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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M2019 金属成形区展前预览
文 | 李建、王蕾

亚威股份                                展台号：2-2D06

此次展会亚威将携带 FB2516A-FMC 数控板料折

边机、HLF-1530-12000W 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

HPA 系列数控转塔冲床、PBE 系列数控折弯机、三维

激光焊接进行展示。

数控板料折边机采用独特的双向折边机构，在折边

过程中使板料保持水平，避免空间翻转，配合定位装置、

自动换模、操作机等功能部件，实现了快速、高柔性、

自动化加工。

优势一：加工效率高。与折弯机三种加工方式 ( 手

动 / 流水线 / 机器人折弯单元 ) 相比较，数控板料折边

机无需换模，工作行程短、进给速度快，综合效率较高。

优势二：模具功能强。折边机不需更换或调整模具，通

过上、下折弯模和压紧模组合动作，实现多种折弯工艺，

工艺性能出色。优势三：便于柔性生产。配置上下料辅

助装置可实现批量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节能环保折弯机，机械伺服驱动，能耗低，无油工

作，维护保养简便。集成式后档料，适合工复杂零件。

嵌入式人机界面，操作便捷，一体式操作台，安全可靠。

钣
金

装
备

FB2516A-FMC  数控板料折边机

PBE 系列数控折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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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                                展台号：2-2F37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大族激光将携带铺粉式激光 3D 打印

机 Hans M260、大族激光 G4020HF 高速光纤激

光切割机进行展示。

采用光纤激光器 IPG500W 作为能量源，配置

德国 Scanlab 高精密扫描振镜，成熟的切片及路径

规划软件比利时 Materialism 公司 Magics+BP，

或者美国 3D System 的 3DXpert，或者大族激光

自主开发的切片和路径规划软件 Hans M Path，

高效惰性气体除尘循环系统，高稳定的控制系统和

操作界面以及远程监控平台 Cloud Service，高

精度地运动系统，再配置扎实地基础工艺研究。在

该 Hans M260 设备上能够实现各种通用金属粉

末的打印成形，尺寸精度 ±0.05mm，致密度达

99.9%，通过适当的后处理工艺，打印成形的零部

件完全能够直接应用于工业生产中。 铺粉式激光 3D 打印机 Hans M260

G4020HF 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

一款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成

熟产品，拥有自动巡边、蛙跳切割、

亮面切割等众多精湛的工艺技术，

通过配备 15000W 激光器，实现了

厚板金属的高效批量加工。此外，

G4020HF 高速光纤激光切割机还可

加工任意图形，快速、高精度切割碳

钢、不锈钢和铝合金，及纯铝、黄

铜、紫铜等高反射有色金属，为轨道

交通、汽车、工程机械、农林机械、

电气制造、电梯制造等行业金属加工

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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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快                              展台号：2-2M0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通快将携带通快三维激光切割 5030、通

快 TruLaser 3040 fiber 进行展示。

此款产品拥有以下特点：

⑴适用于中小批量加工，在二维平板切割以及三维

立体加工之间也 可以灵活切换。

⑵低成本运行，每小时效率节省可以最高达到 

20%。碟片激光器 TruDisk 完美的光电效率以及低维

护成本能实 现更快的加工节拍，特别是在大批量生产

时更加受益。此外， TruLaser Cell 5030 的宽度比传

统复合机床要小，所以可以节省 1/3 的占地面积。

⑶最佳的操作便利性，直观的示教面板和触摸屏 , 

使工件加工和机床操作都更加简便。 而三维仿真编程

软件 TruTops Cell Basic 使路径优化更加快速和 可

靠。在加工新的零件时，使用 FocusLine 功能可以按

照现有 的参数自动调整焦点位置。

⑷高质量且可靠的机床组件，X-blast 喷嘴的切割

距离是它的两 倍。更大的切割喷嘴间距有效地减少了

碰撞的机率，并且提升了切割质量。

三维激光切割 TruLaser Cell 5030

二维激光切割机 TruLaser 3040 fiber

此款产品充分体现了高智能、高效率、

高灵活的行业高端定位的特性。采用了新

一代床身结构，刚性和动态性能达到新境

界，配以通快万瓦级 TruDisk 10001 激

光器和业界闻名的暴风切割技术可以释放

极强的切割效率。暴风切割技术使通快激

光切割机得以实现成倍的加工效率并显著

降低切割气体消耗和电能消耗。除此之外

还兼容了各种通快的自动上下料、料库等

设备，也可配合 TruTops Fab 等智能化

工厂管理软件成为用户智能工厂中的重要

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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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超 ByStronic                   展台号：2-2L17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百超 ByStronic 将携带

