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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T2016隆重开幕

4月11日，在全球业界广泛关注和共同参与下，由中

理和丰富展会内容等方面又做出了新的努力。本届展会不仅

为开幕式剪彩的嘉宾有：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当值

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是最新产品和技术的展示交易平台，同时也是思想和信息的

理事长、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先生，台

（CCMT2016）如期开幕。来自全球业界的知名企业代表、

分享和交流平台。为满足参会组织和人员多方面、多层次的

湾友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志洋先生，山崎马扎克

各国和地区机床行业组织代表、相关政府机构代表和媒体代

需求，展会主办方精心筹划和准备了CEO国际论坛、国际机

（中国）有限公司总裁董庆富先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表等1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床工具信息发布会、展览信息发布会，以及40余场技术讲座

轮值理事长、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龙兴元先

等丰富多彩的展会活动，相信这些安排一定会进一步丰富和

生，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轮值理事长、北京北一机床股份

提升展会参与者的收获与体验。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旭先生，德马吉森精机中国总经理多林

开幕式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执行副理事长王黎明主
持，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惠仁致辞，来自全球业界的11

在全球业界的共同努力下，CCMT2016无疑将成为本年

先生（Mr. Dorin Schafter)，日本大隈株式会社社长花木義麿

度中国境内举办的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的机床工具制

（mi）先生，发那科株式会社社长稻叶善治先生，大连机床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捷克共和国参议院副议长兹登列

造业的展览盛会，CCMT2016也必将在活跃市场氛围，促进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马俊庆先生，沈阳机床（集团）有限

克·什克罗马赫先生（Mr. Zdenek SKROMACH），原机械工

交流合作，推动产业进步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纯君先生，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业部部长何光远先生、副部长陆燕荪先生，国家国防科工局

CCMT2016，创新产品等您检阅，精彩活动期待参与！

位知名展商代表为开幕式剪彩（剪彩嘉宾名单附后）。本届
展会的主题确定为“新环境·新格局·新作为”。

副总裁樊一鸣先生。

总工程师龙红山先生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上，陈惠仁代表展会主办方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
会和共同承办方上海市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向来自全球业界
的制造商、采购商、经销商、行业组织、专业机构和专业媒
体等方面的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注和支持展会发
展的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兄弟协会和海内外的朋友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CCMT2016展会规模再创历届新高，使用上海新国际博
览中心10个室内展馆，展出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比上届
CCMT展会增加20%。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
家机床工具企业参展，其中境外展商近400家，展出面积占
比近40%。德国、美国、瑞士、意大利、韩国、西班牙、日
本、捷克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机床协会和贸促机
构组团参展。
本届展会展品数量众多，不乏新品、精品，范围涵盖
金属切削机床、金属成形机床、特种加工机床、柔性加工单
元、自动化生产线、工业机器人、工量具等，展品种类和数
量远超历届展会，展示了全球机床工具制造业最新技术和产
品成果。
为办好这届展会，主办方在提升服务水平、改善展会管

11日进馆总人数23180，
同比增长6.8％；总人次
32925，同比增长4.4％。
其中观众人数12250，同比
增长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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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开幕贺词
正值春暖花开、万物更新的美
好时节，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CCMT2016）隆重开幕。我代表中国机
床工具工业协会和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
司表示热烈的祝贺！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保证
国民经济与国防安全的战略产业。今年是
“十三五”开局之年，转型升级仍是装备
制造的工作核心。本届展会以“新环境·新
格局·新作为”为主题，是在中国经济进入
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
下，应对需求升级与竞争加剧、国内产能
过剩与进口居高不下的严峻挑战，实现装
备制造转型升级的积极行动。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
增长动力，为中国制造升级指明了方向和
目标，也给机床行业带来新的环境变化。
AlphaGo与李世石的 “人机大战”引
人关注，也传递了一种信号，新一轮科技
革命的智能化浪潮已经汹涌而来。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下的中国制造2025，深入推进
中国制造+互联网，将推动中国制造在新
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完成角色转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当值理事长
换，推动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强国转变。
张志刚
作为企业，需要切实理解“强”的含义和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标准，持续在高端突破，以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品牌价值。这也是中国机床工具行业所面临的历史使命，1100
余家企业汇聚上海，充分展示转型升级最新成果，必将成为业界人士所期盼的饕餮盛宴。
“十二五”期间，济南二机床深入学习贯彻加快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中央精
神，坚持打造国际一流机床制造企业的战略目标，以创新为驱动，实施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机制创新，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实现逆势增长。面临新环境、新格局，济南二机床携
XH2416×30五轴联动定梁龙门加工中心和多种数控冲压装备模型参展，全面展示我们在金
属切削和金属成形领域的技术成果。其中，五轴加工中心能够满足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能
源、船舶和模具行业的加工需求。欢迎各界朋友到济南二机床展位参观交流。
最后，预祝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取得圆满成功！

冷静坚守 积极求变

把握机遇 实现梦想

智能制造新业态
引领工业发展新潮流

创新驱动 精益求精

值此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CCMT2016）在上海隆重开幕之际，
我谨代表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和北京

随着2011年中国机床工具行业达到
历史顶点并步入下行通道以来，企业一
直处在应对下行调整与转型升级的双重
压力之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需求无
法满足，表现为：一方面是国内企业的
订单极度萎缩，一方面是进口机床的持
续涌入。在行业连续繁荣十年之后，大
潮退去，使中国机床企业蓦然发现自己
是个裸泳者，即使在国内的市场上也没
有站稳脚跟。
值此CCMT2016举办之际，面对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
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保持
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一是要坚
守，二是要求变。
首先，坚守主业，坚守品质。坚守
主业就是坚守我们的本分，立足于我们
赖以生存的资源禀赋和技术积淀，在最
擅长的领域做最专业的产品制造者。坚
守品质就是要质量为先，诚信经营，以
可信赖的品质赢得国内立体化市场的多
层次用户需求。齿轮机床、螺纹机床、
车铣复合机床、磨削类机床、齿轮刀具
等就是秦川机床必须长期坚守的主业和
本分。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轮值理事长
其次，在商业模式上求变，在产品
龙兴元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研发上求变，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
中突破。一方面立足于主机技术的持续
进步，积极围绕强周期的机床产品，移植核心能力，发展弱周期的零部件产品和具备工业消
耗品特征的刀具、工装夹具产品，并进一步向服务业延伸，最大限度地降低经济周期对企业
经营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聚焦市场新方向、新领域，推进技术与产品持续创新，努力形成
新的增长极。新能源汽车、军工、三航两机、机器人等都是机床企业可能实现新突破的重点
领域。
还是那句话，“技术领先，模式取胜”，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市场新环境、新格局下，
处理好坚守与求变的关系，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
新路，展现企业新作为，为中国机床工具行业健康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对这届盛会表
示最诚挚地祝贺！向来自国内外的同行
和各界朋友表示最热烈地欢迎！
近几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时间
高速增长之后进入了非周期性调整期，
受整体经济形势以及行业需求收窄的影
响，机床销量大幅下滑，机床行业企业
普遍感受到了严冬的寒冷和漫长。
随着国家“十三五规划”启动以
及《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以“转型
升级”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机床行业将会
迎来新一轮难得的发展机遇。本次展会
“新环境·新格局·新作为”的主题，更是
准确、鲜明地反映了当前我国机床工具
产业发展和产业市场的时代特征。“智
能制造”将是中国机床行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标志，也将是机床企业共同的努力
方向。
北一机床要在“制造精良、追求卓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轮值理事长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越”的路上，与行业同仁、与社会各界
王旭

一道，为挺起中国装备制造业脊梁的使
命与梦想，共创共赢！
预祝本届展会圆满成功！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轮值理事长 关锡友
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

值此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
（CCMT2016）隆重开幕之际，我谨代表中
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和沈阳机床集团表示最
衷心的祝贺！
当前，信息与通讯技术正在进入工业
制造过程，这将诞生智能机器，使机器与机
器、机器与人、人与制造过程互联互通，从
而催生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的出现将重塑工业体系，使
传统“大而全”的集中式制造与组织模式向
分布式布局、分级式结构转变，将彻底改变
生产方式, 进而深刻改变生产关系。这是一
场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智
能装备是核心、智能工厂是载体、催生新的
分工是本质。
目前，全球制造业都在积极争夺智能
制造制高点。中国机床行业作为中国工业的
脊梁，必须率先行动，通过改变工业最基础
的一环，重塑中国工业体系，构建新型工业
业态，从而引领世界工业发展新潮流。
2014年，沈阳机床首次在第八届中国
数控机床展览会上推出完全自主研发的i5系
列智能机床，展示了我们对智能机床的独特
理解。今年，沈阳机床将会把两年时间的技
术与商业积累，全部体现在14款全新设计的
智能新品上，向业界同仁与广大用户诠释智
能制造的深刻内涵，期待通过智能服务新模
式为客户创造新体验。
面向未来，我相信在中国制造2025的
战略指引下，在全体机床同仁的共同努力
下，中国机床工具行业一定能够在新经济环
境下，创造新未来，为中国由工业大国向工
业强国转型贡献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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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ss DT 13
让您的生产更进一步
Swiss DT 13专业设计用以满足
长短车削工件的各种加工要求。
该款机床简单易用，加工直径
高达13 mm，可显著提高生产效
率。
Swiss DT 13采用先进的技术和
高效的五轴运动结构，是几乎所
有车削加工的理想工具。
了解更多：
www.tornos.com

