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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后）

DIE & MOULD CHINA 2021

DMC 2021

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展位号：3-D001 6

南阳市中捷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D016 6

浙江精卫特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3-D036 6

阿帕斯精机（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D201 7

蓝驰精密刀具（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D301 7

上海贺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15 7

昆山瀚乔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16 8

益模（东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30-1 8

深圳市精钻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30-2 8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60 9

DMG MORI 展位号：3-E201 9

黛杰硬质合金工具 展位号：3-E226 10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3-E239 10

AGATHON AG 阿格顿中国 展位号：3-E258 10

爱路华机电技术 ( 上海 ) 公司 展位号：3-E260 11

一胜百模具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01 11

上海宁远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18 12

意大利路奇霓集团路奇霓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20 13

广东正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60 13

速豹国际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01 13

上海路径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02 14

上海哈宇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08 14

日本株式会社今尾上海代表处 展位号：3-E618 15

瑞典应科尔感应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36 15 

台州市英络克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F001 15

浙江朗通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3-F036 16

三菱电机自动化 ( 中国 ) 有限公司 展位号：3-F060 16

东莞市哲盛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F110 16

上海建泽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F550 17

大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F560 18

广东利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F660 18

龙记集团（河源龙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3-G001 19

余姚市神龙模架有限公司 展位号：3-G018 19

* 部分参展商展品预览，更多展商敬请莅临现场参观。本展品预览收录之内容乃由参展商或其代提供。主办单位已尽力确

保其内容的准确性，如有错漏指出，主办机构歉难负责。



上海凌力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3-G101 19

德国 BGH 钢厂 展位号：3-G110 20

上海合毓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G126 20

德国葛利兹钢厂 展位号：3-G201-1 20

常州埃瑞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3-G310 21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3-G501 21

沈阳乐贝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G528 21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01 22

Tebis 中国 展位号：3-H006 23

欧吉索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08 23

莫尔蒂诺刀具（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10 23

环球工业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 展位号：3-H030 24

东莞明利钢材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24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36 24

深圳市特略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1 25

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6 25

东莞市德米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18 26

苔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20 26

形创·中国 展位号：3-H232 26

温泽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36 27

昆山华都精工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50 27 

派姆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30 28

广东德信模钢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60 28

上海格侣克贸易商行 展位号：3-H501 28

大同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530 29

苏州亚马森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3-H560 29

东莞市诺克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01 3-K005 29

东莞市铭泽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08 3-K109 29

广东锐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23 29

东莞市精多胜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25 30

东莞市百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28 30

广东伟一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36 30

乔治费歇尔精密机床 ( 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60 30

东莞市米宏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展位号：3-J105 31

东莞市端品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3-J201 31

上海致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J235 31

宁波恺天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03 32

东莞市蓝博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06 32

秋野数控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07 33

浙江台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35 33

杰根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52 34

深圳市欣怡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K109-2 34

东莞市通世海切削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K209 34

* 部分参展商展品预览，更多展商敬请莅临现场参观。本展品预览收录之内容乃由参展商或其代提供。主办单位已尽力确

保其内容的准确性，如有错漏指出，主办机构歉难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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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31 35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31 35 

沈阳中航迈瑞特工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1 35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50 35 

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61 36 

海尔数字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21 37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10 37 

浙江精诚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01 37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01 38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021 38 

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031 38 

唐山志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D125 38 

如皋市宏茂重型锻压有限公司 展位号：4-D131 39 

沈阳普越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5-1 39 

沈阳中金模具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5-2 39 

大连亮涵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5-3 40 

苏州科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 展位号：4-E158 40 

苏州精科裕精密模架有限公司  40 

广东卫斯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D521 40 

永康市唯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4-D531 40 

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01 41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51 41 

浙江巨丰模架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55 41 

台州市黄岩金马泰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02 41 

伯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展位号：4-E131 42 

宁波翔荣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51 42 

温州公大模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55 42 

台州市点睛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01 43 

台州市黄岩得道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02 43 

浙江万豪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05 43 

台州世森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26 43 

慈溪市力天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51 44 

宁波鸿达电机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31 44 

* 部分参展商展品预览，更多展商敬请莅临现场参观。本展品预览收录之内容乃由参展商或其代提供。主办单位已尽力确

保其内容的准确性，如有错漏指出，主办机构歉难负责。



宁波大通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55 44 

东莞市钢锐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03 44 

东莞市海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28 44 

东莞市培迪五金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29 45 

浙江思纳克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31 45 

西诺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36 45 

苏州汉测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53 45 

东莞市中泰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501 46 

广州雷佳增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535              46 

东莞市牧豪物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701 46 

上海飞雀尔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25 47 

讯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35 47 

来普乐（太仓）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50 47 

宁波骏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110 48 

苏州市凯威精密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F125 48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 ( 苏州 ) 有限公司 展位号：4-F158 48 

苏州吉恒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20 49 

博赛纳涂层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25 50 

嘉善德诺轴承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30 50 

东莞市广祥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56 50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58 50 

宾时力精密模塑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01 51 

东莞市铭旺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05 51 

东莞市澳凯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12 51 

东莞市信马仕精密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19 52 

深圳三上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20 52 

江苏菲瑞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36 52 

坤盛模具零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4-F519 52 

宁波市海曙本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F559 53 

富士模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605 53 

东莞市森川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606 53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21 53 

昆山市研通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51 53 

昆山三虑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53 54 

安徽江淮福臻车体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21 54 

山东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55 54 

亿森（上海）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65 55 

泊头市兴达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01 55 

滁州市宏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55 

滁州市精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55 

滁州市锴模装备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55 

滁州市艾德模具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56 

滁州市经纬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56 

滁州市科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56 



上海佳谷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61 56 

宁海任远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25 56 

深圳市华源达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35 56 

江苏精精工业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0 57 

戴西（上海）软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1 57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办事处 展位号：4-H352 58 

上海市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5 58 

上海六宝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5-1 58 

上海费沃斯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6 58 

上海克比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65 59 

东莞市浩琛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30 59 

苏州阿洛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31 59 

东莞市协宏塑胶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55 59 

昆山控达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61 60 

上海泽厘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65 60 

安博科（佛山）金属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11 60 

深圳市华智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31 60 

上海智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32 61 

江苏耐力森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35 61 

上海建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51 61 

达科（广东）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65 62 

昆山泊尔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H705 62 

深圳市精铸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706 62 

奥德富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01 62 

宇科模具（厦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20 62 

厦门优加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22 63 

深圳市捷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30 63 

圆兴 ( 厦门 ) 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20 63 

厦门华易迅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23 64 

厦门永精诚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25 64 

长沙特耐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35 64 

湖南晓光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55 65 

厦门扬森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J220 65 

上海郝旗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J232 66 

扬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4-J250 66 

瑞硕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4-J330 66 

浙江双展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J350 66 

嘉善道博模具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4-J508 67 

东莞广鸿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520 67 

博格菲尔机电科技 ( 昆山 ) 有限公司 展位号：4-J521 67 

嘉善方木轴承有限公司 展位号：4-K60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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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杰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

展位号：3-D001

JTHS-600数控高速机

JTHS-1280 数控高速机

JTGK-500H高速数控雕铣机

JTGK-500FS石墨高速加工中心

JTDM-700钻铣中心

JTVC-855加工中心

南阳市中捷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D016

轴类深孔钻

三轴深孔钻

六轴深孔钻	

ZJR 系列六轴数控深孔钻床是一种以深孔钻削

为主，兼铣削功能于一体的自动化机床。该机

床集现代工业先进技术为一体，性能、精度、

加工范围、工作效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制

系统采用 FANUC 0i-Md 数控系统，性能稳定可

靠，操作编程通用方便，售后服务完善及时。

六个坐标轴及主轴电机均为 FANUC 伺服电机，

电机特性好，低速性能好。运动部件采用高精

度，滚珠丝红、滚柱线性导轨，实现了机床运

动中的高精确定位。本机冷却系统采用了远距

离控制装置，可根据钻孔的大小、材料的不同、

出屑情况、精度要求等，分别调整不同的流量

和压力，从而达到最优化的冷却效果。

4 轴钻铣复合机

浙江精卫特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3-D036

S系列超高速金属圆锯机	

精卫特 S 系列产品是由浙江精卫特机床有限公

司与日本、德国等先进制造商技术合作研发而

成的超高速金属圆锯机。以中碳钢为例，锯切

速度是普通圆锯机的 1.6 倍以上！

全新设计的无尾料装置，最终可以实现零长度料

尾锯切效果。这种功能的实现，可为用户节省大

量的原材料成本，圆满地解决了因设备结构原因

而导致料尾过长的行业专业性技术大难题。

B-610 数控钢板锯铣机	

锯切材质范围广，如高温合金、镍合金、钛合金、

不锈钢等均可锯切。切削过程更平稳，特别是

对锯片的改善，确保锯切损耗更小，效益更高。

数控钢板锯铣机床目前处于国外垄断状态，国

内尚处于研发初期。在精卫特人的多年努力下，

率先研制成功数控钢板锯铣机床，填补了国内

钢板圆锯高效精准锯铣的空白，性能达到国际

水平。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模具制

造等行业，与传统带锯床比较，具有锯切速度快、

精度高、切面优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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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帕斯精机（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D201

