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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玛宝提供一系列独特的伺服电动折弯机，根据不同的折弯吨位和折弯长度，

有四种型号可选，可满足任何生产要求。创新的传动带将折弯力分布到整个折弯长度上，

因为采用专有的o型框架，即使在应力变形之下，亦能保证刀具对齐。eP系列伺服电动

折弯机更快、更精确，生产率更高，且具有显著的可靠性。
 

. O-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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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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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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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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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塔杆件断面也由简单到复杂，尤其现

在随着同塔多回路工程、大截面工程的

建设，杆塔载荷越来越大，杆件断面已

由单角钢发展到双拼角钢、四拼角钢、

格构式、钢管。输电塔使用的钢材材质，

基本上都采用国家标准《碳素结构钢》

GB/T700 中规定的 Q235、《低合金

高强度结构钢》GB/T1591 中规定的

Q345，少量有特殊要求的杆塔，也采

用进口钢材。总之，随着电网建设的不

断升级以及国际和国内钢铁行业的快速

发展，使得铁塔行业向高精端方向发展。

而对于未来民营铁塔发展方向，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推进精品维护模式。民营企业站

点规模较小的现状，也为在自有铁塔上

深耕维护能力提供了机遇。

⑵积极拓展疑难站点独家建设能

力。民营铁塔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背

景，在具备独家资源的特殊领域加强站

点规划建设能力，抢占优势的站点资源，

从而提高自身站点定价的话语权。

⑶企业兼并提升竞争力。随着铁塔

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小而能力弱

的铁塔公司必将走上被兼并的道路，民

营铁塔公司通过相互间的兼并与合作可

补足各自的优势领域，迅速提升站点规

模。

在“共建共享”原则下，国营和民

营铁塔进入公开竞争时代，市场竞争将

日益激烈，民营铁塔在规模与实力都不

占优势的背景下，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竞

争力，转变发展思路才能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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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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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山东嘉意机械有限公司自2012年创建以来，先后收购了意大利LAG葛世、RAINER 雷诺，
实现了意大利技术团队与国内技术团队的对接、技术专业落地，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销售与售后服务中心。逐步推进建
立了机械手折弯单元的样板客户案例，实现了单元式批量化生产，已经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将意大利智能化折弯技术落地国内
折弯运用领域的机械手折弯单元制造商。我们自2013年开始至今在国内包括电梯、电气、建筑、畜牧、厨具、交通运输等行
业实现了对钣金折弯的多品种，小批量机器人取代人的生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