高性能瑞士型车床
We keep you turning

Swiss D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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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T2016开幕盛况

展会主办方领导与各方嘉宾共庆展会开幕

用户代表团参观展会

NEWS
4 月 11 日 ， 捷 克 展 团 举 办 捷 克 商 务

4月11日下午，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主办的国际机

日，捷克共和国参议院副议长Zdenek

床工具信息发布会（IMTIC2016）在展会首日成功举

Skromach先生、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

行。来自全球各地的机床工具制造商、采购商、经销

Bedrich Kopecky先生和中国机床工具工

商、行业组织、专业机构和专业媒体等100余名嘉宾

业协会执行副理事长王黎明先生出席捷

参会。会议同时发布了“2015年度中国机床工具行业

克商务日活动。

30强”企业名单（详见快讯第三期头版）。

图片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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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登记抽苹果手机
今日手机得主：谢淋

4月11日下午，由台
湾贸易中心举办的台
湾机床智能制造新闻
发布会在上海新国际
博览中心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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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4月11日晚，2015年度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先进会员（十
佳）暨CCMT2016春燕奖颁奖仪式在嘉里大酒店举行。中国机
床工具工业协会领导颁发奖项，与会代表和观众向获奖企业表
示热烈祝贺。

2015年度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先进会员（十佳）名单
产品质量十佳

自主创新十佳
申报企业

产品型号、名称

申报企业

产品型号、名称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B3HM-039高精度小孔珩磨机

保定维尔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YJZ静压造型自动生产线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HDM-80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Y4232CNC数控剃齿机

湖南中大创远数控装备有限公司

YKA2260数控螺旋锥齿轮干切机床

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立方氮化硼聚晶刀具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SE4-2500大型伺服压力机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PBH-110/3100数控折弯机

宁夏银川大河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MK2218×50YSG高档数控珩磨机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GZB45滚柱重载导轨副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DVTM1600×55/400L-NC数控双柱立式铣车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YK3132数控滚齿机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TGK46100高精度数控卧式坐标镗床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CK4363曲轴数控车床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i5A2桁架自动化加工单元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CMK0220II小型精密数控排刀车床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CKX53280超重型数控单柱移动立式铣车床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KS5132数控插齿机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FP25MN-1500热模锻压力机

浙江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KDVM800LH立式加工中心

注：以企业名称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

注：以企业名称汉语拼音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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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仪式

CCMT2016春燕奖获奖名单
序号

获奖企业

获奖产品型号

获奖产品名称

序号

获奖企业

获奖产品型号

获奖产品名称

1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

B2-K1026

随动式RV减速器偏心轴磨床

20

山东永华机械有限公司

VB63F5

五轴联动立式加工中心

2

成都普瑞斯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PH400

卧式加工中心

21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3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ZDX200

轿车变速箱齿轮加工自动生产线

22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H367

数控随动高精度偏心轴磨床

4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VDWB50

五轴立式加工中心

23

上海松德数控刀具制造有限公司

MBF系列

微米镗刀

5

大连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DZHX-003

转向节加工柔性智能生产线

24

沈机集团 SCHIESS Tech GmbH

Fastturn20XM

数控纵切机床

6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汽车自动变速器加工用精密螺旋

25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i5M8

平台型智能机床

7

吉林省金沙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ZDC350

制动盘自动生产线

26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FML800

智能制造单元

8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XHV2416×30

五轴定梁龙门镗铣加工中心

27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THM6363A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9

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FL513i

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

28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G200

数控滚齿机

10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KMC600 UMT

五轴车铣复合立式加工中心

29

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SE-GK020

七轴联动数控电火花高速小孔加工机

11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5-P1/2010×1159

大长径比精密滚珠丝杠副

30

苏州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A500A

精密数控浸水式慢走丝线切割机

12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HPC650-FMS

卧加柔性线

31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BP8a

数控外圆磨床

13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DF2715(3+2)

高架桥式五坐标龙门铣床

32

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CK5116B

数控单柱立式车床

14

宁夏银川大河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2MK2215×2

双轴数控珩磨机

33

烟台环球机床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TK64320

数控直驱回转工作台

15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YKZ7230

数控蜗杆砂轮磨齿机

34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YKG5112

小模数高精度数控插齿机

16

青海华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XH2310

高速立式加工中心

35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YN07W55

智能手机金属外壳磨削自动化生产线

17

青海华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CHG61250×6/40

高精度卧式铣车复合车床

36

云南CY集团有限公司

18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JSZD150T-8/3.7C

走芯机电主轴

37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HND-2

绝对式光栅编码器

19

山东鲁南机床有限公司

VTC2040

铣车复合柔性加工中心

38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RFMP2060GM/5X

桥式龙门加工中心

花键拉刀

DKFZ4016TR-

汽车与航空发动机用高效、高性能
孔加工数控刀具

刹车盘自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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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数控机床科技重大专项滚动功能部件
产品性能测评结果发布会成功举行
从发布的检测数据看，国内重点企业
产品与境外主流产品的静刚度指标基本处
在同一水平，甚至国内滚珠丝杠的平均静
刚度值已明显超出境外产品的平均值。这
说明，在数控机床专项的支持下，滚动功
能部件重点企业研制的高速、精密、重载
滚珠丝杠和直线导轨，产品性能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升，企业制造、管理和产品质量
水平不断进步和提高。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滚动功能部件
分会理事长李保民认为，滚动功能部件专
项产品测评对于行业提升产品质量、提高
市场竞争力有非常积极的作用。通过产品
测评，制造企业对于影响产品质量和性能
的因素能够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从而指导
产品制造工艺过程，实现精细化生产，提
升企业的制造能力和水平，逐步缩小国产
滚动功能部件与境外优势企业同类产品之
间的差距，促进滚动功能部件行业制造水
平的整体提高。
苏铮副调研员在发布会总结发言中，
介绍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推动滚动功能部件
性能测评工作的目的和意义，以及产品测
苏 铮

郭长城

李保民

冯虎田

娄晓钟

评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按照测评工作的整
体方案，滚动功能部件专项产品测评工作

4月11日，滚动功能部件专项产品性

床功能部件性能测试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

会议首先由南京理工大学数控机床

分为三个阶段，本次发布的静刚度值只是

能测评结果发布会在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

室主任冯虎田，参与测评工作的企业负责

功能部件性能测试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

第一阶段的测试结果，后续将进行滚动功

展览会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展区举行。工业

人，以及数控机床、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制

室主任冯虎田介绍滚动功能部件的测试原

能部件产品的综合性能以及精度保持性测

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机械处苏铮副调研

造企业、机床行业检测机构的代表及行业专

理、测评方法和过程，中国机床工具工业

试，2017年CIMT2017展览会期间将发布滚

员、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郭长城副秘书

业媒体记者等50多人，会议由中国机床工具

协会副秘书长郭长城发布测试结果。发布

动功能部件综合性能检测结果。未来产品

长、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滚动功能部件

工业协会行业部主任娄晓钟主持。

测试数据，包括承担数控机床专项课题研

性能测试工作还将推广到数控机床主机产

究的5家滚动功能部件企业和境外数家较优

品和数控系统产品，测试结果将对全行业

势企业的同规格产品的静刚度检测结果。

和用户行业公布。

分会李保民理事长出席发布会。参加会议
的还有测评机构代表南京理工大学数控机

发布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主办，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承办。

沈阳机床i5智能制造
发布会举行
2016年4月11日，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

依托互联网实现智能校正、智能诊断、智

司（简称“沈阳机床”）举行i5智能制造

能控制、智能管理，实现了工业化、信息

发布会，首次隆重推出i5M8系列平台型智

化、网络化、智能化、集成化的有效集

能机床，同时沈阳机床与华夏幸福基业股

成，该系统使工业机床“能说话、能思

份有限公司（简称“华夏幸福”）签署战

考”，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工业效率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推进工业智能化

提升20%，实现了“指尖上的工厂”，是

的转型升级，开辟“中国智造”的创新路

智能制造首选标志性产品。
华夏幸福与沈阳机床签订战略协议，

升级提供创新平台。未来，华夏幸福旗下

新发展，携手推进工业智能化的转型升

i5M8系列平台型智能机床是沈阳机床

将充分利用双方的资源与优势，在应用i5

产业新城的制造企业在设备更新、改造升

级，探索‘中国智造’的创新路径。”沈

在“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研

智能系统的智能工厂方面发力，推动云智

级等方面都将受益于这一创新平台。

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表示：“我们很

发的世界首创的平台型智能机床，以全新

能工业服务平台的构建与运用，以制造企

华夏幸福产业发展集团总裁赵威表

期待在华夏幸福旗下的产业新城中，实践

的理念诠释了智能制造。控制系统使用沈

业为主要服务目标，打造一流的智能制造

示：“我们联手沈阳机床这样的行业龙头

出一条智能制造创新之路，并由此催生新

阳机床集团自主知识产权的i5智能系统，

生产、服务基地，为国内智能制造业转型

企业，将共同推动我国智能制造产业的创

的工业革命和工业经济。”

径。

China CNC Machine Tool Fair 2016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CCMT2016

展商风采

9

10

China CNC Machine Tool Fair 2016

CCMT2016

展品聚焦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与市场、用户紧密相接，专业化产品和服务
取得新硕果
生产的社会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专业化生产方式和装备的快速发展。聚焦细分市场，聚焦用户服务领域，深入挖掘用户生产工艺需求，满足重点领域发展需要，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产品和服务，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主导理念，催生出一批批优秀的产品、服务和企业。