U600 

这是一台盘面 600mm，同时拥有高精度和重切

削能力的五轴加工中心。五轴采用全直驱电机，

其中 XYZ 三轴采用直线电机，AC 转台采用直驱

DD电机，五轴全闭环使机床位置精度达到极致。

机床本体采用超高刚性的双驱桥式结构，人造

矿物床身，快速衰减切削时产生的振动，保证

加工表面质量

U600 

XYZ 可提供 8000N 的切削力，A 轴额定扭矩

2000Nm,C 轴额定扭矩 720Nm，为重切提供保

障。一次加工到位，无需担心余量大切不动。

模具加工标配 20000rpm、额定 87Nm 的高刚性

电主轴，同时保证切削能力和高速高光要求。

FGV1280 

这是一台行程 1200*800*800 的全能型的中小零

件、模具加工中心。Z 轴行程达 800，这在市场

上同尺寸加工中心中是稀有的。高通过能力满足

更高、更深的凸台、深腔加工。Z 轴采用四轨方

形滑枕，提高 Z 轴刚性，保证机床重切削能力

FGV1280	

直线电机搭配欧洲 10nm 或 50nm 高分辨率光栅

尺，保证机床的高速、高精和高响应，复杂曲

面加工时为您带来加工效率的提升。产品广泛

应用于中小型精密零件加工、汽车模具及各种

冲压锻造模具加工。

蓝驰精密刀具（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D301

高硬高精度系列	N

采用短刃加避空设计，大幅提升刀具耐磨性，

同时可获得更高要求工件表面质量；

主要针对 HRC70 以内淬硬钢，以及软料、铜电

极加工，特别适用于需长时间加工的精密模具

零件。

上海贺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15

分体式热装刀柄

刀柄特点：

①高刚性：在设计上尽可能地支持高刚性加工，

分体式采用双面拘束 Capto 接口，一体式可选

择 PF 型。

②高精度：全场热缩刀柄装刀具后跳动（4D 长）

在 3μm 以 内， 贺 立 pro 在 1μm 以 内，pro 

plus 在 0.5μm 以内。

③耐腐性：贺立标准品热缩刀柄均为特殊不锈

钢材料，热缩夹持部采用日本进口高膨胀系数

的特殊不锈钢材料，寿命长不易锈。

内部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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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瀚乔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16

CNC 光学曲线磨床 

SPG-X 系列

三井超精密 CNC 平面磨床 

MSG-618PC-NC

JK50-5AXIS 五轴加工中心 

Seibu 数控超精密线切割机 

MB 系列

益模（东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30-1

益模智能制造系统	

益模智能制造系统，面向模具、冲压、注塑及

机加工等行业按订单单件小批量生产，订单波

动大，生产管理困难，计划难统筹，成本不准确，

质量跟踪等问题，有效解决生产异常处理问题。

基于 NX 的全三维模具智能设计解决方案 

基于 NX 的全三维模具智能设计解决方案，提供

从项目初始化、模架设计、机构设计、BOM 表、

自动标注出图全流程的设计解决办法，采用标

准化、模块化、协同化、智能化、集成化设计

理念，建立企业设计专用平台，固化企业设计

标准，简化设计工程师的建模过程，提高模具

设计效率，降低出错率，提高企业设计质量。

益模柔性自动化加工解决方案 

益模柔性自动化加工解决方案，以规范化的数

据为基础，以信息化系统为平台，以智能机器

人为核心，为企业量身定制柔性自动化产线，

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设备的互联互通，建立高精

度、高效率的智能化制造模式。

帮采通 - 模具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帮采通 - 模具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基于协同供

应链管理的思想，针对如模具等多品种小批量

制造企业供应链管理现状，提供覆盖 PC 端和移

动端的全终端供应链管理平台，全面解决供应

链管理上的痛点及问题。

深圳市精钻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30-2

零点定位系统	

重复定位精度 0.005mm，广泛应用于零件加工

领域，适用于大、中、小零件加工。同时卡盘

具有气检功能，能够完美地配合自动化产线产

线使用。

ITS 电极加工系统	

卡盘重复定位精度 0.002mm，广泛应用于模具

电极制造领域，可实现 CNC 和 EDM 工序快换

加工，无需分中校表。

R型电极加工系统	

卡盘重复定位精度 0.002mm，广泛应用于模具

电极制造领域，能够实现 CNC 和 EDM 工序快

换加工，无需分中校表。

自定心虎钳系列 

夹持范围 0~250mm，应用于 3axis/4axis/5axis 

CNC 上，适合多样化小批量零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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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MORI

展位号：3-E201

DMU	95	monoBLOCK		

本 次 展 出 的 DMU 95monoBLOCK 机 型 为

monoBLOCK 系列经典，monoBLOCK 系列加工

中心的机床结构满足大量应用要求：包括 5 轴

联动加工、高动态性能和高速铣加工、铣 / 车复

合加工、大扭矩切削或大量生产型工件的 5 轴

加工。monoBLOCK 加工中心生产的每一工件都

堪称精品。无论是专用还是通用，monoBLOCK

系列加工中心的丰富选配定有一款满足您的应

用要求。大量可选的工作台解决方案，从配

DirectDrive 直驱电机进行高动态性能 5 轴加工的

工作台到铣 / 车复合加工的工作台，以及丰富的

可选主轴，打造理想的机床配置。大开度机床门，

卓越加工区接近性能，机床操作员可充分体验

该机操作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机型亮点：

工艺套件：软硬件结合	实现生产工艺的稳定可靠

- 测头 ( 海德汉或雷尼绍 )

- 3D-QuickSet

- ATC

生产套件：贴近客户生产需求	提高生产效率

- 600l 水箱 / 40 bar 内冷

- 主轴气雾冷却

- 水枪

高精度包：将机床各轴精度提升至少 1μm

- X/Y 轴电机增加冷却系统

- Y/Z 轴丝杠增加冷却系统

- 增加 C 轴补偿基点

断电保护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3-E060

新一代高精密立式加工中心 e500

新一代高精密立式加工中心 e500 它兼备了 iQ

系列的高精度和 V33i 的高刚性，可满足高精密

夹治具、精密多腔模具和高精密电极加工的特

殊要求，比如光学、声学部件、半导体零部件、

氢燃料电池等精细加工。采用直线电机垂直构

造，针对平行构造的缺点开发出来的垂直构

造，可以完全解决平行构造所带来的不好影响。

30,000rpm 高刚性电主轴，可以从容实现大刀

开粗到小刀精加工。

水冷式温度控制器，冷却媒介由空气变为水，

冷却效果好，水冷可以节能，降低工厂空调的

负载；室内无排放，工厂内部的温度环境会有

所改善，有利于提高机床加工的精度。

五轴联动立式加工中心	D200Z

D200Z 五轴联动立式加工中心，目前是整个 D

系列家族中规格最小，但却是最灵敏的五轴联

动机床，它更专注于小型模具精加工的高效、

高品质表面加工。其结构小巧紧凑，节约占地

空间，可实现等同于或高于传统精密三轴的高

水准加工。

高精密数控线切割机床	U6

U6 是一款高智能、高精度的数控线切割机床，

具有良好的通用性，可以满足大中型模具制造，

精密模具加工店和零部件加工等不同行业、领

域对加工广泛而苛刻的要求，并能够为客户提

供完美加工解决方案

大型高效五轴加工中心	V80S

V80S 是一款大型高效五轴加工中心，五轴联动

无需人为控制接刀痕。新研发的主轴与倾斜轴及

旋转轴单元的进给动作更加敏捷而顺畅，紧凑高

刚性设计，使得精加工时间和抛光时间大幅缩短。

有效利用 5 轴加工中心的优势，可避开球刀刀尖

加工，延长刀具寿命，并且可以使用小长径比刀

具，尤其适用于平缓曲面工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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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杰硬质合金工具

展位号：3-E226

5 轴加工系列

快进给 / 方肩铣加工用刀具

镜面刀系列

泰勒平头钻系列

五心机夹钻系列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3-E239

1. 西门子新一代数控系统	-	SINUMERIK	

ONE

数字化原生的 SINUMERIK ONE 是西门子新一

代数控系统。新的硬件使 NC 性能和 PLC 性

能表现更为强劲，结合创新的功能将进一步

提高机床的加工速度、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

SINUMERIK ONE 提供的数字化双胞胎，将帮助

机床制造厂商和机床用户，改变工作流程，降

低新产品开发的费用和风险，缩短上市时间，

助力机床的数字化转型。

2. 高端数控系统	-	SINUMERIK	840D	SL

是西门子高端数控系统，自推出后，不仅广泛

应用在车、铣、磨、冲、齿轮、激光等各种传统

金切机床上，也用在诸如复合加工、增材制造、

机器人加工、复合材料铺覆等新兴设备上，其功

能和性能得到了国内用户的广泛认可。机床制造

厂商还可以在 SINUMERIK 840D SL 开放体系结

构上附着专有技术，为机床用户提供增值的、专

精的解决方案。

3. 西门子标准化机床方案	-	SINUMERIK	828	

SINUMERIK 828 数控系统凭借其独一无二的性

能，树立了其在标准车铣机床的生产力标杆，以

及针对自动化磨床功能应用的广泛支持。基于面

板的紧凑型数控系统 SINUMERIK 828D BASIC、

SINUMERIK 828D和 SINUMERIK 828D ADVANCED 

是满足价格敏感市场要求的解决方案。

4. 高性价比紧凑型数控系统	-	SINUMERIK	

808D	Advanced

高性价比紧凑型数控系统 SINUMERIK 808D 

Advanced 极其简单易用，并非常容易维护，借

助多种软件选项和高动态性伺服驱动系统，为

高性能普及型机床提供最新的数控解决方案。

SINUMERIK 808D ADVANCED 精，而善美 !

AGATHON AG 阿格顿中国

展位号：3-E258

导向系统Plus

精定心Plus

微型精定心

滚动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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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路华机电技术 ( 上海 ) 公司

