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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开始，中国万瓦高功率激光切割机横空出世，接下来几年里，1.2 万瓦、1.5 万瓦，2 万瓦，3 万瓦，

4 万瓦的记录不断被刷新，万瓦以上的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的军备竞赛在顶尖的设备商间展开，除了加快

薄板的切割速度之外，去抢占原本属于等离子切割和火焰切割的市场，并向全球市场出口。这轮竞赛尚未结束，

但是跑在市场前几名的选手却已身影清晰。奔腾激光是超高功率激光市占率和口碑最好的厂家之一。2022 年

8 月，MFC《金属板材成形》的记者通过腾讯会议，远程采访了奔腾激光（浙江）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吴让

大先生，他是缔造奔腾激光集团辉煌的核心人物，也是为整个激光行业扩展高功率应用空间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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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激光：
  高端激光智能装备的领跑者

吴总，请您向我们读者介绍一下奔腾激光集团的总体情况。

奔腾激光 2007 年成立于武汉光

谷，2013 年温州市政府按“一事一议”

政策将奔腾激光从武汉中国光谷引入

温州，成为科技部温州激光与光电产业

集群首批引进的骨干龙头企业、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绿色工厂、浙江省隐

形冠军企业、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激

光精密加工浙江省企业研究院、省企业

技术中心。

2020 年，奔腾激光成功收购意大

利 CUTLITE 激光公司，目前有温州、

临沂、武汉和意大利佛罗伦萨四个生产

基地，生产基地超过 14 万平方米，在

全球拥有 6 个研发中心，获得了 100

多项专利技术，研发费用大约占销售额

的 5%。2021 年销售额达到 25 亿元

人民币，其中海外销售额约为 11 亿人

民币。奔腾激光在国内拥有 5000 多家

客户，中车集团、中集集团、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徐工集团、山重集团等大型

企业集团大批量采用奔腾激光的切割

和焊接设备及整线。万瓦级激光设备出

口全国领先，产品销往美国，英国，意

大利，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30 余

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国内售后服务中心遍布 50 多

个城市，海外在意大利，巴西，韩国，

英国，澳大利亚，泰国，土耳其等国家

也设有售服中心。公司连续五年获得省

首台（套）产品称号，其中 20kW 超

高功率激光切割机荣获 2019 年国内首

台（套）产品称号，30kW 超高功率

激光切割成套设备荣获 2022 年重大技

术装备国际首台（套）产品称号。坡口

激光切割设备 2021 年获得中国激光金

耀奖金奖。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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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基地

温州总部

武汉基地

意大利研发中心

奔腾激光的四大基地是如何分工和管理的？

温州公司是奔腾激光集团的总部，奔腾临沂公

司、武汉公司和佛罗伦萨的 Cutlite 公司是其全资控

股的子公司，而奔腾激光集团又是意大利上市公司

艾伦集团控股的子公司。

奔腾激光温州总部，一期和二期工厂合计占地

100 亩，员工 400 多人，主要研发生产高速高性能

闪电系列（1.2kW～40kW）和飞越系列激光切割机、

中小型激光切管机和自动化设备，以及激光加工头

和数控系统等单元部件。

武 汉 公 司 是 华 中 总 部 基 地， 大 约 有 200 多

人，主要研发生产飞扬系列和飞越系列激光切割

设 备（2kW ～ 20kW）、 飞 旋 系 列 激 光 切 管 机

（1kW ～ 12kW）、激光焊接设备，激光清洗设备

以及三维五轴激光切割设备等。我们在武汉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的未来城投资五个亿建设新型数字化工

厂，8 月 11 日厂房已经封顶，计划今年 12 月投入

使用。

山东临沂公司是华北总部基地，占地 90 亩，约

200 多人，主要研发生产大功率激光切割设备（含

坡口切割），定制化的大幅面公牛系列高功率激光

切割机（20kW ～ 40kW），重型激光切管机，H

型钢激光切割和焊接专机等。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 Cutlite Penta 是欧洲总部基

地，大约有 110 人，主要研发生产二维和三维激光

切割机、切管机和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模切板激

光切割机，皮革雕花机等，应用于金属、塑料、皮

革和木材加工行业等。

奔腾激光是一家数字化工厂，公司具有 ERP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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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运营系统、MES 智能制造系统、智能立体料库、