B2-K1026随动式RV减速器偏心轴磨床

A30精密数控电火花成形机床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

北京市电加工研究所
X/Y/Z轴行程300×212×272mm，

专用于工业机器人RV减速器偏心轴、压缩机偏心轴等偏

C/B转角360°，最佳表面粗糙度

心轴类零件的精密磨削。最大外圆磨削直径200mm，最大工

R a≤0.1μm，最小电极损耗≤0.1%，
最大加工电流50A，最高生产率
≥500mm3/min。五轴联动，是目前国
内外带叶冠整体式涡轮盘工程化生产
的唯一应用技术，适用于航空、航天
发动机的带叶冠整体涡轮盘零件以及
船舶、核技术、兵器以及汽车、轻工
等领域难加工材料复杂型面类零件，
如模具、齿轮轴、高温合金活门壳
体、齿条、机匣等的加工。

件长度500mm，中心高180mm，最大工件重量100kg，3轴数
控轴数（C-X联动），砂轮直径500mm（CBN砂轮），砂轮
线速度80～120m/s，工件最大偏心量（冲程）40mm，偏心
轴颈圆度0.002mm，偏心轴颈直线度0.002mm，主轴颈圆度
0.001mm，表面粗糙度R a=0.4μm。随动式磨削，直驱，静压
导轨，X/C轴闭环控制，尺寸补偿，可一次装夹完成偏心颈和
主轴颈的加工，向导式操作界面及无编程软件专家系统。

2*VL 2 + VL 4 H + Trackmotion齿轮加工自动化生产线
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
由VL 2倒立车、VL 4 H滚齿机以
及兼具输送、转换和翻转功能的自动
化输送系统TRACKMOTION组成，可
提供从毛坯-精车-滚齿的交钥匙解决方
案。最大齿轮直径200mm，最大模数
4mm，TRACKMOTION水平/垂直传
输速度150/25m/min。该设备是亚洲首
秀展品。

XK1445-5C五轴龙门加工中心
上海拓璞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台尺寸1000×4500mm，X/Y/Z轴快速10000mm/min，X/Y/Z定
位精度0.035/0.008/0.008mm/全长，A/C轴定位精度8″，A/C轴最大扭矩
1000N·m，意大利派瑞德电主轴最高转速20000r/min，刀柄HSK-A63，

24把刀圆盘式刀库，数控系统发格8065M，五轴全闭环控制。工作台移
动、固定横梁式布局，结构经有限元分析优化，铸铁床身，A/C高速高
精度双摆头，直线导轨，在机对刀仪实现对刀具中心点精准定位，主要
用于航空航天类各种壁板、型腔、框架类复杂零件的精密加工。该设备
在本届展会首次展出。

XH2416×30五轴联动定梁龙门镗铣加工中心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台尺寸1600×3000mm，主电机最大功率55kW，主轴最
大输出扭矩1322N·m，主轴转速范围5～3000r/min，滑枕截面尺寸
550×550mm，X/Y/Z轴行程3500/2900/950mm，X/Y/Z轴快速10m/min，
C轴（水平摆角）±360°，链式刀库容量40把。大扭矩高转速机械五

轴联动定梁龙门加工中心，固定式床身，移动工作台，固定龙门框架，
机械式双摆角数控万能铣头，主轴随铣头叉形体在垂直面内绕X轴摆动
（A轴），主轴随铣头摆动体在水平面内绕Z轴回转（C轴），数控系统
采用SIEMENS 840D-SL，用于各种铝合金、钛合金、耐高温合金和复合
材料等高强度轻质材料复杂零件的高速精加工。

MPFMS1212柔性加工生产线
南通麦斯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CY-126CNC数控蜗杆旋风铣床

麦斯铁MPFMS系列汽车横/纵梁板数控冲孔柔性加工生产线加工最
大板料尺寸12000× 800×2.5～10mm（σ b=510～800N/mm2）， 冲孔最

南京彩云机械电子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大直径φ 60mm， X、Y轴速度50m/min， 定位精度±0.10mm/m，重复

加工蜗杆最大模数M=3mm；可加蜗杆最大
长度250mm；主轴夹紧形式：油压弹性夹头；主
轴夹紧规格3～25mm；最大螺旋升角(任意头数)
-45°～35°；主轴转速范围（工件轴） 1～50r/
min；铣刀转速范围300～1400r/min；盘铣刀规格：

32×100×10ｍｍ/22×65×10ｍｍ；联动轴数：
四轴三联动；数控系统：SIMENS；重复定位精度
5μm；工件精度等级：7级；工件表面粗糙度R a＝

0.8μm；尾架形式：液压。

定位精度±0.1mm，连续冲孔工作节拍6.5 分钟/件纵梁。

China CNC Machine Tool Fair 2016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CCMT2016

展商风采

11

12

China CNC Machine Tool Fair 2016

CCMT2016

展品聚焦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创新引领发展，新品新技术生机盎然
创新是进步与发展的动力之源。本届展会集萃了全球众多的创新技术与产品，包括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和新的服务模式，与我们面临的需求和任务紧密相关，与性能、功能、效
率、效能、精度及环保等企业追求的目标环环相扣，新品新技术创生了新的装备，也为企业创生了新的发展基础和条件。

看点一：3D打印是近年来广被关注的工艺创新技术，本届展会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技术又有了新的传承和发展。
SVW80C-3D增减复合五轴加工中心

XF1200激光增减材五轴复合加工中心

大连三垒机器股份有限公司E3-601

青海华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该设备属金属喷粉激光熔融与立式加工中心复合

该设备属金属喷粉激光熔融与立式加

机床，光纤二极管激光器，激光器功率2kW，工件最大

工中心复合机床，激光器功率1200W，最

回转直径1000mm，工作台最大承载850kg，主电机最

高送粉速率15g/min，工件壁厚1～5mm，

大功率36kW，主轴最高转速12000r/min，X/Y/Z轴行程

转速20000r/min，刀柄HSK-A63，X/Y/

800/800/600mm，X/Y/Z快速度48m/min，A/C轴转动范

Z行程600/450/450mm，B/C轴回转范

围±120°/360°。

围-115°～+30°/360°，矿物铸造床身。

看点二：很多企业在本届展会上推出了世界首秀、亚洲首秀、中国首秀的创新之作。
WR20-9九轴数控走心机

Excalibur-4020激光切割机

南京建克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最大加工直径20mm，主轴最高转速8000r/

X/Y/Z轴行程4000/2000/100mm，X/Y轴联动定位速度200m/min，X/

min，主轴功率3.7kW，外径车刀6把，侧面动力头7

Y单轴最大加速度2g ，Z轴最大加速度3g，定位精度±0.05mm/m。专为

支，端面镗刀4把，副轴端面镗刀8把，副轴端面动

激光切割加工开发的全新开放式数控系统，多点触摸操作屏，双CPU处

力头4把。双Z轴、双Y轴、双X轴，可同时间多刀加

理器，现场总线技术，全新的PIKO平滑插补功能，镜片监控功能，自

工，国际标准刀位孔，拔插式动力头机构，支持旋

动变焦功能，快速自动寻边功能，自动穿孔检测功能，在线参数编辑功

风铣、斜孔机构和端侧面加工。该设备是我国走心

能，动态性指标化控制，前置式全电动立柱式四联动机械同步式交换工

车床目前技术水平的典型代表。

作台，高强度热铸铝合金横梁，完善的安全防护系统，全新的分区自动
除尘系统，全封闭防护罩。

BA W06卧式多主轴加工中心
埃斯维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X、Y、Z轴均采用直线电机驱动；机床床身采用SW

公司专利设计的整体框架式；1个, 2 个或者 4 个主轴；双
主轴时，具有个相互独立的Z轴；主轴转速17500转/分；
工件液压夹紧；可安装两个或者4个子工作台；安装有SW
公司的断刀检测功能（≤0.15秒）；刀库可从42个刀位模
块式地扩展到216个刀位。

BySprint Fiber 4020 6kW光纤激光切割机
ZDC350/DDC350汽车制动盘自动生产线

百超（上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
切割板材尺寸4000×2000mm，X/Y 轴联动定位速度140m/min，最

吉林省金沙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自动上料，毛坯姿态任意摆放，上下料不需与加工并行，工位
间工件自动对接交换，姊妹刀、组刀具，快换夹具，专用风道球头
卡爪，复合多头钻孔，钻孔、倒角和反倒角一次成型，精车工序制
动面、轮毂安装孔、轮毂安装面同序完成，制动面伺服双刀同步加
工，刀具磨损自动补偿。该设备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一个典型。

Leo Peri数控高精度可转位刀片磨削中心
阿戈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工作高度950mm，砂轮直径250mm，C轴回转

范围-45°～+36°，磨削范围（OD/IC）max.35mm/

min.3.96mm，工件最大厚度15mm，料盘个数4，硬质合金、

CBN、金属陶瓷、陶瓷。机床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于4平方
米，阿格顿控制系统，4轴联动，操作简明易懂，直驱、桁架
式机械手自动上下料，机床保养方便，维修率低。

