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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主办，并与上海市国际
展览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CCMT2016），于2016年4月11 〜 15日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举行。届时，作为本年度我国机床行业规模最大、
品牌知名度最高的展览，CCMT2016将再次搭起盛大的舞
台，迎接上千家中外机床工具行业展商的精彩呈现以及众
多用户与同行观众的到来。
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自2000年在上海创办
以来，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八届。自上届CCMT2014在
国际化、专业化等方面进行了里程碑式的升级后，今年的

■ 制作单位：金属加工杂志社

新环境
新格局
新作为

CCMT2016更上一层楼，在规模上再创历史新纪录。

期

■ 出版日期：2016年4月11日

求企业要以新的作为，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来加以积极
应对。
作为市场的晴雨表，CCMT2016展会不仅是一个最新
机床工具产品的展示平台，更是一个深入了解客户需求、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了解最新科技信息的交流平台，值得
各方期待。
CCMT2016使用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1〜N5，E3〜
E7共10个室内展馆，展出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
共有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瑞士、
英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
家机床工具行业制造商报名参展，其中境外展商近400家，

本届展会的主题是“新环境·新格局·新作为”，该主题

展出面积占总面积的比例近40%，展会国际化程度得到进

准确、鲜明地反映了我国机床工具产业发展和产业市场的

一步提升。德国、美国、瑞士、意大利、韩国、西班牙、

时代特征，反映了CCMT2016的展会背景。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全面而深刻的再平衡过程中，
经济分化日益错综复杂。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步入了

日本、捷克和中国台湾地区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床协会和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惠仁

贸促机构将组织展团参展，其中德国、意大利、西班牙、
捷克都是首次将CCMT展会列为政府支持项目。

新的发展阶段，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成为新阶

本届展会展品数量众多，其中不乏新品、精品，范

段的主要变化特征。与此同时，伴随着科技进步，全球工

围涵盖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特种加工机床、柔

业技术体系、发展模式和竞争格局也正在发生重大变革。

这一变化正在悄然并深刻地重构中国机床工具产业的整体

性加工单元、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与自

这些变化已经对中国机床工具行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

格局。另一方面，消费已经超越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

动化元器件、功能部件、量具刃具工卡具、计量与检测仪

响，“需求总量明显减少，需求结构加速升级”的市场特

第一拉动力，在重化工业高速增长阶段趋于结束而对机床

器、附件与材料等众多产品，集萃了当代机床工具最新制

征正日益凸显。

消费市场产生消极影响的同时，以3C为代表的消费品制造

造技术水平之大成。展品种类和数量将远超历届CCMT。

伴随着外部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机床产业格局

对机床消费市场的拉动力日益增强。

和市场格局也在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民营企业迅速崛

新的环境、新的格局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自动化

起，其企业数量和利润总额在全行业占比均已超过80%，

成套、客户化定制、普遍的换挡升级的市场需求，客观要

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及共同承办
单位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对光顾本届展会的各界朋友
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预祝展会圆满成功！

CEO齐聚一堂共议新环境下机床工具行业的战略调整
——2016机床制造业CEO国际论坛拉开CCMT2016大幕
4月10日，全球机床工具行业知名企业CEO齐聚上海浦
东喜来登由由酒店，共同参加由CCMT2016展会主办方——

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帅朝林分别致辞，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惠仁担纲主持。

“圆桌对话”环节，5位CEO企业家围绕“巨变之下机
床工业的战略调整”主题展开深入的现场讨论，主办方邀请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举办的“2016机床制造业CEO国际论

本届CEO国际论坛主题为“新环境·新格局·新作为”，

了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冷志斌，埃

坛”，10位全球业界知名企业CEO发表了精彩演讲，并参与

与CCMT2016展会主题一致，论坛安排在展会前一天进行，

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总经理张明，格劳博

了机床协会精心组织的圆桌对话，150余位全球机床工具业

为展会预热。5位全球业界知名企业CEO：秦川机床工具集

中国公司总经理任宏志，广州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

界企业家、用户企业家、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齐聚一堂，

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龙兴元，日本大隈公司总裁花

长兼总经理汤秀清，柯马集团全球动力总成事业部营销和市

共议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机床工具产业的新发展。会议特别邀

场总监Giovanni Maria Varazi参与了对话讨论，新议题、新观

请了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当值理事长、济南二机床集团有

木義麿，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华，友嘉实业
集团总裁朱志洋，瑞士特纳斯集团车床产品管理总监、全球

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和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医疗行业经理Philippe Charles发表了精彩演说。

起百余位与会者的共鸣。

点、新思想在会场氛围中不断碰撞出启迪和智慧的火花，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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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机床制造业CEO国际论坛实况剪辑
主持人：大家知道，中国机床工具消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
同时也是今年变化最大的市场，其变化的基本特征是：需求总量持续
减少，需求结构不断升级。市场环境的变化已经对机床制造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产业孵化的趋势
也日渐明显。在这过程当中，催生出业界许多卓有成效的新作为，这
些新作为，又反过来加速了竞争新格局的形成。
本届论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举办的，因此，我们把这次论坛
的主题确定为“新环境·新格局·新作为”。如何认识这些重大变化
和深刻变革？如何把握这些变化的本质规律？从而在变化过程当中牢
牢地掌握竞争主动权，正是今天的论坛所要集中讨论的话题。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当值理
事长、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志刚先生致辞

执念坚守 主动求变
迎接机床工具行业大周期
的到来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长 龙兴元
龙总结合秦川机床10多年的
创新与改革发展实践，提出了两
大观点：第一，执念坚守，不忘
初心，即坚守本分、坚守主业和
坚守品质；第二，主动求变，打
造变革基因。
主要做法有三：一是打造
正向研发的技术发展模式；二是
构建强弱周期相济的产业发展模
式，使集团的“3个1/3”产业布
局更为统一和明晰；三是聚焦高
端，引领发展。
解读“3个1/3”：第一个1/3
是机床工具装备、智能制造岛
（生产线），主要由三大制造工
艺装备链来体现；第二个1/3是以
高端技术与工艺引领的关键零部
件制造；第三个1/3是现代制造服
务业。秦川机床战略性的结构调
整始于2011年。经过多年努力，
三大业务板块的协调发展，已初
步显现出新模式对行业波动的平
抑性。
整个机床行业正经历着一场
历史性变革。
推动秦川机床转型升级的
核心命题是：技术领先，模式取

新时代的机床
日本大隈机床总裁 花木義麿
从1898年制造第一台面条机
开始到现在的机床自动化、多功
能化、工序集约，大隈立足数控
车床，开发复合加工机床产品，
一直以来从未停止过对创新的追
求。
当前机床市场面对人工费上
涨，劳动力不足，资源与能源匮
乏，环境问题加剧，消费者需求
多样化的变化。应该采取哪些措
施？一是利用智能机床，充分满
足机床的高精度、高功能化、自
动化/无人化需求；二是利用智
能工厂，满足工厂提高效率的需
求；三是提高节能环保。
新时代的机床是什么样的
机床？花木先生指出：未来，机
床进化为智能机床，生产工厂进
化为智能工厂。想要构建智能工
厂，必须要有智能机床。
最后，花木先生总结道：大
隈机床一直坚持对技术和品质的
追求，向客户提供更高的附加价
值，为全球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
献。

创新引领发展 品质成就
未来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总
经理 姜华

胜，打造具有世界水平的高端装

新思想适应新常态；以新理念实践
新常态，以新战略谋求新发展。
二是明确方向：做好企业
“十三五”战略发展规划，以提
升国际竞争力为标杆，做好企业
技术和产品发展规划；创新引领
发展，品质成就未来；调结构、
转方式要落地，收缩战线、加强
纵深不失为明智之举；匠心打造
有自己特色的核心业务，推动专
业化、协作化配套制造管理；创
新引领转型升级应从基础技术质
量创新提升入手，商业模式固然
重要，但产品质量更重要，要兼
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做强比
做大重要，利润比规模重要，品
质比价格重要。
三是落实行动：行业面临
的危机虽然危险重重但也机会
多多；要充满信心，坚持坚守，
并用务实和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未
来；质量才是企业生存之本；建

中航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帅朝林先生致辞

论坛主持人：中国机床工具工业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惠
仁先生

数控机床全球化新格局

瑞士特纳斯的创新理念

友嘉实业集团总裁 朱志洋

瑞士特纳斯集团瑞士型车床产
品管理总监 Philippe Charles

朱总介绍了友嘉集团的设备
和产品线，他指出友嘉在设备上

特纳斯是从瑞士最著名的

是全球唯一一家从中端一直做到

钟表工业市场发展起来的一家公

高端、高高端的数控机床厂商，

司，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

并且具备最完整的全球产品线。

的市场和产品特色，不仅仅局限

面对目前机床行业不景气

于钟表行业，现已扩展到汽车、

的大环境，友嘉认为这是个新机

医疗、电子等多个细分市场。特

会，是一个并购的好机会，这正

纳斯根植于瑞士，用全球化的理

是友嘉不断大幅度收购的原因。

念不断发展，目前已有13个全球

友嘉经过26年的发展，目前在全

分公司，尤其是中国市场对特纳斯

球已经拥有超过60个制造工厂，

越来越重要，在三年之前开始在中

坐落于11个国家，所有的数控机

国加大力度，增加市场份额。

床都是一家一家通过并购、兼并而

Philippe Charles最后提出了

来。这些被并购的所有企业都在短

2017年的六大战略动力：第一

时期内实现了扭亏为盈。友嘉全球

大战略动力是业务国际化；第

并购的势头有增无减，未来速度还

二是要加强亚洲工厂的生产力，

要加快。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未

而且速度要更快，因为现在机械

来五年，友嘉在全球布局的数控

行业不能等，时间很重要，要保

机床企业将超过100家。

证元件及时交付；第三是用创新

朱总总结说，“工业4.0”

赢增长，软件、硬件方面要与时

也是友嘉集团要努力进行的一个

俱进，满足业界需求；第四是不

宁江机床是中小型企业，

重要方向，更是一个新机遇，希

但要考虑到成本，还要考虑到顾

规模不大，但是以精密见长，经

望通过“工业4.0”、“中国制

客需要很多的支持，比如修理维

历了一段时候快速扩张，近年来

造2025”为基础，不只为客户

护客户的机器，为客户提供其他

提供设备和应用，还能提供解决

的解决方案（包括编程、软件、

的领域甩掉，回归自己擅长的领

方案、经营决策以及提升竞争力

工艺）；第五还要提供运营管

域。这是明显的战线收缩，加强

方面的能力。未来不管是业务人

理，特纳斯历史悠久，但是现在

纵深。姜总谈到，他们现在特别

员、服务人员，还是生产制造人

在市场当中同样会遇到很多挑

强调用工匠精神打造双核文化：

员、研发人员，都能在非常短的

战，需要有很好的想法、理念赢

最传统的质量和可靠性。宁江机

时间了解到整个公司，可以做出

得市场份额；第六为目标细分市

床这些年，在提供成套自动化设

经营决策。最终，让友嘉从制造

场，提供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

备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已经向

企业转型为制造物业，在全球友

因为现在业界有很多的变化，有

立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行业发
展平台。

宁江机床又回归了，把过去扩张

备制造领域的系统集成商和关键

面对当前的宏观形势及行业

用户成功提供了30多套FMS生产

嘉集团突破90个企业，在这90个

很多新的材料、新的挑战、新的

功能部件供应商，迎接机床工具

现状，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常

线设备，这在国内机床制造业非

企业中选择一些企业，从自身做

零件，必须与时俱进，满足市场

行业大周期的到来。

态？姜总认为：一是转变思想：以

常领先。

起，转型为智能产业。

最新需求。

龙兴元

花木義麿

姜华

朱志洋

Philippe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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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

圆桌对话主题：巨变之下机床工业的战略调整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冷志斌（左二）
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总经理 张明（左三）
格劳博中国公司总经理 任宏志（右三）