PLM 研发系统、远程运维 CRM 服务系统等全面的

软件管理平台，实现了与供应商和客户的数据共享，

产品制造过程中质量和进度全程监控，以及在客户

运行设备的实时监测等，实现了客户远程诊断和远

程服务功能，提高了客户响应速度，率先迈入了激

光装备智能制造新阶段。

在温州集团总部智能制造信息显示屏上，可以

随时监控三地车间的实况生产情况，所有在装设备

的生产进度监控平台，包括机器的客户所在地、机

器型号、完成进度、安装和交付时间、交付状态、

以及全国客户的生产情况等。智能系统能随时生成

各种图表，汇总各种现场的问题，由各级决策人员

派人去解决，并对共性问题由管理层进行及时整改。

除了上述的四个基地的研发中心之外，奔腾激

光还在北京和上海有研发基地，和意大利佛罗伦萨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和

温州大学等高校有深度项目合作，奔腾激光每年的

新品销售额占比四成左右。

闪电 BOLT8

公牛 BULL 5 系列大幅面激光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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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激光的主要产品和典型服务行业是哪些？ 奔腾激光给客户带来了哪些提升？

奔腾激光的主要产品包括激光平面和三维切割

机、激光坡口切割机、激光焊接机、激光管切机、

激光自动化生产线等。奔腾激光切割机产品线中，

闪电和公牛是最高级别，中间是飞越系列，飞扬是

入门级。从 2016 年起，奔腾激光持续致力于研发

万瓦级以上高功率激光设备，推动 5 ～ 60mm 中厚

板市场和重型管材行业的激光切割与焊接全自动化、

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能力。

奔腾激光的高功率激光加工设备正在服务于很

多大型工厂，行业涉及钣金加工、航空，船舶、国

防军工、汽车、海工装备、钢结构、铁塔、管道、

压力容器、工程机械和机车制造等等行业。2021

年底，20kW 和 30kW 超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的

市场占有率超过 40%，坡口设备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在高功率激光切割和坡口切割细分领域占据

中国乃至世界领先地位。仅在 2021 年，三一重工

采购了近百台奔腾激光设计制造的高功率激光切割

机、坡口切割机和重型坡口切管机等设备，并承受

了连续 3 个多月 24 小时运行的严峻考验。

奔腾激光的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和坡口切割功

能，将客户传统加工中厚板需要通过等离子切割机

下料、定位、钻床钻孔、坡口机打坡口、打磨、铣

孔等多道工序、多台机器、多个人工、多次转运才

能完成的工序，直接一次性完成，平均节省时间

70 ～ 80%，有的复杂工件甚至将生产时间由以前

的 8 人两天缩短到 1 人两小时之内完成，生产效率

产生质的提升，同时，生产过程干净无污染，节省

能源消耗，大大减少人工，材料节省约 3%，这些

都极大的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根据我们测算，一台 2 万瓦激光切割机，在工

作量饱和的情况下，一年可切割 1 万吨以上钢板，

按照 5000 元一吨计算，激光切割节省的材料费就

达到 150 万元左右，算上节省的能源、耗材和人工

成本，远超过了机床本身的价格。毫不夸张地说，

高功率激光确实是一个给工业制造带来划时代进步

的工具。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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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公司关于高功率激光切割机完胜等离子和火焰切割机的各种数据，已经深入行业。您在业内率先提到高功率激光

机还能替代部分 CNC 机加工和铣床加工，冲床加工等，成为多功能金属加工平台，这是怎么回事？

评价中厚板切割的质量，一般从切割精度、垂

直度、断面粗糙度、尖角保护、小孔切割和智能收

刀等六个维度入手，奔腾激光的高功率激光设备能

全面超越现有主流的等离子切割、火焰切割等加工

手段。

当激光功率达到 3 万瓦之后，我们发现激光切

MFC

吴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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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m 小孔穿孔 70mm 碳钢 100mm 不锈钢