大轴向加速度12m/s2 控制系统ByVision，触摸屏操作和手动操作装置。
高效，高切割质量，配合不同激光功率加工较薄至中等厚度的板材，即
使有色金属也能高质量地加工，基于光纤技术更加省电，无需激光气
体，运行成本低，多种辅助功能（Power Cut Fiber、Cut Control Fiber、
割嘴更换装置、Detection Eye）和自动化选装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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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MT2016展商访谈
抓住变革机遇期 CCMT 2016添新彩
——访埃马克（中国）机械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营销总监

林

劲

性是众多整车生产和零部件生产企业最基

重要的展会。埃马克中国公司将在N1 展厅

本的生产要求。”林总表示，“在全球智

的 303 展台首次展出其全部工艺技术，从

能化、自动化需求不断提升的今天，埃马

车削、滚齿、磨削，到电解加工和激光焊

克正以其更快、更灵活的发展战略应对来

接加工，再到感应淬火，全方位展示埃马

自高新技术的挑战。”

克强大的工艺技术能力和独特的立式加工

“2015年，埃马克中国公司的订单大
约占埃马克集团总订单的1/3，在集团内部

林总向记者特别说明了CCMT2016上

具有举足轻重的市场地位。”谈到埃马克

EMAG全部工艺技术的亮点所在：立式加

中国公司的市场地位，林总十分自豪地介

工、结构紧凑、性能强大——这是观众在

绍道。埃马克集团对来自亚洲，尤其是中

展会上可以体验到的EMAG 机床的特点。

国的客户需求给予充分重视，为在将来更

EMAG VT 和 VTC 系列机床将展示现代轴

大限度地满足客户对于高效能解决方案的

加工的标杆性技术状况，定能给观众留下

需求，埃马克集团在10多年前开始在江苏

深刻印象。其中一个特别的亮点在于所展

太仓设立第一个本地化解决方案中心。主
要为高性能的倒立式数控车削中心提供定
从20世纪60年代转塔自动车床的研

称霸三分天下，深耕中国市场

发，到1992年首推倒立式车床，再到新型

“2015年，埃马克中国公司取得接近

激光焊接机的横空出世……具有150年悠久

1亿欧元的新机床销售订单收入，相比2014

历史的德国埃马克集团，在技术方面始终
走在创新的前列。其逆向思维的创新加工
技术和覆盖车、钻、镗、铣、磨、滚齿、

年，维持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圆满完成年
初制定的任务目标。”林总感叹道，“在
机床行业整体不算景气的大背景下，这个
成绩实属不易。”在埃马克中国公司2015

激光焊接和电化学等全工艺的复合加工机

年的订单收入中，一多半来自于汽车工

床，率先颠覆了传统的自动化概念，确立
了埃马克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优势。

制化服务，并销售集团生产的所有产品，
包括倒立式车床、内圆磨床、激光焊接
机、热套式装配设备和电化学加工机床。
此外，2016年还在重庆投资设立第二家本
地化解决方案中心。同时，2014年在中国
投资建造的江苏金坛生产基地已经投入生
产。

出的齿轮生产线，将凭实证向参观者展示
EMAG 模块化结构机床的强大生产能力，
足以让参观者惊叹！
埃马克中国公司在CCMT2016上首次
展现配备TrackMotion自动化系统的齿轮
生产线，具有结构紧凑、速度快、生产效
率高的特点。参观人员能直观看到2台VL
系列立式车床分别车削齿轮的两个面，然
后在新式的VL 4 H型机床上进行滚齿和倒
棱。这3台机床通过新式的TrackMotion自

EMAG全部工艺技术亮点频现

动化系统相互连接，从而实现生产线自动

业。“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对生产设备的

猴年是一个充满变革和新气象的好年

化。配备的垛式工件料仓能确保几个小时

要求越来越高，高效率、高性能、高可靠

份，CCMT2016又是本年度机床行业非常

地连续生产。

迎接智能制造的挑战和机遇

间操作人员和任务计划人员能同时管理任

MORI作为全球顶尖机床制造商，早已做

务，查看文档及调用任务单、工艺和机床

好面对挑战的准备。DMG MORI已从传统

——访DMG MORI中国总经理

数据。

机床产品供应商成功转型为机床服务供应

多

林
帮助客户持续创造价值，提升声

12台高科技机床亮相CCMT2016

商，从单纯的机床制造转为更加关注用户

望。

DMG MORI携带12台高科技机床亮相

的实际生产需求，为用户的加工提供切实
高效的解决方案。

世界新一轮科技创新正在

CCMT2016展会，在400平米的展区上展示

加速推进，基于互联网环境下

车削、铣削、铣/车复合加工及增材制造技

的集成化的智能制造正在悄然

术。其中4台为在中国制造的机床，包括中

世界新一轮科技创新正在加速推进，

兴起，工业4.0或许不久就会到

国首秀的ecoMill 600 V，该机配19" DMG

“中国制造2025”也已正式发布，尽管在

来。中国经济也已经进入中高

MORI SLIMline®多点触控控制面板。大家

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制造业结构转型升

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政府致

可以亲身体验应用程序总数达16款的DMG

级的形势下，中国机床市场面临着前所未

®

中国制造，为中国而造

力于推动“中国制造2025”战

MORI的CELOS 系统以及工业4.0，它们

有的挑战，但多林先生相信，新常态是新

略。这是新的挑战，更是新的机

将用户企业与生产计划连接在同一个网络

的挑战，更是新的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结

遇。“工业4.0”是未来最重要

中。

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必将有效释放中国机

的主题，其中包括机床制造业。

在未来，DMG MORI仍将聚焦于航

作为金属切削机床的全球领先制

空航天和汽车制造以及自动化和模具制造

两年来，DMG MORI 通过两家公司的

造商，DMG MORI支持用户的

行业，在这些行业实施的大量成功案例使

深度融合，在更为广泛的服务网络、更为

数字化转型，为用户提供基于应

DMG MORI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

领先的技术实力等方面，为客户提供了更

用程序的CELOS®系统及其他智

并能帮助客户更加快速地获得收益。

多的优势服务。借助DMG 146年和MORI

床消费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

能软件解决方案。这并不是在空

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增材制造，DMG

SEIKI 68年的优势，未来，DMG MORI中国

谈“工业4.0”，越来越多的技

MORI选择激光堆焊与切削加工的组合方

将继续为1+1>2的整合效果不断努力，2016

术会应用到机床产业中，速度和

式。用粉末喷嘴的激光堆焊技术与切削加

年销售和服务办公室将增加到11个，以便更

精度都将得到大幅改善，这些都

工技术结合在一起为增材制造市场开创了

好地更近地服务客户。

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中国

是可以期待的。基于应用程序的

全新前景。作为该技术的先驱及引领潮流

多林先生强调：DMG MORI一直坚

机床市场也全面步入新常态，需求变化逐渐趋于稳

CELOS®系统是DMG MORI面向

的企业，DMG MORI为用户提供最大的

持高科技机床在中国制造为中国而造。目

定。过去的一年，DMG MORI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心

客户的数字化转型战略的核心，

制造自由，同时还有最高的精度及表面质

前，DMG MORI在中国本地生产的机型已

态融入中国市场，与我们的合作伙伴携手一同感受

自三年前首次展出以来，一直沿

量，目前已开创性地推出两款复合机床

达11种，包括上海工厂生产的ECOLINE系

和应对经济形势以及市场的变化趋势，并继续践行

着目标方向不断发展。机床与办

LASERTEC 65 3D和LASERTEC 4300 3D。

列和DMU 50 五轴联动机床，以及天津工

“中国制造，为中国而造”的承诺，致力于更好地

公计算机统一的用户界面使车

近两年整个行业增速放缓，不过DMG

厂生产的NHC卧式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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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雾霾 勇于创新