BySmart Fiber 3015/6kW 光纤激

光切割机、Xact Smart 160/3100 + 

Robot 折弯加工中心进行展示。

提升生产力，最大化车间生产能力，

提供自动化离线编程解决方案，降低加

工切换时间，可提供自动更换夹具功能。

一体式现代化设计风格：折弯机和机器

人采用统一的百超设计语言。稳定的质

量，杜绝人工加工的失误，提供完整的

折弯自动化方案。合适的价格，低成本

投入带来低风险投资，获得高生产力同

时降低运营成本。配置灵活，提供多样

的选项配置满足不同的加工应用需求，

在自动化和人工加工之间便捷切换。

Xact Smart 160/3100 + Robot 折弯加工中心

BySmart Fiber 3015/6kW 光纤激光切割机

能够根据生产范围、材料厚度和客户需求配置

不同的激光功率，有效地提高了切割速度，增加了

产品产量，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加装了最新一代

切割头。用户可在两个不同的激光束焦点之间选择，

根据不断变化的材料及其特性灵活调整，始终能实

现最佳加工质量。并且在 6 千瓦级 BySmart Fiber

装备 Cut Control 功能，用于监控整个切割过程，

降低切割缺陷的危险并减少废品。可以通过 22 英

寸的触摸屏便捷操作，让激光切割就像用智能手机

一样的便捷，为用户带来更为极致的操作体验。这

样一款产量高，应用范围广，适用于自动化设备各

种解决方案的高质量产品，将全部以入门级价格提

供。



76 EXHIBITION ＆ CONFERENCE 会展  

金属板材成形  2019.2

奔腾激光Penta Laser         展台号：2-2M06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奔腾激光 Penta Laser

将携带管材专用激光切割机、20KW

光纤激光切割机进行展示。

此款产品拥有以下特点：

⑴机床抗高热技术，确保超高功

率下机床的稳定性和切割精度。

⑵高功率专用切割头，支持长时

间稳定切割。

⑶无与伦比的切割工艺数据库，

可实现快速穿孔、高速切割和厚板切

割。

⑷配置全新 Smart Manager 4.3 控软件，优化多种打孔模式，采用新一代蛙跳管理方式，运动更流畅，无停顿；

薄板生产效率提升 25% 以上。最大限度的，在切割快速移动中，检测到金属障碍物，防止碰撞发生。

               20KW 光纤激光切割机

管材专用激光切割机

此款产品拥有以下特点：

⑴智能夹具。

⑵套料软件强大。

⑶套料软件具备分层功能，支持在圆管面上，加工任意复杂曲线图形。

⑷可配自动上下料。

⑸可配备自动上下料，节省人工成本，切割工作效率，降低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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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激光（hymson）           展台号：2-2P4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海目星激光（hymson）将携

带 HF3015H-15000W 光纤激光切割机、

HP6018D-3000 光纤激光切管机进行展示。

HF·H 系列是海目星激光最新自主研发的万瓦

级激光重型智能机床，专为超高功率激光设计，能

稳定持续地加工各类超厚板材，完美运用升降式交

换平台，具备耐高温，承重强，稳定高效输出等优势。

同时在自动化和人工加工之间便捷切换，杜绝人工

加工的失误，提供完整的切割自动化方案，让客户

提高生产力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HF3015H-15000W 光纤激光切割机

HP6018D-3000 光纤激光切管机

全新 HP·D 系列激光管材切割机是专家级的超高速智能机床。 

⑴全自动上下料平台，高速换管，轻松续切，保证长时间高效工作。

⑵双动气动卡盘，高精度定位，可实现多种管型、多种厚度的管材切割。

⑶拥有高度自动化，五轴联动，超快速旋转、移动和高精密定位等特点，能够 24 小时稳定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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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田 AMADA                        展台号：2-2G0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天田 AMADA 将携带混合驱动全自动

换模折弯机 HG 1003 ATC、光纤激光复合加工机

LC-2512C1AJ 进行展示。

在实现了节能低成本、高效率的工程统合之上，

还通过新的台面防护罩结构，提供了除激光遮光以

外，发挥出削减数冲加工打击声、轴移动声音、激

光辅助气体喷射声音等的“降低噪音”效果，以及

激光加工中的“防尘”效果等附加价值。
光纤激光复合加工机 LC-2512C1AJ

百盛激光                                展台号：2-2N06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百盛激光将携带 3015JDE（大包围全

