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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OBSERVATION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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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板材成形  2019.10

12 OBSERVATION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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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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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ER PUNCH BEND INTEGRATE

跃然于板
              活力赋形 

SHEET METALWORKING, OUR PASSION, YOUR SOLUTION

探索LVD
敏捷、创新和团队精神

在LVD，我们为钣金加工而生。这是我们的原动力！每一天，我们都在挑战传

统，提供具有创新性的、行业领先的钣金加工设备和软件解决方案。当然，所有

这些都是基于工业4.0的原则驱动的！我们反应的敏捷和团队精神让我们无论何

时何地都能得到客户一贯的大力支持。

助您赋予金属以生命的力量：lvdgroup.com。

Ad_Chinees Corporate_210x285.indd   1 6/05/19   13:23



2019.10  金属板材成形2019.10  金属板材成形



金属板材成形  2019.10



2019.10  金属板材成形

·  1 9 8 9 - 2 0 1 9·

                  
  

  
激

光

+ 冲 床 集 成

技
术

激光冲复合机

小批量、大批量、高精度、曲面、尖角...现代钣金加工就

好比厨师的工作：将多种配料高效、完美、多样的结合在

一起，打造出完美的产品。普玛宝的Combi系列激光冲复合

机是最有效最灵活的解决方案，让您就像置身于一个完美

的厨房，标杆自己的独特配方打造各种不同类型的钣金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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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整板切割工艺

海目星整板切割工艺分为试刀和批

量生产两个流程。试刀一般选择一个圆

方来进行切割，对圆方的尺寸一般不做

严格要求，但需确定实际尺寸与切割后

的尺寸偏差，以便大批量生产时进行尺

寸补偿，主要目的是检查参数是否能够

正常切割，切割断面、切割尺寸是否合

格，建议选择试刀图形进行试刀。

批量生产起刀点设置在零件的右

下，为减少切割过程中变形对零件造

成的误差，建议零件距板边 5mm 到

10mm。

海目星激光整板切割的优势

1. 切割过程中，无需工作人员监管，

切割完成后机器会自动发出信号，提醒

工作人员更换板材，从而节省人力物力

成本。

2. 试刀时机器会自动补偿尺寸偏差

到批量生产的图形中，更加智能化地完

成批量板材的加工过程。

3. 依据板材在厚度、加工幅面及加

工复杂程度方面的不同，批量生产前有

严格的尺寸要求和稳定的参数，加工工

件品质高、实用性强，以达到快速、稳定、

高质的加工效果。

4. 批量生产时对切割工件设置微连

接可以有效避免整板切割过程中由于板

材热变形而引起工件翘起，避免零件翻

转、发生碰撞、切割错位等情况，从而

提高整板切割的流畅性。

海目星激光整板切割技术，很好地

解决了批量板材整板加工过程中板材浪

费的问题，适用于批量规模化自动化生

产，优化了整个生产流程，大幅提升了

激光钣金加工生产效率。

随着海目星激光切割工艺技术的不

断创新和应用，穿孔慢、切割速度慢、

切割厚板难、切割断面质量差、切割参

数有偏差、板材易热变形、整板生产不

稳定等难题相继取得了突破性的攻克，

实现设备长期高效稳定运行，帮助加工

商提效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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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创新·互联·服务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THE 15th CHINA INT'L MACHINE TOOL & TOOLS EXHIBITION

展会规模 :120,000 平米  /  优质观众 :150,000 余名  /  参展企业 :1500 余家

更多信息请关注
CIMES 官方微信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BEIJING`NEW CHINA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2020 年 5 月 18~22 日
MAY 18 ～ 22,2020

主办单位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机床总公司 

联系方式 CONTACT INFORMATION

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010-82606369/5902/3182/3622/3992
010-82606967/6642/2362/3352/5862
021-64190831

传真  FAX
010-82607662/5662
邮箱  E-MAIL
cimes@cimes.org.cn

www.cimes.org.cn

承办单位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外贸发展局

30 年服务机床装备行业

展示制造尖端技术世界知名展会之一

观众行业广泛、数量多、质量高

高度专业化信息交流平台

汽车制造装备展览会 金属成形设备 

激光加工设备

金属成形设备 

激光加工设备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加工中心、磨床、

铣床、车床、测量、

工业互联网、自动化

刀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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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公众号 激光切割事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