市场前景的创新。
尽管伊斯卡于2012年发布IQ系列以

TRIDEEP，既适用于枪钻也适用于BTA深

——访伊斯卡中国联合CEO

来，全球制造业就逐渐步入低迷。然而伊

孔钻。钻削直径范围为16-28mm，夹持带

斯卡却能凭借先进的技术与创新理念在世

三个分屑槽切削刃的TOGT刀片。刀片采用

界各地逐个突破，全球销售额才能保持增

了大正前角设计，其修光刃能确保高的被

长，在特别困难的年份持平。这与伊斯卡

加工孔表面质量。新刀片采用了伊斯卡适

勇于开拓全新的市场不无关系。是的，伊

合于通用加工的PVD涂层IC908合金牌号，

斯卡总是能在一片红海外找到蓝海。草蛇

有五种规格的刀片供选用。三刃深孔钻主

灰线，时间线是延续的，当前的果来自过

要适用于诸如模具工业、汽车工业、油气

去的因。这个因，来自产品，来自战略布

工业及能源工业等潜在工业领域。

李玉圃

伊斯卡推出技术创新的三刃深孔钻

局，来自积极的员工，来自厚积薄发。

除却在前沿新产品上的不断投入，伊

2015年，伊斯卡MTB项目组无论是做项

斯卡多产的研发部门对已有的，广受欢迎

目的数量还是成单量都大幅增长，这显然

的刀具及刀片也在持续进行升级及扩充。

对伊斯卡中国的销售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

伊斯卡最近发布新型的DRG-MF多功能刀

用。除了技术部对销售的支持，以及各地

具系列是对之前颇受市场欢迎的DR-MF多

销售积极开发新用户推广新产品之外，产

功能刀具系列的升级，也是伊斯卡不断升
级扩充产品的佐证。DRG-MF刀体不仅能

2015年的中国制造业，就像堕入了

伊斯卡不断推出颇具创新意识、独具特色

品部对促进销售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实现

浓重的雾霾中，下行压力倒逼企业转型升

的产品，品牌价值、品牌认可度也逐渐提

了从全局指导销售方向的良好效果。

装夹早前的XCMT-MF菱形刀片，还能装夹

级。中低端产能严重过剩，恶性竞争加

升。而创新有两种，一种是全新的创新，

CCMT2016创新产品一览

菱形复合L形的XCMT-MG刀片，该刀片设

剧。身处激烈竞争中的制造商们该怎样找

比如伊斯卡的切断刀、霸王刀；一种是整

伊斯卡为其ITSBORE镗削加工系列

计新增了高效内孔切槽加工功能。

到突破口，下一步该怎么走？或许伊斯卡

合传统技术的跨界创新、组合创新，譬如

引入PICCO ACE高精度刀柄，以便为镗

2016年机械制造业的情况未必会好

的发展史可以给出一些启迪。

伊斯卡将机械行业常见的燕尾槽的应用从

削加工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该新型刀

过2015年。但伊斯卡的工程师们手握提高

在不断创新中前行

钢结构转移到了硬质合金刀片的装夹结

柄能用于装夹一系列PICCOCUT小刀杆。

切削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利器，有志于

1952年才成立的伊斯卡已是刀具行

构，这样的创新实现了传统机械结构与硬

在PICCO ACE刀柄发布之前，伊斯卡

帮助用户共度难关。市场环境是可以改变

业的后辈，行业内已有一定的制造标准及

质合金技术的结合，创生出了全新的IQ系

ITSBORE镗削加工系列仅能为小直径孔加

的，但不变的是立志作出改变的信心。中

主流的标准产品。投身于此红海中的伊斯

列。可见打开思路，不要总是格局于标准

工提供IHAXF可转位镗杆及焊接式镗杆。

国已经成为了制造大国，实现制造强国的

卡在前25年的产品毫无特色可言，公司发

品，不见得是非常前沿的技术，哪怕就是

然而所能选用的刀具非常有限，譬如，伊

目标指日可待。在这个过程中，伊斯卡中

展不见起色让创始人下定决心做出具有伊

将一些传统的技术相组合，只要能开辟新

斯卡仅能为直径小于8mm的镗孔加工提供6

国愿与中国制造企业并肩作战。前路漫漫

的市场空间、找到市场亮点，就是一种有

种刀具选项。

扬歌去，必将勇摘硕果回。

了其耐磨性和运行可靠性与稳定性。2015

准；实施批量生产条件下产品高精度、高

年公司还完成了新的滚珠丝杠设计平台，

性能稳定加工工艺；购置和研发关键加工

通过对各种参数的优化，大大提升了滚珠

设备、装置；继续进行产品精度检测、性

丝杠副的承载可靠性和运行稳定性，试验

能测试、可靠性测试及评价，通过试验加

表明，新设计的产品完全达到或超过国外

快产品升级步伐。实施轨道交通控制系统

同类产品水平。公司生产的高速、高精度

关键功能部件产业化项目：建设轨道交通

滚珠丝杠副，运行速度可达60m/min以上，

功能部件生产基地，提升自主生产能力，

DN值12万以上，精度可达P1；重载滚珠丝

满足国内要求，达到全部替代进口。

斯卡特色的产品。后来的故事众所周知，

博特精工：要靠小产品赢得大市场
——访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李保民

杠副完全可以替代进口。直线导轨副：静

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背景下，山
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紧紧围绕“新常

产品，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小产品满足高端需求的大市场

音重载滚柱导轨副，产品精度2级以上，可

面对市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山东博

以满足国内高档大型机床行业的需求；电

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主轴：高档数控车床用电主轴，走芯机数

不仅在市场的广度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

控车床用电主轴最大功率达40kw，最高转

在市场的深度上下功夫，瞄准市场的有限

速达60000r/min。机械主轴单元：加工中心

点深度挖潜，一切行为和资源配置都以市

用主轴单元，打破了国外及台湾产品对该

场为导向，围绕客户需求，专注于细分市

类产品的垄断，对我国装备制造业水平提

场，和客户形成互动，给用户带来利益的

升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形成我们的新市场，走产品差异化的

2016年，行业发展仍有较大下行压

路子。从而实现“小产品大市场，小品种
大气候”。通过市场专业化引导企业专注

态”客户需求，调整产品结构，转变发展

软硬兼施，打造关键功能部件产业
化平台

力，困难和问题依然存在，但信心和决心
依然满满。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坚

于核心业务，形成市场专业化类型的企

方式，逆境求创新，低速求发展，提出

公司先后投入了世界一流硬铣削机

持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为抓手，以

业，然后通过持续不断的改进与坚持，进

“高端引领、快速反应”战略思想，在经

床、车铣复合加工中心、高精度螺纹磨削

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为根

入一些重点高端领域，实现产品转型和企

济“新常态”中，迎风破浪，扬帆领航。

机床以及淬火生产线等高端设备，产品的

本，积极实施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降本

业升级。

公司突出“专、精、特”产品特色，加快

制造工艺达到世界同类先进水平。同时，

增效。进一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努力

CCMT2016展会上，山东博特精工股

产品升级的步伐。通过对不同行业不同用

公司承担的国家重大专项“滚珠丝杠的材

成为产品在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高、

份有限公司参展的主题是“新材料、新设

户特殊要求的调研和分析，充分发挥企

料及热处理精确控制技术”圆满完成规定

品牌优势明显、创新能力强、发展迅速的

计、新一代”。展示采用新材料和新设计

业独特技术创新优势，根据《中国制造

的内容，达到预期。该专项的顺利实施，

科技领军企业，逐步形成有实力、有品

标准加工的新一代高速、高精度、高效、

2025》纲要，针对高档数控机床、先进轨

使我国滚珠丝杠用材料完全可满足要求，

牌、有特色、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滚动

高可靠性的滚动功能部件产品，满足国内

道交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

效果媲美国外同类材料，并取得国家发明

功能部件产业基地。继续完善滚动功能部

高档数控机床、先进轨道交通、节能与新

备、高性能医疗器械、核潜艇、自动化等

专利。通过热处理工艺的精确控制，使滚

件产业化关键工艺技术及装备，对各类产

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装备以及核工产品等

相关领域，开发出大批“专、精、特”的

珠丝杠的淬硬层实现理想控制，大大提高

品进行结构优化设计，提升加工、检测标

领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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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源自技术力
——访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机械工具事业部部长

森吉成

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

工的可能。除了MEW、MFWN及MFH等产

提高。另外，嵌入式刀片将MEGACOAT-

品上获得好评的PR1535之外，车削用产品

NANO系列“PR1535”系列化，加工时间

也隆重上市。

长的情况下也可以安心使用。

MFH铣刀全新亮相CCMT2016
随着京瓷铣削工具产品线的日益完
善，本届展会上京瓷携全系列MFH型产品
全新亮相。MFH型高进给铣刀由三种类型

二是优异的切屑排出性。这种逐步
加大切深的结构，还有利于切屑的排出性
提高。以往常见的直线型切刃一下子切出
的切屑容易排到壁面上产生伤痕、咬屑等

产品系列构成，可以在所有的加工领域，

情况的发生，也容易损伤工具。“MFH-

对应用户生产效率提高的需求。而国内的

Micro”将切屑向前排出，可以避免同类问

端铣刀加工，一直到今天还多使用着焊接

题，实现稳定加工。

式和整体式刀具。随着机床的NC化、高速

三是切深加大带来高效加工。

运转化的发展，渐渐分化成焊接式适用的

“MFH－Micro”带来的另一项效率提高是

加工，或者硬质合金端铣刀、嵌入刀片式

通过最大化切深抑制走刀数，缩短加工时

端铣刀等适用的加工。而且由于生产线的

间。“MFH-Micro”通过将切入角最适宜

集约化以及去人工化，越来越多地使用小

化将切屑变薄，与以往刀具相比，更容易

在中国，伴随GDP的增长，企业的销

用户。东莞的技术中心就设立在东莞工厂

型设备，从纵横都需要大切深的加工，到日

降低切削阻力。由此纵切深0.55mm可以实

售额同时上扬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内，与设计部门以及生产部门相互协助来

益谋求由小切深、高进给带来的效率提升，

现此类嵌入刀片式端铣刀中最大的切深。

以往很多公司的业绩增长率可以达到GDP

制造出性能优良的好产品。

用户的要求也在发生着变化。为对应这样的

既拥有高进给的性能，又能充分利用最大

需求变化，京瓷新开发了“极小径高进给刀

切深，实现远超方形端铣刀的高效率。

增速的两倍，而现在有不少公司业绩都出

2015年京瓷切削工具在中国市场上推

现负增长的局面。因此，刀具企业如何提

出了很多可以为用户生产效率提高做出贡

高整体方案解决能力，改善用户的生产，

献的新产品。从材质和形状两方面来看，

一是优异的切削稳定性。嵌入刀片式

开发，继续延续以往的销售方针，扩大品

就成为重中之重。另外，客户的追求是：

加工不锈钢、耐热合金的PR1535是我们贡

刀具的优点在于，仅仅通过更换刀片就可

牌在中国的影响力。如果说到变化点，我

既要成本低，又要效率高。因此，如何为

献给中国市场的出色的材质。在中国，不

以减少非作业时间，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们将在中国的技术中心开发面向中国市场

用户真正地实现提效降本就是刀具企业发

锈钢加工、耐热合金加工需求在增长，市

但是由于切刃在接触工件时的冲击大，存

的产品，以此来对应对成本降低的需求。

展的机遇所在。

盘MFH-Micro型”，具有以下特点：

2016年，京瓷将锐意进取于新产品的

场销售额呈现出上升的良好趋势。对应这

在加工小径时容易发生振刀的缺点。由

2016年，京瓷依然延续“笑容，源自

本地化生产应对中国市场新需求

样的市场需求，为解决“被削材难削化”

