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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活动新闻集锦
文 | MFC

MFC 举办 2020 第三届华东钣

金企业面对新形势交流大会暨第

二届钣金喷涂、焊接及表面处理

技术论坛

2020 年 7 月 24 日，由《金属板

材成形》杂志与江苏省钣金行业协会筹

备组举办的“2020 第三届华东钣金企

业面对新形势交流大会暨第二届钣金喷

涂、焊接及表面处理技术论坛”在苏州

白金汉爵大酒店成功举办。本次会议更

是得到了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及常州

市钣金协会的大力支持。

这是华东地区开年后首场钣金行业

大会，共有 60 多家企业的 107 多名

代表参会。演讲嘉宾就轨道交通钣金喷

涂工艺介绍、钣金加工企业如何走精益

生产的道路、钣金喷涂新车间的运营、

激光焊接技术在钣金行业中的应用、钣

金机柜无铆连接新工艺、钣金粉末喷涂

的解决方案等技术话题进行了热烈的探

讨，更有本次协办单位启东市汇龙镇人

民政府领导为大家介绍了启东市投资环

境。

会议由亚特兰传动总经理 孙炜先生

主持，今创集团、苏州贵翔精密机械、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中山市凯利深

电气有限公司、佛山宏石激光技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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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PGG 工业涂料（苏州）有限公

司分别做了专题技术报告。与会代表也

都代表企业进行了发言。

会后，全体代表参观了大族激光智

能装备集团苏州工厂。

MFC 组团参观百超中国工厂

2020“与未来相遇”主题展示

日

2020 年 7 月 28 日上午，百超中国

位于天津空港的工厂张灯结彩，彩旗飘

扬。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供应商、合

作伙伴和媒体记者两百多人济济一堂，

共同见证百超中国工厂 2020“与未来

相遇”主题展示日的开幕。这是疫情爆

发之后，业内为数不多的线下技术开发

日，共持续三天。MFC《金属板材成

形》杂志作为业内专业的钣金冲压杂志，

参与了本次活动的观众组织邀请工作，

陆续组织京津冀 80 多家企业共计 100

余嘉宾参加本次活动，主要集中在 7 月

29 日到达会场。

本次新品发布会上，百超中国区总

裁由游松博士代表公司致欢迎词，他说

今天是百超意义深远的一天，全球首发

重磅新品。百超中国的新战略是“在中

国，为中国”，为了更好地为中国客户

服务，百超中国成立了智慧工厂和自动

化解决方案中心，将帮助客户更快地报

价，自适应生产计划和成本优化。

这是瑞士技术、中国团队研发设计

制造的万瓦激光切割机，台面更大达到

了惊人的 6.2m×2.5m，功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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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百超大量的黑科技，如自动更换