主持人：在圆桌对话环节，

大投入，以适应市场变化和客户

由于在德国和大众汽车传统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汤秀清（右二）

的配套关系，格劳博几乎垄断了

柯马集团全球动力总成事业部营销和市场总监 Giovanni Maria Varazi（右一）

作为”的大主题，分别就成形机

张明：中国的经济，包括

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所有的动力

主持人：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床、金切机床、专用机床、电主

制造业，有两个特点，一从以

总成生产线。但后来上海通用成

轴以及汽车动力总成解决方案等

两位数速度增长变成了中速的发

了我们最大的客户。在上海通用

领域的市场和形势共同探讨：巨

展，这在经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

汽车里，格劳博的设备已经超过

变之下机床工业的战略调整。

中都看得到，眼下成为了我们新

千台，近2000台，发动机制造线

创新。主轴在机床里占有重要的

键。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时期，

冷志斌：早在几年前，亚

的常态，所以需要新的行动。第

超过20条。随着民族汽车产业的

地位，在生产线中的作用更大。

不断变化的立法过程，新的发动

威就立足于高端定位，开展成形

二点，中国已经到了人口红利丧

发展，格劳博也开始和奇瑞、吉

我们在这点尽量做稳，小创新必

机技术，新的生态友好的环境的

机床的转型升级，推动自动化成

失的阶段。大家知道，找一个好

利和长城等汽车动力总成车间合

须是可靠的创新，大创新必须要

立法，我们要准备好面对这些变

套设备的研发。几年前淘汰了低

的工人非常难，只能用提高工资

作发展势头惊人。

验证，自己认为没问题，客户认

化。去年对整个行业是很困难的

端普通产品的销售，前面五年，

的方法招募工人，这就给企业带

从这个角度对格劳博来讲，

为没问题，我个人认为，每一天

一年，可喜的是其他行业的几大

我们基本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而

来成本的压力。据统计，在最近

这几年虽然机床行业不是很景

都是新环境。挣到钱的时候，把

变化，我们很多年前就已经面对

且规模和效益取得很好的平衡。

10年当中，工资几乎翻了1.5～2

气，但是对我们影响并不是很

“脂肪”储存起来，钱留下来；

了。工业4.0，智能工厂，智能机

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公司的净

倍，根据具体区域不同而不同，

大。这种格局的发展，这种环境

订单少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尽

器，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更

利率10%，没有因为市场的波动

这对企业压力很大。

的变化，要求我们面对国内自主

量做研发。这么多年来，昊志的

聪明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想在

请嘉宾围绕着“新环境·新格局·新

的要求。

陈惠仁（左一）

造成比较大的滑坡。这得益于传

中央提出的结构性调整对制

品牌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也

研发费用没有一年会低于销售额

公司内部培养创新文化和工业自

统产品的升级换代，持续的改善

造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在

要求我们进行技术创新。如我们

的6%，我们一直坚持在做，接下

动化的文化。

产品的技术质量水平，巩固提升

制造业里面运用更多的自动化设

跟通用合作搞缸体喷涂技术，节

来把份额进一步提高10%。做主

我们要对市场，对我们客户

市场的占有率，客户的认可度。

备，一来减少人力成本，二来高

省了铸铁缸套。

轴研发的超过100名同事，而且

的需求进行足够的预测，我们应

亚威也有缺失的地方，比如激光

端市场需求更高精度和更高生产

随着新格局的出现，格劳

是自己培养为主，基本是985、

当更好的利用全球公司的优势，

技术等新型技术的应用。发展有

率的机床。埃马克看到了这个机

博的产品结构也要发生变化，

211高校招回来。这么多年来，

可以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

一些滞后，或者发展的速度和质

遇。几年以前，公司就把本地化

比如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发

没有感觉到大的压力，可能时间

主持人： 今天一共有10位

量没有达到市场发展的速度。现

提上最高的议事日程。在三年前

动机制造业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变

不长，我们更应多向各位前辈请

嘉宾参加了今天的论坛，这10位

在正在加速追赶。虽然开始晚，

江苏的常州市建了全球埃马克集

化。这种的变化可能会使格劳博

教。前面五位前辈讲得好，每个

嘉宾来自全球各国和各地区，他

但我们做机床的在制造链当中把

团里最大的生产基地，这个基地

原来的优势失掉，因此我们现

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的，如果展

们的企业非常具有代表性，各位

控的能力、质量控制能力以及产

比德国基地还要大，年生产能力

在在开发新的产品。比如这次

演讲嘉宾包括圆桌对话嘉宾都从

可达每年3000台机床，今年可以

CCMT2016上，会展出一台全新

的太宽，那就做不太好。 要扎扎

品结构优化能力相对强一些。在

实实走下去，不要太花哨的，每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话题跟大家

新常态下，我们要做好战略的抉

达到600台机床。

的五轴联动机床，应用范围比较

一样承诺都要做到，这就是我的

分享在新环境、新格局的大背景

很多人以前讲机床本地化，

广阔，这种产品在大连工厂生

目标。

下，行业的发展和转型，相信今

只是购买部件的本地化，我觉得

产，也是德国允许我们在国内生

Giovanni Maria Varazi：柯

天参加本届论坛的各位企业家、

在当前新常态下，中央在

不是，本地化应该在这里做研

产的唯一的五轴联动机床。伴随

马在中国可能因为机器人而出

各位来宾，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

发，做生产，所有的部件在这里

着新环境新形势，我们应该有新

名，实际上机器人事业部是公司

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达到我

降一补，作为企业的角度更重要

生产，这是最高级的本地化。埃

的作为。

里最小的，柯马提供全球范围

们举办论坛的目的，再次感谢大

的还是最后的一补。机床行业是

马克在前几年的发展是很快，这

汤秀清：昊志从2002年开始

内的所有类型的工业自动化解决

家的参与！

相对比较传统，产业链比较长的

几年很迅速，去年我们还实现了

做主轴研发，刚开始做线路板行

方案，主要是汽车行业。柯马20

明天CCMT2016就要正式拉

行业，发展了这么多年，其中有

两位数的增长，希望今年也有那

业用主轴。现在在线路板行业，

亿欧元的销售额，车体组装占有

开大幕，今天的各位嘉宾大部分

两个最根本的要素，一是产品的

么大的增长。

择，做好取舍。同时也要匹配相
应的资源，这样才能抓住机会。

昊志占的份额应该是最大。在金

50%～60%；动力总成是第二大

是本届展会的展商，展会将展示

技术创新要始终围绕市场需求变

任宏志： 格劳博产品的定位

属雕刻行业，在手机触摸屏模具

事业部，大概4亿欧元销售额。

全球机床制造业最新技术和产业

化，做适应性的跟进；二是企业

范围完全针对汽车发动机动力总

行业也应该是最大的，预计我们

产品品质控制，无论是可靠性，

成制造，对发动机缸体、缸盖、

今年3月份在创业板上市。

还是精度，要适应未来行业需

变速箱等壳体的加工。格劳博在

要。亚威要做好结构性的调整，

柯马数控中心的生产是在佛

成果，共同祝愿本届展会取得圆

山，也许不再能够保持两位数以

满成功，同时邀请各位嘉宾关注

刚才陈会长一直讲创新，

上的增长，但是仍然是我们最有

明年4月将在北京CIMT2017举办

中国的13年中，每年保持两位数

对我们来说标题比较大，我们

希望的市场。我想说的是，中国

的机床制造业CEO国际论坛，到

必须要踏踏实实地补好短板。在

的增长，这得益于中国快速发展

企业的情况是，小创新要不断，

市场占了全球销售额的40%，所

那时候我们再相见，谢谢大家！

技术和质量管理方面，持续地加

的汽车工业。

大创新要稳，而且不允许随便大

以中国对我们事业部而言非常关

4

CCMT2016

展商风采

China CNC Machine Tool Fair 2016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China CNC Machine Tool Fair 2016

5

CCMT2016

参观指南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CCMT2016五大看点精彩纷呈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于2016年4
月11～15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如期举办。

米。展品范围涵盖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特种加

本届展会的主题是“新环境·新格局·新作为”，意在新

工机床、柔性加工单元、自动化生产线、控制系统与自动

经济环境下，以积极主动之精神，探索寻求发展之路，实

本届展会得到包括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家境

化元器件、功能部件、量具刃具工卡具、计量与检测仪

现新作为，再创新辉煌。展会五大看点主要概括为以下几

内外企业的积极响应，其中国际知名企业众星璀璨，不胜

器、附件与材料等众多产品，代表了当代最新机床制造技

方面：

枚举。展会规模宏大，展出总面积达到创纪录的12万平方

术水平。

看点

与信息、网络深度融合，数字化制造技术取得新进展

作为制造业基础装备的数控机床，利用现代网

处理和应用以及从数字控制机器向虚拟与现实生产环境融

数控机床等多个侧面展示这方面的进展。西门子、马

络、通讯、信息、物流以及云计算、移动通信等最新

合角色的转变，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必然要求和新的发展

扎克、德马吉森精机、大隈、发那科等都有相关展品

技术，将设备、产品、物、设计与工艺技术和人之间

方向。

展出。

进行深度融合无缝连接，实现信息高效充分的交流、

看点

本届展会将从数字化工厂全面解决方案、数控系统、

与市场、用户紧密相接，专业化产品和服务取得新硕果

本届展会上，一批市场定位明确、设计精湛、软

轴磨床，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在亚洲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的VMC0656e门式五轴加工中

硬件配置专业、高效、性价比优越的专用化、定制化

首次推出齿轮加工自动化生产线，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展

心，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展出XK1445-5C

展品，与产业转型升级急需装备紧密对接，为众多用

出A30、N85、B45三台精密电火花成形机床，济南二机床

五轴龙门加工中心，南通麦斯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的

户提供多种选择。典型代表：北二的B2-K1026偏心

集团有限公司的XH2416×30五轴联动定梁龙门加工中心，

MPFMS1212柔性加工生产线等。

看点

自动化技术日新月异，无人化生产技术深入发展

在单机自动化方面，装载自动化得到更广泛的应

较大比例，展品包括对置双主轴、平行双主轴车床、走心

用途的机器人显示其在现代工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

用，工业机器人和机械臂与机床的结合是继自动换台

车床、自动车床、五轴加工中心、复合加工中心等。重庆

断提升；带有专业特长的单元自动化技术有进一步发

（APC）之后更具普遍意义的一种自动装载方式。具

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展出的汽车变速箱齿轮加工自

展，如日本发那科（FANUC）展出的ROBOCUT慢走

有“一次装卡，全部完成”功能的高自动化展品占有

动生产线，是国产自动生产线水平的最新代表；多家多种

丝线切割机。

看点

智能化硕果累累，高端技术再攀新高峰

借助现代科技，全球机床制造业在产品智能化

少，人机之间的沟通变得日益友好、便捷和通畅。日本马

汉（HEIDENHAIN）展出的最新TNC640数控系统，

方面取得快速发展，机床正变得越来越聪明，参谋助

扎克（MAZAK）的智能技术与产品广受瞩目；日本大隈

不仅延续了公司35年来对卓越品质的追求，且在系统

手作用越来越强，对工艺的把握、对制造过程随机因

（OKUMA）公司的热亲和、加工导航、防碰撞和五轴自

的智能方面也获得新的进展。

素的处置与优化，使机床对操作技能的依赖也日趋减

动调整4项智能技术及产品，堪称智能技术经典；德国海德

看点

创新引领发展，新品新技术生机盎然

本届展会集萃了全球众多的创新技术与产品，新

的传承和发展。很多企业在本届展会上推出了世界首

有限公司展出的汽车制动盘自动生产线，是创新驱

技术、新产品创生了新装备，也为企业创生了新的发

秀、亚洲首秀、中国首秀的创新之作。如瑞士斯达拉格

动发展的一个典型；南京建克机械有限公司展出的

展基础和条件。

（STARRAG）旗下宝美（BUMOTEC）亚洲首秀的S181

WR20-9九轴走心车，是我国走心车床目前技术水平

九轴五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吉林省金沙数控机床股份

的典型代表。

本届展会我们将会看到3D打印技术又有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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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T2016重要活动早知道
数控机床专项成果展继续举办
首推功能部件产品性能测试发布会

展览信息发布会公布未来出展计划
在成功举办CCMT和CIMT的基础上，自2015年起，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开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承办的数控机床专项成果展自

始组织行业企业参展境外展会，展览作为行业企业开拓境内外市场的平台作用日益

2011年首次举办以来，已经成为历届CCMT与CIMT的一道亮丽风景线！CCMT2016

显现。为了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展会平台，机床协会在CIMT2015期间成功举办了展

数控机床专项成果展精彩依旧不容错过！展区设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5馆，展

览信息发布会，并计划于CCMT2016展会期间（4月13日）继续举办该发布会，届

2

位号N5-611，展出面积约500m 。本届专项展不仅会以图文形式介绍专项实施以来

时将邀请各分会、境外机床协会和贸易机构、境内外重点参展企业和媒体单位参

行业企业在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还在专项展区展出五轴联动

加，向业界公布协会未来1～2年内的境内和境外展出计划和规划。

机床、数控系统等专项成果实物展品。

此前，2015年10月机床协会组织了31家企业赴意大利米兰EMO2015国际机床

除了实物展吸引眼球，CCMT2016专项成果展今年更添新亮点！由工业和信息化

展览会的参展团，展览面积超过1100m 2，随团参展人员近50人，其中包括北京精

部主办、机床协会承办的功能部件性能测试结果发布会将于展会开幕当天（2016年4

雕、山东威达、浙江日发、普什宁江、泊头巨人等知名企业，取得了满意的展出效

月11日）下午在数控机床专项展区召开。届时工信部相关领导、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果。2016～2017年，机床协会还将组织赴俄罗斯、土耳其、日本、印度、德国等地

会领导将出席会议，会议还将邀请功能部件制造企业、主机制造企业的领导和相关人

的国际机床展会，届时将邀请有境外推广计划的企业参加展团，并将着力为参展企

员、机床用户企业代表、媒体记者参加会议。会议将报告机械工业数控机床功能部件

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性能测试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开展滚动功能部件专项成果产品性能与可靠性测试
情况，并将发布滚动功能部件专项成果产品的性能测试结果。此一系列性能测试结果
的发布旨在推出国内滚动功能部件顶级品牌，并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

国际机床工具信息发布会（含2015年度行业“30强”发布）
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主办的国际机床工具信息发布会（含30强发布）于

机床协会经销商分会成立大会，提升服务水平

CIMT2015展会期间首次举办，来自全球各地的机床工具制造商、采购商、经销
商、行业组织、专业机构和专业媒体等100余名专业人士受邀参会，会议同时发布

从制造商到经销商，机床协会会员再添新群体！为进一步规范机床工具市场，

了2014年度中国机床工具行业“30强”企业。CCMT2016展会期间（4月11日）将

提升机床工具流通环节的经销水平，促进机床工具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发展，在

继续举办机床工具信息发布会，机床协会将在会上发布中国机床工具行业运行情况

10多家全国有影响力的机床工具经销商的倡议下，机床协会决定成立经销商分会。

分析、中国机床工具商品进出口情况分析，以及国际主要机床工具制造业情况分析

为此，机床协会开展了周密的筹备工作，在全国八大地区召开座谈会，与百余家骨

等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业内外专业人士了解全球机床工具制造业和市场的总体

干经销商讨论成立分会的相关事宜，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定于CCMT2016展会