展位号：3-E260

展品：AGV

EROWA JMS® 4.0 生产管理系统提供不同的

AGV 解决方案，以实现生产车间整体自动化。

基于不同的应用，EROWA 的 AGV 解决方案是

旨在满足内部运输需求的最佳方案。它可以运

输大小不同的工件、电极或者刀具，根据用户

的需求和 AGV 的搬运方式，评估选择适当的运

输模式，与 EROWA 生产管理系统软件和自动

化硬件设施整体集成。

展品：智能卡盘

新一代 EROWA 工具系统结合了其高精度和高

稳定性的特征，具备无线传输的创新设计和创

新功能。

· 瑞士精度，品质保障

· 考虑周全的控制功能，无论是压缩空气、真空

或者液压油，耦合系统可确保每种介质被联接

到控制点位

· 集成在卡盘中的 LED 灯带显示卡盘的各种状态

· SmartChucks 智能卡盘移动应用程序可视化，

实时显示当前夹紧状态、设备数据，也可以获

取有关设备状态及使用寿命周期等更多信息

· 所有这些都无需任何机械链接，采用最新的蓝

牙技术

高精度卡盘

某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对于工具夹持系统而言，

极限精度是极其重要的。EROWA 高精度卡盘正

是专为此类情况而开发的。

一胜百模具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01

大批量生产需要稳定性和可靠性。任何停机时

间都会导致成本增加。

当加工条件非常严苛的时候，粉末冶金钢材是

最好的选择。与 D2 和 A2 等常规标准等级的钢

材相比，公司的第 3 代超级粉末钢具有优异的

耐磨性、抗崩角性和抗塑性变形能力。一胜百

为公司的钢材质量和随之带来的效益感到自豪。

通过与客户们的良好沟通，响应不断变化的市

场需求，开发新的钢种和改良现有钢种，以提

供解决方案，提高模具寿命，缩短维护周期。

Dievar 是一种高性能的铬 - 钼 - 钒合金热作工模

具钢，具有良好的抗热龟裂、开裂、热磨损和

塑性变形性能。交付前需依据 NADCA 标准测试

并合格。 

Dievar 具有以下特点： 在各个方向上都有出色

的延展性；卓越的纯净度；超水平的韧性≥ 25 J；

优异的抗回火性能；优异的高温强度；优异的

淬透性；适合氮化；热处理和表面涂层后良好

的尺寸稳定性。

DIEVAR 是专为高压铸造苛刻应用而开发的优质

钢。随着新工艺的改进和大尺寸应用的开发，

DIEVAR 的质量和韧性比以往更好。由于韧性和

延展性极佳，使之成为使用寿命最长、裂纹风

险最低的高性能钢的行业基准。除压铸外，它

还是锻造、挤压和热冲压等其他应用的优质工

模具钢。DIEVAR 的抗热龟裂能力和高温性能均

超过 AISI H13 和 AISIH11；特别适合大型模具。

VANAX	SUPERCLEAN

最佳耐腐蚀的模具钢

若以零件质量为重，则应避免牺牲工模具钢质

量，降低生产风险。对于使用腐蚀性塑料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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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普通加工为一体。

机床结构类似落地式镗铣床，具有移动立柱和

数控精密回转工作台，可实现三轴联动加工，

快速完成深孔钻模式与铣削模式之间的相互切

换。也可以实现主轴上下摆动功能，加工垂直

方向的斜孔。也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增加普通

刀具刀库，实现快速换刀。因此这种机床是模

具及其它复杂零件进行深孔加工的首选。

深孔钻刀具	

HTT 与世界领先的深孔钻刀具制作商德国 botek

公司合作，公司的刀具部门能提供广泛的深孔

加工刀具解决方案。只有机床和刀具一样好才

能相匹配并达到最好的功效。公司和 botek 的合

作保证用户对每个需求得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刀具部门销售包括直径 0.5mm 起的小孔

径硬质合金枪钻，直径 1.85-113.99mm 的枪钻

及直径7.76-500mm全范围的BTA和喷吸钻刀具。

高精密钻套及刀具配件	

HTT 在全球专业销售各种高精密的钻套及刀具

配件，在国内，美国，德国，印度等地备有大

量钻套、钻套座、支撑套、密封圈及刀具配件

等库存，也可根据客户的图纸生产非标件，公

差可达±0.005，内径最小可加工到 0.3mm。

产品可服务于五金、模具、医疗器械、航空航

天等行业。

多年的加工制造经验，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

精良的检测设备，大大提高了各种钻辅具的质

量及使用寿命，高品质的钻辅具既可满足您的

生产效率也可以提高产品品质。

的模具，选用 Vanax SuperClean，无需做出任

何妥协。Vanax SuperClean 是含氮粉末钢中的

最新研发产品，具有优异的耐蚀性能，可以应

用于制造生物基高分子材料的模具，在塑胶模

和硅胶注塑模应用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

AM Corrax 专为快速发展的行业中复杂形状以及

创新设计的模具而研制。您可获得传统的不锈

钢种以高级冶金粉末钢材带来的所有好处。全

新改进，专为模具而定制。

自终至终交付卓越业务成果

控制和了解粉末的质量对于实现打印组件期望

的机械性能至关重要。目前市场上的大多数增

材制造粉末都是单纯从满足加工技术需要的角

度而推出。如今，一胜百正在研发完全满足您

的最终应用需求的冶金技术，从而引领从满足

到完美表现的改变。一胜百的 AM 材料研发过

程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满足客户的模具终

端应用需求。从化学成分、尺寸、形状分布到

粉末在打印机中的流动性，公司一直在考虑提

高质量和创造价值的各种因素。通过与领先的

伙伴进行密切合作，始终保证您比竞争对手领

先一步。

上海宁远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18

KB系列三坐标深孔钻机床	

KB 系列三坐标深孔钻机床适用于大型工件、异

型工件、模具工件加工

钻孔直径范围：φ3-38mm

最大钻孔深度：2000mm

KBR系列数控深孔钻铣复合加工中心 

KBR 系列数控深孔钻铣复合加工中心是一种新

型的先进的深孔加工机床，集深孔加工与铣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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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路奇霓集团路奇霓商贸
（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20

KEYLOS塑胶钢系列	

KEYLOS 塑胶钢系列：应用于注塑成型，和挤

压，压制成型的塑胶模具和轻合金压铸模模架。

可装船最大单件重量为 40 吨，方形锻件最宽可

达 2800mm, 最厚可达 1250mm, 圆棒直径最大

可达 1300mm。

BEYLOS热作钢系列	

BEYLOS 热作钢系列：应用于闭合锻造，重力锻

造，铝合金挤压模具及塑胶模。可装船最大单

件重量为 40 吨，方形锻件最宽可达 2800mm,

最厚可达 800mm, 圆棒直径最大可 1300mm。

ESKYLOS	

ESKYLOS：用于轻合金压铸和注塑成型的电

渣重熔级特殊钢。可装船最大单件重量为 20

吨，方形锻件最宽可达 1100mm, 最厚可达

600mm, 成品长度可达 4-5m; 圆棒直径最大可达

900mm，成品长度达 4m。

广东正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560

带空调的无心磨	

采用日本静压技术，精磨精密配件，保证产品

精度

平面磨 

看的见的油路系统，让机台的使用寿命延长 5-7年

正佳经典冲子机，主轴、丝杆	

原产中国台湾地区

专业刀具段差研磨设备	

速豹国际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01

钨钢刀铣刀

烧结刀柄

车削刀片

丝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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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路径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02

Stampack	成形仿真界面	

Stampack	Xpress 实体仿真 

实体仿真以高精度执行成形分析过程。三维模

拟模型还计算了厚度方向上的应力和应变。对

于厚板和材料厚度减薄的成形过程，只有通过

实体仿真才能更可靠地验证。

Stampack	Xpress 片体仿真	

片体仿真能够模拟薄板的成形过程。由于计算

时间较短，片体仿真也适用于较厚板材的计算，

以及大型零件的初次分析。

面向模具设计工程师的钣金成形仿真解决方案

Stampack 是一款快速，易于使用且成本效益高

的成形仿真软件。以虚拟方式尝试钣金成形工

艺。Stampack 求解器同时提供了片体和实体两

种成形模拟技术。Stampack 的使用优化了零件

生产，并显著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

上海哈宇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08

模具铣刀	

上海哈宇工具有限公司，从事硬质合金刀具制

造 , 设计，销售 的专业性企业。公司成立以来

不断引进德国 WALTEFR 数控工具磨床，罗曼

蒂克数控磨床，日本牧野 MG30 六轴磨床， 

Helicheck Plus 刀具测量仪，Zoller 公司的刀具测

量仪，日本 WAIDA CNC 光学曲线磨床等先进的

设备，主要生产硬质合金铣削刀具，孔加工刀

具及其非标刀具，并可按客户要求设计制作非

标刀具。产品主要运用于航空，汽车模具 , 电子

行业等领域。公司以“求精，求新，重服务”

为宗旨，不断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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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株式会社今尾上海代表处

展位号：3-E618

机械标准件（让创意连接人和机械）

自 1967 年在日本首先研发手轮开始，作为机械

标准件的龙头企业，株式会社今尾积极致力于

追求更人性化，更安全和高功能产品的研发。

另外，除了公司自己的产品以外，也和与公司

同样以 [ 标准化 ] 为理念的海外机械标准件厂家

开展营销合作，在公司的品质保证下，向所有

用户提供许多优质，放心的产品。公司今后还

将继续为客户提供更多创意产品，更好的满足

客户的多样的需求。

工夹具标准件（夹具中的佼佼者！）

在当今以高效率，多品种，限量生产为主流的

市场环境下，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可灵活对应

多种加工产品的工夹具标准件是不可或缺的基

本要求。公司自 1983 年制造和销售工夹具标准

件（Block Jig System）开始，以帮助制造业的

客户提高生产效率为目标，利用公司多年的经

验研发了众多有创意的工夹具标准件，努力扩

充了多个系列和产品。通过公司的不懈努力，

现在已经成为最被信赖的工夹具标准件制造商

之一，并常年得到客户的好评。今后，株式会

社今尾继续作为专业工夹具标准件的制造商，

为客户的「高度专业制造」贡献一份力量。

瑞典应科尔感应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E636

IH50 便携式模具感应淬火设备	

瑞典应科尔公司生产的便携式模具感应淬火设

备采用 IGBT 固态晶体管技术，中频震荡电路采

用闭环控制模式，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原装进口，

高效的能量转换效率，淬火速度快、硬度均一、

变形量小；设备操作简单，新员工没有淬火经

验经过短暂培训即可上岗。

一体机便携式模具感应淬火设备	

瑞典应科尔公司生产的便携式模具感应淬火设

备采用 IGBT 固态晶体管技术，中频震荡电路采

用闭环控制模式，产品质量稳定可靠；原装进口，

高效的能量转换效率，淬火速度快、硬度均一、

变形量小；设备操作简单，新员工没有淬火经

验经过短暂培训即可上岗。

台州市英络克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F001

各类非标成型刀具可定制 

铣刀、铰刀、钻头、镗刀等各类非标成型刀具

可定制，可提供成套解决方案

合金钻头	

合金钻头使用特点：用于灰铸铁，球墨铸铁，

不锈钢，结合钢等常见材料的加工，定心能力强，

稳定的尺寸精度和良好的表面质量，使用于加

工系统刚性优异的场合，内冷效果更佳。

U型槽铣刀	

不等螺旋、不等齿距、快进给切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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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实现快速低消耗的生产制造，同时，电量，