喷嘴、自动调焦、自动光眼寻边、防碰

撞、强力切割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

代 SSC 最新技术的切割头，能极大地

提升效率和扩宽应用场景。这是百超中

国寄予厚望的一款主打中端市场的新产

品，现场测试切 40mm 的板材，亮面

效果非常好。

天津自主研发制造的 ByStar Fiber 

3015 6KW 光纤激光切割机带料库的自

动化解决方案

这个由本土专家团队为中国市场量

身定制的自动化解决方案，由激光切割

机配备料库，可以实现自动上下料，新

增了自动分拣功能，配备了 AGV 无人

搬运车、7 轴机器人折弯单元、自动化

焊接单元等。这套解决方案能够满足中

国的钣金行业客户升级需求，真正实现

无人智能化生产。

游松博士在开幕式后接受了 MFC

的访问。他提到了疫情对百超的营销活

动产生较大冲击，但是对自动化和智能

化产品和服务反而有了很大的推动。中

国经济在第二季度开始反弹，中国市场

成为百超最大的单一市场，集团将更加

注重百超中国的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

对中国的政策会有更大的倾斜。尽管遭

遇疫情，百超中国 2020 年上半年的业

绩要比 2019 年同期好。疫情迟早结束，

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有同行外企可能逐

渐退出，但是百超坚定看好中国市场，

看好中国全球化和继续改革开放的发展

势头，逐渐加码在中国的各项投入，在

中国用客户能接受的价格，制造出瑞士

品质的机器，为中国客户提供更多选择。

自 2019 年 12 月 9 日，百超的母

公司康士达宣布将非激光的服装、化学

材料、表面处理、玻璃业务陆续剥离，

把集团的全部力量集中在百超激光事业

上。百超激光将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发展

机遇。

MFC 携手宏山激光举办 2020

年中国钣金智能化生产应用与可

持续发展论坛级宏山激光苏州子

公司展厅开放日

8 月 21 日，MFC《金属板材成形》

杂志携手宏山激光在江苏省苏州市共同

举办了“2020 年中国钣金智能化生产

应用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级宏山激光苏州

子公司展厅开放日”活动，共有来自 80

多钣金企业的 120 多名参会代表参会。

本次会议邀请了参与钣金智能化改

造的专家：广日电梯的黄汉钊先生、曾

在 ABB、施耐德和双杰电气工作的专家

金俊琪先生分享了自动化生产的实际经

验。

宏山激光总工程师成军、折弯机事

业部总经理李靖华、品牌营销总经理苏

静现场与来宾分享了宏山激光在金属成

形智造的最新技术成果与应用经验。《金

属板材成形》杂志主编刘明星先生对钣

金下游用户行业的情况。

上午的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又参

观了宏山激光苏州子公司展厅。

MFC 组团参观 CIMES2020

北京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2020 年 9 月 7 日，第十五届中国

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CIMES 2020，

以下简称北京机床工具展）在北京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隆重开幕。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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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工具展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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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床总公司共同主办，北京国机展

览有限公司承办，一直以来展会得到商

务部外贸发展局的大力支持。

受疫情的影响，2020 年展会展览

面积有所减少，但是仍然有近 500 家机

床工具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到 50000

㎡。这也体现了业界同仁对展会主办方

的信任，赵立志总经理也希望展会成为

业内人士交流、合作、创新、开放、融

合的平台，共建机床工具行业的生态圈。

本届展会的主题是智能+·创新·互联·服

务，参展企业将疫情期间“修炼内功”

的成果纷纷带到展会展示。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作为国

机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为本次活动组

织了来自河北、北京、天津、东北、内蒙、

河南等 30 多个企业、产业集中区的团

组的 2000 余名观众展团参观展览会。

MFC 组团参观中国国际工业博

览会——MWCS2020 数控机

床展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

作为中国工博会的核心专业展之一，本

次展会的展商数量超过 400 余家，按展

品门类分为“三大展区”：激光加工技

术展区，钣金成型技术展区，金属切削、

激光加工及光源展区。

各大展商，重拳出击

2020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吸

引了包括通快、百超、普玛宝、萨瓦尼

尼、三菱、村田、大族、亚威、华工、

普睿玛、领创、爱克、百超迪能、宏山、

瑞铁、海目星、奔腾楚天、金澳兰、重

黎、埃锡尔、金强、阿帕奇、普雷茨特、

锐科、创鑫、利玛、文拉、斯德博、恒佳、

希格盟德、亚特兰、晨龙和创恒等在内

的 400 余家国内外顶级企业，现场展示

的产品覆盖下料、成形、自动化、焊接、

表面处理、装配等各道钣金工序。

瑞士百超

百超集中展示了在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升级中的新成果新前沿，其

中有首次亮相的光纤激光 ByStar Fiber 

4020/12kw，以及激光自动化上下料和

BySort 分拣系统，折弯机器人等自动

化解决方案。

大族激光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携激光切

割、焊接、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震撼登

场，G4020F 系列、LION 系列光纤激

光切割机，P6010D 全自动激光切管机，



76 EXHIBITION ＆ CONFERENCE 会展  

金属板材成形  2020.9



77 会展 EXHIBITION ＆ CONFERENCE

2020.9  金属板材成形

机器人三维电弧复合焊接设备，机器人

自动折弯单元，LCS200 光纤激光清洗

系统，机器人焊接工作站，及激光器、

功能部件与数控系统等设备悉数亮相，

展示大族智造“硬核”实力；LION 

6021T 系列激光切管机等多款新品重磅

出击，全球首发！

通快

德国通快在 MWCS 2020 展会

现场进行了 TruLaser Tube 3000 

fiber 中国首发。现场人潮涌动，吸引众

多观众围观。

萨瓦尼尼

意大利萨瓦尼尼也在 MWCS 2020

的现场进行了多边折弯中心集成机器人

的中国首发，现场声势浩大，人头攒动，

引来了不少观众们的驻足围观。

锐科激光

锐科激光携诸多新产品闪耀亮相国

家会展中心（上海）数控机床与金属加

工展（MWCS），3H 馆 F128 展位，“激”

发激光智能制造的中国力量，与众多行

业翘楚共襄这场亚洲制造盛宴。

各色展品，争奇斗艳

在 2020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的

现场，各家展商纷纷拿出了自家的经典

产品一一亮相。除此之外，通快、百超、

大族、三菱、领创、宏山、IPG 等均携

国内首发的激光加工设备及配件重磅亮

相；爱克的 ELITE 纯电折弯机则在现

场进行了全球首发，各式新品正式亮相，

现场吸睛无数。快跟着小编先来一睹为

快吧。

VIP 参观团，集结观展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组织了 100

多位来自启东制造业的企业代表参观了

本次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