此，京瓷将嵌入式刀具的切刃改变为立体

技术力”这一宣传口号，以与用户、代理

2015年，京瓷在中国赣州成立了国内

等日益复杂的课题，京瓷的新自动机床用

结构，延长切刃开始切入工件到完全接触

商成为洋溢着幸福笑容的一家人作为奋斗

的第4家工厂，以此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

KGD型PR1535材质实现了系列化，在低速

为止的时间。通过将阻力最大化的速度减

的目标。在本届展会上，大家又可以汇聚

的一体化生产，技术部门则分别设立在上

领域对于容易发生熔着损伤、加工硬化的

缓，振刀不容易发生，与以往的刀具相

在京瓷大家庭的欢乐温馨的氛围里，感受

海、东莞，以此覆盖全国范围的代理商及

材料以及断续加工等需求，提供了稳定加

比稳定性提高幅度大，生产效率也得到

京瓷带来的全新产品和服务。

实现整个制造过程的成本最优化。

自由度，操作高效、灵活，所需的控制和

帮助客户获得创新的思维
——访雄克精密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杜尚俭博士

推出全球首款仿真五指机械手
本届CCMT2016展会上，雄克不仅会
带来整套自动化抓取解决方案，还将展示
全球领先的服务型机器人应用：
机器人快换及抓取解决方案。在机器
人手臂一侧安装雄克OPR防碰撞及过载保
护装置和SWS快速换手装置，配合不同的
任务环境通过SWS系列更新所需的抓取设
备或工具。整个系统保证最优化的上下料
及搬运操作，在移动过程中工件始终被稳
固夹紧，能够有效缩短装设时间，换手速

电源电子元件完整集成，无需单独设立控
制柜。通过紧凑的快换系统可以简便快速
地安装机械手及工具。配合“隽”系列的
JGZ机械手，根据程序移动到指定物品处进
行三指定心抓取，再将物品移至投掷口。
精密的自动快换托盘系统。VERO-S
NSA plus托盘装载系统和VERO-S NSR机
器人联轴器组成了这一自动化快换托盘系
统，两个产品均具有极扁平的外形、精密
性，确保持续的高工艺稳定性。采用雄克
快速行程和夹紧行程两项专利技术，托盘

度提升了90%。使用SWS快速换手装置更

模块可产生高达20000N的下拉力， 高于

换雄克平动、定心和张角式机械手，适合

100000N的夹紧力，能以小于0.005mm的重

在多种行业内完成各项搬运任务。

复精度在数秒内完成定位和夹持。在空间

整个解决方案将通过五个工作台分

不够的条件下，VERO-S NSA plus也可直接

中国的制造企业目前正面临着深入的产

的各项要素。夹持技术和抓取系统兼容性

别展示：直接夹持并搬运原材料或工件成

安装在机床工作台上。该模块在托盘更换

业升级。一方面全球市场、特别是中国本土

的提升意味着更加高效且更加稳定的工艺

品、上下料，以及由机器人引导的曲轴去

时有强力气流，可确保工件加工面平整无

的机械加工的需求处于深入调整阶段，需求

流程，而这恰恰是雄克公司此举措的出发

毛刺、由机器人引导连接并装配大型和重

切屑。VERO-S NSR机器人联轴器同样采用

不振；另一方面低端太多过剩产能及规模还

点。未来的市场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服

型工件、阀门装配、齿轮生产中的搬运及

专利夹紧技术，因此可安全便捷地对350kg

需压缩，产业前景急需升级。日益提升的劳

务的竞争。雄克正在实现从产品制造到系

装配操作。

的重型托盘（尺寸400×400m）进行稳定

动力成本的压力，如何提高机床有效工作时

统解决方案的转变，雄克在提供精密夹持

“隽”系列自动化抓取系统。产品系

间，通过优化夹具节省加工成本成为目前各

解决方案的同时，更致力于把自动化程度

列名为“隽”，取自古句“得隽为雄，唯

高山不弃粒沙，大海亦藏滴水。雄克

制造企业迫切关心的问题。

地取放操作。

的拓展和提高融入到以服务为导向的技术

能是与”，体现了雄克与其用户分享尖端

中国的不断成长得益于与默默支持雄克的

雄克始终专注于精密夹持与抓取系统

解决方案中。未来5年，雄克的战略就是

智能的诚意。该系列专门针对国内市场采

客户的荣辱与共。

专注于技术革新驱动的产品研发，雄

“做高绩效的零部件供应商，而且要具备

取了本地库存的策略，缩短交货时间，降

对于德国雄克公司来说，最重要的问

克公司适时启动“雄克公司协同效应”的

全面的服务体系”，“工艺保证前提下的

低成本，自2015年9月推出以来获得了极

题是：我们如何能做的更好，帮助客户获

战略，实现精密夹持技术与抓取系统完美

最优成本控制”是企业发展中追求的永恒

好的市场反响。此次CCMT上雄克将展示

得创新的思维，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制造

协同。协同效应能够实现最大的生产力、

的课题，雄克正在与客户一道，在产品从

“隽”系列机械手与轻型机器人手臂LWA

质量改善和生产效率提升；创新的梦想和

最强的灵活性以及最高的工艺可靠性，换

低端向高端迈进，在从量到质的转变契机

4P组成的移动抓取系统。LWA 4P球形关节

动力根源于问题，可靠、完美、性能以及

而言之，便是目前在中国市场中最为需要

中，提升国内的工艺装备制造能力，藉此

机器人手臂高性能且结构极紧凑，提供6个

先锋精神是雄克的理念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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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展会

4月的上海万物复苏，生机勃勃。11日，第九届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CCMT2016）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作为机床工具市场的晴雨表，CCMT展会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是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了解最新机床技术的交流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观众齐聚上海，学技术、看新品，参加技术交流会，购买相关设备，大家的观展热情非常高涨，让我们来一起倾
听这些专业观众的参展心声。

Easson Europe SA

山东永华机械有限公司

Carsten Hammer

刘帆帆

“我来自瑞士的Easson Europe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CCMT，和同

SA，从事自动化产品的销售工作，这

事一起专程赶来观展，刚刚参观了一

次参加展会主要是与老客户见面沟通

会，感觉展会规模挺大，设备也很先

更多的合作细节，并寻找新的客户。

进。我是从事机械制造行业的，主要负

像CCMT这样的展会我参加了十余

责机械设计研发方面的工作。这次的主

次，但每次都能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

要目的还是学习，因为第一次来，所以

印象，在这里总是可以接触到先进的

感觉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这几天要好

技术和寻求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好看看新产品，学习新技术，利用好这
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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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友力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英国Delcam 公司中国总部

李红林

翟万略

“我从事的是汽车零部件制造行业

“我们是一家软件公司，主要跟数

的机械加工，只要有国内外的大型机床

控机床配套，负责数控机床编程。现在

展会我都会来参加，看看每年机床行业

大环境虽然处于经济下滑状态，但是我

都有哪些新发展、新设备，都应用了哪

看观众的热情还是挺高涨的，展会气氛

些新技术。虽然刚进来参观了没多长时

还是很热烈。由于我主要是做研发的，

间，但总体感觉此次展会的规模没有北

主要还是关注数控机床系统这块，像

京国际机床展的规模大，但是观众的热

DMG MORI、瑞士特纳斯等这些高精尖

情还是依旧不减，总体感觉还不错，具

设备，在系统方面我会着重关注一下西

体的东西还得一点点慢慢看才行。”

门子和海德汉等。”

宝钢设计院（BSEE）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朱鸿贵

孙叶华

“我退休之前是在宝钢设计院工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刀具的，

作，主要做的是工程设计。虽然退休

这次来就是考察一下。主要关注的是

了，但是仍然没有离开本职工作，想

数控车床和数控磨床，因为平时我们

知道现在机床的发展水平，并搜集一些

用得最多的就是这些设备，所以这次

相关的信息。今天上午就是冲着天田

想主要看看这些设备的技术水平。每

AMADA来的，看看他们今年有哪些新

次展会我都会来参加，因为在展会上

的产品和技术。顺便再关注一下其他企

可以收获很多，今年的展会虽然不如

业的相关产品，了解最前沿的发展趋

CIMT2015规模大，但仍有很多的亮点

势，把这些情况和信息带回去。”

产品和先进技术。”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机床研究所

上海达倍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张瑞丰

宋志家

“我从事的是刀具行业，这次参加

“我从事的是机械加工，主要负责机械

展会主要想了解一下刀具磨床、设备参

加工方面的技术咨询工作。我这次来参展的

数等方面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

目的很明确，就是寻找合作伙伴，虽然没有

么大的展会，感觉很激动，同时感到有

采购任务，但是与我们合作的很多德国企业

很多的技术值得学习。这次我比较关注

都有采购计划。我这次主要关注的是跟机床

马扎克、哈默、DMG MORI等国外著

有关的延伸部分，范围基本就在N1~N3馆。我

名的机床企业，同时也会关注一些机器

对CCMT展会已经比较熟悉了，从CCMT开始

人、自动化等方面的内容，我期待能够

举办就一直关注并参加。与前年相比今年感

在这次展会中看到更多值得借鉴和学习

觉更热闹一些，可能是前年举办时间是刚过

的技术和产品。”

