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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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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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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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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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