过滤器，电极丝，树脂的消耗成本均有大幅降低。

新一代电火花放电加工机SG8P	

面向要求高精度加工、暗面、镜面等高品质加

工的光学、连接器模具。SG8P 对机床本身、电

源、控制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是为了满足高

品质加工面质量需求的三菱电机电火花的新机

型，三菱电机全力支援解决制造精密塑料模具

现场的问题。

自动化+放电加工机SG8M	

三菱电机与深圳模德宝再次联手合作，齐心协

力推进中国自动化事业，蓬勃发展。三菱电机

精密电火花放电加工机 SG8M，配合深圳模德

宝的自动化系统对接三菱大型机械手搭配实现

电极，工件的自动化更换，实现火花机自动化

加工等一系列自动化解决方案。

东莞市哲盛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F110

三合一送料机高涨力NCLF-1800H	

三合一送料机NCLF-1200	

二合一整平机UL-400	

电子数控滚轮送料机NCF-400	

浙江朗通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3-F036

蔡司三坐标测量机CONTURA	

蔡司三坐标测量机SPECTRUM	

蔡司工业CT	

蔡司工业显微镜 

三菱电机自动化 ( 中国 ) 有限公司

展位号：3-F060

线切割放电加工机MV系列	

三菱电机 MV 系列装配新型控制装置 D-CUBES

改善加工精度，使用 IOT 技术将制造提升到新高

度。采用三菱电机自制伺服驱动实现最优化系

统，高速光纤通讯和套筒式直线电机相乘效应，

大幅提升加工精度，加工速度整体提升 25%。

采用 19 英寸触摸屏，便捷直观操作减少人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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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泽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F550

龙门型五轴加工中心 U600（新产品）品牌：

TAKUMI

采用的是龙门型结构的摇篮五轴

龙门型结构的摇篮五轴，具有三轴高速机特有

的：高刚性、高加速度、高精度、长时间的精

度保持性。采用意大利 LCM 双支撑转台

双支撑转台具有：刚性高，精度稳定，抗震性好，

转台承重大的特点。机床采用德国 Heidenhain 

iTNC640 控制系统并搭配德国 Kassler 大扭矩高

精度的主轴

实现高效率、高精度的加工，具备操作的通用

性和维修的便捷性。

加工干涉小，加工范围大比同规格的其他品牌

机床的加工范围更大，更适合加工不规则形状

的模具和产品的加工可预留自动化接口、自动

化界面友好

天车式龙门五轴加工中心机 

Compact B 系列

品牌：大前（KEN）

● 天车式龙门结构

●全对称立柱及底座一体式设计

● 箱中箱对称式横梁结构

● 直线电机驱动

● 快移速度 60m/min

●扭矩电机驱动二轴头

● “箱中箱”对称式横梁设计

箱中箱对称式横梁结构，可将因环境温度变化，

所造成的热变位减至最小，主轴中心保持不变，

不会跑中心。

● 立柱及工作台采“一体式设计” 

立柱及工作台采一体式结构设计，提供绝对的

刚性，减少地基制作成本。对称式立柱设计，

不会因环境温度变化，使机床产生变化。

● X/Y 轴“直线电机直接驱动”

1. 快速进给可达：60m/min

2. 无背隙、无磨耗，永久的精度

3. 高速，高推力，高加 / 减速

4. 结构简单，维护成本低

5. 减去滚柱丝杆，螺帽联接器

（龙门式）大型立式加工中心

MB-80V （新产品）

品牌：日本大隈 OKUMA

●高精度技术的结晶

稳定高精度加工：高精度、高刚性的龙门结构，

热亲和概念理念的方正设计，以及标配的 TAS/

TAC，搭载滚珠丝杠轴芯冷却；实现高面品位模

具加工：大隈软件支持 Hyper-Surface；从 MP-

46V 得来的低震动主轴经验。

●机床结构设计合理，具有优异的工件接近性

同级别产品中优异的操作性；同级别产品中较

大的加工范围；可以根据客户要求进行 APC 等

柔性化生产；同级产品中优异的热稳定性，以

保证长时间无人化加工精度。

●适合各种生产形式 / 工件形状的自动化解决方

案机器人生产时，采用液空压夹具：提供最多 8

系统 16 根的配管；根据工件形状制定最佳夹具

方案；采用机器人使装卸变得容易。APC 工作

台交换：操作作业动作最短的结构；彻底削减

准备作业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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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 H 型立柱结构设计

●主轴中心可过整个工作台盘面 (1,700mm)

● Y 轴采《对称式双驱》设计

● X 轴采一体式横梁设计

●一体式底座设计

●欧洲制造高扭矩机械传动正交头

●欧洲制造液静压轴承旋转工作台

●主轴高扭力 1,200Nm

广东利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F660

数控精密钻孔机U-850	

数控精密钻孔机 U-850 是一款专门针对中、大

模具顶针孔，以及各种中、小型金属配件钻孔

而研发的，具有枪钻、U 钻、镗、铣削、攻牙

多功能复合一体的设备。

双刀库立式深孔钻D-1165	

高精度、高稳定性和高自动化集成，在成本最

低的情况下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配备 24 刀位

的枪钻刀库及 20 刀位的导套刀库自动切换枪钻

及导套功能。数控智能化，无人值守，稳定批

量生产。适用于多种加工场景，能够在同一台

机器上一次装夹实现钻孔、铣削、镗孔、攻牙

等工序。

F1030 立卧一体深孔钻	

发明专利产品，专为模具顶针孔及模具运水孔

同机实现高效、高精、稳定加工而设计。

U855H 钻镗铣复合机 

专为大孔径而研发设计的超强扭力钻、镗、铣

一体多功能机，加工最大孔径达 50MM。模具

顶针孔、导柱孔等大小孔径精密金属圆孔的最

佳选择。

大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F560

●短立柱设计

●高刚性一体式门型结构

● X/Y 轴采直线电机直接驱动

● 快移速度 60 m/min

●欧洲进口扭矩电机驱动二轴头

●“箱中箱”对称式横梁结构

●全对称立柱及底座一体式设计

●直线电机直接驱动快移 60 m/min

●天车式龙门结构

●欧洲制造扭矩电机驱动二轴头

● X/Y 轴采直线电机直接驱动

●箱中箱横梁设计

●立柱采一体式设计

●快移速度 60 m/min

●天车式龙门结构

●欧洲制造扭矩电机驱动二轴头

● X/Y 轴采直线电机直接驱动

●箱中箱横梁设计

●立柱采一体式设计

●快移速度 60 m/min

●天车式龙门结构

●自动换刀系统

●双加工区 / 海德汉双信道控制系统

●欧洲制造扭矩电机驱动万向五轴头

●先进的短立柱设计

●欧洲制造高扭力机械式传动二轴头

●先进的箱中箱结构设计

● X/Y/Z 三轴采《对称式双驱》设计

● 一体式底座设计

●快送速度 50m/min

●欧洲制造扭矩电机驱动万向五轴头

●欧洲制造扭矩电机驱动旋转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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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神龙模架有限公司

展位号：3-G018

模架

上海凌力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3-G101

宝钢工模具钢保险杠尺寸	

宝钢模具钢大锻件的应用 - 盾固加工

意大利路奇霓工模具钢	

10 年来致力于意大利路奇霓钢厂在中国市场的

开发和推广

SIJ	工模具钢	

SIJ 高端模具钢的应用

盾固模架 

上海盾固生产的非标模架和型腔

龙记集团（河源龙记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3-G001

“龙记”/“LKM“品牌标准模架多年来深受客

户的支持，拥有每月生产 5 万套模架的能力，包

括大水口，细水口及简化细水口三种主要标准。

龙记拥有超过 20年的非标模架生产经验，擅长各

种模具的复合角度加工。此外，龙记掌握最新的

加工技术及拥有全面设备配套，公司的五轴龙门

加工中心最大加工范围可达 5000mm长 x 3000mm

宽 x 1000mm高，单件加工板可重达 30吨。

龙记钢材充分发挥集团诚信作业的企业文化，

凭借其雄厚财力、多年采购经验及专业的质量

监控能力，为客户搜罗世界模具钢材。作为国

际知名品牌例如日本大同、欧州安赛乐米塔尔、

宝武特冶等中国主要代理商，龙记能满足不同

项目的客观性价比要求。

龙记自 1995 年开始为国外客户供应日、欧、美

式标准的模板产品，已累积超过 20 年的生产经

验及良好评价。为迎合广大客户对更高级的标

模产品的需求，龙记网购已推出高精标模系列。

龙记高精标模 3 大优势 :

1. Ａ、Ｂ、针板、推板采用消除应力 S45C-

S50C，减少后续加工出现模板变形的机会。

2. Ａ、Ｂ、针板的全部加工（包括追加工）在“龙

记精密”空调车间生产，模板综合精度水平相

对一般标准模架获得提升。

3. 全套高精水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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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BGH 钢厂

展位号：3-G110

优质模具钢

热作、冷作及塑胶模具钢

一站式提供模具扁钢和圆棒

上海合毓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G126

特高性能压铸模具钢DIEMAX

最佳合金配比、超纯冶炼、高温均质化结合超

细化处理，使 DIEMAX 在压铸模具的应用上表现

出最佳综合性能，材料具备卓越的韧性和延展

性、优异的高温强度和抗蠕变强度、极佳的抗

龟裂性及耐热磨损性等特性。DIEMAX 广泛应用

于大型复杂、高表面质量和长寿命要求的高性

能压铸模具。

耐高温磨损热冲压模具钢HS7	

采用特别优化的合金元素配比、通过特别精细

冶炼结合超细化处理，不仅大大提升了材料的

纯净度和组织等级，更是全面优化提升了热冲

压模具钢的各项性能指标，包括硬度和耐磨性、

韧性和延展性、抗高温磨损性、耐热疲劳性、

抗塑性变形等，因此能明显提升热冲压模具的

质量和寿命。

超级镜面不锈钢HY336ES	

超纯冶炼加组织细微化处理，成份更优化、纯

净度特高、组织特别细微均匀，具备最佳镜面

抛光性、优越的耐腐蚀性、极佳的韧性延展性、

优良的淬火性能等特性。HY336ES 适合制作导

光板、导光条、镜片等高光及高韧性要求的注

塑模具。

高光淬硬塑模钢HY2343ESR	

标准等级与主流进口 1.2343ESR 相当，冶炼精

细、组织致密、纯净度高，优良的镜面抛光性

（12000#）及蚀纹性能，韧性和延展性优良，

耐磨性和高温强度良好等。HY2343ESR 广泛用

于车灯、格栅、光亮饰条等高抛光及高耐磨注

塑模。

德国葛利兹钢厂

展位号：3-G201-1

葛利兹中国热处理中心	

德国葛利兹钢厂在中国模具产业集中的华南、

华中及华东地区均配套有真空热处理服务，以

确保中国客户购买到葛利兹产品的同时可以享

有葛利兹热处理的品质保证。

葛利兹中国库存	

德国葛利兹钢厂拥有全球最大的电渣重熔生产

线之一，可生产重量达 84 吨的钢锭。葛利兹钢

材在中国的长期库存为 20000 吨，精密锻造钢

材尺寸可达 2000x1000xLmm，可满足塑胶、压

铸不同模具行业的需求。

葛利兹模具钢	

德国葛利兹钢厂根据中国市场需要打造的明星

产品 738HH和 XPM，改良自传统 1.2738钢种，

相比 1.2738 截面硬度更加均匀，均有更加稳定

的抛光及晒纹性能，目前已成为模具钢行业的

明星产品，汽车及家电行业大量使用。

葛利兹主要产品抛光对照表	

葛利兹钢厂以其广泛的产品组合为国际市场和

工业界提供实现其技术进步的基础。大概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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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钢种和超过 2000 个衍生钢种使各行各业的客