情况及发展趋势。

前一天（4月10日）在上海召开经销商分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理事会。经销商分会的
成立，是机床协会在丰富服务内涵、拓展服务领域、扎实服务工作等方面的一大创

2016年国产数控机床应用座谈会推动供需深度交流

举。

2016年国产数控机床应用座谈会暨长效合作机制年会，将在CCMT2016期间举

产能合作暨国际化经营座谈会深入探讨国际合作方式

办，会议定于4月11～12日召开，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
技工业局联合主办，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中国和平利用军工技术协会具体承办。

产能合作暨国际化经营座谈会即将在CCMT2016期间（4月12日）召开。本次

会议将通报当前形势与相关支持政策、行业发展和需求现状，发布国产高档数

会议主要针对有海外并购的企业和出口较多的企业，会议将共同探讨在全球经济低

控机床供应目录、数控机床专项成果、数控机床需求指南，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数控

迷期，企业间如何突破地域限制，深化国际合作的方式，并探讨政府及中介组织如

机床应用效果评价要求，并通过参观机床展和数控机床专项展，考察国内外数控机

何为企业国际化经营便利性提供支持。为此，会议主办方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将

床产业最新发展，推动供需深度交流。届时将有80余家军工企业、50余家机床制造

邀请商务部负责海外投资、对外贸易管理部门领导介绍宏观环境和政策解读，同

企业代表参会。

时，也将邀请海外机构介绍投资项目。

20余场技术讲座贯穿CCMT2016

技术市场新闻发布暨技术交流会打造公益性免费服务平台
为适应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整合各方面技术创新资源，促进科

技术讲座旨在为方便境内外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相关组织利用展会平

研成果产业化，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决定在协会官网（www.cmtba.org.cn）开辟

台宣传和推广产品和技术，CCMT2016期间主办方将积极搭建提供讲座所需场地和

技术市场频道，面向全行业所有企业及相关高校与科研单位，面向与行业相关的个

相应设备、设施，并通过协会主办的各类宣传媒体、展览会会刊、参观指南等对讲

人，提供技术交流、交易的平台。这个技术市场以服务于本行业企业技术进步为宗

座信息进行大力宣传和推广。同时主办方还将主办一场先进制造技术报告会，围绕

旨，以促进技术成果项目交流和交易为使命，该平台是纯公益性免费服务平台。

3D打印、智能制造等热点，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深入交流。

目前，机床协会的技术市场频道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当中。4月12日，即

这里要提醒广大展商和观众，举办技术交流讲座的时间为2016年4月11日下午

CCMT2016开幕第二天的14∶00，机床协会将在上海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N5馆举

到4月15日。讲座内容包括机床工具行业产品推介、技术推广及信息发布等，具体

行“技术市场新闻发布暨技术交流会”，正式启动这一行业技术交流交易公益性平

信息详见CCMT2016技术讲座时间表。

台，会上将详细介绍该平台的基本情况和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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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指南

CCMT2016“院校之窗”展区、展商双扩容

CCMT2016“春燕奖”评选范围扩大

当前，机床工具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一些企业，特别是新型企

“春燕奖”是机床工具行业最具权威性的评选活动之一，得到了行业的高度

业和中小企业，无论产品开发还是制造工艺等方面都亟需更深层次和持久的技术支

重视和社会的认可。这项活动为国产数控机床行业搭建了一个精品、新品展示的平

持。而我国大专院校内蕴藏着极大的科技能力，有着齐备的实验、检测装备，更集

台，鼓励行业企业更加重视自主创新与技术进步，积极研发和生产重点行业核心制

聚着具有先进设计理念、触及全球前沿技术的科技人才，他们有意愿全面发挥自身

造领域急需的各种数控机床及数控机床配套产品。

科技人才的潜力，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春燕奖”申报范围扩大了！由原来的主机、数控系统

针对这种对接需求，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继CIMT2015展会推出“院校之

及功能部件，扩大为面向所有展品。“春燕奖”之所以权威，关键就在于其评选活

窗”新板块之后，在CCMT2016展会上将无偿开辟展览面积更大、参与院校更多的

动一直坚持公平、公正及企业自愿参加的原则，并且最重点的是不向申报企业收取

专业展区。目前已经报名参展的学校包括：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华东

任何费用，凡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会员的参展展品均可参加申报。申报产品必

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南京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

须是国产自主品牌，是近期研发的自主创新的新产品，创新成果显著，具有国际同

术学院、南京工业大学等14所大学。

类产品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国产化率较高，质量稳定可靠，市场前景较好，

在“院校之窗”展区，还将有两项精彩配套活动，一是不同领域专家将于4月
12～13日坐阵“专家门诊”，为企业解决产品可靠性、整体优化设计、热动态性、

外形美观实用；能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需求以及实现替代进口，体现出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用户对展品的性能、质量、服务等方面评价较好。

功能部件性能等技术工艺问题。二是举办2016年学生“现代加工”影像大赛，目的

机床协会将组织机床工具行业专家于CCMT2016召开前一天（4月10日）全天

是为促进机械加工专业的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展现当代青年学生奋发向上、锐意

对申报展品进行评审，并在CCMT2016上公布获奖企业和产品名单，向获奖企业颁

进取的精神风貌。

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2

“院校之窗”位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4-501，展览面积达到500m 。期待您
的光临！

2015年度行业“十佳”评选突出市场应用效果和用户评价
2016机床制造业CEO国际论坛进一步突出国际化、专业化

自2012年以来，机床协会对行业“十佳”评选活动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对奖项设
置和评定标准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新评定办法突出强调产品的市场应用效果和用

为了营造更好的展会氛围，为业界CEO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相互启迪的平台，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已在CCMT2016开幕的前一天，即2016年4月10日（星期
日）上午在上海喜来登由由大酒店（上海浦建路38号）举办“2016机床制造业CEO
国际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环境·新格局·新作为”。本届论坛将特邀4位全
球业界顶级或特色企业的CEO发表演讲、邀请多位业界知名或成长型企业的CEO进
行圆桌对话，邀请业界在全球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成长型、特色企业的CEO及企
业高管参与互动。

户评价，实施三年来不仅受到会员企业的普遍重视，同时在用户领域及社会各界也
普遍产生了很大影响。
按照新的“十佳”评定办法，机床协会组织相关人员，在初审入围的申报企业
所提供的245家用户企业中抽选出81家，深入设备应用现场，与设备维护和操作人
员见面，采取逐一现场核实的办法，了解用户对产品的真实意见和建议。以用户对
申报产品的质量稳定性、可靠性和技术创新性的实际应用的满意度为主要依据形成
核查意见，提出两项十佳初评候选名单并在协会网站予以公示。评比结果具有较强

于CCMT2014和CIMT2015期间成功举办两届之后，“机床制造业CEO国际论
坛”已在全球业界形成一定影响力。本届CEO国际论坛，主办方将继续秉持务实、
创新的精神，在保持论坛定位高端、定向业界的独特风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其
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准，精心打造一场充满智慧与激情的交流互动活动，力争使论坛
成为业界CEO进行高层次、高水平对话的平台。论坛相关信息将在机床协会主办的
报纸、杂志、网站和微信等媒体及时发布，并将借助业界专业媒体和主流公共媒体

的公信力，对机床工具行业的产品技术创新、提高质量可靠性，打造中国机床工具
品牌产品具有深远意义。
2015年度的机床工具行业“自主创新十佳”和“产品质量十佳”评定工作是在
2015年9月初正式启动的，在经过企业申报、基本条件审查、用户现场核实调研、
专家评审打分、媒体公示等评定程序后，最终结果将在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举行的颁奖仪式上公布。

进行宣传。

2016年机械工业开局运行情况
1. 工业增加值增速略好于全国工业
平均水平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1～2月
全国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5.4%，低于2015
年同期（6.8%）1.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
同比增长6.0%，高于2015年同期（7.5%）
1.5个百分点。机械工业大类中，汽车制造
业同比增长8.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同比增长8.2%，均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
2.7、2.8个百分点，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

捷克展团将举办捷克商务日
相对较低，2016年加之企业任务不饱满，

基础件行业正常开工的企业占该行业被调

开局企业生产组织和2015年比没有明显变

查企业的比重低于50%。

化。在对近60家机械工业重点联系企业的
问卷调查结果看，2016年一季度企业生

3. 累计订货同比下降，但降幅小幅
收窄

产、效益指标与2015年同期相比持平的企

截止到2015年12月，机械工业重点联

业占50%左右，同比下降的企业占30%左

系企业累计订货同比下降4.02%，其中同比

右，同比增长的不到20%。

下降的企业有72家，占比超过70%，同比

企业开工情况基本正常。从被调查
的企业看，虽然企业生产订单不尽人意，

CCMT2016捷克展团是由捷克
工贸部支持，捷克机床制造商协会
组织，共有250平方米12家机床企
业参展。
将定于2016年4月12日11点在
N4-453举办捷克商务日，欢迎感兴
趣的企业参加。

增长的有30家，占比30%左右。从累计订
货的增幅看，降幅逐月小幅收窄。

但是从了解到的企业生产开工情况看，节

企业在手订单仍显不足，主要原因：

工多数维持现有水平，少数企业有自然减

分点，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3.9%，略

后企业开工基本正常，在对60家企业的问

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企业占到65%；季节

员的情况，均属于正常调整。在被调查的

低于2015年同期水平，预计机械工业1～2

卷调查结果看，正常开工的企业占比达到

性影响（季度为生产淡季）的企业占到

企业中，77%的企业用工情况与2015年持

83.05%，开工不足的仅为16.95%。

30%；国际市场需求影响的占比不足10%；

平，18%的企业用工比2015年同期略有下

此外还有企业自身产品竞争力不足等。

降。调查显示出现同比下降的原因，主要

长3.5%，高于2015年同期（3.1%）0.4个百

月工业增加值将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

在不同的行业中，石化、重型、汽

2. 企业开工大体正常，没有出现明
显异常

车、机床、农机行业如期开工的企业数均

4. 企业用工没有大的起伏变化

是由于企业开工不足，效益不佳，企业优

机械工业一季度历年常规表现增速

超过了80%。而内燃机、工程机械、机械

从目前企业反映的情况看，企业用

化岗位、裁员、转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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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T2016“院校之窗”简介
CIMT2015展会呈现给观众一个全新的展览板块——院校之窗。展出效果明显，受到了

台。“院校之窗”是技术市场先行的一部分，我们将充分发挥其有形、面对面交流的优

行业企业和大专院校的好评。为此，在CCMT2016展会专门辟出500平方米的展区，免费邀

势，促进各大院校能够更接地气，更加有的放矢地释放科技能量，从而进入不断有研发资

请十四所大学参展。

金投入和成果实现的良性循环。我们也将促进机床工具行业企业能够在转型升级的阵痛

在参展大学中既有具有先进设计理念、触及全球前沿技术的国内一流大学，也有注重

中，有良师可以解惑，有良药可以健体，有良方可以脱胎换骨、凤凰涅槃。

实用、专注共性技术研究实力雄厚的各大院校。为企业的各层次需求提供了多种选择。

在CCMT2016“校园之窗”，我们还将举办两项活动。一是“技术专家门诊”，将聘

本届“院校之窗”有新技术、实用技术的文字和影像展示，也有实物的现场演示。

请大学专家，现场为企业答疑解惑，有需求的企业可以展前在网上预约，也可以现场排队

在机床工具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有深层次和持久技术支持的企业，必将

咨询；二是现代加工影像大赛，展示大学生在实践和展会上拍摄的现代加工影像，鼓励大

砥砺前行，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全面发挥自身科技人才的潜力

学生了解机床行业的发展现状和先进技术，了解机床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任，促进大学

的院校，才能蓬勃向上，成就百年老校。“院校之窗”愿意为双方尽绵薄之力。

生关注机床行业，激发其积极参与、投身机床事业的热情，为机床工具行业培养后备力

为适应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整合各方面技术创新资源，促进科研成果
产业化，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将在CCMT2016展会期间利用协会官网（www.cmtba.org.
cn）启动技术市场频道，面向行业企业及相关高校、科研单位，提供技术交流、交易的平

量，实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让我们共同开启“院校之窗”，让创新发展的阳光沐浴这块未充分开发的土地，让新
技术的春风吹遍生机勃勃的机床技术市场。

院校相关研究方向
重庆大学

智能主动控制技术。该成果采用差异化主动温控策略，可根据机床环境和内生热源工况变

推出数控机床高速电主轴性能与运行品质测试实验系统，包含3套电主轴测试系统，配

化实时动态调整温控策略，通过机床功能部件与结构温度场的智能主动控制，实现工作空

有力矩、速度、温度、声音等多项传感器。测试软件包括电主轴输出特性测试软件、驱动

间热误差最小化。智能可重构数控系统。该系统在设计中大量采用模块结构，控制板高度

控制与加载仿真分析程序、热态及动态有限元分析程序。该系统核心测试参数（如转速、

集成，便于维修和更换。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可用于二～六轴联动数控车床、铣床、加工

转矩）范围基本覆盖了现有国产高速电主轴能达到的水平。电主轴分别在开环、有速度反

中心及相关专机类机床等。智能制造装备（机器人），包括6自由度垂直关节型上下料机械

馈闭环、无速度反馈半闭环控制下输出机械特性曲线、恒功率曲线、恒转矩曲线、抗扰动

手，轻量化设计使机械手的运动更加迅速精准。控制系统采用示教方式编程。气动卡爪配

性、动态速度跟随精度等参数。可对高速电主轴回转精度进行非接触测试；对振动/噪声及

备夹紧传感器，保证工件夹持准确、到位的同时也可以避免工件已加工表面的损伤。

动力学进行特性测试；对运行状态及运行品质进行测试。

同济大学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推出3项科研成果，包括：旋转式动态铣削力测量仪和内置电池旋转式铣削扭矩测试

