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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假办公的兴起

你不会因为失去哪个员工，
就做不了事

大型拉延模调试的实践性研究

浅谈热处理
在大型汽车模具上的运用和发展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聚焦市场应用，探索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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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聚焦市场应用，探索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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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软件和编程；动态化的排产和监控；
板料冲、割、剪、折和搬运全程柔性自动化，
这造就了萨瓦尼尼钣金生产解决方案无与伦比的高效和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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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READING 悦读Deburring machin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laser cutting parts
专门为激光切割零件设计的去毛刺机

SG1030-NG+JS

去毛刺机

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彭安路53-1号      电话：0571-88524368      联系人： 龚先生  1396808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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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上下料切管机

激光上下料机器人  （ALG）

 ALC系列激光上下料机器人

APF冲床上下料

ALW上下料合体料库

双列库

半自动切管机上料（3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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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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办单位：广州中汽服务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如意技贸有限公司

中国如意技贸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海淀四季青路8号郦城工作区633室

                          电    话：010-64045931-8009

                          联系人： 高先生 18612292912     张女士 18519998913

广州制造业博览会
Guangzhou Manufacturing Exposition

广州国际数控机床展

Guangzhou Plastics & rubber Exposition

广州塑料及橡胶展览会

Guangzhou Packaging Plant Exposition
广州包装展览会

CGMT

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B区12.1
2022. 11. 23 - 25



大族超能抖音二维码 公司网站

大族超能 智创未来
金 属 成 型 及 整 套 自 动 化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商

MPS-精密切割系列       光 纤 激 光 切 割 机 MPS-C/H系列 交 互 式 光 纤 激 光 切 割 机

深圳市大族超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大族超能)是大族集团子公司、金属成型及整套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大族超能专业从事激光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自主研发了MPS-C/H、MPS-D、MPS-SL、MPS-CT、MPS-DT、MPS-PT、MPS-R、精密切割等八大系列几十种高性价比金属成形设
备，其中激光切割系统包括：标准机床型激光切割系统、定制型系统、自动化生产线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五金、机械、电器、厨具、灯饰、标识字体、广告字、健身器材、工艺品、眼镜
等行业，在国内及五大洲拥有广泛的客户群体。

世界一流的机加工中心，该加工中心拥有120余台DMG、MAZAK、OKUMA等数控加工机床及高精度检测设备。先后通过“ISO9001-2000认证” 、“ISO14001-2004认证”以及“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
志认证”，全系列产品通过欧盟CE认证，在来料、加工、组装、调试、检测、包装、出货等全过程各个环节严格把关，确保出货产品性能、质量和交货期。

大族超能总部位于深圳，在国内设有四大销售区域，近80多个销售办事处及售后服务网点，并成立了激光工艺技术研究展厅，为客户提供激光加工工艺分析和全方位的激光应用解决方案，使激
光技术与各个行业的制造工艺实现无缝对接，为广大客户提供贴身和周到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









STOBER 驱动解决方案

STOBER 驱动系统由减速器、电机、

驱动控制器以及电缆组成，具有模块化

结构，可自由扩展 - 适用于量身定制、紧凑且

功率强大的设备方案。

欢 迎 关 注

STOBER 官方微信

斯德博驱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STOBER Drive Systems Technology (Taicang) Co., Ltd.
太仓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娄江北路 8 号 3 幢
电话：0512-5320 8850
www.stoeber.cn   sales@stoeber.cn

·  减速器
·  减速电机
·  伺服电机
·  驱动控制器和电缆

一应俱全
完美适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