户都能够准确地找到他们所需的钢材。我们的

产品具有出色的精度、尺寸准确度和特殊的材

料性能，例如高纯度、均匀的微观组织、耐磨

性和耐腐蚀性。

常州埃瑞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3-G310

瑞典ASP粉末冶金高速钢

高品质模具钢

高端模具钢

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3-G501

环链电动葫芦系列

环链电动葫芦系列

沈阳乐贝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G528

PVD	V201	硬质涂层设备	

该系列采用动态双驱动磁控阴极电弧技术，

离化率高。可制备 TiN、CrN、TiAlN、AlTiN、

AlCrN、AlCrSiN 等单层或多层膜系。高效的涂层

前离子刻蚀技术，保证了涂层的结合力及性能。

该系列设备在镀膜过程中无需打底层（过渡层），

直接成膜，沉积效率高。

PVD1180	DLC涂层设备	

该系列设备主要用于模具、刀具或汽车、缝纫

机等零配件表面沉积耐磨涂层和润滑涂层、涂

层产品表面硬度可大幅提高、达到2000HV以上，

并拥有极低的摩擦系数（0.1-0.2），明显减少

加工中产生的刮痕及摩擦，大幅提高产品质量。

PVD12512	装饰涂层设备	

1. 真空室容积：φ1250*1200

2. 工位：16 个或 18 个，工件回转最大直径

160mm

3. 靶、弧：通用接口设计，可按需配置

4. 推荐配置：4 对 70 靶 +10 支弧靶的 IP 黑机

型或 1 对φ100 靶 +2 支平面靶 +10 支弧靶的

IP 金机型

SLINE14A 立式多功能溅射线 

立式传动结构，驱动全部采用伺服电机，可柔

性控制基片运行速度及相邻基片位置关系，该

设备主要用于CIGS太阳能薄膜电磁的Mo层（背

电极层）及 ZnO+ZnS、AZO层（窗口层）的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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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全封闭机床防护罩，有效提高了机床的热

稳定性。具有“ 0.1μm 进给和 1μm 切削”能

力，刀具磨损小。采用软件模拟加工过程，优

化工艺要素，提升了工艺过程的安全性。选配

北京精雕在机测量系统，可以自动检测零件位

置与尺寸偏差，有效提升零件加工的一次成功

率。可配置Φ150高速同步电主轴，具有精密铣、

磨削、镗孔、钻孔和攻丝等复合加工能力。

精雕柔性制造系统 

精雕柔性制造系统（JDGR100+FMS25）机械

手最大负重 25Kg，适用于金属首饰、精密电

极、精密模具、医疗器械等精密零件的加工。

可匹配 JDGR100、JDGR200T、JDHGT400T、

JDHGT600T 等机床。

匹配机床选取大容量刀库 , 满足多品种零件的加

工要求。可配置单手爪或双手爪机械手。料仓

可配置零点快换托盘 , 或直接配置工件放置位。

采用软件模拟运动状态 , 优化机械结构 , 使运动

更加稳定。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01

JDMRT600 

采用全闭环控制技术，适用于精密模具、精密

零件及复杂五金件的五轴加工。机床为动梁龙

门式结构，配摇篮式双轴转台，A 轴采用双驱技

术。使用电主轴及驱动系统冷却技术，有效提

高了机床的热稳定性。

具有“0.1μm 进给和 1μm 切削”能力，刀具

磨损小。采用软件模拟加工过程，优化工艺要

素，提升了工艺过程的安全性。配置Φ150 高

速同步电主轴，具有精密铣、磨削、镗孔、钻

孔和攻丝等复合加工能力。选配北京精雕在机

测量系统，可以自动检测零件位置与尺寸偏差，

有效提升零件加工的一次成功率。

JDGR400T	

采用全闭环控制技术，适用精密模具、精密零

件及复杂五金件的五轴加工。配摇篮式双轴转

台，A、C 轴采用直驱技术。机床为定梁龙门式

结构，结合 L 型结构的三导轨横梁、短悬伸的

机头设计，使机床的几何精度更加稳定。具有

“0.1μ进给和 1μ切削”能力，刀具磨损小。

采用软件模拟加工过程，优化工艺要素，提升

了工艺过程的安全性。“在机测量和智能修正”

工件位置和尺寸偏差，可有效提升加工尺寸的

准确度。配置Φ150高速同步电主轴，具有铣、

磨、钻、镗、攻等复合加工能力。

JDGR200T	

采用全闭环控制技术，适用于精密模具、精密

零件及复杂五金件的五轴加工。机床为定梁龙

门式结构，配悬臂式双轴转台，B、C 轴采用直

驱技术。使用电主轴及驱动系统冷却技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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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bis 中国

展位号：3-H006

Tebis，工业 4.0 数字化智能制造云平台，帮

助企业积累制造经验，提高制造水平。企业制

造质量和生产效率，不会因为人员的流动而

波动，企业制造技术不会因为人员的流失而流

失。Tebis，工业 4.0 数字化智能制造云平台，

帮助企业降低人员技能要求，避免人员错误，

提高制造构成可靠性。同时帮助企业核心技术

团队研究提升制造工艺水平，共享制造经验。

Tebis，工业 4.0 数字化智能制造云平台，以解

决人的问题的方式，助力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解决人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然趋势，减

少人的依赖，减少人为出错，是企业保证更核

心的专家级工程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研究

工艺、优化工艺，极大地提高加工效率质量和

安全。由于疫情、国际贸易冲突加上生产成本，

尤其是人工成本的大幅提升，中国的制造业面

临着重大的挑战，如何提高质量，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是所有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模具行

业正处在转型期，寻求新突破：利润薄，成本高；

人员流动大，人才难得；产品稳定性差，品质

不高；技术积累跟不上发展。所有问题归根结

底都是人的问题！降低人员依赖性！减少人为

错误！避免经验流失！智能制造解决人的问题；

解决质量、效率、安全的问题；创造更大的企

业价值。

欧吉索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08

电火花机  EAGLE G5 Precision 精度高、热稳

定性更好、精加工时的损耗降低可达 50%、用

石墨加工哑光表面光洁度可达 VDI 8、全盘优化：

电源 - 控制 - 设计 - 软件

电火花机	 	EAGLE	G5	Precision

机床的全封闭结构和主动温度控制，令温度波

动降到最低。并且通过温度补偿有效避免残余

温差。特别是在精度起决定作用的多型腔加工

领域，可以达到良好效果。

莫尔蒂诺刀具（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10

主要产品：刀片、硬质合金整体铣刀、可换式

刀具（刀杆，刀盘）、其他（钻头●高速钢整体

铣刀●特殊刀具）

球头立铣刀 BR2P 型

精插铣刀 V 型 ASPV mini

高硬度钢加工用涂层 TH3

高进给圆弧立铣刀 TR4F 形

高进给圆弧立铣刀 TD4N 形

硬质合金螺纹铣刀系列

高硬度钢用倒角工具 DN2HC

异形工具 GALLEA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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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工业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
东莞明利钢材模具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30

五轴龙门加工中心

型号：GTM3030

航天航空、塑料和金属模具通用机械零件高精

度加工

汽车模具加工

精密模具加工

明利 - 大型模架

明利 - 大型模架

明利 - 模具加工

明利 - 模具加工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36

AutoScan-K 自动化 3D 检测系统

AutoScan-K 系列自动化三维检测系统，采用机

器视觉技术，无接触无损伤。在保证极高准确

性的同时，能高效执行在线批量扫描检测任务。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帮助企业降低制造成本，

缩短产品上市周期，提高收益回报率。

配有多种个性化工作模式，AutoScan-K 可充分

满足不同工业场景的测量需求。同时基于先进

的机器视觉算法，能精准控制机器人的运行轨

迹，方便实现高效无人化的批量检测。

AutoScan-T42 三维检测系统 

AutoScan-T42 自动化三维扫描检测系统，智能

自动检测全新升级之作，专为工厂车间自动化

质量控制设计，帮助企业实现成本和效率的最

佳匹配。整个自动化扫描过程中无需贴点，无

接触无损伤，与生产线高效无缝衔接，大幅减

少质检作业负担。军工级制造品质，具有强抗

干扰性，适应复杂严苛的车间环境，可广泛应

用于国防军工、能源、5G、模具制造等领域。

一键启动、离线编程、软件高度兼容，无论用

户的专业水平如何，都能够操作自如。

KSCAN-Magic 复合式三维扫描仪

KSCAN-Magic 系列是全球首款红外 + 蓝色激光

计量级复合式三维扫描仪，标配五种工作模式：

全球首创红外平行激光大面幅扫描，蓝色交叉

激光高速扫描，蓝色平行激光精细扫描，单束

蓝色激光深孔扫描，内置全局摄影测量系统。

KSCAN-Magic 系列三维扫描仪在性能上有着革

命性的突破，其无可比拟的扫描速度、精度、

细节度、面幅、景深极大优化了三维测量工作

流程，加速产品上市周期。若要获取难以触达

或复杂表面的数据时，用户可以自由选配接触

式三坐标光笔，为三维扫描及精密测量提供全

方位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SIMSCAN 便携式三维扫描仪 

SIMSCAN 是迄今为止市面上独有的仅手掌大小

的三维扫描仪，在结构形态上突破了传统所桎，

是三维激光计量行业的革新之举。

SIMSCAN 轻巧便携，不受工作环境束缚，无论

是在狭小空间中，还是面对庞然大物，都能随

时随地展开 3D 测量。计量级测量精度，让每一

个细节之处都无所遁形，超高测量速度，高效

完成产品三维建模。全金属外壳，坚固耐用，

酷简美学设计，轻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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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略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1