完年的原因，今年的时间就选的比较好。”

16-4-12 上午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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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反馈

长春强隆贸易有限公司

宜昌长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丁鑫

金绍兵

“我是机械加工设备代理商，这是

“我们公司主要做齿轮加工机床，

我第二次参观CCMT。这次展会我比较

这次参观CCMT2016主要来学习先进的自

关注机床、刀具、磨料磨具、传动部件

动化技术，计划在近期给我公司研发的

等产品，主要是想寻找新的资源，并希

设备配备机械手，来完成自动上下料。

望采购一些产品，目前对卓勒对刀仪很

因此，此次展会上也比较关注FANUC、

感兴趣，并有采购意向。这次展会有很

ABB等在机器人领域比较领先的厂家，

多国外企业都有参展，他们的产品水平

希望可以学到先进的知识，帮助公司搭

以及展品讲解等方面都做得很细致，值

建智能生产线。”

得我们学习。”

河北沈鑫机床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理工大学

赵博思

石飞飞

“我是做机床销售的，这次参展

“我是上海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

主要是为了学习目前机床行业先进的技

的研究生，主要从事机床方面的研究课

术、寻找先进的机床展品。我比较关注

题，因此参加这次展会主要想更多地了

DMG MORI、沈阳机床等企业，例如，

解机床相关的最新技术和展品，关于冲

沈阳机床推出的i5系列M8机床就给我留

压方面也会关注一些。CCMT是规模很大

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这次是我第一次

的展会，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更

参加CCMT的展会，感觉很不错，能够

直观也更具实用性。以后有机会我会参

更为直观地学习，以后会更多地参观类

观更多这样的展会，这对我们的课题研

似的展会。”

究会有很多帮助。”

沈阳三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中电智能卡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

关兴辉

覃潇

“我从事机床销售工作，这次来就

“我是智能卡相关产品的研发工程

是想多了解一下国内外机床企业的最新

师，这次参观展会主要是来学习，重点

情况和进展，既能了解新行情，又能对

关注的是机床配套的电机、丝杠等功能

我们有所借鉴，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部件。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规模这么大的

只要是跟机床相关的大型展会都会参

展会，展商很多，展品种类也很齐全，

加，这是我们获得各种行业信息的好平
台。”

的展会。”

江苏兴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上海优尼斯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虞行国

于成龙

“我已经参观CCMT很多届了，从今

“我从事的是机床自动化行业，参

年展会的主题就可以看出，这次展会更为

观CCMT2016主要想关注一下行业的技

关注自动化、智能化和环保绿化，这是机

术动向，通过对比找到我们与同行的差

械行业重要的发展方向。这次展会我主要

距，以推动我公司更多的进步。我第一

想多学习一些智能化方面的技术，另外想

次参加CCMT，这次的关注点很明确，

了解一下在智能化方面我国与国外的差距
到底在何处。展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
台，让我们不出国门就能掌握到当今世界
各地装备制造业的前沿技术和发展动态，
同时也可以结识到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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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非常有收获，以后会继续关注这类

主要是发那科、宁夏巨能、力鼎等做自
动化应用的厂家，我公司关节机器人、
物流输送等都需要这些资源，所以这些
方面我整体都会关注。”

16-4-12 上午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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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德国雄克（SCHUNK）

用于加工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UF09
牌号硬质合金圆棒

最新移动抓取解决方案
机器人快换及抓取解决方案：在机器人手臂一侧安装雄
克OPR防碰撞及过载保护装置和SWS快速换手装置，配合不
同的任务环境通过SWS系统更新所需的抓取设备或工具。
全球首款批量生产的仿真五指机械手：雄克仿真五指机

UF09这个牌号含钴量为9%，WC的颗粒度为0.5μm，在
加工航空航天业的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CFRP）中表现优
越。其在高速铣削中表现出超高的耐磨性和抗变形性。

械手SVH的整套电子装置都集成在腕关节中，使得解决方案

带内冷孔硬质合金圆棒，包含多种内冷孔类型和不同的

变得十分紧凑。该抓手通过特定的接口可与市场上常见的轻

牌号。在CCMT上将展示4个主要的类别：直孔圆棒、标准螺

质结构臂相互连接。
精密的自动快换托盘系
统：VERO-S NSA plus托盘装载

旋角度（30°& 40°）内冷圆棒、枪钻用圆棒、非标内冷孔圆
棒。UF10牌号的螺旋内冷孔圆棒在汽车发动机、航天航空制
造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系统和VERO-S NSR机器人联轴

展位号：E5-206

器组成了这一自动化快换托盘
系统，两个产品均具有极扁平
的外形、精密性，确保持续的
高工艺稳定性。

展位号：N3-201

OSG

ADF硬质合金平头钻
OSG于2016年重磅推出了新款产
品——ADF硬质合金平头钻采用了锋
利的切削角设计，从而在低切削力的
情况下能最小化减少材料上毛边的形
成；拥有超大的排屑槽，从而能实现
流畅的排屑性。ADF采用了OSG最新
的专利涂层EgiAs，即使在高温的情况
下也能实现工具的长寿命和低磨耗。

苏州富莱克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E5-202

带内冷却系统的高效整体
硬质合金钻头、整体硬质
合金阶梯钻等
LMT FETTE德国蓝帜菲特

带内冷却系统的高效整体硬质合金钻

螺纹滚压产品EVOline

头采用 DPP涂层（最高刀刃寿命），钻深
8×D 、12×D，直径范围3～20mm ，4个
结构刃带涂层，刀柄根据DIN 6535HA，适

德国LMT FETTE蓝帜菲特针对外螺纹及外回转型面加工

用于材料 P、K（M、N、S）。可应用于通

开发了一系列附有自身特色冷挤压加工产品，提高加工效率，

用机械行业、汽车行业、模具行业等。

提高被加工件的精度及质量，同时为客户节省降低成本，解决

整体硬质合金阶梯钻用于灰铸铁、球

客户面临的疑难问题。

墨铸铁及钢件等材料的加工。采用副刀槽

EVOline是蓝帜菲特新开发的螺纹滚压产品，是滚压系列

形式，倒角后置，有效提高冷却效果及倒

产品的新成员，相比较同类产品，实现了模块化，安装和更换

角减振。

更简易，调整机构更精确，可精确螺纹中径至0.01mm。

展位号：E4-835

展位号：E5-402

海克斯康

360°智能在线测量解决方案
360°智能在线测量解决方案响应汽车生产线日益增长的对可操作测量信息的需求。整套系统包括了经过
车间应用验证过的蓝光测量传感器和基于点云的软件工具，以及常用的工业机器人、PLC、自动化设备以及安
全设备。单元配置包括在线、邻线和离线等选项，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用户的应用，如冲压、车身车间和总装
分厂。360°SIMS单元可以布局于产品线和加工岛的任何位置，以支持客户的尺寸控制战略。
采用360°智能在线测量解决方案，能够更好的满足汽车行业用户日益增长的信息洞察和获取可操作信息
的需求，由此加速生产启动与品质监控。

展位号：N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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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机床

FML800智能制造单元助力汽车用户打造高效快捷物流线
FML800智能制造单元以工作台宽度为800mm的双工位精密卧式加工中心KHA80/2为基础，
配以1台自动传输线、20个工位的双层立体仓储库和上、下料装卸站组成的智能制造单元。
该智能制造单元系统由计算机实现自动控制，能对加工和运输过程汇总所需各种信息自动
采集、处理、反馈，并通过工业计算机或其他控制装置（液压、气压装置等），对加工单元（机
床）及传输设备（传输小车）实行分级控制的系统，完成对加工单元和物流系统的自动控制和作
业协调，可实现主机不停机，并完成工件的装夹及上、下料工序，满足多品种、变批量精密箱体
类、盘类、杂件类、模具类零件的加工。
该智能制造单元集高刚性、高速性、高效性于一身。机床独特的设计可有效提高机床的整体刚度，确保机床的运动精度和强力切削性能；60m/min的快速移动速度（X、
Y、Z）、1g（9.8m/s2）的加速度，配备双托盘交换站，极大地提高了零件的生产效率，降低产品成本，并有效地提高批量零件的加工精度，可使用户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展位号：N2-201

意大利Losma S.p.A.