推出用于高速、高精度数控机床的高速大功率紧凑型高速电主轴，优越的电主轴性能

仪，即将力传感器直接集成在铣刀刀柄内，使刀具自身具备测力功能，测力过程不再受工

可以解决机械产品制造中的诸多难题，可以提高特殊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已经成为提

件尺寸、形状的影响，切削力作用点相对于传感器的位置可保持不变。由于集成了力传感

升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产业。该项目突破结构小、功率大、扭矩大、转速高的电主轴系统关

器的刀柄随同铣床主轴一起旋转，所以称之为旋转式铣削力测量仪。六维力/力矩测量平

键技术瓶颈的限制，为高效精确地进行世界各类品牌的电主轴维修翻新，为高端装备的国

台，该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高刚度，可以同时测量6个自由度方向的力和力矩。平台采用

产化突破提供技术支撑，更好地服务我国现代制造业。

独特的组合式弹性元件结构，电阻应变片作为测量原件，在保证灵敏度的前提下，平台具
有较高的刚度的固有频率，且从原理上避免了6个相互正交的力/力矩之间的相互干扰。

华东理工大学
针对汽车发动机曲轴轴颈加工车车拉（梳）工艺，自主开发了一套专用数控车梳拉机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床和配套的车梳拉刀盘系统，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车梳拉实验平台，可对车车拉工

推出3个研究成果：PVD表面涂层技术，采用真空磁控阴极电弧技术，将具有超高硬

艺和车车梳工艺进行实验研究，可设计优化车梳拉工艺及整体工艺的切削实验。可完成曲

度、更强结合力、均匀一致的纳微米超硬薄膜运用于刀具、各类模具以及机械零部件表面，

轴加工工艺系统中各个因素对加工效率、加工精度、表面质量和刀具寿命影响的研究。研

寿命提高达到3～10倍以上。涂层具有光滑、致密、硬度高、耐高温、抗磨损、防氧化等特

究高速干切削情况下，硬质合金基体材质、涂层性能、刀片槽型对磨损行为、切削力、切

点，能够进行批量和工业化生产应用。基于动态智能控制的物流配送系统，针对以汽车装配

削温度、切削热、断屑变形的影响，并建立相应的机理模型。研究高速干切削情况下，切

线为典型代表的高强度柔性制造生产线的物料传送而研发，通过构建面向物联网的数据管理

削参数对磨损行为、切削力、切削温度和曲轴表面加工质量的影响。该研发成果可为曲轴

系统、智能控制系统、并整合高效快速精确的传输系统等一系列单元，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

生产线的国产化提供重要参考和指导。

产权的快速精确、节能的高强度柔性制造生产线配送系统。高强度低变形液压阀阀体制造工
艺技术，本工艺技术攻克了高压液压阀阀体铸件材料、过程工艺控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形

上海理工大学
推出科研成果包括：平行轴式少齿差传动研究；直线共轭内啮合齿轮啮合理论及应用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阀体制造工艺技术和方法；制定了高压液压阀阀体铸件的企业
标准等。共申报专利7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3项。

研究；人体机构学模型及工程应用研究；长江航道航标浮鼓自动清洗、除锈、喷漆烘干装
置；锅炉吹灰机齿轮减速器性能实验；汽车传动系齿轮低载强化特性与机理研究；大型碟
式分离机研制关键技术。

武汉理工大学
推出CRM型精密数控冷轧环机、HRM型精密数控热轧环机设计技术。具有设备力能消
耗少、材料利用率高、轴承环件疲劳寿命长、人工劳动强度低、冲击噪声小等特点。冷轧轴

天津大学
推出四项科研成果，包括：智能主轴研发与关键技术。该成果采用预紧力闭环主动控
制技术与温度场智能主动控制技术，可以实现全工况下主轴的最优综合性能。机床温度场

承环精度达到f （100±0.02）mm；热轧轴承环精度达到（200±0.25）mm；生产效率达到
1000件/小时。在我国轴承企业得到广泛应用，批量出口至SKF印度公司、FAG韩国公司。
（下转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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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T2016“院校之窗”配套活动
“技术专家门诊”将为您解惑答疑
为探求院校与企业、技术与市场的紧密对接，为使校企沟通更加顺畅、有效，丰富“院校之窗”展区的内容，创造合作双赢的途径和方法，CCMT2016在“院校之窗”展区特设立
“技术专家门诊”，来自清华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及南京理工大学的五位有影响力的教授将在这里出诊，为企业突破技术难点出谋划策。

五位专家的出诊时间如下：
12日

13日

天津大学

√

√

邵珠峰

清华大学

√

冯虎田

南京理工大学

√

王太勇

天津大学

张根保

重庆大学

高卫国

14日

出诊时段为：上午9∶30～12∶00，下午13∶30～17∶00。
请致电13683319461进行预约。

√
√

√

√

您也可以到展会现场来“挂号问诊”，届时我们将根据专家

√

的行程表为您安排合适的时间。
√

技术门诊专家介绍

专家——冯虎田

专家——王太勇

专家——高卫国

专家——邵珠峰

专家——张根保

技术咨询领域

技术咨询领域

技术咨询领域

技术咨询领域

技术咨询领域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滚动功能部件及加工设备、

机床热态特性及主动控制理

数控技术及数字化制

螺纹加工及设备、机器人技术、

论与方法、智能主轴主动控制理

造、机械动力学与状态检

可靠性工程

论与方法

测诊断、CAD/CAE/CAM/

熟悉学科

熟悉学科

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系统可

机床热动态特性、机床精度

靠性工程、测试与仪表

专家简介

先进制造技术、机
电设备可靠性

熟悉学科

熟悉学科

机构优化设计、机

机床设计与制造、

熟悉学科

床可靠性、工业并联机

可靠性工程、现代质量

数控系统、金属切削机

器人

管理

PDM 及制造业信息化

测试与精度建模理论方法

专家简介

复杂机械系统的动
态特性分析及优化设计

床

专家简介

专家简介

冯虎田，博士学位，南京理

高卫国，博士学位，天津大

邵珠峰，博士学

张根保，博士学

工大学教授，全国机械工业先进

学副教授，全国高校制造技术与

王太勇，博士学位，天

位，清华大学副研究

位，重庆大学教授。主

工作者。完成国家重点相关课题

机床研究会理事。主持国家科技

津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

员。曾获国家自然科学

持科研项目80余项，发

两个，在滚动功能部件加工在线

重大专项、国家863计划课题及横

殊津贴专家，中国机械工程

二等奖和中国机械工业

表论文400余篇，提出

检测方法与技术、实验技术、标

向课题6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

学会机床专业委员会主任，

科学技术二等奖，发表

可持续CIMS、可靠性

准制定等方面成就颇丰，其中螺

金、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重大

中国机械故障诊断学会副理

论文22篇，被SCI/EI收

方法论、可靠性驱动的

纹加工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专项及横向课题10余项，曾获教

事长。曾主持国际合作、国

录30余篇，申请中国发

装配工艺、可靠性管理

平，专项检测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论文

家、部位及省市各类项目30

明专利11项，获授权美

体系等概念，曾获省部

水平。发表论文150余篇，被SCI

30余篇，被SCI 收录11篇，获授

余项，获省部级奖励7项，

国发明专利1项。

级一、二等奖，可靠性

收录20余篇，获省市、国防科工

权中国国家发明专利4项。

专利8项，发表论文180余

工程成果应用于国内20

篇，被SCI/EI收录30余篇。

余家企业。

委科技进步奖多项，成果成功应
用于多家企业。

专家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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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扩容
机床协会经销商分会成立大会召开
4月10日下午，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经销商分会成立大会、经销商分会首届第
一次理事会在上海喜来登由由酒店召开。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陈惠仁出席会议并发言，执行副理事
长王黎明主持会议，共有79家会员单位近
百位代表参加会议。
此次经销商大会的成立正值我国经
济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强调要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机床工
具行业要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
机床工具经销商群体应在其中发挥促进作
用。然而，我国机床工具经销商的现状却
不容乐观，尽管数量众多，但良莠不齐，

在机床协会自身转型的背景下完成的。最

甚至在截止日期后，依旧有一些经销商企

恶性竞争等现象使机床工具经销行业处于

近几年，机床协会提出要强化市场意识、

业在积极申请入会。

无序状态，这显然不利于机床工具行业发

会员意识、服务意识和开放意识，其中首先

经销商成立大会之后，随即召开经销

告》，表示分会将积极组织会员单位加强

展和转型升级。而充分发挥经销商的市场

就是市场意识，经销商群体是行业感应市场

商分会首届第一次理事会。理事会上，青

自律和诚信度建设，扼制不正当竞争，并

作用，建立有序、规范的机床工具市场行

的神经末梢，对市场的反应和感觉最直接、

岛青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当选为理事长单

准确、迅速地反馈市场信息，集中用户意

为，正是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成立经销

最及时，是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造

位，上海爱姆意机床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当

见，促进经销商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

商分会的基本出发点。

商在转型升级，经销商也在转型升级，这是

选为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太原市信丰通机

经销商分会的成立于行业发展意义深

经销商分会成立的大背景。

电贸易有限公司等17家企业当选为副理事

远。对于会员单位，充分利用经销商分会

陈惠仁在发言中表示，机床协会根据一

理事会上，常务副理事长张锦芳做
《经销商分会 2016 年重点工作计划的报

些经销商的提议，经过认真研究做出决定成

众望所归，广大经销商企业对成立分

长单位。同时，会议选举青岛青机机电设

这个平台，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实现经销

立经销商分会。严格地讲，过去机床协会是

会的号召积极响应，据机床协会市场部数

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宗毅为理事长，上海

商行业内部的强强联合、多元合作，使经

制造商协会，不包括经销商群体，成立经

据，至申请入会截止日期前，已经有94家

爱姆意机床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锦

销商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为机

销商分会是一个大胆的突破、尝试，也是

企业通过审核成为经销商分会会员单位。

芳为常务副理事长。

床工具行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上接第10版）

并联机构机器人，可替代进口。大推力永磁直线同步电机伺服系统、高频响应直线电机及

大连理工大学

其伺服系统。采用并联机构的大型太阳能聚光器跟踪机构。

推出3项科研成果，包括：复合材料加工技术，如复合材料加工工具技术、复合材料超
声波辅助高效加工单元技术和螺旋铣削制孔单元技术、超声波辅助高效加工机床技术、大

南京理工大学

型航空航天复合材料构件加工工艺装备技术。部分研究成果分别获得2013年度机械工业科

将展示的科研成果包括：针对滚动功能部件进行磨损、刚性、润滑及接触疲劳等基础

学技术一等奖和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旋转磨粒流精准抛光技术，通过产学研合作，可

理论研究，依靠该基础理论体系指导生产厂家进行产品优化，如数控机床用高品质滚珠丝

应用在航空发动机整体叶轮和叶盘等复杂曲面零件表面的精准高效抛光，风电高精度齿轮

杆副、直线导轨副，高可靠性、强冲击军用滚珠丝杠副及行星滚珠丝杠副。研究并建立完

表面和大型精密轴承内外环滚道表面的精密高效抛光，该方法也是解决3D打印金属零件内

善的功能部件性能、精度检测、可靠性试验技术与评价方法。开发并完善滚动功能部件精

腔表面抛光难题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高性能复杂曲面零件精密磨削技术，能够广泛应

度检测与试验仪器，如静刚度试验台、精度保持性试验台、寿命试验台、可靠性试验台、

用在精密齿轮高精度高效磨削加工、压缩机活塞内圆磨削等，产品替代进口，技术指标达

综合性试验台。滚动功能部件加工用高档数控机床的功能部件设计、旋铣工艺研究，研发

到日本同类产品先进技术水平。

快速开发软件平台、选型软件平台等。

南京工程学院

南京工业大学

推出八项科研成果，包括：汽车用超高强度钢板热成型伺服生产线，适合汽车轻量化

推出科研成果为可重构齿轮复合加工中心，具有功能复合、模块化可重构结构、自主

的加工需求。具有传动效率高、空间尺寸小、节能等特点。高速精密压力机生产线，用于

研发可重构软件等特点。该机床具有高精度和复合加工功能，同时能够铣削或磨削轴类、

微型电机定子、转子的高速级进冲压（叠铆及散片），大型工业电机的定子、转子快速冲

盘类零件的外圆和端面，能够满足中小型外齿圆柱直斜齿轮、螺旋齿轮、各类异型齿面以

压，抗振性能佳、承载能力大、整机精度达到日本特级精度的1/2。数控桥式高架横梁移动

及自由曲面粗精加工，一机多用。单件产品的加工效率提升30%以上。

龙门高速雕铣床，具有刚性好、安装方便、高速度、高精度、占地面积小、承载大、维修
方便、节能等特点。难加工材料的高效低损伤切削关键技术，包括力、热、颤振等切削检
测技术、加工工艺分析与优化等，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多项软件著作权。五轴加工中心；
智能制造系列化技术；高性能伺服驱动器。

华中科技大学
将展示多种新技术，如面向汽轮机、燃气轮机、航空发动机及模具行业的“高端多轴
CAM软件系统”，针对叶片、模具等零部件的特性，生成融合工艺知识的3～5轴铣加工轨
迹。机器人离线编程系统是一款应用于零件多轴加工、激光加工、卫浴喷涂、五金打磨、