特略高效率 TK 系列 

1、超高加工效率：≥ 3万mm2/时（一台抵八台）

2、低丝耗（平均切割 50 万 mm2/-0.01mm）

3、高稳定（18A 电流稳定切割 70 小时）

特略高端一体机 TG 系列 

高精度切割≤ ±2μm

最佳粗糙度≤ Ra0.3μm

1、环保全封闭一体机的内部冷气恒温、恒湿控

制系统，可保证机床加工精度、电控系统的稳

定性可靠性及寿命。

2、符合德国工业 4.0 标准的 MES 自动化生产

管理系统（工业 WIFI 连网）。

3、冷却液油雾电离式收集回用系统（免维护、

无耗材）。

特略高精度 TL 系列 

1、高精度切割≤ ±3μm

2、最佳粗糙度 Ra ≤ 0.6μm

3、大锥度±30°多次切割

4、微米自动测量≤ ±2μm

武汉中观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6

智能反向定位蓝色激光 3D 扫描仪

MarvelScan 具有全球首创不跟踪不贴点手持激

光扫描模式 , 集成了 Inside-Out 单目定位技术，

扫描无需在物体表面粘贴定位标点，完全省去

重复贴点的繁琐操作。

此外，相较于同样不需要贴点的光学追踪扫描

仪，MarvelScan减少了跟踪器和球形靶标框架，

携带便捷性得到极大提升，设备校准过程也随

之大大简化，能够显著提高扫描工作效率。

MarvelScan 完全改变了手持式扫描仪的工作方

式，是三维扫描行业的革命性产品。

智能光学追踪 3D 扫描仪 

功能强大的光学追踪三维扫描系统 HyperScan 

Plus，具有无需粘贴目标反射标记点、扫描速度

快、精度高等特点，尤其适合汽车、重工机械

零配件、铸件等大工件的快速高效扫描，为三

维数字扫描需求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

多模式、多功能量测 3D 扫描仪 

AtlaScan 是中观革命性蓝光产品，最突出的特

点在于设备软硬件性能的大幅升级，使其除了

汇集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全部优点外，还具有超

大的扫描范围、超快的扫描速度、超高的精度与

分辨率、更广泛的材质适应性等诸多优势，可以

帮助用户更加轻松地应对各种复杂扫描场景

移动式自动化测量工作站 

AutoMetric-MW 是中观专为中小型工件研发的一

套完整解决方案，它可以自动快速完成精确的全

尺寸检测，以完全替代传统检具和人工作业，能

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并为企业节省大量成本。

整套系统设计非常紧凑，且自带移动底座，具

有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在高度非结构

化和随机的环境中进行检测工作。同时，操作

十分简便，用户只需放置检测件、一键启动，

中观高精度蓝光扫描仪配合机器人和大理石智

能旋转平台即可全自动运行，系统自动对测量

数据进行分析、输出检测报告，极速完成高精

度的全尺寸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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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德米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18

雕铣机，高速机，加工中心 

μ 级高刚性合理设计 ,μ 级高精度机加零

组件 ,μ 级高精度装配及调试标准 ,μ 级

检 测 标 准 ,μ 级 加 工 应 用 服 务，H6 行 程

600*500*350MM　,H9 行 程 900*600*450MM,

针对精密模具制造 / 医疗 / 军工 / 航空航天 。华

为，富士康，中泰，中国航空，喜德盛 , 雅俊 

，日本电产，苏州新锐合金，杭州海兴，重庆

昱华，成都前宏，山东新华医疗，江西金力永磁，

福建龙溪，天津韩梁模具

轴进给系统采用一体式设计，可以充分满足机

床运动所需的加减速，进而提高定位精度。机

身采用高规格树脂砂铸铁铸造，并经充分的实

效处理，保证机身超长的精度寿命。工作台全

行程支撑，且线轨跨距与工作台宽度满足贝塞

尔最佳指点原理。

机身设计充分考虑人体工学原理和油水分离，

让操作更舒适便捷，让加工更高效环保。机身

设计通过有限元分析，优化机台设计，提供极

佳的切屑刚性，有效避免切削力带来的震动，

以确保加工精度和稳定性。特殊的主轴箱结构

设计，保证更小的主轴前方外飘和下方悬伸距

离，且主轴箱上下移动没有悬伸变化带来的刚

性波动，有效提高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

横梁一体封闭式结构设计；大跨距阶梯式线轨

布局；结合超宽大跨距鞍座，确保主轴强大安

静的切削能力。机身采用日本大规格 NSK C3

级滚珠丝杠，三轴采用精密预拉伸工艺，有效

降低热温升，保证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三轴采用大规格 P 级德国 INNA 滚珠线轨，结合

精密刮研工艺，充分保证机床线性空间精度。

三层底座结构设计，提供超强刚性。

苔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20

西部线切割机 Seibu M50B SmartNC

西部高精密自由形状车床 / 磨床 SFG-28P/HP/UP

三井卧式三 / 四轴加工中心机 HU100

冈本精密成形磨床 ACC350 II

圣和 SHOWA Micron Chuck 超精密夹头刀杆 /

刀把 / 刀柄

形创·中国

展位号：3-H232

MetraSCAN	3D光学三坐标扫描仪

MetraSCAN 3D 光学 CMM 扫描仪系列专为想要

获取高质量或高效率的制造和计量专业人士而

设计，无惧严苛环境下的不稳定性，经过精心

设计，功能全面，是传统便携式 CMM 的实用替

代。可执行高度精确且可重复的计量级测量和

3D 几何表面检测，特别适用于测量汽车、航空、

发电、重工业、金属铸造、金属锻造、钣金、注塑、

复合材料等一系列行业和制造工艺的复杂零件

和装配件。

便携式计量级 3D蓝光扫描仪	

HandySCAN 3D 便携式计量级 3D 蓝光扫描仪

Creaform HandySCAN 3D 系列是便携式计量级 

3D 扫描仪的行业典范。作为 2019 年红点奖得

主，HandySCAN BLACK 将专有的高性能 3D 扫

描与经优化的光学技术、多束蓝色激光技术以

及人体工学设计结合起来，无论尺寸、材料、

复杂性如何，随时随地即可完成测量。

用于质量控制的自动化光学三坐标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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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质量控制的自动化光学三坐标扫描仪

此扫描解决方案专为自动化质量控制应用而设

计，非常适合那些希望在不影响精度的情况下

测量更多零部件的更多尺寸并提高生产力的制

造企业。

速度和精度

高测量速率：180 万次测量 / 秒

高密度扫描区域：45 条激光线

精度为 0.025 mm

体积精度：0.078 mm

温泽测量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36

手持式 3D扫描仪

WENZEL mScan 作为温泽的系列产品之一，便

携、易用，兼具高速度与可靠性。极佳的人体

工程学设计，给人以舒适的用户体验。操作灵活，

可在移动应用中获得高精度和可重复的测量结

果。提高了检测和逆向工程工作流程的效率，

因此能极大地改善产品开发的流程。

车间型坐标测量机

新型 SF87 坐标测量机是适用于生产环境的

通用型测量设备。其占地面积小，可提供

800x700x700mm 的最优化测量范围，这也使得

它成为了金属切削和成型行业的理想选择。

计算机断层扫描（CT）系统

exaCT XS 采用紧凑的设计和复杂的人体工程

学，可以在最小的空间内实现高性能和灵活

性。射线源无需维护，运营成本低，可靠性高。

exaCT XS 是测量和测试低密度材料部件的首

选 ,，特别适用于塑料、复合材料和多种材料的

无损检测 (NDT)。

计算机断层扫描（CT）系统

exaCT XS 采用紧凑的设计和复杂的人体工程

学，可以在最小的空间内实现高性能和灵活

性。射线源无需维护，运营成本低，可靠性高。

exaCT XS 是测量和测试低密度材料部件的首

选 ,，特别适用于塑料、复合材料和多种材料的

无损检测 (NDT)。

昆山华都精工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50

汽车模具复合角度加工利器 ; 高精密、高刚性，

适合复杂曲面、孔加工 ;是自主研发、加工装配、

专利产品 ; 国内首创；

头部：超精密表面，独家专利设计，主轴箱整

体可摆动具 A 轴功能，适合模具成斜角深孔 /

攻牙加工，提高生产效率及品质精度；

立柱（专利结构）：高品质米汉纳铸铁柱内部

采用高强度拱桥型辅助结构，提高柱体刚性达

27%，两次电炉时效，确保抗震长久不变形 ;

回转台（专利结构）：采用油压固紧，重切削时，

精度及稳定性优异。工作台回转采用程式控制，

自动回转至每 90 度定位，适合各种加工需求。

也可选择双涡轮伺服控制之回转工作台可消除

运转背隙达到超高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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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姆特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30

