schulergroup.com/china

微信账号：Schulerchina 或直接搜索
“舒勒”

舒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 329 号隆宇国际商务
广场 10 楼 1-6 单元 (200070)
电话：+86 (21) 6263 2183   
传真：+86 (21) 6263 2100
联系人：陈女士

SCH_PT_AD_SCT_MM_210x285_CN.indd   1 2017/1/19   8: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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