清华大学

石材雕刻、模具淬火等领域的应用软件。华中数控云服务是集物联网、大数据、云数控等

清华大学先进制造装备及控制研究组面向国家级企业重大需求，主要从事并联机构

技术的应用服务平台。平台通过采集数控系统的位置、电流、温度、力矩、震动、跟随误

及其装备、数控机床及其功能部件、飞行模拟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广泛地开展产学研合

差、声音、图形、视频等大数据；分布式存储管理大数据；应用大数据分析特征提取等智

作、取得了一系列理论与应用成果，并获得了大量的研究经验和技术积累。将展示四项成

能算法，深度挖掘数控机床的能力。从而提高数控机床的管理效率、加工效率、加工质

果，包括：具有较高精度和刚度的飞机结构件的五轴联动加工技术；乘用车生产线用喷涂

量，并保障机床的健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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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技术交流讲座内容简介
1.题目：美孚润滑技术研讨会
举办组织：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埃克森美孚为精密机械加工行业提供领先
的全面润滑解决方案，包括一系列性能卓越的金属加工液
和机械加工设备润滑油，以及专业的技术服务。其杰出表
现帮助企业优化润滑管理，实现降本增效，获得众多设备
制造商的认可。
展位号：N4-902

饕餮盛宴，您是否怦然心动？我们诚邀您莅临本次论坛。
展位号：N3-605

5.题目：马波斯新的应用-BLÚ
举办组织：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马波斯BLÚ，一根线缆，连接所有，创新
的集成控制系统，彻底改变机床网络控制概念。BLÚ是一

技术交流讲座日程表

2.题目：华中数控3C金属加工智能示范工厂
举办组织：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总体目标：实现工业4.0纵向集成，智能
制造工厂在3C行业的示范。实现高速高精国产钻攻数控设

个模块化的系统，一系列不同的功能节点通过专属网络连
接在一起。此网络通过主站进行管理，通常安装在机床电
柜里。各功能节点根据实际应用进行分配：输入/输出，测
头收张控制、电机控制、机床监控等。各功能组件完全按
照最高的技术/安全标准生产制造。得益于马波斯多年来在
车间环境中使用设备的设计/生产经验，这些组件非常稳
定、坚固、可靠。
BLÚ软件统一协调各种工作循环，操作界面非常友
好。菜单设计非常直观，参数等都以操作人员的语言显

日期
时间

举办组织

讲座题目

会议室

扬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扬州国家高新区机床产业合作恳谈会

N4-M44

北京利曼科技有限公司

赛默飞ARL全谱直读光谱仪新品发布会

N5-M50

台湾贸易中心上海代表

台湾机床优势产品发表记者会

E6-M36

埃克森美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孚润滑技术研讨会

N4-M46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华中数控3C金属加工智能示范工厂

N5-M48

江苏新贝斯特中传科技有限公司

论互联网时代数控机床服务业的发展

E3-M22

武汉华大新型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响应、高精度、高速系列伺服电机技术特点及应用

E6-M35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智能测量技术助力智能制造&智能工厂

N3-M43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马波斯新的应用-BLÚ

N4-M45

德国机床新闻发布会

N5-M49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海德汉最新数控和测量产品及其应用

N1-M40

化发展转型的趋势已迫在眉睫，其附属服务产业的改造升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先进制造技术报告会

E5-M30

级也是刻不容缓。数控机床作为最常见的加工工具，在制

哈尔滨智达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齿轮测量中心实现RV减速器五大关键零件的检测

N4-M44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阻尼器、钳制器（滚动直线导轨副专用）应用技术

E6-M36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先进的FANUC数控系统应用技术交流会

N5-M47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西门子全系列数控系统介绍

N1-M40

机械加工中自动化系统导入的提案

N4-M46

备、数控系统与机器人的协同工作，在业内率先实现装夹
环节采用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节省70%以上的人力；建立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制造现场“智能感知”系统，改造升级
现有生产制造系统，建立全制造过程可视化集成控制中心，

4月11日
13:3016:00

实现对钻攻中心、机器人、物流装备等的全面支持，降低产
品不良率，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设备利用率，提升车
间能源利用率，最终实现少人化人机协同化生产。主要包
括：3C钻攻中心生产线、云服务、华中8型数控系统。
展位号：N3-501
4月12日

3.题目：论互联网时代数控机床服务业的发展
举办组织：江苏新贝斯特中传科技有限公司

9:30-

12:00

德国机床制造商协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

内容介绍：制造业是根植于国家经济血脉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产业之一，近几年，随着德国“工业4.0”以及“中

联合会

国制造2025”等概念的提出，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信息

造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随着产业升级的逐步进行，如何
更好、更快、更经济地对我们的“加工母机”进行维护是
每个数控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江苏新贝斯特联合微米易数
控服务平台为您带来答案。
展位号：E3-412

4月12日
13:3016:00

山善（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4.题目：智能测量技术助力智能制造&智能工厂
举办组织：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随着德国“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
的大趋势之下，智能制造引领工业转型势在必行。如何缩
短产品与方案进入市场的时间，增强生产灵活性与效率成
为中国制造企业高度关注议题。
将以“智能制造”为主题，对当前智能制造热点和用

4月13日
9:30-

12:00

户实际需求，重点开展多场智能制造系列主题论坛和专题
活动。将就“工业4.0”、数字化工厂、工业机器人、运动
控制、检测测量等智能制造价值链各环节议题同用户直接
对接交流，突出新背景下的战略定位、本土化应用与技术
革新。
蔡司作为质量保证的理想合作伙伴和生产力推动者，
身处面向未来的重要行业，蔡司工业测量部从未间断对技
术革新的追求。借鉴德国“工业4.0”的先进经验，蔡司工
业测量部旨在帮助中国工业完成精细化、智能化的产业转
型和升级，以贯彻“中国制造2025”中“质量为先”的指
导方针，实现工业强国的发展目标。如此不一样的智能化

4月13日
13:3016:00

——关于汽车零部件加工

CNC Software公司

从制造到智造

霍夫曼工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模具加工先进技术

N5-M48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智能刀具磨削暨机器人应用研讨会

E4-M26

台湾区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业同业公会

——Mastercam智能高效的加工方案及新版本预览

台湾机床行业发展趋势与TMTS 2016台湾国际机床展记
者会

N3-M43

E7-M39

德国莱茵TüV集团

欧盟安全法规解读和国标介绍

N5-M49

沈阳高精数控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蓝天系列数控系统及数字化车间解决方案

N4-M44

大连元利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机床切削液过滤、控制技术

N5-M49

台湾友嘉实业集团

先进制造技术展望：激活中国制造2025

N4-M45

机械加工中自动化系统导入的提案

N4-M46

山善（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关于汽车零部件加工
机床制造业的数字化

N1-M40

雷尼绍在机器人行业的解决方案

N3-M43

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最新行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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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对各类测量及数值提供更清楚、直观的解释。BLÚ
系统尽量减少与机床PLC通讯的I/O信号，以简化各种循
环逻辑时序。同时BLÚ支持当前PLC的各种现场总线，如
PROFIBUS、 PROFINET、 SERCOS⋯⋯
BLÚ系统覆盖，且超越了马波斯迄今为止所设计制造
的所有自有控制器的机床监控/过程控制的应用。得益于
马波斯超过50年的经验以及全球客户的建议，我们可以说
BLÚ是：传承经典，创造未来。
展位号：N3-808

6.题目：海德汉最新数控系统和测量产品及其
应用
举办组织：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是德国海德汉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在
香港地区、上海、深圳、哈尔滨、沈阳、西安、成都、武
汉、宁波和南京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海德汉是一家研发
和制造光栅尺，角度、旋转编码器，长度计，数控系统，
测头和数显表等的专业公司。产品遍布全球，具有广泛的
应用领域，包括机床行业、自动化设备制造行业、半导体
和电子器件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纺织和印刷机械以及
电梯等行业。本次讲座介绍海德汉公司最新数控系统和测
量产品的性能、特点及应用。
展位号：N1-215

7.题目：齿轮测量中心实现RV减速器五大关键
零件的检测
举办组织：哈尔滨智达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伴随着“工业4.0”的到来，机器人行业
蓬勃发展，而在机器人所有的核心零部件中，RV减速器最
为关键。影响RV减速器运动精度的五大关键零部件有摆线
轮、偏心轴、行星轮、针齿壳、行星架，在实际生产的过
程中，其检测也极为关键重要。目前，主要的检测手段主
要是三坐标，但是三坐标在检测回转体方面效率要低，且
处理的误差结果并不直观。为了满足客户对RV减速器的检
测需求，哈尔滨智达测控技术有限公司于2015年在其齿轮
测量中心上，利用自制研发的数字扫描测头，开发了专用
的RV减速器上五大关键零部件的检测软件，不仅检测效率
比三坐标要高，并且包含五大关键零部件的所需的各通用
或特殊检测项目，极大满足用户的需求。
展位号：N2-392

8.题目：阻尼器、钳制器（滚动直线导轨副专
用）应用技术
举办组织：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出钳制器和阻尼器，是配套直线导轨使用的高性能功能
部件。钳制器有常开、常闭、气动、液压多种型号，可应
用于不同的使用场合。通过夹紧导轨，钳制器有固定工作
台、精密定位、防止振动、提高刚度的功能。常闭型钳制
器还可配刹车装置，用于紧急时安全停止或防止垂直轴的
掉落。阻尼器是利用导轨与阻尼块之间的油膜产生阻尼效
果消耗振动能量，从而有效降低工作台振动的动态响应达
到减振效果。阻尼器作用除了减振还可以保护过载的线
轨，可以明显提高机床的加工质量和延长刀具寿命。增
加钳制器或阻尼器，机床能显著提高加工精度，提高工件
的表面光洁度，减少刀具损耗，是升级机床性能的不错选
择。

9.题目：西门子全系列数控系统介绍
举办组织：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SINUMERIK 840D sl 智能操作，全新的软
硬件设计及完美的模具加工功能，可满足各种数控加工工

技术讲座
艺的复杂应用。
SINUMERIK 828D 开放智能，直观导引，高效易用，
差异凸显，集成诸多智能化数控功能，为高性能、紧凑型
数控机床的优选。
SINUMERIK 808D全新硬件平台，坚固耐用、操作简
便，为普及型数控机床的升级换代提供了全套的数控系统
解决方案。
展位号：N1-503

10.题目：从制造到智造——Mastercam智能高
效的加工方案及新版本预览
举办组织： CNC Software公司
内容介绍：如何在相同设备、人力条件下提高生产效
率？如何将劳动密集型制造逐步升级为技术密集型制造？
您是否知道，Mastercam根据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
业强国的加工需求，早在5年前就开始着手通过对切削方
式进行调整来提升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增加生产效
益。您是否知道Mastercam的多轴加工及车铣复合在国外
已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工、医疗、能源等尖端制造
业。针对钛合金、铬合金等高硬材料，Mastercam的动态加
工技术以其独特的切削理念，可以成倍地提升加工效率，
降低加工成本。Mastercam如何帮助企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
国智造？欢迎参加4月12日下午的研讨会。
展位号：N3-617

11.题目：智能刀具磨削暨机器人应用研讨会
举办组织：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在“工业4.0”时代，北平机床公司一直
致力于智能工厂建设的技术研发，融合全系列机器人于生
产线中，采用大数据制造管理技术广泛应用于各类机械制
造企业推动转型升级。北平机床整合国外智能精密制造技
术精心设计BP628、BP8、LWX5螺纹磨床等创新型精密磨
床。BP628系列九轴五联动精密高效工具磨床适用于IT、汽
车、航空、医疗行业生产ϕ1〜16/25mm的圆形或非圆形切
削刀具，机床包含自动上下料和防撞系统、精密装夹系统
和创新的柄部和头部支撑系统，配合BP8段差磨床是刀具
精密高效生产的高性价比选择。
主要技术特征：
（1）广泛的可延展性和一个更加容易操作的编程界
面。
（2）工件主轴（B轴）、工件摆动轴（C轴）采用直
驱技术、旋转光栅尺，极大提升了机床精度。
（3）加强了机床的床身结构，选用大理石床身能够更
有效地抗振和降低周边环境的振动影响。
对于成批的长短刀具，最大化的运行时间和生产能力
及最短的启动时间，使得该磨床成为大范围生产高精度刀
具的理想机型。BP628机型也适合生产木工、多晶体CBN
等金属切削刀具。
展位号：E4-601

12.题目：台湾机床行业发展趋势与TMTS
2016台湾国际机床展记者会
举办组织：台湾区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业同业公会
内容介绍：介绍台湾机床及零部件产业状况，台湾
机床产业的特点，机床产品进出口情况，台湾国际机床展
（TMTS 2016）发布会。

13.题目：机床切削液过滤、控制技术
举办组织：大连元利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
（1）切削液用阀
切削液在机床设备中的主要功能是润滑和冷却，它对
于减少刀具磨损、提高加工表面质量、降低切削区温度、
提高生产效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自动控制中切削液

的控制需要由阀门来完成，那么选择一款性能可靠、价格
适中的阀门就至关重要了。
（2）自动反冲洗过滤器
工作介质中的污染粒子导致系统组件、管道和阀门的
磨损，往往会导致他们过早失效。在介质中的悬浮颗粒会
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质量。为了保护运营基础设施和保证更
短的维护时间，就必须有一个过滤系统，以消除工作液中
的固体颗粒。
在过程控制中，自动反冲洗过滤器、AFR3系列，取得
了巨大成功。他的流体设计优点是突出的。另外它具有不
锈钢圆锥形、缝管滤芯提供一致的流动特性、最佳的过滤
特性和反冲洗特性。
展位号：N5-892

