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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槽式全真空碳氢清洗设备

废液零排放

碳氢零损耗

VOC零排放

金属颗粒物150um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北桥镇西太路4号
电话：19962899158
传真：+86 0512-66730770
邮箱：zhoukun@suzjlm.com

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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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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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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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的迷你 N-BOX 是 2018 年轻型货车市场上最畅销的车型，

而轻型货车是日本最小的公路合法车辆

对欧洲的出口。相比之下，日本以外地

区的产量仅小幅增长。

本田一直与通用汽车 (GM) 和

Cruise 公司合作开发自动驾驶汽车，还

将与通用汽车共同开发包括电动汽车电

池在内的新电池技术。重点将放在具有

更高能量密度和更小包装要求的新电池

上。

实际上，本田将为通用汽车的电池

开发提供资金，并将从通用汽车获得未

来电池需求的来源；这将使通用汽车能

够将电池开发成本分摊到更大范围内，

从而保证更多的市场，并节省本田不得

不独自开发电池技术的成本。最近的这

些协议进一步巩固了两家公司早先的承

诺，即到 2020 年共同开发燃料电池动

力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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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Industry 产业  

金属板材成形  2019.4

博莱特
空气压缩机
多应用于
激光切割行业

博莱特（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呼兰西路60弄卓越时代广场7号楼602

www.sh-bolaite.com.cn

微信公众号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成员

节能  可靠  便捷  智能

• 博莱特成立于 1999 年，提供专业的
压缩空气系统全套解决方案。2006
年，由瑞典阿特拉斯 · 科普柯集团全
资收购。

• 采用阿特拉斯 · 科普柯设计和主机， 
经过十多年发展，产品行销全国，进
入大量的应用领域，已成长为行业著
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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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实施激光切割技术

先进的技术，全面的技术诀窍。来自 Bystronic 的 BySmart Fiber 
为各种金属加工提供卓越的切割性能。该光纤激光器简单易学

并且马上就可以开始生产。现在最大功率达到 6 千瓦。

切割  |  折弯  |  自动化
bystronic.com

欢迎致电百超热线 

激光/自动化: 400 820 1885  
折弯/自动化: 400 871 7788 

BySmart_Fiber_210x285_chs.indd   1 21.01.19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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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应用空间。紧凑、实用。模块

化机床设计和附加功能，例如各种模具

夹紧装置和后挡料系统，可根据各自

生产需求进行配置。直观的操作有利

于快速掌握折弯加工技术。用户可通

过 ByVision Bending 控制系统的触摸

屏控制所有折弯过程。配合使用便捷的

折弯加工离线编程软件。可直接将程序

方便地导入 ByVision Bending 控制系

统，而无需中断正在进行的生产。

近年来智慧工厂的概念被业界热烈

讨论，已经有许多制造企业在智能生产

转型之路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同样也

有相当多的企业客户仍在等待观望。事

实证明，因为更加安全和可靠的生产环

境，更优化的人工成本，客户最终仍能

受益于智慧工厂和自动化生产线建设投

资。在可预见的未来，制造业将面临日

趋激烈的价格竞争和多样化的按需生产

要求，智慧工厂将成为制造企业从多变

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关键。通过本

次开放日活动及技术展示，能够为广大

钣金制造企业客户拓展思路，帮助客户

明确适合于自身特点的智能制造发展方

向。

百超提供源自瑞士高端技术同时兼

具高性价比的一流自动化解决方案，优

化物料流，增加设备使用率，提高工艺

可靠性，引领客户成就世界级制造。

百超成功的秘诀在于组织和团队，

拥有人数高于行业水平的技术和服务人

员以及专门的自动化工程团队，足以管

理特殊的复杂项目；研发部门持续不断

的拓展解决方案，进行符合百超技术标

准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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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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INFORMATION 信息

2019.4  金属板材成形



96 INFORMATION 信息

金属板材成形  2019.4



97INFORMATION 信息

2019.4  金属板材成形



99INFORMATION 信息

2019.4  金属板材成形

99INFORMATION 信息

2019.4  金属板材成形



100 INFORMATION 信息

金属板材成形  20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