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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BSERVATION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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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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葛世 机械手折弯单元

电气柜行业

● 多品种生产，产品切换无需首片测

   试，无需编程示教，在10分钟以内

   完成产品型号生产切换

● 无需专业技工，只需学习能力强、

   愿意专研的操作工

● 100% 保证产品精度

● 世界一流品牌部件集成，系统安全

   可靠

● 布局合理，外观大气

为什么选择LAG葛世机械手折弯单元？

MNS

动力箱

配电箱

GGD

四个侧壁需要进行折边、压死边、双折边等多道工序轻松实现套件式生产管理：

● 全自动模式生产20余种人工难以折弯的工件

● 最小批量 ，每半小时切换一次 5台（套）

● 平均一天换 3-4  批次，一天换 3-4 次模具

● 仅需1个工人每月可折弯200-300套KYN28柜

● 产品合格率99.9%

我们的电气客户(部分):



2018.9  金属板材成形



金属板材成形  2018.9



2018.9  金属板材成形



2018.9  金属板材成形



金属板材成形  2018.9

聚氨酯发泡密封点胶机

智能彩色平板喷墨机 数控螺柱栽桩机

可代替人工贴密封胶条，钣金客户首选产品。产
品自动化程度高、性能可靠、操作维护方便，已
广泛应用于机箱机柜、汽车、照明灯具、锁具、
过滤器、家用电器、电子电气、包装等领域的防
水防尘密封。

可代替传统丝网印刷，随打随走，无需制
版，电脑排版，全彩图像一次完成，能
在各种材料表面进行彩色喷绘，且可
满足高工件的打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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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材料
广泛：可焊接冷板、不锈钢、铝
板、镀锌板等多种材料。

洛阳市锐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Luoyang Ruichuang Electrical Equipment Co.,Ltd.

地址：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高新开发区孙辛辅路       邮       编：471000
网址：www.lyrcdq.cn            邮箱：ruichuang@vip.sina.com        销售电话：13603961828
电话：0379-65112979         传真：0379-65112971                    服务热线：400-037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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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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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尤其符合超高强钢），可以消除冲

压车间里的回弹，降低材料使用，提高

了可靠性。”

最后，很多人认为从整个生命周

期来看，铝材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稳定性

不如钢材，而这一点证实未来汽车司机

们看重的一点。Thirion 说：“生命周

期评估从汽车使用三个阶段产生的排放

量进行：生产；驾驶阶段；回收阶段。

研究表明，从一辆车的整个生命周期来

看，铝材产生的温室气体是钢材的四至

五倍。”

Berkhout 透露，Tata Steel 公司

正在积极游说相关欧盟政府引进生命周

期评估系统来测试汽车排放量。  

拥有机械稳定性的电池。这些都是制造

商在电工钢以外的备选。

钢屑生厂商们预测，铝材和碳纤维

复合材料对车辆的影响相对较低，原因

有以下几点。

首先，他们一直抵制高价。第二，

他们认为钢铁具有优良机械性能（钢铁

要比铝材坚固），疲劳强度更高，更容

易成型、接合以及喷涂。

Keßler 说：“尽管钢铁的性能非常

优良，但是材料之间的竞争仍然很激烈。

因此，钢铁制造商一定要继续寻找新的

优良方案。比如在 ThyssenKrupp，我

们想缩小热成型和冷成型之间的距离，

1200 级别超高强钢冷成型技术带来更

高的可能性。我们最近还开发了一种技

造商追捧的能源存储方案——主要以三

种电池组形式制造：圆柱形、棱柱形和

袋装形。棱柱形和袋装通常在有色金属

盒子里包装，而圆柱形定尺是在镍包覆

“罐子里”包装，这是最普通的。在不

远的将来，随着低价能源存储技术的发

展，制造商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可靠的，

电工钢是电动机的主要制造材料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2017年11月7-11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展位号：2H-F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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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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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rima-power.cn

  

同成长
共完美
敬请莅临普玛宝年度最大的盛典 - 上海工博会  MWCS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透过增强的现实体验

掌握第一手最新鲜资讯。您将可以发现全新的开放式结构的复合机Combi Sharp :集两种加工技术于一体 ，

带来无与伦比的高性价比；还可以发现普玛宝最新的创新,以及我们关于工业4.0的所有最完美的诠释及关于

智能工厂的最新理念。快来发现属于您的完美解决方案吧!

请发邮件至 sales@cn.primapower.com 获取免费门票！

9月19-23日
展馆：2H

展台：A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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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_AD_SCT_MSP_210x285_CN.indd   1 2018/4/3   19: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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