牧野中国

Pascal M除尘装置

PS65立式加工中心

Pascal M 1500型将亮相本届CCMT展会，它最大流量

为1500m3/h，三关节的柔性吸气臂，通过拉动吸气罩上的

本次展出的重点产品是一款高精度通用型牧野PS系列立

手柄，可360度自由旋转，并灵活轻松的跟随操作者到达

式加中心全新升级版，这是在国内的首次亮相，主要针对多品

目的位置点及烟尘吸气角度。

种、小批量零件生产和精密金属加工行业而量身打造。在航空

过滤系统采用两级设计：大颗粒灰尘在镇静室进行分

航天、医疗、汽车、通用工程和精密工程等领域都可为用户

离截留，细小颗粒的灰尘在具有折叠滤芯的过滤盒中进行

提供极高的性能及竞争

终极净化。Pascal M 配备了过滤效果高达99.97% 的H13后

力。采用牧野成熟的高

置滤芯，吸附出的灰尘被装在一个容易抽出清理的特殊托

性能主轴技术结合高刚

盘里。

性结构设计及优秀的控
制技术，在保证高材料

展位号：N1-902

去除率的同时确保了加
工精度和表面质量。是
一款完美融合功率、精
度、速度和可靠性的高
端设备。

日发精机

展位号：N4-401

航空装备五轴龙门加工中心、纽兰德立式数控车床、
RFCP20自动化连线、高速多主轴同步加工中心和卧式加工
中心CLOCK800
日发航空装备五轴龙门加工中

上海松德数控刀具制造有限公司

心RFMP2060/5X是一款高架桥式五

小孔径微米镗刀（MBF系列）、阻尼
减振镗刀（VBF系列）

轴联动高速铝合金切削专用设备，
是日发航空和意大利MCM公司在生
产复杂表面加工机床基础上的经验

全新的MBF微米级精镗刀是业界唯一调整精度达到

积累和智慧的结晶。
卧式加工中心CLOCK800是一

0.001mm/格的精镗刀产品，是真正的微米级镗刀，解决了批

组我司与意大利MCM公司联合开发

量生产过程中精镗孔时微补偿难操作、高速加工稳定性差等难

并在中国独立安装的高速卧式加工中心，该设备的特点沿用了MCM公司的机械结构设计，始终遵循：

题。

热对称、高刚性、重心驱动的主旨，一切设计均让步于精度和性能。

阻尼减振镗刀（VBF系列）是机械加工行业一颗璀璨的明

展位号：E3-211

星，有效解决了长悬伸刀具切削振颤问题，特别是在深孔加工
中的减振镗刀应用最为广泛。松德研发团队坚持不懈的致力于
减振系统的研究，终于攻克了这一难题！

展位号：E4-902

尚亚

BECK RR01金属陶瓷高效率铰刀、MILLER三刃钻、WTE
窄轮廓大扭矩刀柄和HPH高效型液压刀柄 （铣刀用）
WTE窄轮廓大扭矩刀柄利用3D打印技术实现了刀柄夹持
领域革命性的飞跃，耐热温度高达170°。激光烧结成型，柄
体柄套之间无焊接、3°背锥窄轮廓、大扭矩和抗弯性，直径
范围6～32mm、动平衡G=2.5，25 000r、HSK和SK联接。

MILLER Tritan-Drill的高定心性适用于贯穿孔和破孔的工

件，革命性的几何角度，促证低切削力和加工热量产生，有
效减少出口毛刺、效率提升2.5倍，进给提高30%。

展位号：E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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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通锦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锑玛

伺服电动缸、智能伺服压装机、
第七轴机器人

转向节锥度钻铰刀、锑玛深孔钻、螺纹
钻攻刀、微小径刀具、交叉孔破孔钻

伺服电动缸：该产品采用电机控制保证运动平台具

锑玛整体硬质合金深孔站，优选欧洲订制硬质合金棒材，

有高速、高响应和高精度，具备多重安全保护功能，可

超细晶粒，导程精确，内冷孔对称性好，强度和硬度俱佳；采

完全替代液压缸和气缸，实现高精密运动控制。

用独特抛光槽型，高刚性，排屑顺畅；结合新型钻刃，并经过

智能伺服压装机：压装全过程可实现品质检测及数

独创的刃口处理，切削轻快，断屑良好，冷却充分；辅以双棱

据管理，具有高精度、节能环保特点，可替代市场上的

边韧带，稳定且助力小；加上摩擦系数低且高耐磨的先进涂
层，让锑玛的深孔钻如虎添翼。锑玛深孔钻，适合铝合金、铸

液压和气动压装机。
第七轴机器人：该产品
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工作

铁及钢材20～30倍径的深孔加工，性能优异，是高效深孔加工
的优选利器。

展位号：E5-413

站，也可以通过Ethercat总线控
制，与智能伺服压装搭配，形
成一站式系统解决方案，实现
工业自动化生产线。

展位号：E3-931

伊斯卡刀具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三刃深孔钻TRIDEEP

BIG大昭和

三刃深孔钻TRIDEEP，既适用于枪钻也适用于

美夹刀柄系列、CK镗刀系列、高精
度液压刀柄、MGT同步攻丝刀柄等

BTA深孔钻。钻削直径范围为16～28mm，夹持带三
个分屑槽切削刃的TOGT刀片。刀片采用了大正前角
设计，其修光刃能确保高的被加工孔表面质量。新刀
片采用了伊斯卡适合于通用加工的PVD涂层IC908合

美夹刀柄系列属于高速加工用刀柄，从设计到制造的所

金牌号，有五种规格的刀片供选用。是目前市场上仅

有环节，全面追求极致的动平衡。刚性更高，操作更简单、

有的一款夹持带三个切削刃刀片的深孔钻。主要适用

更安全。
CK镗刀系列，堪称最理想的模块式镗刀系统。粗镗

于诸如模具工业、汽车工业、油气工业及能源工业等

头刚性十足，精镗头可快速调节微米级公差，标准对应

潜在工业领域。

f 1～f 880mm范围的粗精镗加工。另外，斯玛特防振刀柄系
列可满足长径比8～10倍左右的深孔加工需求。

展位号：E5-201

展位号：E5-604

株洲钻石

YB9320“金钻”涂层技术
通过原子重排技术，实现不同涂层材料的长程有序排
列，达到硬度和韧性的完美匹配，并有效解决了多层涂层
界面的高温失稳问题，改善了涂层的高温性能。高韧性基
体与TiAlN基纳米多层涂层，独特的离子刻蚀技术，强化刃
口，并改善涂层与基体之间的结合强度；先进的表面处理
技术，优化应力分布，综合性能更优。其通用性好，适用
于多种材料的车削加工及铣削加工。

展位号：E4-711

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

工具新品PC3钢件中等加工断屑槽
材质AC250P、AC150P，槽型PC3，是各种钢件车削可靠的第一选择，断屑效果好，适用于中等加工至精
车。该型号刀片有以下特点：高度安全可靠的切削刃结构与经改性的硬质合金基体相结合，提高了切削刃强
度，在干式、湿式加工条件下耐磨性好。采用CVD涂层，基体与涂层之间结合良好，可控的MT-TiCN组织结
构，MT-TiCN与α -Al2O3之间有完美的结合层，择优取向生长的α -Al2O3结构。特殊的后处理工艺控制了涂层内
应力，保证了涂层光滑的表面。与行业内同类产品相比，质量更加稳定可靠、寿命更长。

展位号：E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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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费尔曼

VERSA 825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
VERSA 825高精度五轴加工中心，非常适合高动态HSC铣削以及难加工材料的铣削，主要面向航
空航天、工模具制造、医疗领域等高要求的工件加工。
VERSA 825机床采用龙门式结构，以人工刮研保证几何精度，以各轴驱动恒温制冷保证机床热稳
定，以标配的丰富软件优化加工过程，搭配FEHLMANN自行制造的大扭矩电主轴，为高精度五轴加
工树立了新的标杆。机床可方便的加装自动化系统，助力企业迈向工业4.0全方位的节能设计，以节能
减排，保护环境。

展位号：N1-411

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

CNC Software

THM6363A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G200高精度数控滚齿机、OBITER
160倒立车削中心、TH6340经济型卧
式加工中心和CKC1120V全功能型数
控纵切自动车床

Mastercam CAD/CAM
软件
由CNC Software公司研发的

Mastercam是世界知名的CAD/CAM
软件。Mastercam拥有设计、实体建
模、2D/3D铣削、多轴铣削、车削、
车铣复合等多个功能模块，为航空航

本次展会普什宁江倾心打造了五台新产品：可靠性、性价

天、汽车、船舶、医疗等先进制造业

比更高的两台卧式加工中心、一台双主轴数控纵切自动车床、

及电器、轻工产品、模具等基础制造

一台与国外合资开发的倒立式车床和一台高精高效数控滚齿机

行业量身定制了多种CAD/CAM解决

床。

方案。

展位号：N3-617

昆山嘉尼赫机械有限公司

JHD-1503IO
本机台砂轮头采用外径及内径砂轮头双独立进给，床台采
用油水分离及高刚性箱型结构设计，刚性强，且润滑循环油系
统及研磨冷却液系统均在机体分开回收，以消除振动及热源，
增加回油效率及冷却效果，提高稳定性。Y、Z轴皆采用UP级
线性滚柱滑轨与强制机油润滑循环系统及油温冷却系统。

展位号：E5-502

莱斯特瑞兹（LEISTRITZ）

键槽机
LEISTRITZ的POLYMAT虽效率不及拉削加工，但在精
度，经济性以及灵活性上较拉削加工均具有明显的优势；
POLYMAT虽价格高于国产插床，但不论精度，灵活性还是效
率和经济性均有明显提高，这正应中国人的“中庸”之道。

展位号：N1-319

业纳（上海）精密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新产品OPTICLINE光学机
2016年中国机床展上推出新一代光学轴测量仪器的产品——

OPTICLINE光学机。新一代OPTICLINE 光学机拥有无数用于自检
的创新智能化功能，为达到稳定的质量保证，追溯并记录质量参
数树立了新标准，也为达到最高的生产可靠性和长久的企业经济
效益提供了保障。

展位号：E3-411
展位号：N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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