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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ＷＣＳ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亚太最具影
响力的钣金加工展，尽在九月中国工博会
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如果您从事“金属板、管、棒等型材加工”相关领域

“2018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错过等一年

9月19-23日，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

设备技术，要啥有啥

激光切板/切管、焊接、激光3D打印、打标

钣金智能生产线、砖塔冲、压力机

剪板、卷板、折弯、压铆

去毛刺、矫平、表面处理、点胶密封

激光器、切割头、数控系统、软件、检验测量、冲模

自动物流仓储、冷水机、切割气体

…………

国际大牌云集

通快、天田、百超、萨瓦尼尼、马扎克

普玛宝、博栗玛、梅塞尔、LVD

三菱、村田、爱克、嘉意、台励福……

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国内巨头齐聚

大族、华工、楚天、扬力、亚威、金方圆

宏山、领创、迅镭、天弘、邦德、迪能、超能

汇能、海目星、镭鸣、粤铭、庆源、金威刻

力星、百盛、瑞铁、沃克曼、雪龙、大东

还有更多………现场等您

2H馆汇聚国内外行业领头羊，MFC作为工博会的重要合作伙伴

（展位位于2H-A0002），整理了部分全球首发、国内首发以及特色

展品让您先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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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快 Trumpf

展位号：2H-D118

TruLaser5040fiber 激光切割机

最新一万瓦 TruLaser5040fiber 激光切割机结合通快全

新TruDisk10001万瓦激光器带来业界最高水准的切割效率，

万瓦级 TruLaser5040fiber 搭载最新的暴风切割技术，切割

效率风驰电掣，能耗大幅节省。

山崎马扎克 YamazakiMazak

展位号：2H-B101

3D-FABRI-GEAR220II 激光切管机

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 3D-FABRI-GEAR220II 激光切

管机荣获第 47 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奖”，从 3D 激光加工，

到攻牙，一键搞定；

从原料搬运，激光加工，切割部件搬出等所有工序；真

正实现 DONEINONE。

百超 Bystronic

展位号：2H-E138

Xpress 折弯机

Xpress 折弯机以入门级的价格提供全套折弯技术；

操作简单，便于入门；

高精度的自由折弯和成型加工，模块化设计提供高度灵

活性。

全球首发

展会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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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 Hanslaser

展位号：2H-E128

G4020HF － IPG15000 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

扩展厚板切割领域，提高加工效率智能加工；

真正实现高速度、高品质、高稳定性；

可与自动化生产线完美组合，生产效率跃升。

比利时 LVD

展位号：2H-D088

Phoenix301510kW 光纤激光切割机

直观的 Touch-L 控制终端，为多种金属板材提供全面

的加工解决方案；

切割台面拥有 3m×1.5m，4m×2m 和 6m×2m 可选；

光源选择范围：3 ～ 10kW；

切割头柔性设计，可自动根据板材厚度，调整焦点位置

和焦点直径；

可选配自动割嘴更换系统及自动化上下料或料塔系统。

15kw 傲视全场

上海力族

展位号：2H-C161

STXFLEX12 数控冲床

STXFLEX12 是意大利 EUROMAC 新推出的高端机型，

是在 MTX FLEX 系列的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机架加固和加重；

Y 轴采用双电机驱动。具体表现为：整体机架增重 30%、速

度增加 30%、加速度增加 50%。

国内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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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力集团

展位号：2H-C118

GM 系列门式高速伺服液压机

采用伺服控制技术，节能20%～50%，噪音小于75分贝；

定位精度 ±0.05mm、机床效率提高 20% 以上；

大通径专业制造的充液阀；

PLC 控制，通过软件编程可实现多种加工工艺要求。

武汉星光工业设计

展位号：NH-A028

高速压片机

高速压片机，运用先进模块化设计理念，结构简单，维

护方便。主压及充填采用伺服电机，反应速度快，调整精度高。

超大可视的压片空间，清洁、操作更方便。

奔腾激光

展位号：2H-E016

TCF 系列激光切管机  

实现管材自动上料、激光切割、下料等动作。可高速高

质量切割方管、矩形管、圆管、椭圆管等封闭截面管材。

全自动可变径支撑系统；

卡盘自动定心，自动夹紧，全行程无需更换卡爪；

卡盘重复装夹精度高；

卡盘转动惯量小，定位精度高；

高精度齿轮齿条传动，运行稳定、精度高；

采用进口伺服电机，控制精度高；

高效的智能控制系统——意大利 SmartManager 4.0；  

可配置全自动上料系统。

部分展商特色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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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粤铭激光