PMT ALPHA 系列是一款革命性的测量臂，采用

最为适合现场测量的内置平衡机构及等臂长设

计，结构简洁均衡，操作灵活自如，细节大胆

创新，在便携式测量领域设立了新标杆。

PMT 是一家专业从事测量技术并拥有完全自主

研发和生产能力的高科技公司。在便携式测量、

光学测量、编码器等领域深耕多年，为全球多

家知名测量公司提供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和订

制。一直以来，PMT 遵循欧洲标准进行产品的

研发和制造，积极融入到全球性竞争的过程中，

始终秉承以先进技术为导向的理念，传承德国

匠心制造精神和质量管理体系，对产品品质的

把控不遗余力。

PMT 以创新科技推动全球测量领域的健康高质

量发展，在测量尤其是便携式测量领域拥有超

过 20多年的研发积累。PMT非常注重研发投入，

并且持续投入大量资金与全球先进科研机构长

期合作进行技术储备。在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

大学的支持下，实现欧洲标准的产品认证。

PMT 已在德国、日本设有研发中心，中国设有

制造基地，在中国各主要工业城市建立了健全

的销售服务网络，保证有效和及时地提供专业

技术支持和服务。

PMT 的技术解决方案在汽车行业、航空航天、

工程机械、能源及教育等众多行业均有大量应

用。涉及领域有生产制造和装配、产品设计与

工程、质量控制和检测、数据捕捉和建模以及

文物保护等。

广东德信模钢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60

德信PMC生产系统	

生产资源管理系统，让质量更稳定

德信钢材	

模架 

上海格侣克贸易商行

展位号：3-H501

德国 Langer 硬钢顶针孔 / 销孔刀具

加工≤ HRC65 钢

德国 Langer 加工陶瓷、硬质合金、刀片和铣刀

加工硬质合金和陶瓷

德国 Brandenburger 隔热板

德国 Langer 硬钢强力铣刀

加工≤ HRC63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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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H530

塑料模具钢	

冷作工具钢	

热作模具钢 

苏州亚马森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3-H560

系统采用触摸屏工控电脑，Win7 操作系统，运

行速度快，可同时处理海量数据。

具备丰富的数据接口，系统可通过 U盘、网口、

无线直接把数据调入并可进行编辑，产生最合

理的加工路线。

支持 X.Y.Z.W.C 五轴数控加工，适用于平面及弧

面打孔，带台阶高低不平工件，加装旋转台加

工圆形工件及斜度孔。

东莞市诺克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01 3-K005

带表卡尺	

IP65	防水数显外径千分尺	

机械式杠杆百分表 / 千分表	

绝对测量数显千分表 

东莞市铭泽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08 3-K109

数控CNC铣床电脑锣铣刀	

小内孔径不锈钢加工搪孔刀	

合金涂层铣刀片 1135	1604	

硬质合金切槽切断割槽刀片 

广东锐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23

独家防尘防锈刀柄	

精密刀柄 / 筒夹 / 镗头 / 机床检具	

齐全的HSK刀柄生产研发	

液压式刀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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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精多胜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25

化妆品模具配件、医疗产品	

塑胶模具配件	

冲压 / 压铸模具配件	

芯片封装产品 

东莞市百隆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28

高温工程塑料产品、模具 . 

生产用PPS, PPA,PEA等等高温工程塑料的产品、

模具 .

由于这种胶料要求高温注塑并且具有腐蚀性， 

要求模具质量要求高，高精度，稳定性强

专业生产双色模，双色产品 

水辅气辅注塑成型产品 

水辅，气辅注塑成型的产品， 水辅，气辅成型

用于用于制造具有功能性腔穴的塑胶件，优势

在于：

1. 产品变形量少；

2. 壁厚不均产品可以有效减少缩水；

3. 降低机台码模力，减小机台损耗；

4. 节省约 30% 的原料；

5. 成型周期缩短，节省生产成本

五金插件包胶成型模具 

五金插件包胶成型的模具， 挑战性成品缩水率，

由于产品的嵌件部分无收缩，所以要根据产品

中嵌件的区域来放分段放缩水及不等方向放缩

水来实验产品的尺寸要求。

广东伟一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36

汽车车灯	

路由器	

汽车五金冲压件	

前格栅 

乔治费歇尔精密机床 (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J060

精密数控慢走丝线切割机床 

+ 使用 AC CUT VS 900 合金电极丝提高加工效

率、降低工件成本

+ 全新的智能脉冲电源，内置特有高速切割工艺

+ 卓越的加工精度稳定性以及达到 Ra 0.12μm 

高表面质量

微细、高效的精密数控电火化成型机床

+ 以特有的微电子技术打造的特有脉冲电源

（ISPG）

+ 更高生产力、更少电极，更完美细节

+ 热控制模块以确保持久的高精度

+ 适用于微型工件加工

高性能三轴加工中心 

Mikron MILL P 500立式三轴加工中心工作可靠，

随时待命，可接受任何任务挑战。该机设计用

于自动化生产，采用高强度、对称的龙门式机

床结构并配内冷系统。优异的动态性能、理想

的轴比、高精密和高稳定性是经济地达到高工

件质量和高产量的利器。MILLP 500 特别适用于

加工多种行业的模具，例如信息通信（ICT）、

电子、医疗器械、包装、汽车行业。

+ 针对模具市场的高精密三轴加工中心

+ 更低成本、更高性能、更高生产力

+ 动态性能与精密等级的完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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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五轴加工中心 

Mikron MILL E 500 U 高效五轴加工中心，以高

刚性、高稳定性的 C 形铸铁立柱为基础。大型

导轨和双端支撑的回转工作台为该机提供高质

量的工件加工能力，高性能的排屑能力，是汽车、

发电和机械工程领域小型企业和零件生产商的

理想选择。

+ 轻松拥有 5 轴加工技术，投资回报最快

+ 配置多样化，满足广泛的应用要求

+ 标配版性能优于平均性能（可靠性和生产力）

东莞市米宏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展位号：3-J105

日本津田驹转台 RBS-160 

津田驹原装新一代驱动机构：滚珠驱动系统，

无背隙，超高速，高刚性，免维护性

世承 CNC 五轴分度盘 MABD-200

采用进口双导程蜗杆蜗轮，轴承使用交叉滚珠

轴承

中国台湾地区世承高速高精度刀柄系列 

GSK 刀柄系列适用于高转速，高精密切削，切

削性稳定，减少震动

日本津田驹滚珠驱动数控倾斜转台 TBS 系列 

日本津田驹转台广乏应用于汽车、飞机、电子

机械等高精度领域

东莞市端品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3-J201

冲压模具，塑胶模具 

冲压模具，塑胶模具的设计、加工、组立、调试、

生产

冲压模具精密零件的加工制作 

塑胶模具精密零件的加工制作 

自动机、治工具零件的加工制作 

上海致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J235

CNC 精密成型磨床：PSG52CA-NC

ACC515DX 系列

精密平面磨床 ACC-GX 系列

ACCGX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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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恺天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03

电控永磁吸盘

强磁，断电不断磁，安全环保。快速定位，缩

短装夹时间，退磁干净，不会磁化工件。配合

导磁块，可实现五面加工，防水防油，搭配快

速接头快速插拔。

电磁吸盘

极佳的刚特性，减轻使用过程中的精度变化。

热变形小，精度高，最大吸力可达 12kgf/cm2。

永磁起重器

结构小巧，重量轻。3.5 倍安全系数，单手退磁，

操作简便，可吸吊平面或圆弧面工件。外表电

镀工艺，使用寿命长。

矩形全钢永磁吸盘

磁力分布均匀，适用小型零件或薄型零件。高

性能磁钢，强磁，无剩磁。高精度，变形小。

东莞市蓝博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06

便携式铣刀研磨机 

专利产品，能够精准研磨 2/3/4 刃端铣刀，无需

技术背景，简单便捷一分钟，可以把旧铣刀变

成新铣刀，帮助客户在较小投资的前提下大幅

降低铣刀成本。

便携式钻头研磨机 

便携式钻头研磨机，能够精准研磨麻花钻，无

需技术背景，简单便捷一分钟，可以把旧铣刀

变成新铣刀，帮助客户在较小投资的前提下大

幅降低钻头成本。

五轴数控工具磨床 

既满足客户刀具生产要求，也可进行刀具返磨。

五轴联动，精密机器满足高端客户刀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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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野数控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07

光纤激光打标机 

QY&ACME 光纤激光打标机为当今国际上最先进

的激光标记设备，体积小、速度快、工作寿命长、

安装灵活方便以及免维护等特点。广泛应用于

集成电路芯片、IT电子通讯产品、各种汽车零件、

家电、五金行业、医疗器械、食品包装行业、

军工电子、工艺礼品等众多金属与非金属领域

以及大批量生产线作业。

激光手持焊接机 

秋野激光手持式激光焊接机 , 采用最新一代光纤

激光器 , 配置自主研发的焊接头 , 填补激光设备

行业手持式焊接的空白 , 具有操作简单、焊缝美

观、焊接速度快、无耗材的优势 ,在薄不锈钢板、

铁板、镀锌板等金属材料方面焊接 , 可完美取代

传统氩弧焊、电焊等工艺。 手持式光纤激光焊

接机的工作模式 , 手拿焊接 , 灵活方便 , 焊接距

离更长。

激光连续焊接机 

激光连续焊主要由1000W-3000W光纤激光器、

焊接聚焦系统、CCD 同轴监视系统、运动卡控

制系统、二维电动工作台、Z 轴手动升降台、电

动旋转夹具、吹气保护系统、外循环制冷机组、

激光防护罩等部分组成。激光器采用连续型光

纤激光器，激光器采用一体化构造，它具有安

全防护和环境防护的作用，能在各种环境下正

常工作。产品特点：高效率、优秀的光束质量、

灵活的光缆输出、免维护

激光清洗机 

秋野激光推出激光非接触式清洗的新一代高科

技产品，不伤零件基体、无耗材、节能环保，

高效清除工件表面树脂、油污、污渍、污垢、

锈蚀、涂层、镀层、油漆，满足工业加工领域

复杂造型、精细定位的清洗要求，实现洁净度

更高的清洗效果、综合成本更低的生产效益。

主要应用于汽车制造、机械加工、电子加工、

文物修复、模具行业、船舶业、食品加工、石

油化工等行业。

浙江台星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35

TX-Z13 

TX-Z13：本机为便携式，配备中国台湾地区制

造之钻石砂轮，精确耐用。Z13 型能刃磨钻头前

切削刃（前角）、先端角（顶角）、逃隙角（后

角）。前角与中心横刃大小可调整，能替代中

心钻，定位更精确，钻削更轻松。

TX-X3A 

TX-X3A：为傻瓜便携式，可研磨 2 刃、3 刃、

4 刃，定制也可用钨棒直接开出端面刃口。选配

夹具组可研磨 5 刃端铣刀。配有精密铝拖板，

可调节铣刀端面角度与磨削量。

TX-Y3C 

TX-Y3C：本机简易便携式，可研磨三刃、四刃

丝攻，选配可研磨五刃丝攻。Y3C 能修磨直槽

丝攻整个前切削面与前切削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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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根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3-J552