割机还可以替代部分数控加工机床和铣床（加工平

面金属零件、沟槽的专用机床），用来加工厚板平

面和管材类零件。

我们在业内首次提出对此类机械零件按照加工

精度进行了分类。金属加工的机床和零件很多，按

加工精度大致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粗加工零件，

用等离子切割、火焰切割等热加工方法，精度相

对较低，一般在 0.3mm 以上。第二类精密加工零

件，一般用车铣之类的冷加工手段，精度范围为

0.01 ～ 0.03mm。如果要获得较大型的精密零件，

一般采用先粗加工，后精加工二次加工的方法完成。

奔腾激光的中厚板切割精度可以达到0.05mm，

就是非常接近铣床的精度了。所以我们建议客户，

零件精度 0.05mm 以内的，必须用传统的冷加工工

艺去完成，而 0.05mm 以上精度要求的平面和坡口

零件，直接用高功率激光切割机床就可以一次完成，

减少了加工工序，减少搬运，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4 万瓦高功率激光加工的速度是等离子加工设

备的 2 ～ 3 倍，是精密加工机床速度的 20 ～ 30 倍，

某些精加工需要半个小时完成的任务，激光加工一

分钟就完成了。虽然加工精度不如铣床，但也完全

满足使用要求。这样激光切割机就不再只是一个下

料工具，而是一个金属零件加工机床了，而且是一

个生产效率远超传统金属加工的机床。

此外，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配上飞行穿孔、飞

行切割功能和高速机床，其切孔速度并不亚于高速

冲床。如 15kW 激光在 5mm 不锈钢上切割 500 个

直径为 5mm 小孔仅需 59 秒，且断面光洁，圆度高，

无毛刺，保护镜片洁净，可以长期稳定运行。

现在一台高功率激光切割机的初始投资大概是

等离子切割机的 3 ～ 5 倍，效率大约是后者的 3 倍，

精度是后者的 3 倍，使用成本下降 7 成；激光机投

资也是低端铣床的 5 ～ 6 倍价格，效率是后者的

20 ～ 30 倍。因此大量客户在生产非高精密零件时

直接采用高功率激光切割设备一次性加工完成。比

如 30mm 以内的碳钢，高功率激光氧气切割表面粗

糙度可以达到 12.5um，单边上下面垂直度偏差为

0.1mm，切割速度可达到 1.2m/min。可以切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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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激光切割机行业竞争激烈，毛利润下降得很快，销售增加，利润却在下滑，设备商纷纷自研激光器、

数控系统和切割头，请问奔腾激光的情况如何？有哪些创新保证在大功率切割领域的地位？

今年上半年是激光切割机行业最艰难的时期，

我最近关注到激光同行的上市公司发布了 2022 年

的半年报，利润和毛利润掉得很厉害。价格战加剧，

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当年的家

电行业一样，从无序到有序，到最后只有几个行业

巨头胜出是市场竞争的普遍规律。

奔腾激光最近三年的产品毛利率一直很稳定，

部分是因为我们在核心部件和核心工艺上的巨大投

入产生的成绩，还因为我们服务对象多是行业头部

的优质客户保证的。         

光纤激光器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奔腾激光是

高功率激光机出货最多的厂家，2021 年就拿了 300

台左右的 2 万瓦以上国产激光器。这使得我们从

IPG、锐科和创鑫获得的

性价比和技术支持都是

较优的，未来还是继续

外购，没有必要什么都

自己做，什么都做一定

都做不好。我们的核心

竞争力体现在机床相关

技术上：

第 一： 自 研 的 总 线

数控系统和智能切割软

件系统

奔腾激光的最大一

个特色是自研的全新一代  Florens 系列全数字总线

式数控系统，使伺服驱动与 CNC（数控加工中心）

通讯更加快捷，机床运行速度和响应速度更快而且

支持丰富的端口类型，可以让客户与他们的 MES

和 ERP 产线完美连接，特别是适合技术实力强的

客户充分解锁切割的无限潜能； 

Smart Manager 6.5 智能切割操作系统数控系

统，源自意大利的 Cutlite 成熟激光切割系统进行国

产化升级，对激光器采用“材料——厚度——功率”

