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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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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INDUSTRY 产业

此外，墨西哥 - 美国科学基金会汽车及智能工厂协调人 Carlos Meneses 表示，智能工厂正使用先进的模式和仿真系统，

及高性能计算机运算等协助墨国中小企业在生产上的研发，并已成功节省时间及降低成本，这些都是工业 4.0 所带来的益处。

该基金会的先进微系统及电力部门协调人 Guillermina Avenda-o 表示，2018 年 30% 的机器人将运用聚焦于智慧机器的共同

合作，其速度将会较现在的机器人快三倍。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墨西哥将会是在汉诺威举办的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展览会 -2018 欧洲机床大展的焦点国家

(Thecountry of Honor)，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南美国家。墨西哥计划筹组超过 100 家厂商的访团参加该展览盛会，加强宣传

墨国对工业 4.0 及高科技工业发展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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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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俱进路329号
电话: 0512-3685 3910 
邮件: china@arku.com
网址: www.arku.cn

去毛刺机 精密零件矫平机

矫平 + 去毛刺 = 阿库

 EdgeBreaker®      EdgeRacer®

阿库去毛刺机专为冲压件、激光切割件、等离子切
割件以及火焰切割件设计，快速有效地双面去除毛
刺、熔渣、氧化皮，并进行倒圆角处理。

带上您的钣金件到阿库矫平去毛刺中心来！通过加工测试或外协加工，亲身感受阿库设备的卓越性能！

 FlatMaster®     EcoMaster®      PlateMaster®

阿库精密零件矫平机让钣金件达到既平整又几乎无
应力的状态，有效改善焊接、折弯、倒角等后续加
工工序，降低返工率，提高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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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018.5    金属板材成形

智造 INTELLIGENT

网址：www.mabu.de

MABU 生产 12-100 吨的小型高速

压力机，每分钟最多能冲 600 次。

网址：www.helmerding.de

能够造 63 ～ 2000 吨的压力机，

250 吨以下的压力机 SPM 能到 160 次

左右。

上篇完，本文涉及的公司的视频可以在 MFC 杂志的微信公共账号（MFC-

Home）和今日头条号看到。

德国的 MABU 公司

德国的 HIW 公司

德国的 OTTO Bihler 公司
网址：www.bihler.com

这个公司是今天这篇文章里最独特的一家公司，之前 MFC 在微信公共账号

（MFC-Home）里推介过。它的设计结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高速冲压压力机生产

线的设计，将冲压、折弯、攻丝、组装、弹簧卷边、去毛刺、校准、激光打标、接

触焊接、测量、压印、拉深、铆接、扩孔、去应力、滚压、打孔装埋、晃动、压装、

发泡包装等工艺集成到一条生产线里，可以说是把冲压钣金制造工艺里的几乎所有

的工艺都打通了，生产效率极其高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视频，绝对是把工业

制造提升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境界。











                                                       

 

 

 

  

 

 

 

 

 

 

 

 

 

 

 

 

 

 

 

 

 

 

 

 

 

 

 

 

 

 

 

 

 

 

 

 
 

 

             

地址：中国嘉善归谷科技创业园区 B 栋 407 室                 

网址：http://www.bamotech.com.cn                     

电话：0573-89102595                              

传真：0573-89102597 

冲压自动化传送系统-transfer 

多工位三次元自动传送系统：

transfer： 

 

冲压线的夹持方式: 

 

真空吸盘 

 气密夹钳 

气密夹钳的配置: 

 

线性移位单元可使夹钳在任意三轴方向上的

传送运动伸展或收缩，更好地适用在模具与钣

金件之间在任何高度的变化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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