14.题目：机床制造业的数字化
举办组织：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西门子可以提供领先的企业数字化解决
方案，涵盖从设计、规划、工程、执行到服务的产品全生
命周期管理，助力企业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增加产品灵活
性，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在机床制造业，可为机床本身的
开发生产和工件设计制造提供完整数字化方案。
企业数字化的基础之一便是强大、稳定和灵活的网
络，西门子Sinumerik数控系统联网灵活多样，支持简单易
用的自开发联网方案，也具有完整的工程解决方案。
展位号：N1-503

15.题目：(1) 雷尼绍在机器人行业的解决方案
(2) 金属增材制造技术最新行业应用
举办组织：雷尼绍（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雷尼绍是世界领先的工程科技公司之一，
在精密测量和运动控制领域拥有专业技术。公司向众多行
业和领域提供产品和服务——从飞机引擎到风力涡轮发电
机制造。此外，它还在全球增材制造（也称金属3D打印）
领域居领导地位，是英国唯一一家设计和制造工业用增材
制造设备（通过金属粉末“打印”零件）的公司。
机器人经过多年发展，在汽车、机械、电子、危险品
制造、国防军工、化工、轻工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此
次技术交流会向大家介绍雷尼绍产品在机器人行业的解决
方案，包括使用光栅产品对机器人进行运动控制，实现高
精高速运动；当在流水线上使用雷尼绍新一代测量技术设
备——比对仪对零件进行测量后，可依据测量结果使用机
器人对产品进行分捡，当零件还存在加工余量时，机器人
可将其重新装回机床，自动更新加工参数后进行再加工。
雷尼绍产品专家还将重点讲解制造过程中的全面过程
控制技术及激光熔融金属快速成型制造技术（激光金属3D
打印）的应用。激光熔融Laser Melting技术作为全球新型的
金属快速成型制造（又名“增材制造”）工艺，从前端的
产品三维CAD数据格式与处理要点、加工过程中的工艺介
绍及配套的后续处理方案，航空、汽车和医疗等行业的针
对性应用与方案分析。
展位号：N3-601

16.题目：机械加工领域的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
举办组织：青岛力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内容介绍：
（1）工业发展历程，简要回顾工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2）机械加工领域的自动化，详细介绍力鼎自动化
如何积极推进机械加工领域的自动化。聚焦行业，立足行
业，做专做精。
（3）智能化工厂发展方向，介绍力鼎自动化智能总控
系统的研发，努力推动机械加工领域的智能化工厂建设。
（4）力鼎“智”造，“智”在未来，智能制造技术已
成为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力鼎“智”造，“智”
在赢在未来。
展位号：N3-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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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企业论坛

2016年杰克开启智能绿色制造元年

提供个性化生产 抢占高端市场

江西杰克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长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陈华贵
的步伐，而“弟子规”课题组和“国学

品开发稳步推进。尤其是在板块拓展上，

组”的成立与“榜样”践行，这些都将奠

重庆机床一方面进军智能制造，合资组建

定我们在2016年突围的坚实基础。

重庆世玛德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致力于打

2016年经济下行尚无明显触底迹象，

造国际领先的高端智能制造及智能制造解

受需求不振、上游环节和国际大宗商品价

决方案；另一方面，迈入农机服务行业，

格走低的影响，未来仍有物价继续下行甚

成立新疆福保田采棉服务公司，与新疆华

至陷入通缩风险，经济运行中不确定的风

冠合作研制的CMJ3-I棉花机成功通过技术

险点仍在增加，中国制造业的前景依然令

鉴定，实现小批量生产，成为了重庆机床

人担忧，未来一段时期内倒闭潮和失业潮

进军新兴领域的增长亮点，开启了企业转

将是常态，形势将对中国制造业带来更多

型升级新局面。

恐慌。我们面临的压力将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2016年国内机床行业转型调整将

产业升级仍然任重而道远。要顺利冲出重

进入新的历史攻坚期，但机会远比我们想

围，敢问路在何方？

象中要多，不仅仅要进行数字化转变，也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深刻转型之
2015年机床行业持续下行，市场需求

张明智

要进行个性化生产，一是对用户的潜在需

中，对内，很多企业正沿着《中国制造

历经七十六载峥嵘岁月的重庆机床，

求了然于心，提供成套的加工解决方案；

总量明显减少，需求结构加速升级。在市

2025》战略苦练内功；对外，“一带一

是中国齿轮加工成套装备的“摇篮”和技

二是用什么手段实现高性价，并获得市场

场需求持续疲弱的影响下，我们也同样面

路”战略带来了更多新的机会，2016年仍

术引领者，更是全球最主要的齿轮加工整

竞争优势，这是我们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临着订单减少、库存增加、开工不足、成

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我们提出了“二次创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本不断上升等诸多困难，好在按照公司统

业”，是基于客观形势作出的理性抉择。

过去的2015年，重庆机床全面调整

推出面向齿轮干式滚齿加工工艺而设计开

一部署，以“研发”为驱动，稳调结整、

在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管理，外抓市场、改革机制、合资合作、

发的、具有当今国际先进水平的最新一代

力促升级、众志成城、攻坚克难、沉着应

（CCMT2016）上，杰克机床在“E6-

CCMT2016展会上，重庆机床将全新

拓展板块，取得了战略发展的新成果。干

数控高速干切自动滚齿机YDE3120CNC、

对，以承担国家重大专项为契机，带来了

515”号展位推出全新超高速CBN凹面凸

切滚齿机、高效精密万能磨齿机、大型高

YDZ3126CNC七轴四联动数控直驱干切滚

新的发展机遇，圆满地完成了年初制订的

轮轴磨床和数控外圆磨床，与以往不同的

档数控滚齿机、齿轮加工自动线等重点项

齿机，YDZ3126CNC-CDR十一轴四联动数

各项任务。

是，此次展品创新成果是机械手和机器人

目产品步入高端化，填补国内高端市场产

控直驱干切复合滚齿机已经达到国际先进

2015年虽然步履艰难，但我们看到了

的全面成熟应用，杰克机床基于物联网技

品空白；除此之外，车床、齿轮刀具、汽

水平，性价比高于国外同类产品，另外，

新的机遇和希望。尤其是在“善德企业、

术数字化服务取得了全新成果，开启了杰

车零部件、专用机床、精密螺杆、精密铸

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ZDX200汽车变速箱

幸福杰克”的打造上，以“弟子规”践行

克智能绿色制造元年。

件、智能制造集成及解决方案等板块新产

齿轮加工自动生产线。

为突破口，在导入传统文化上迈出了坚实

打造营销“中国好团队”
以差异化占领新高地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总经理

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销售副总经理
刘浩然

孙

宏

压继续保持老市场、老客户，全力以赴以

部件）的地位，同时在医疗、教育等领域

企业全新的产品和服务，争取新客户、新

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市场，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和效率。

2016年，中国经济将继续转型，经济

在技术上，不断实现创新突破，学习了解

增长由投资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由以前

同行国际先进技术、工艺和辅助工具的同

的粗放经营转变为精细经营。这种市场变

时，全面优化升级成套设备，让我们的技

化将加速机床行业的洗牌，以往客户优先

术走上成熟、高端、创新的道路。营销方

考虑的是成本，而转型期的客户考虑的则

面，加大对销售队伍的培训，重点介绍新

是如何通过差异化来创造更多的利润。因

产品的突出优点、创新点和给客户创造价

此，未来能生存下来的机床厂其产品必将

值的卖点。用薪酬激励销售队伍，用文化

各有特色。

凝聚销售队伍，开拓思维，积极进取，利

牧野Logo所诠释的是“从客户中学

用互联网等现代化的销售手段，推动销售

习，并且和客户共同成长”，我们不断地

工作再攀高峰。在管理模式方面，要统筹

从客户，从客户的客户、从源头吸取灵

划一，重视人才建设。以市场变化为导

感，设计和制造出具有差异化的产品。在

2015年，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

向，以客户需求为目标，以提升自我为动

2015年，牧野中国的销售额达到了历

这些新机遇中，牧野将不断加强技术支持

公司集中优化了市场上需求量最大的常规

力，全面建成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模式。推

史新高，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客户对

团队的建设，以便让客户真真切切感受到

折弯机、剪板机。主要在结构和参数方面

动企业管理离不开人才，以人为本将企

差异化带来的好处。

有了大幅提升，优化的产品收到了客户的

业打造成经得起风雨，能面对考验，能正

在CCMT2016上，我们带来了几款包

一致好评，在欧洲钣金成型市场热卖。在

视缺点，与企业风雨同舟的“中国好团

括加工中心Slim3nPC、N2-5XA，电火花

新的一年，我们将重点工作放在产品的全

队”。

EDNC8、线切割U6H.E.A.T.等全系列的新

面改型换代、研发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方

部件；而针对压铸模，我们又专门研发了

产品，且大部分都是全球首发。这些新产

面，实现进一步的突破。

D800Z中大型五轴立式加工中心；如果从

品将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医疗及通

2016年，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

业生产线。本生产线主要体现了在日新月

产业角度来看，牧野不但巩固了其在传统

用行业的零部件加工。届时欢迎大家来牧

公司将继续严抓企业管理，把好产品质量

异的钣金成型市场，自动化生产线已经成

的三大领域（模具、汽车零部件和航空零

野展台N4-401，莅临参观指导！

关，推动企业管理精细化、专业化、高效

为客户的不二之选。其不仅为客户节约了

化和现代化，同时抓住转型换代的大好机

生产、管理成本，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生

遇。在产品方面随着钣金行业产品的不断

产效率。同时，本生产线也将我们的服务

更新换代，有一批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企业

理念融入其中：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

已经被市场所淘汰，在此基础上，天水锻

案，想客户之所想！

牧野产品和服务的认可，老客户占了很大
比例；另一方面归功于牧野研发了一些差
异化产品，比如针对压铸行业，牧野研发
了a40卧式加工中心，专注于加工中小型零

本届CCMT2016上，天水锻压机床
（集团）将展出折、剪联动一体化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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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ධᅜၩࣅᅙቲՔऐፇྺዷǈन๑2015ࢃጚႎۉࢃڦၜ
ణǈഄዷยԢऋᄺᆌሞଇᅜࢫǈժփࣷথሺे
2015ऋׂۉࢃڦຕଉă
ߵऐႁ߾ᄽ݀ۉยԢዐ႐ܔඇࡔ݀ۉยԢዷऐഓᄽ
ۙڦჺᇨ֪ǈ2015ඇࡔ݀ۉยԢऺࣄิׂྜׯ1.06ᅢഥ
ྑǈԲ2014ူই20.1%ăഄዐǈۉऐፇ1294ྤഥྑǈཞ

2014ċ2016ሆ܈ഛכၨଉतཞԲՎࣅ൧

2015ሰ߾ྜذଉݴሆ൧

Բူই43.5%Ǘआۉ݀ۉऐ6960ྤഥྑǈཞԲူই20.7%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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ڼ৵াዐࡔຕ੦ऐضቛબࣷǄCCMT2016ǅ

ۉޅऐፇ2014ྤഥྑǈཞԲሺ9.9%Ǘࢃۉ݀ۉऐ344ྤഥ

ݴ՚ੂ߳ࡔǈ2015ǈዐࡔऐႁ߾ᄽྜׯၨ

ྑǈཞԲူই8.3%ă

36777ᅢெᇮǈཞԲሺ1.7%ǈሺডฉཞ࣮8.3߲

2015ऺࣄ੨݀ۉยԢ575ྤഥྑǈጺ݀ۉยԢׂ

ӥۅݴǗெࡔྜׯၨ16295ᅢெᇮǈཞԲሺ2.9%ǈ

ଉڦ5.4%ăഄዐǈۉऐፇ135ྤഥྑǈआۉऐፇ440ྤഥ

ሺডฉཞ࣮1.2߲ӥۅݴǗනԨྜׯၨ7432

ྑă

ᅢெᇮǈཞԲူই14.5%ǈইޗডฉཞકٷ5.1߲ӥݴ
ۅǗׯྜࡔڤၨ8906ᅢெᇮǈཞԲူই13.2%Ǆฉ

201512ሆ๘হऐႁ߾ᄽ
ሏႜݴဆǖ

ཞԲሺ4.8%ǅă
ٗዐĂெĂڤෙ߲ࡔॆዷᄲݴႜᄽၨࡀఇੂǈഛכ
ႜᄽၨܮፌٷǈ2015ํ၄ၨ22376ᅢெᇮǈཞ
Բሺ1.1%Ǘۉ߾ۉഗၨ11884ᅢெᇮǈཞԲሺ
0.3%Ǘ็ࣅཚᆩၨ4769ᅢெᇮǈཞԲူই2.1%Ǘ