分段匹配，实现智能化激光切割。 内置了 1000 多

种切割参数，适用于奔腾激光各个机型，简单易操作，

终身免费升级。在业内困扰的碳钢切割的拐角毛刺

难题上，有较大提升，可进行 6 轴坡口切割控制。

奔腾的数控系统除了常规的氮气、氧气和空气切割

工艺，还能实现飞行穿孔、超净切割、低压切割功能，

大幅降低气体使用成本，提高切割效率和切割质量。

第二：联合开发的高效的高功率智能切割头

高功率激光切割机的另外一个核心部件是智能

切割头，2019 年奔腾激光和德国普雷茨特联合开发

了 20KW ～ 40KW 的超高功率激光切割头，合同

期内只能专供奔腾激光使用。使用了加强型冷却系

统、更灵敏和迅速的调焦电机，使用专有的多源温

度传感器和焦距控制传感器，能量更集中，解决了

加工厚板时容易出现的焦点漂移、速度变慢、切割

不稳定等问题。在未开启自适应动态调焦功能时，

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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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系统

种留根坡、Y 坡、V 坡等坡口。综合算下来，除了

初始投资较高这个缺点之外，中长期使用来看，高

功率激光切割机速度快，精度高，运行成本低，一

机多用，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加工质量、改善工作环境、

减少人工、节省材料和耗材、节省车间空间等效果

显著，投资回报率远超传统加工手段。

因此，一台高功率激光切割机床除了可以取代

等离子切割、火焰切割外，还能部分完成 CNC，铣床，

冲床，钻床，打坡口机的功能，且加工速度快，精度高，

断面亮，其使用功能远不止金属切割，而是一台名

副其实的多功能金属加工平台（首次提出加工平台

概念）。为加工站类客户带来了更多的赢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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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kW 激光的焦点漂移测试结果可达到 ±4mm，如