自动滚网送料激光切割机）、3015HDE（大包围

爬坡式交换台激光切割机）、6020GE（简易激光

切管机）进行展示。

是一款全自动上料、送料、切割、下料、到成

品一条龙式激光切割机。最大程度节约了人力和物

力，提高了生产效率，加大生出量。外观设计上我

们采用了大包围式，让操作人员更安全，此机型配

置选用国际进口配置，保证质量与服务。适用于大

批量生产，如：锅具行业、环保行业、厨具行业等。

3015JDE（大包围全自动滚网送料激光切割机）

3015HDE（大包围爬坡式交换台激光切割机）

一款专业从事板材切割加工的激光切割机，此

机型采用爬坡式交换，全部交换过程可在 8 ～ 10

秒钟之内完成，爬坡式交换是我司专利技术，同时

也是国际最前沿的科技技术。机床我们采用 W 型结

构焊接，经过高温退火——喷砂——开粗——震动

时效——精加工等工艺，能有效的保证机器工作时

切割精度高，变形小，速度快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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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德激光                                展台号：2-2K07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邦德激光将携带高功率激光切割机

S4020、板管一体激光切割机 F3015T3 进行展示。

搭载美国 IPG 光纤激光器，功率高达

15000w，性能之王，无惧厚板。配合最新发布

的 BodorCutting V2.0 切割工艺，切速达普通工

艺 200% ～ 400%，切割 8mm 碳钢速度可达 13

米 / 分钟。速度之王，强悍动力令人胆寒。此外，

Bodor S4020 汇集众多超前科技，以一系列屡获殊

荣的智能化设计，诠释高谋远见。 高功率激光切割机 S4020

铭镭激光                               展台号：3-3H3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铭镭激光将携带光纤激光切割机进行

展示。

此款产品特点：

⑴采用进口丝杆及直线导轨，传动平稳，精度高；

机床及铸铝横梁经过高温，精密龙门铣，长年工作

不变形，可保持高强度、高精度。

⑵自主研发收料装置，实现成品与废料隔离，

有效提升加工生产效率。小产品和废料采用漏斗接

收和尾部导料的方式收取；大件产品采用废料和产

品在线分离的方式，产品机械手抓取或经流水线输

送，废料经废料收卷机收集。

⑶智能排版：切割图形智能排版；支持多类图

形导入，智能巡边，自动定位；提高板材利用率，

减少废料；简洁快速的系统操作，准确的切割指令，

使客户体验更加优良。

光纤激光切割机

⑷配备抽尘系统与注油系统：配备抽尘结构，独立密封

管道出口，实现方便对接。

⑸中央油泵注油对接各部位运动系统，实现自动注油，

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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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意机床                                 展台号：3-3B13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嘉意机床将携带 618 压铆机、GP 

MINI 系列折弯机进行展示。

高刚性整体式加工的机身结构，压铆工作过程

中无变形，确保压铆精度，按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机

身结构及完美的模具组合，简便灵活的操作模式，

一个人就可以方便的完成大部分复杂的压铆工作，

快速设置最佳的目标压铆力并保证压力重复精度达

到 ±1%。

优势：

⑴冲压载荷：最大 54KN；喉深：458m。

⑵ 100% 防压手安全系统；最新设计的高可靠

性、高稳定的节能液压系统。

⑶最大可以压接 M10 碳钢螺母于碳钢基材；随

机配置标准工具 / 模具架。

⑷标准颜色：蓝白 / 红灰；标准电压：3 相

380V/50HZ。

618 压铆机

GP MINI 系列折弯机

紧凑型结构设计液压系统保证了双油缸驱动的上横梁在

下行过程中的高速及稳定。GP MINI 折弯机用途广泛，不仅

可以生产小型薄板工件，也可用于厚板的中型尺寸的工件，

无论对于小批量还是大批量折弯都能实现卓越的生产效率，

是精密钣金加工成本效益的最佳解决方案。

优势：

⑴友好的触屏操作界面，二维图形模拟折弯，LED 折弯

过程显示，开辟了广阔的折弯应用。

⑵低噪音，操作舒适性极高的人体工程学设计结构，灵

活的分段模具组合安装方式。

⑶凑型现代设计，采用金属板材折弯结构的后挡料及不

锈钢前托料，提升折弯速度及稳定性。

⑷设定好折弯角度后，根据折弯厚度、材料性质、弯曲

长度和模具的开口尺寸自动设定所需功率。

⑸通过上横梁的倾斜折弯可以进行一些锥形零件的加工。



81 会展 EXHIBITION ＆ CONFERENCE

2019.2  金属板材成形

德国施诺德 Schroder          展台号：2-2B7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台德国施诺德 Schroder 德国施诺德折