展位号：NH-C008

HyTube6522 全自动光纤激光切管机

采用 PA8000 数控系统，集成了激光切割控制专用功能

模块；

采用西班牙 Lantek 切管软件，实现“全时切割、高效

切割”；

德国 PRECITEC 的电容式传感切割头；

独特的浮动托管装置，在管材送进和旋转的同时，托管

装置始终与管材表面保持接触，支撑力根据管材规格设定，

防止管材的下垂；

全自动整捆上料功能；管材截面自动识别系统，可以多

种管材混合上料；

完整的切割工艺参数库，并且备有人性化的参数界面，

根据管材类型实现“一键式设定”加工工艺，也可在界面中

实时修改激光切割工艺参数；

SMC 高精度伺服比例阀，精确控制切割辅助气体的气压

和卡盘夹持力的大小，以达到最佳的切割效果；

管材直线定位速度达到 100m/min，旋转定位速度可达

到 120m/min。

迅镭

展位号：2H-B118

全自动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 QL-FACL

柔性全自动生产，自动分拣料，使用自动上下料装置，

极大提升加工效率。

部分展商特色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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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轴自动上下料激光切管机 QL-FCALP

可加工碳钢、不锈钢、铝合金等金属材质的方管、圆管、

腰圆管、椭圆管和部分的异型管。

激光清洗系统

可取代打磨、酸洗、喷丸、超声波洗等传统方式；

主要应用于除锈、除油、除油漆及文物上的赃物等，适

用于模具、油漆、锈迹、污渍等清洗。

大族激光

展位号：2HE128

铺粉式金属激光 3D 打印系统

灵活、快速的落粉系统；

全开放工艺数据包，便于工艺二次开发；

适用于复杂随形水路、液压零件以及汽车、航空航天等

领域的复杂零件制造。

宏山激光

展位号：2H-B108

外包围双驱板管一体激光切割机 HS-G3015E

专业切割方管、圆管、矩形管、D 型管和六边形管等各

类型管材。

部分展商特色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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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激光

展位号：1H-B156

激光焊接系统 RK3300-MH24

由激光焊接机主机 RK3300、YASKAWA 机器人本体、

YASKAWA 机器人控制柜、冷水机等组成。

激光焊接焊接速度快、焊缝平整、美观，焊后无需处理；

焊缝质量高，无气孔，可减少和优化母材杂质；

组织焊后可细化，焊缝强度、韧性至少相当于甚至超过

母材金属；

可精确控制，聚焦光点小，可高精度定位，易实现自动化；

可实现某些异种材料间的焊接；

可实现点焊、对接焊、叠密封焊等。

中国中车

展位号：2H-B017

BE-1680A3 折弯机

采用 AC 伺服电机驱动，实现无油、高速、省电、稳定，

最适合精密制品的各类加工，配合自动化系统更能实现全天

候持续稳定生产；

该折弯机最大承重能力为 16t，可进行 3 轴运作。

佛山根号

展位号：2H-B015

GH-1032NT 上传动数控折弯机 

实用高效、性能稳定可靠、低故障率；

机架采用钢板焊接结构、经热处理退火消除内应力，具

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

机械式挠度补偿，薄板加工精度更高；

高速后挡料匹配高速液压系统，综合效率更高；

友好的人机操作界面，2D 编程，3D 模拟显示。

部分展商特色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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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润泽激光

展位号：2H-C001

工业集尘器 DK-55

DK 系列产品以智能型、外形美观、大风量、自动清灰

为特点，采用一体化柜式结构，专为激光行业、化工行业、

金属加工行业、木工家具行业等漂浮粉尘而设计，性价比高。

配置西门子电机，西门子 PLC 和西门子触摸屏，日本东丽聚

酯纤维滤筒，保证高级别的过滤精度和智能控制和反馈。

洛阳锐创

展位号：2H-C055

数控螺柱栽桩机

数控螺柱栽桩机可替代传统手动螺柱焊机栽钉，自动送

钉、自动焊接，可配多个焊枪同时焊接多种规格的螺钉。定

位精准，焊接牢固；

可焊接冷板、不锈钢、铝板、镀锌板等多种材料。

可将多种规格的焊接螺钉迅速、牢固的焊接在金属表面，

焊接板材背面、无明显凹陷、凸起、并且无需钻孔、铆接、

弧焊以及焊后处理等繁琐的传统工艺。

常州中安

展位号：2H-C012

精密矫平机

中安机械研发制造的各型零件精密矫平机、型材精密矫

直机、压力机配套用（带钢 / 板材开卷）精密矫平机、锯片基

体精密矫平机、无痕精密矫平机等设备，来满足用户的各种

平面度、直线度要求。

部分展商特色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