201512ሆݻǈ๘হऐႁ߾ᄽิׂኸຕीჄ࣮ǈ
ഄዐǈெࡔĂࡔڤĂනԨׂิॆࡔڪኸຕ࣮ǈዐࡔĂ݆

ዘ႙ઁၨ4145ᅢெᇮǈཞԲူই8.5%Ǘᅏഗᅏ
ၨ3318ᅢெᇮǈཞԲሺ8.8%Ǘऐ߾ضਏၨ

ࡔĂᆇׂิॆࡔڪ܈ኸຕ࣮ืǗၨݛ௬ǈ2015ǈዐࡔ
ࢅெࡔऐႁ߾ᄽેऺၨཞԲሺǈනԨࢅࡔڤཞԲ

2305ᅢெᇮǈཞԲሺ0.2%ă

ူইǗྔஹݛ௬ǈ2015ǈዐࡔĂெࡔࢅऺેࡔڤ੨
ጺܮཞԲူইǗ۩ݛڇ௬ǈࡔڤႎ۩ڇኸຕ࣮ǈெࡔ

౫ऐႜᄽǖ

ႎ۩ࢅܮڇනԨ۩ܮڇཞԲူইă
12ሆݻǈ๘হऐႁ߾ᄽิׂኸຕ121.3ۅǈডฉሆ࣮

201512ሆǈ౫ऐႜᄽྜׯ੨ऋኵ35.12ᅢᇮǈ

4.2ۅăഄዐǈெࡔ120.1ǈডฉሆ࣮4.8ۅǗࡔڤ106.9ǈ

ཞԲሺ5.62%ǈ࣍Բሺ20.16%ă20151ċ12ሆǈඇࡔ

ডฉሆ࣮15.5ۅǗනԨ101.3ǈডฉሆ࣮0.3ۅǗᆈࡔࢅ

౫ऐႜᄽેऺྜׯ੨ऋኵ320.27ᅢᇮǈેऺཞԲူই

ళׂิݥኸຕݴ՚ྺ96.7ࢅ68.0ǈডฉሆݴ՚࣮10.4ࢅ

0.12%ă

56.4ۅǗዐࡔ169.1ǈডฉሆ༵ߛ2.1ۅǗ݆ࡔ103.4ǈডฉሆ

3. ዐĂெĂڤෙࡔ੨ጺኵཞԲူই

༵ߛ5.6ۅǗᆇݴࡔࡣࢅ܈՚ྺ113.2ࢅ118.5ǈডฉሆݴ՚༵

2015ǈዐࡔĂெࡔࢅࡔڤෙࡔऐႁ߾ᄽ੨ጺ

ٗዷᄲཥऺׂڦੂǈ1ċ12ሆ౫ऐႜᄽڦዷᄲׂׂ
ଉᆶืᆶăٷ႙ཱྀઙऐሺፌǈྺ33.01%Ǘၭ႙ཱྀઙ
ऐူই܈ޗፌٷǈྺ15.29%ăഄْຽଙิׂጆᆩยԢǈ

ߛ13.0ࢅ6.5ۅă

1. ๘হऐႁ߾ᄽิׂኸຕीჄ࣮

ኵ25374ᅢெᇮǈཞԲူই5.9%ǄฉཞԲሺ5.5%ǅă
ഄዐǈ੨13640ᅢெᇮǈཞԲူই7.1%Ǘ੨11734ᅢெ
ᇮǈཞԲူই4.6%ă

ેऺཞԲူই12.34%ă

2015ǈெࡔऐႁ߾ᄽ੨ጺኵ10069ᅢெᇮǈཞ
Բူই0.9%ǄฉཞԲሺ4.6%ǅăഄዐǈ੨3943ᅢெ
ᇮǈཞԲူই5.7%Ǘ੨6126ᅢெᇮǈཞԲሺ2.6%ăഛ
כႜᄽ੨ጺኵ5002ᅢெᇮǈཞԲሺ2.7%ǈெࡔऐ
ႁ߾ᄽ੨ጺኵڦ49.7%ă
2015ǈࡔڤऐႁ߾ᄽ੨ጺኵ8612ᅢெᇮǈཞԲ
ူই9.9%ǄฉཞԲሺ3.8%ǅăഄዐǈ੨5785ᅢெ

2. ຺ࡔऐႁ߾ᄽેऺၨጺܮཞԲူই

ᇮǈཞԲူই10.6%Ǘ੨2828ᅢெᇮǈཞԲူই8.6%ăഛ

2015ǈெࡔĂዐࡔĂනԨࢅࡔڤऐႁ߾ᄽၨ

כႜᄽ੨ጺኵ3521ᅢெᇮǈཞԲሺ0.3%ǈࡔڤऐ

ેऺ69410ᅢெᇮǈཞԲူই2.2%ǈǄฉཞԲሺ

߾ײऐႁǖ
201512ሆǈ߾ײऐႁႜᄽ੨ऋኵྺ31.58ᅢᇮǈ

ႁ߾ᄽ੨ጺኵڦ40.9%ă

5.1%ǅăഄዐǈഛכႜᄽၨેऺ24845ᅢெᇮǈཞ

2015ǈዐࡔऐႁ߾ᄽ੨ጺኵ6692ᅢெᇮǈཞԲ

Բူই0.3%ǄฉཞԲሺ6.0%ǅǈᆖၚऐႁ߾ᄽၨ

ူই7.8%ǄฉཞԲሺ9.0%ǅăഄዐǈ੨3912ᅢெ

ူই0.1߲ӥۅݴǗݥഛכႜᄽၨેऺ44565ᅢெ

ᇮǈཞԲူই2.8%Ǘ੨2780ᅢெᇮǈཞԲူই14.0%ăഛ

ᇮǈཞԲူই3.2%ǄฉཞԲሺ4.7%ǅǈᆖၚऐႁ߾ᄽ

כႜᄽ੨ጺኵ1210ᅢெᇮǈཞԲူই14.8%ǈዐࡔऐ

ၨူই2.1߲ӥۅݴă

ႁ߾ᄽ੨ጺኵڦ18.1%ă

ཞԲူই22.62%ǈ࣍Բሺ55.19%ă20151ċ12ሆǈ

4. ࡔڤႎ۩ڇኸຕ࣮ǈெࡔႎ۩ܮڇཞԲူ
ইǈනԨ۩ܮڇሺ࣮

߾ײऐႁႜᄽ੨ऋኵેऺ288.46ᅢᇮǈཞԲሺྺ

2015ǈනԨऐႁ߾ᄽ۩ऺેܮڇ207795ᅢනᇮǈཞ

19.53%ă
201512ሆǈ߾ײऐႁႜᄽዷᄲׂׂଉሺװ၄փ

Բሺ1.6%ǈሺডฉ࣮8.5߲ӥۅݴǗெࡔऐႁ߾ᄽ

ཞༀǖٗ࣍ԲઠੂǈഄጱႜᄽཞԲሺྺኟሺǈഄ

ႎ۩ऺેܮڇ15682ᅢெᇮǈཞԲူই0.3%ǄฉཞԲሺ

ዐǈྌਢĂׁཱིሏऐႁװ၄ଇ࿋ຕኟሺă20151ċ12

6.0%ǅǗ12ሆǈࡔڤऐႁ߾ᄽႎ۩ڇኸຕ118.0ǈኸຕডฉ

ሆǈ߾ײऐႁႜᄽׂׂଉેऺཞԲሺྺሺă

ሆ࣮2.0ۅă

20162ሆඇ൰ሰᄽ။گ
ణമǈඇ൰ᅙঢ়ᆶ28߲ࡔॆतں൶ࠅքକ2ሆሰᄽ
PMI൧ăഄዐǈᆶ20߲ࡔॆतں൶ڦሰᄽডฉሆᆶ

ิׂሺޗᆶ၌ǈࡔाஹᅟჄܱࣅăසࡕ࿄ઠඇ൰ሰᄽ
ၙՆਸ྾߭ڦਆǈఫৣׇ࣍Ⴔᄲሞ܌ᆶ߀ă

ெዞں൶ǈெࡔMarkitሰᄽPMIྺ51.3࣮1.1ǈᅃၵ
ბኁණྺெࡔړമྔႴڦೃኟ๑ሰᄽ௬ଣጲূබླऐ
ᅜઠፌڦٷઓవ้ăәဇሰᄽPMIྺ44.5࣮2.9ǈႎ

ܱࣅǈ7߲ࡔॆतں൶ডฉሆᆶ߀ǈᆇ܈ᇑฉሆೝă

ݴ൶ᇘઠੂǈჱዞں൶ǈනԨሰᄽPMIྺ50.1࣮

ኄᅪ࿆ጣǈᆶॆࡔׯतں൶ڦሰᄽPMIሞူࣂǈঢ়ष

2.2ǈူࣂ܈ޗፌٷǈኄዷᄲڟৎब߲ሆනԨᇑዐࡔஹ

ጒସටڅᆭă

ᅟଉ३ڦᆖၚăዐࡔݛ௬ǈዐࡔሰᄽPMIྺ49.0࣮

౹ዞں൶ǈܭஆຯሰᄽPMIྺ49.3࣮0.5ǈዷᄲ

۩ڇຕփፁǈᇵ௬ओ߸࠽ă

2ሆǈఊߵٷཚඇ൰ሰᄽPMIኸຕူই50ǈྺ2012

0.4ǈ၂๖ዐࡔڦሰᄽධتᇀࠢگǈړമঢ়षሺධ٪ሞ

็ᆳॏ߭ူۚᆖၚǈᅙჄෙ߲ሆگᇀ੫ඵ၍ă౹ᇮ൶

11ሆᅜઠፌگೝăఊߵٷཚዷ࠶David Hensley๖ǈఊ

ူႜუ૰ăჱዞႎ႗ں൶ࡔाႚ؋ऍডၭǈසᆇ܈

ሰᄽPMIྺ51.2࣮1.1ǈሰᄽتᇀሺ൵࣐ڦጒༀă

ߵٷཚඇ൰ሰᄽPMIኸຕሞ2ሆᅈ྾Ă၄ူࣂǈ

ሰᄽPMIྺ51.1ᇑฉሆೝǈᆶၵბኁՓੂࡻᆇںڪ܈൶

ᅃօႎᅉ๔ǈඇ൰߾ᄽتᇀ٤ෑༀăႎሺഓᄽࢅ

࿄ઠጽă

Ӑዞں൶ǈӐٷ૧ჱሰᄽPMIྺ51.9ฉืକ0.7ǈ
၄ডࡻ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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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MIND

沈阳机床

i5M8.4 智能五轴加工中心
i5M8.4智能五轴加工中心是沈阳机床集团在“中国制

hyperMILL®MAXX Machining高性能
套件

机床。 其控制系统使用沈阳机床自主知识产权的i5智能系

hyperMILL®MAXX Machining高性能套件可提供3个强大
的模块，可以大幅优化粗加工、精加工和钻孔应用。（1）快

统，依托互联网实现智能校正、智能诊断、智能控制和智

速粗加工。高性能套件中的粗加工模块包括多种以摆线刀具路

造2025”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研发的世界首创的平台型智能

能管理，实现了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和集成化

径铣削的循环，实现快速可靠的 HPC 加工。（2）使用圆桶刀

的有效集成，使工业效率提升20%，同时其先进的五轴联

精加工。高性能套件的精加工模块包括使用多种圆桶刀对平面

动控制算法和补偿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和自由曲面进行半精加工和精加工。（3）五轴螺旋钻孔。使

展位号：N2-201

用该解决方案可轻松高效地钻孔，该循环是以向前引导角进行
螺旋铣削，然后将与侧面的倾角用作避碰流程的一部分。

展位号：N1-504

机电院

XKR40双摆转台五轴加工中心
XKR40双摆转台五轴加工中心配置广州数控GSK 25i数
控系统，并采用双立柱高架结构，带双回转工作台，五轴
联动。双摆转台，采用蜗轮蜗杆驱动，结构紧凑、传动平
稳。可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抵抗颠覆力矩，提高工
作台回转精度。其X、Y、Z轴快速移动速度为30m/min，A
轴最大回转速度15r/min，C轴最大回转速度20r/min，主轴
最高转速达10 000r/min。XKR40双摆转台五轴加工中心主
要应用于各种燃气机、压气机叶轮和小型模具、特性箱体
等形状复杂零件的高效五轴加工，是航空、汽车、机车及
模具等行业必不可少的设备。

展位号：E4-301

英国雷尼绍：

REVO®多传感器五轴测量系统
REVO－2是一款全新升级的产品，用于坐标测量机
（CMM）的革命性多传感器五轴测座。REVO－2及其全新坐

常州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标测量机控制器UCC S5，在借鉴成功的REVO多传感器系统
基础上，推陈出新，其具有更强大的功率和通信能力，可使

中安机械是国内最早研发制造液压式精密矫
平机的专业厂家。从最初的普通板材的矫平，到

用RVP影像测头等最

现在的高强度钢、不锈钢、网孔板矫平；以及突

新的REVO传感器。

破了型钢、型材的矫直等行业机械的发展瓶颈，

该测座还可以扩大

获得多项国家专利。设备整体品质接近国外同类

在负A轴上的移动范

产品水平，是国内金属板材、型钢型材矫平/矫直

围，从而提高工件的

行业中的领军企业，产品规格型号齐全、配置丰

可测触性并降低测针

富，可满足各层次用户的需求。

设定的复杂性。

展位号: N3-601

展位号：E7-997

托纳斯

多轴自动车床MultiSwiss、纵切自动车床
Swiss GT26 B和Swiss DT13
TORNOS集团一直处于车床行业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瑞士型车
床和多轴车床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细分市场的客户提供独一无二的
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汽车、医疗、牙科、微机械和电子行业。本次展会
上，TORNOS将展出一台多轴自动车床MultiSwiss和两台纵切自动车床
Swiss GT26 B和Swiss DT13。MultiSwiss是市场上第一台具有移动式主轴
箱的多轴车床，填补了瑞士型纵切车床和多轴车床之间的技术空白，是
一款真正具有革新意义的车床。

展位号：N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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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善（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DMG MORI

山善集团将呈现一条全新的生产流水线，该流水线由2台兄弟500X1、安川机械手和泷泽213C
组成。其中2台兄弟500X1运用了由山善集团自主研发的工件自动转向驳接技术，该短接半自动化
装置可以将放在Z轴的工件，由小机械手自动夹起转向后放入传送带，在设备完成加工后，再将
加工完的工件夹起放入传送带，从而达到无时间和距离损失的最短加工路径。