果不能解决焦点漂移问题，切割质量难以保证，这

是高功率激光切割机床的一个重要技术门槛。在这

个基础上，我们正在自研 50kW ～ 60kW 激光切割

头。

以 40kW 的 闪 电 7 系 列 激 光 切 割 机 为 例，

100mm 碳 钢 穿 孔 只 需 4 秒，4 万 瓦 切 割 厚 度

相 较 于 20kW 和 30kW 有 大 幅 提 升， 不 锈 钢 从

100mm 提升到 220mm，碳钢由 70mm 提升到了

130mm，40mm 不锈钢切割速度 2.2m/min，相较

于 30kw 提升了 83%。

第三：自主研发五轴联动 RTCP 激光坡口切割

摆头

奔腾激光自主研发的五轴联动 RTCP 激光坡

口切割摆头，能稳定地加工 V 坡、K 坡、留根坡

等加工难度很大的坡口。坡口切割中，由于不同

坡口角度的变化会导致切割高度的变化，不能及时

进行高度调整，就会影响实际切割的工件精度。奔

腾激光采用全闭环控制调高系统来校准机床精度

（0.01mm），在标准喷嘴和喷嘴补偿模式上设置

校准功能，从而使更换喷嘴时无需调光芯和调焦距。

在高功率激光切割装备上配备坡口切割摆头，

能够灵活地将传统板材和管材的切割、焊接、铣削

等多道工序完成的坡口加工一次精准完成。

第四：强大的整线交付能力。

奔腾激光提供成熟的激光下料自动化线、自动

上下料系统、一拖 N 柔性化生产线和管材切割机自

动下料系统。

现在我们在工程机械、航空航天、造船以及钢

材配送中心享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不仅仅是单机

性能稳定优越，更是得利于我们强大的自动化整线

的能力。上述行业多工序加工的时候，中厚板的多

次搬运是一个很大的痛点，板料沉重，每搬运一次

要重新定位，需要身体素质好且有耐心的中青年工

人，但是花钱都难找到。

奔腾激光多台激光切割机加上立体料库与自动

传输线等组合，适合大批量、多品种的自动化柔性

化激光切割加工，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无人化生产。

其中自动化模块由智能立体料库、自动传输系统、

自动分拣系统、整板在线打码系统、中控系统组成。

自动化生产线在系统意外不能整线运行时，可以化

整为零，所有单机都能马上转为人工手动操作生产。

我们已经给三一重工完成了 6 台万瓦激光联线，给

徐工机械供应商完成 8 台万瓦激光联线的自动化切

割生产线。

第五：强大及时的云管家服务系统

超高功率激光加工机运行得好，就是客户的印

钞机，出现故障能及时排除是客户非常看重的。奔

腾激光切割机推出了云管家服务，通过终端用户信

息化平台，实时远程提醒、远程诊断、远程分析和

远程维护。客户提交报修工单后，平台远程能解决

的远程解决，解决不了，自动就近派单，让售后工

程师尽快到达现场。

总结下来，从 2016 年开始，我们就将全部的

资源集中在高功率激光切割机的开发和工艺上。客

户通过奔腾激光高效、稳定、易操作的单机或生产

线生产，建立了强大的竞争力。

老客户介绍亲戚朋友购买，以及客户重复购买

占到了很高比例，例如在竞争白热化的兴化戴南、

无锡和佛山等全国各地的不锈钢市场和配送加工中

心，我们的品牌都拥有很好的口碑，确定了我们在

行业的地位。

五轴联动 RTCP
激光坡口切割摆头

　高功率智能切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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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激光在业内不光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而且获得了很多政府和行业荣誉。奔腾激光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作为一个被外资控股的公司，而且经历了把总部从武汉迁到温州的冒险之旅，相当于重新创业，今天的成功

发展有什么秘诀跟客户和业内分享？

奔腾激光的经营理念是“做激光应用专家，为

客户创造价值”，团队理念是“和谐，进取，卓越，

高效”，企业愿景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激光智能装

备制造商”，我们专注于高功率激光设备和技术的

研发，引进人才和确保研发资金的投入，保证高功

率领域研发的超前地位；同时对我们的生产实行数

字化，标准化管理，确保产品质量；始终把客户放

在第一位，尽全力提升客户满意度。通过研发，质量，

服务一起抓确保我们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奔腾激光是 2007 年由意大利艾伦集团和楚天

激光合资成立，最初是在艾伦的支持下做二氧化碳

激光切割机。2012 年之后，中国的光纤激光机市场

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我们中国的研发团队也逐渐

成熟，对国外技术依赖降低，后来反向母公司输出

光纤激光切割机床技术和产品，打开了国外高功率

激光市场。

中外合资失败的例子很多，而我们很幸运和外

方高度信任，相得益彰，艾伦作为国际知名的激光

集团，并不干预奔腾激光本土团队的决策，而且协

助引入意大利著名激光品牌 Cutlite 的并购资源，丰

富了奔腾激光的核心部件和三维控制技术；我们也

不负众望，给予集团良好的业绩回报。在集团国际

化品牌、经验和渠道的加持下，奔腾品牌激光加工

机的出口占比不断提高，为国家创造了外汇收入。

现在奔腾激光也是温州的高科技企业的标杆和

纳税大户，我们充分将政府每一份支持，转化为企

业发展的动力，将 10 年前的纸上蓝图，一步一步

变成现实，一期工厂 25 亩，二期工厂 70 亩，都已

投产。我们还协助政府建设激光产业链，现在温州

已有各种激光上下游企业 100 多家，初具规模。

MFC

吴让大

飞旋 WHIRL 重型智能激光切管机

罐体环焊缝激光电弧复合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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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激光未来的发展战略是怎么样的呢？您对薄板钣金及中厚板市场如何展望？

我们在 2017 年制定了一个奔腾激光 2027 的

十年战略，具体而言：

第一步：品质规模双提升，进入先进行列。

2017 年到 2021 年，扩大销售规模，切割业务达到

中国前列。这个目标已经圆满实现。

第 二 步： 扩 大 应 用， 智 能 制 造。2022 年 到

2024 年，进入世界激光制造行业前十名。中期战略

就是四句话：扩大激光应用，实现智能制造，掌握

核心技术，实施精品工程。在激光切割机领域，中

厚板和重型管管材加工的前景还非常广阔，我们将

向更高功率、更高效、更精细、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三维和管切、智能与自动化生产线方向继续不断创

新，深耕细作。

第三步：品牌国际化，进入世界先进前列。

2025 ～ 2027 年，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销售额达

到 100 亿元以上，成为世界激光制造前五名的选手。

至于下游用户行业，今年可能是比较困难的一

年，下半年可能略有回暖。从我们市场部反馈，新

能源（光伏、锂电、储能、风电）、医疗器械、新

能源汽车、健身器材等行业呈高速发展态势。自动

化和数字化方向正在蓬勃发展，而奔腾激光的一系

列数字化升级能够为这些企业提供帮助。

MFC

吴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