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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槽式全真空碳氢清洗设备

废液零排放

                 VOC零排放

                                   碳氢零损耗

地    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西太路4号
联系电话：+86 0512-66730880
传    真：+86 0512-66730770
电子邮箱：manage@suzjlm.com

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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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系列激光上下料机器人

AR系列折弯机器人

立体料库（8层）

激光上下料柔性线

立体料库（18层）激光上下料

（两台激光）柔性线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盘古工业园区   网址：WWW.ANTIL.COM.CN   联系人：孟先生 0514-83838616

扬州安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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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星 liumingxing@mfc-china.org

李建     lijian@mfc-china.org

王蕾     exhibition@mfc-china.org

陈洁     mfc@mfc-china.org

王思杰 wsj13522255542@mfc-china.org

陆双杰 lushuangjie@mfc-china.org

陈凌     chenling@mfc-china.org

茅赛燕 mfc-home@mfc-china.org

李建     lijian@mfc-china.org

王海娟 web@mf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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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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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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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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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市场趋向冷静，全年融资事件

26 起，金额普遍偏小，多集中于 3D 打

印设备制造领域。

发展问题犹存 探索脚步不停

我国 3D 打印产业虽然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但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关

键技术滞后、关键装备与核心器件严重

依赖进口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此外，

中国的专用材料发展滞后，目前国内只

开发出钛合金、高强钢等几十种金属，

材料成形品性能普遍不高。而行业领军

企业及巴斯夫等材料企业纷纷布局专用

材料领域，突破一批新型高分子复合材

料、高性能合金材料、生物活性材料、

陶瓷材料等专用材料。

且目前，中国 3D 打印尚未出现大

规模的市场应用，制约大规模产业化的

原因在于打印速度较慢，成本相对较高。

随着技术的进步，局部领域已经迈过了

使用的盈亏平衡点，未来数年，3D 打

印有望迎来至为关键的迸发期。

中国 3D 打印产业前景分析

产业将持续高速增长

预计未来十年，全球 3D 打印产业

将仍处于高速增长期，据 IDC 预测，

2020 年全球增材制造产值将达 289 亿

美元；而中国在不断突破技术壁垒的过

程中，产业持续增长，进入大规模产业

化时期。

工业 3D 打印将成为主流方向

在航空航天、汽车、航海、核工业

以及医疗器械领域对金属 3D 打印的需

求旺盛，应用端呈现快速扩展趋势。

应用深度和广度持续扩展

未来，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已经从

简单的概念模型向功能部件直接制造方

向发展。例如在生物医疗领域，3D 打

印从“非活体”打印逐步进阶到“活体”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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