展位号：N4-703

ecoTurn 310；ecoMill 600 V；
MILLTAP 700；NHC 6300
CCMT 2016展会上将展出两台代表性的机床：上海工厂生

产的ecoMill 600 V和天津工厂生产的NHC 6300。全新开创性的

ecoMill V系列机床，配最新DMG MORI SLIMline®多点触控控
制面板及全面改进的ECOLINE风格设计，操作更舒适及保值
性更高。

展位号：N1-201

埃莫克法兰肯

火花塞检具
从EMUGE的产品可以看出：所有的产品均与螺纹有

辅助螺纹加工，使加工变得更

关，切削丝锥、挤压丝锥、螺纹铣刀、板牙及螺纹滚轮则

安全、更高效。连EMUGE的

为螺纹加工的刀具，量规则为螺纹检测工具，刀柄等均为

夹具也是由一种SG螺纹演变而
来，形成高精度的夹持系统。
当前EMUGE还开发了第四代螺
纹加工方式——Punch Tap，引
领螺纹加的新潮流。在这次展

形创中国

新一代HandySCAN3D手持式
三维扫描仪

会中，除了提供常规样品外，
将为观众提供３类新产品，来
体现EMUGE的先进理念。

展位号：E5-615

新一代HandySCAN3D手持式三维扫描仪是CREAFORM
公司研发制造的计量级扫描仪，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率和极快
测量速度，同时更加轻便，易于携带且不受环境条件、扫描部
件尺寸和用户情况的影响，是目前市场上用途最广的3D扫描
仪，适用于检测和要求严格的逆向工程。

展位号：N3-422

江苏晨光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CGK90-数控蜗杆磨床
该数控蜗杆磨床为八轴数控蜗杆磨床。机床
配置西门子840Dsl数控系统，实现八轴三联动控
制。机床通过工件的旋转运动与工作台的纵向运
动两轴联动实现螺纹运动。砂轮修整由专用蜗杆

齿形的修整，砂轮的修整量可通过砂轮架横

修整软件控制。修整工具采用金刚石碟轮，通过

向运动实现自动补偿。

砂轮修整器两个数控轴的插补运动实现各种砂轮

展位号：N2-713

瑞士百超

BySprint Fiber光纤激光切割系统
一直以来，BySprint Fiber 光纤激光切割系统为我们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切割速度；然而，如今百
超为这台机床配备了6kW激光源，旨在更进一步提升它的切割速度。6kW光纤激光器在切割3mm不锈
钢时，其切割速度是6kW CO2激光器的三倍。对用户而言，相当于零件的产出得以提升300%。

由于6kW光纤激光器的高速切割，加工的稳定性变得尤为重要。由此，BySprint Fiber 6kW配备了

Cut Control（切割控制）功能作为标准配置。这一功能可以监测切割过程并且降低未切透的风险，切
割控制可自动停止激光，随后进行复切。
当用户切割15mm以上金属板材时，BySprint Fiber 6kW所配备的Power Cut Fiber（光纤超强切割）
功能让其再一次腾飞。这一功能可帮助用户在切割30mm（最大）板材时获得极佳的切割质量。

展位号：E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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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泰集团

斯来福临

程泰机械GTZ-2000M 多刀塔车铣复合机床、益全机械
M1100 高刚性立式加工机床和亚崴机电（AWEA） FCV620 超高性能五轴加工机床

Helitronic Micro
HELITRONIC MICRO用
于小直径回转类刀具和零件

GTZ-2000M多刀塔车铣复合机床

的生产和修磨。该机可生产

加工模式更弹性，产能提高150%。

并可修磨直径不低于3mm

M1100高刚性立式加工机床，具备高
刚性结构和优化的主轴系统。FCV－
620 超高性能五轴加工机床，具备极致
的五轴同动加工能力，工件经一次设
定即可加工完成至产出，特别适合汽

直径不低于0.1mm的工件，
的刀具，最大可加工直径为
12.7mm，可加工刀具长度不
超过120mm，单件工件重量
不超过12kg。

展位号：N1-611

车、航天、生医等高精密产业。

展位号：E5-801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滚珠丝杠副、滚柱直线导轨副、加工
中心用电主轴

恒锋工具

螺旋拉刀和特大拉刀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精度P1级，速度60m/min，用于
加工中心、全机能数控车床、数控冲床及数控激光设备等领

采用小径齿和大径齿交错排列，减小拉削

域。
滚柱直线导轨副35－125全系列、精度P2。搭配有滚柱

工件同轴度的误差；采用刀体、扩齿厚刀套及其
他附件的组合结构，实现螺旋花键的同廓成形加

保持器，使滚柱运行更加流畅。

工，提高加工件的齿面精度；拉削零件花键齿

加工中心用电主轴最高转速36000r/min、功率40kW、转

形尺寸精度高，齿面表面粗糙度好，零件成品率

矩400N·m。易于实现高转速、高精度、高的动静态稳定性。

高，拉削效率高；拉刀耐磨性稳定性高，使用寿
命长，可重复多次修磨。

展位号：E4-712

温泽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LH系列高精度三坐标测量机
温泽推出了新一代三坐标测量机。该产品延续了LH系列
产品的优异特性和创新工业设计的成功经验。它意味着温泽新
一代LH系列产品可使您现在或未来都领先于您的竞争对手。
LH系列产品具备了稳定、可靠和全动态测量的功能，是一种
适用于不同测量应用的通用灵活的测量设备。拥有了新一代
LH系列产品，您就可以从这种运行可靠、易于操作的机器上
受益于其高性能、高效率和高灵活性的测量。

展位号：N3-414

展位号：N2-715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2MK7130数控可转位刀片周边磨床、SK7612数控内螺纹磨床
2MK7130数控可转位刀片周边磨床是精密、高效工具磨床。适用于典型可转位刀片周边曲线的精密加工，可磨削三角形、
四方形、正方形、长菱形、多边形及圆形等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也可用于磨削陶瓷可转位刀片及形状复
杂的非标准刀片的周边磨削加工。其特点是可实现自动上下料、自动液压夹紧、自动测量、砂轮自动修整和自动补偿。其工作
精度如下：①工件尺寸精度优于0.005mm轮廓误差为0.01mm。 ②切削角度误差＜0.5°。③表面粗糙度值R a为0.2μm。

SK7612数控内螺纹磨床是高效、精密加工各类内螺纹的先进设备。适用于汽车转向器生产线上大批量高效加工双圆弧滚道

螺母的精密加工，也可用于单件小批高精加工各种牙形螺纹环规的精密加工。其特点是可实现自动上下料、自动液压夹紧、砂
轮自动修整以及自动补偿。对于螺距在6mm以内的螺纹，其螺距精度为：①相邻螺距误差为0.003mm。②在25mm长度上误差
为0.005mm。③在100mm 长度上误差为0.006mm。④螺纹中径一致性误差为0.01mm。

展位号：N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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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那科（FANUC）

Series 0+-MODEL F
Series 0+-MODEL F是FANUC推出的最新一

瑞士ETEL公司

TMK系列力矩电机、IMTHP温度保护模块

代CNC产品。0+-F推出了高速、高质量加工软件

TMK系列力矩电机 TMK系列力矩电机主要应用于高端

包。该功能软件包具有减轻机床冲击进而平顺地

车铣复合机床，低速大扭矩，高速（能达到普通力矩电动机

进行高速高精、高质量加工的功能，以及可方便

5倍以上的转速），同等负荷下更具紧凑结构设计，并具有较

地调整加工表面质量、精度和加工时间的功能。

高1.2MK7130数控可转位刀片周边磨床本产品是精密、高效

包括AICC II、加速控制、平滑公差控制、加工面

工具磨床。适用于典型可转位刀片周边曲线的精密加工，可

质量级别调整和加工条件选择功能。其中，全新

磨削三角形、四

的平滑公差控制功能可以根据指定的加工允许误差（公差），在公差范围内自动生成平滑路径，方

方形、正方形、

便地变更加工精度。尤其是对连续微小线段指令，能使加工路径变得平滑，从而减轻机床冲击，提

长菱形、多边形

高精加工面的质量。

及圆形等符合国

展位号：N3-301

家标准规定的硬
质合金可转位刀
片。TMK0291－
070力矩电动机性
能参数如下：峰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值转矩 582N·m，

TNC640数控系统

最大连续转矩

TNC640数控系统是海德汉新一代数控系统，继承了iTNC 530的高速高精、5轴联动、智能

248N·m，最高额定转速可达421r/min，最大峰值电流76.2A。

IMTHP温度保护模块通常与TMK或TMB系列力矩电机配

加工等先进功能，适用于高性能铣削类机床和铣车复合机床。它支持高分辨率的三维图形模拟，

合使用，通过接入3组 KTY温度传感器，以实现最真实的温度

也具备诸多创新的智能制造功能，如智能防碰撞、自适应进给控制。TNC640的高级动态预测

反馈，IMTHP内置4个状态指示灯，用于显示电机线圈的不同

（ADP）、动态高效、动态高精功能可以大幅提高加工效率和表面光洁度，适用于航空航天、模

的温度状态，同时 与开关量信号配合使用，用于保护电用于

具制造、医疗等高端行业。TNC 640用海德汉面向车间的编程语言编写铣削和钻削加工程序。对

磨削陶瓷可转位刀片及形状复杂的非标准刀片的周边削加工。

话格式的简易语言允许您直接在机床上编程，编程时有实用的提示信息和贴近实际的帮助图形。

其特点是可实现自动上下料、自动液压夹紧、自动测量、砂

而且，TNC640提供全面加工循环，包括特殊的新加工工艺，如插补车削和滚齿加工。海德汉TNC
数控系统的 KinematicsOpt功能帮助用户加工复杂工件，尺寸准确且长期保持高精度。机床的旋
转轴全自动地用循环校准。全新VSC（视觉装夹控制）监测功能，让用户自动监测并记录当前装

轮自动修整和自动补偿。其工作精度如下：输入电压 +24V，
KTY输出测量电流1mA，KTY输入测量电流1mA，报警温度
100℃，故障温度130℃。

展位号：N1-214

夹状况或加工结果。VSC还能提前识别加工步骤：缺失加工步骤或工件不正确、位置不正确的工
件、不正确的装夹或缺失的夹具和VSC有效避免废品和刀具破损。

展位号：N1-214

埃马克

VL系列倒立式车床
展位号：N1-303
埃马克将于CCMT2016上展示VL系列倒立式车床。其结
合了埃马克新模块化标准机型的所有优点，紧凑的机床结构设
计使得机床几乎可以集成到任何生产线中，加工效率非常高
效。其中，VL 2车床可标准加工直径为100mm 、长度150mm
的行星齿轮和法兰组件等盘类零件。VL 4对应的标准加工直径

和长度参数则扩大到了200mm，可以覆盖变速箱的所有速度齿
轮。其最大的优势是进行模块化设计，而且非常适合于多种同

上海铼钠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机器互联。通过中央输送带、翻转单元或转移装置，实现

铼钠克数控系统N5、U3D、
LYNUC 数控系统N3

其他模块化设备集成到一个生产系统中。另外，VL 4 H拥有大

最终的集成自动化系统。因此，VL 4 H型机床可以很容易地与
功率的驱动装置，使主轴和滚刀可以达到较高的转矩和转速，
为高效加工直径至200mm和模数至4的齿轮提供了有力保证，

铼钠克数控系统N5应用于五轴五联动、六

采取这种方式可以在很短的加工时间内进行干式滚齿加工。

轴磨刀机、直线电机高光机、立式加工中心、

Track Motion通过自动化系统，埃马克模块化机床（2台VL 2车

床和1台VL 4 H立式滚齿机）可以轻松联机成一条独立而完整

直线电机6ｍ龙门、高速雕铣机、6自由度机器
人、自动化等领域，支持 MECHATROLINK-III

的齿轮生产线，简易方便、智能高效且自成一体。通过这种更

与EtherCAT 总线，支持增量编码器、绝对编码

柔性并能和主加工同时进行的自动化方案，可以实现所有变速

器，一体式三轴驱动器。

箱齿轮工件的自动上下料。

U3D应用于轮廓磨床、直线电机高光机、五
轴加工中心以及高精密数控设备等领域，其特点
为：①专注于直线电机推力控制，保证精度；②
专注于路径与位置控制，保证加工质量。
LYNUC 数控系统N3应用于四轴刻字机、磨床、钻攻机、车床、雕铣机、牙雕机和磨刀机等领
域。分别支持安川M2与松下RTEX总线，多总线为EtherCAT、CAN、RS485、IOLink、EtherNet及
USB。

展位号：N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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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雄克微信公众号，
了解更多技术及活动信息。

雄克机械手
始于 1983

来自一个家族式企业的创新技术

包含 4,000 多种标准部件，由强劲持久的小型和
通用型机械手构成的全系列产品组合，在全球各
行业内得到广泛应用。

雄克机械手新成员
PGN-plus-P 和 PGN-plus-E

免维护系列
多齿导轨中含润滑油槽

Jens Lehmann ，德国传奇足球门将，
自 2012 年担任家族企业-雄克公司品
牌形象大使，为精密抓取系统和安全
夹持系统代言。
www.cn.schunk.com/Lehmann

25% 的抓取力提升
雄克小型平动机械手
MPG-plus 气动。

闭合时间：0.03 秒
雄克小元件抓取机械手
EGP 25-Speed，电动。

CCMT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6.4.11-15 日 N3 馆 201 展位

精简集成
雄克二指长行程机械手
EGA，电动。

32

CCMT2016

展商风采

China CNC Machine Tool Fair 2016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