边机进行展示。

拥有最长：折边长度 5000mm（电动）

6000mm( 液压驱动）。最厚：8mm( 电动）16mm（液

压）。最快：每秒 150 度的折边速度。最高：

1400mm（MAK 4 EVO 扩展型号）“四最”的特点。

独有特点：

⑴基于材料数据库采样

⑵数学建模实现自动挠度补偿和压边梁 / 折边

梁自动倾斜

⑶压边梁可翻转实现自动换刀

⑷折边梁驱动采用一体式减速机的高刚性设计
德国施诺德折边机

冠壹机械                                 展台号：2-2N10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冠壹机械将携带CS系列 （CS-2080）

进行展示。

全电伺服折弯机 CS-2080

⑴整机全部采用 AC 伺服电机驱动，具备无油、

省电、高速、稳定等特点。

⑵配合进口高精度光栅尺，进行全闭环控制，

主轴深度控制可达 0.005mm。

⑶配合人性化系统操作界面，可适应全天候持

续稳定生产，高清晰 10 寸触摸屏，简单、安全的

对模方式，人性化操作编程界面。

⑷无需液压油，不会因油温变化而影响折弯精

度，不会产生废弃油造成环境污染。

全电伺服折弯机 CS-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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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锻                                       展台号：3-3G5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广锻将携带 HD2S 系列伺服精密油压机进行

展示。

采用三维有限元法设计计算开发，通过伺服电机及伺服

控制系统实现对油泵进行速度、压力闭环精准控制。

液压动力机构安装在机身上方，由泵、电机、阀集成块，

油箱等组成，动力机构中包括油液过滤、冷却器、油温油位

显示等多种装置。主油泵采用美国派克油泵或海特克，通过

伺服电机及伺服控制系统对油泵进行速度、压力闭环控制，

可以根据每一工步要求自动匹配油泵转速，减少了常规系统

中电机空转能耗及液压油节流、溢流损失。该油电伺服系统，

动态响应灵敏快捷，速度切换平稳，冲击小，动力噪音低，

节能减排。由于减少节流、溢流损失，油温下降，在管路泄

漏方面有明显改善，具有精密、高效、节能等优点。 HD2S 系列伺服精密油压机

⑴电机按 PLC 设定的流量、压力自动调速，节能效果高达 30% ～ 70%；

⑵采用流量、压力双闭环，使机器动态运行平稳可靠，大 幅度减少冲击，降低运动部件的磨损 , 延长使用寿命； 

⑶ PQ 卡通过对系统流量、压力的 PID 调整，加强抗扰能力，使系统重复精度高，提高制品质量。

力星激光                                展台号：2-2H1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力星激光将携带高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 NAVSTAR 系列产品进行展示。

产品优势—— 智能、高效、安全、环保

⑴全欧配置，兼容开放。

⑵ AI 人工智能配套产品。

⑶ EtherCAT 总线控制，节能高效。

⑷高压伺服比例阀，氧、氮、空一体自动切换。

⑸ TPM 齿轮齿条减速机一体化高配，无缝衔接。

⑹安全环保，“零”污染、“零”不良、“零”浪费。

⑺采用第三代倍福数控系统，自主开发多项插件数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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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铁                                        展台号：2-2P01钣
金

装
备

此次展会瑞铁将携带 UBB-70/2500 6+1 油

电混合数控折弯机 STEP 七轴关节机械手、UBB-

100/4100D 油电混合数控折弯机、VGM 数控立式

刨槽机进行展示。

数控板料折弯柔性加工单元通过 PLC 运动控制

系统将数控折弯机、机器人有机的结合起来，可实

现板料的自动抓取，对中，折弯和码垛，有效地降

低了人工操作的劳动强度，并显著提高生产效率，

大幅节约成本。 UBB-70/2500 6+1 油电混合数控折弯机 STEP 七轴关节机械手

UBB-100/4100D 油电混合数控折弯机

可根据客户工件的折弯工艺，定制折弯单元

方案，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

⑴ Y1-Y2-X-R-W（机械补偿）4+1 轴。

⑵瑞士 CYBELEC CT12 全触屏数控系统。

⑶搭载新型油电混合驱动系统 。

⑷高速、高效、高精度。

采用比利时同步技术，瑞铁专利技术的双伺

服油电混合系统，通过左右各一组伺服电机及伺

服泵，控制 Y1，Y2 的快下、折弯及回程动作，

动作快速平稳，响应速度大大超越比例阀控制，

其能耗也只有电液比例机床的40%-60%左右，

同时该系统具有低噪音、环保、高效等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