球锁系统原理

ZPS 零点定位系统

虎钳

紧固件

深圳市欣怡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3-K109-2

应用于精密镗孔，孔类高精准加工

东莞市通世海切削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K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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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31

铝板件

结构件（铝板&高强钢）	

外覆盖件	

侧围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31

复合材料热压成型模具

（福特 - 皮卡货斗）

1. 以塑代钢，复合材料汽车轻量化制造工艺，

减重达 30%；

2. 抗氧化，耐腐蚀，不生锈，成型快，性能好

半固态铝合金压铸模具

（通用 GM- 减震塔）

1. 平稳顺序充型；

2. 产品可热处理，力学性能优良；

3. 铸造温度低，模具寿命长；

4. 与其他铸造工艺相比有较明显的成本优势

叠层模格栅

1.  减小注塑机台吨位，节约生产成本，

2.  提高产能

（材质 PP/TV20，吨位 2800T）

化学微发泡门板

1.  轻量化产品减重

2.  较小的锁模力可以用更小的机台生产

3.  产品变型小尺寸稳定

4.  产品没有毛边及收缩等缺陷

（材质 PP-MD5+EDX8305，吨位 1600T）

沈阳中航迈瑞特工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1

SAM900模具材料	

零件拉形模、压形模、敲修模、汽车零件冲压模、

检具、夹具的理想用材，是循环模具的基础材料

SAM910树脂材料	

适合制造各类高强度、轻质零件，树脂模具基

础支撑材料等

代木产品	

高密度表面、韧性好、机床加工没有灰尘，成

片屑状，适用于钣金冲压检制模具、金属成型

模具、敲击整形模具、检具、夹具等

比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50

 

模具业务范围	

注塑模具、冲压模具、高压成型模具、PMH模具、

锻压模具、压铸模具、石墨模具、陶瓷模具等。

智能手机配件产品

重点客户消费类电子配件产品	

汽车 / 个人洗护 / 消费电子配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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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科利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61

冷冲模具工艺

SSDT 具备了大型汽车覆盖件模具设计、制造及

轻量化模具的设计制造能力，数字化、自动化

的模具开发制造过程。已经掌握了外覆盖件特

征棱线模具技术、新能源车电池盒模具开发技

术、高端车型侧围冲压工艺技术等模具开发的

核心技术。

高端车型侧围冲压工艺技术

外覆盖件特征棱线模具技术

新能源车电池盒模具开发技术

冷冲模具设计

SSDT 具备了当代高技术汽车模具及其汽车大型

覆盖件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大型复杂斜楔机构，

旋转机构，模具标准端头等参数化设计能力。

已经掌握了铝侧围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

模具结构参数化设计技术、数字化模具设计与

开发等模具设计的核心技术。

模具结构参数化设计技术

数字化模具设计与开发

铝侧围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技术

冷冲模具加工

SSDT 具备了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缩短模具

开发周期，降低设计和制造成本的能力，实现

了模具智能制造，并建立标准化的模具开发制

造过程。已经掌握了激光淬火技术、高速自动

化加工技术、模具镶块单件加工技术等模具制

造的核心技术。

激光淬火技术

模具高速自动化加工技术

模具镶块单件加工技术

热冲压成形

SSDT 具备硼钢，可变形铝合金的工艺生产和

过程控制能力，硼钢热成形零件种类包括等厚

度板，TRB 板，TWB 板，PATCH 板，软区等。

铝合金种类包括 7xxx 系，6xxx 系，其中对与

7075 门内板热成形工艺正在研发中。

硼钢热成形工艺

铝热成形工艺

热成形仿真

SSDT 具备硼钢热成形，可变形铝合金热成形的

成型过程仿真，传热仿真能力，可以准确预测

零件的成形性和模具状态，建立了 CAE 仿真分

析材料库和热成形工艺 &CAE 企业标准，具备

模具冷却系统的优化设计能力，确保零件最终

的性能和尺寸。

成型仿真技术

传热仿真能力

热成形设计

SSDT 具备常规热成形模具，PCH 结构模具，软

区模具加热系统机构设计开发能力，建立了热

成形标准件库和标准模架库，模具经验教训库，

据不同材料的特性建立了冷却系统设计标准和

不同镶块材料的热处理工艺参数库等。

模块化设计技术

PCH结构设计技术

软区模具结构设计技术

汽车格栅

SSDT 具备大型模具高速加工，编程能力，具备

热成型模具镶块冷却水道加工能力，能够完成

常规模具加工，软区模具的热状态加工，调试等。

高速加工

五轴深孔钻技术

软区热调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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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数字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21

云平台整合了业内优势资源，集小单、变大单。

基于平台大数据和工业机理模型，实现智能拆

分、智能核价、自动采购。

在模具技术中台，通过模具制造多节点评审，

模具项目进度可视化管理等平台服务，保障最

终交付到用户的模具质量最优，成本最低。

除了青岛模具工厂，卡奥斯在宁波、沈阳还有

基地。目前，卡奥斯模具产品覆盖全品类，包

括家电、汽车模具、零部件制品、军工等。

智慧模具生态，只是卡奥斯生态的一处剪影。

如今卡奥斯平台已构建化工、建材、农业等 15

个行业生态，赋能案例覆盖全国 12 大区域，并

在 20 多个国家复制推广。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10

副车架低压铸造模具	 				

减震塔高压铸造模具

中通道热冲压模具	 			

高铁箱体重力铸造模具

浙江精诚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01

利用多层共挤流延技术，在传统塑料膜的基础

上加入了高端、功能化元素，满足食品、医药、

电子产品等行业对高阻隔薄膜的需求。更广泛

应用于包装用复合膜、真空镀铝基膜、文具膜、

蒸煮膜、高阻隔膜、拉伸缠绕膜、压纹膜等流

延膜产品。

纳米级超多层结构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轻松实

现高阻隔、高强度薄膜制品的多元化需求。

主要应用于 PC、PMMA、GPPS 等光学级片材

类制品的生产，快速开口结构并配备电动丝杆

外挡幅宽调节结构，进一步升级自动化，可实

现在线快速调节模唇开口间隙更换制品厚度规

格和快速调节幅宽更换制品宽度规格，降低改

变制品规格时的原料浪费，提高生产效率。

新型设计的柱式过滤器对加温系统和机体外形

都进行了优化改进设计，使机体加温更加均匀

一致，不易变形，减少卡死或漏料的发生。应

用于塑料挤出、造粒等熔体杂质过滤，可实现

不停机换网。柱塞式结构设计，机体强度好，

密封性优越，尤其适合高压力生产或低粘度流

动性好的物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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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031

铝合金热挤压模具钢	

热挤压模具钢	

高压压铸模具钢 

 

唐山志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D125

热作模具钢	ZW868ESR	

ZW868ESR 高韧性、高等向性热作模具钢，为

DIN 1.2344 改进型钢种，具有更高的冲击韧性

及等向性，具有高的淬透性和抗龟裂能力，具

有优异的耐热性、高温耐磨性及抗疲劳性能，

具有优异的高温强度及高温硬度，截面中心横

向无缺口冲击可达到 360J 以上，适用于形状复

杂、长寿命、大型铝合金压铸模具。也可用于

添加玻璃纤维的热固性塑料模具及高抛光的塑

料模具等。

热作模具钢	ZW866ESR	

ZW866ESR 高品质、高等向性热作模具钢，相

当于 DIN 1.2344，具有良好的淬透性和抗龟裂

能力，具有良好的的耐热性、高温耐磨性及抗

疲劳性能，具有良好的高温强度及高温硬度，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01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021

高端模块	

磨光圆棒	

粉末钢、喷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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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铝合金压铸模具、铝型材挤压模具及热

锻模具。也可用于添加玻璃纤维的热固性塑料

模具及耐磨件等。

热作模具钢	ZW863ESR	

ZW863ESR 超镜面高抛光塑料模具钢，相当于

DIN 1.2343，具有良好的抛光性能、良好的韧性

及耐磨性能，抛光亮度 12000#，抛光率 90%。

适用于汽车车灯电镀件及大灯灯罩。也可用于

添加玻璃纤维的热固性塑料模具及大型压铸模

具等。

热作模具钢	ZW851ESR	

ZW851ESR新型高韧性、高等向性热作模具钢，

具有良好的韧性及等向性，具有高的淬透性和

抗开裂能力，具有优异的耐热性、高温耐磨性

及抗疲劳性能，具有优异的高温强度及高温硬

度，截面中心横向V型缺口冲击可达到19J以上，

适用于形状复杂、长寿命、大型铝合金压铸模具。

也可用于添加玻璃纤维的热固性塑料模具及高

抛光的塑料模具等。

如皋市宏茂重型锻压有限公司

展位号：4-D131

HM	DVA(8418)	

压铸用高热强性热做模具钢 HM DVA(8418)，能

用于压铸模、挤压模等。

HM	XPM	

高抛光镜面模 HM XPM，广泛用于高档汽车内

饰皮纹模具，车灯模具等。

HM	K80	

高抛光镜面模 HM K80，广泛用于车灯、电子显

示屏等发光元器件模具。

HM2738/718	

汽 车 保 险 杠 用 超 大 截 面 预 硬 化 塑 胶 模

HM2738/718，也广泛应用于汽车仪表盘门板等

内饰模具，以及家电、电子等模具。

沈阳普越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5-1

阀体 

壳型铸造，砂型铸造，机械加工

砂铸、球铁、	不锈钢、阀门装配	

压铸件、铝合金

阀板	

精密铸造，机械加工，模具设计，制造与加工

沈阳中金模具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5-2

汽车高品质旋轮	

锻件原料钢材的纯净度，决定了旋轮金相组织

的优劣。即有害元素（S、P 及残余有害元素）

的多少。锻造工艺过程是否规范，即可锻温度

的控制是否准确。热处理设备和热处理工艺因

素，即是否采用真空炉淬火、回火工艺的设定

和控制。旋轮淬硬后的精加工，决定了旋轮表

面粗糙度的高低。

汽车高品质旋轮	

锻件原料钢材的纯净度，决定了旋轮金相组织

的优劣。即有害元素（S、P 及残余有害元素）

的多少。锻造工艺过程是否规范，即可锻温度

的控制是否准确。热处理设备和热处理工艺因

素，即是否采用真空炉淬火、回火工艺的设定

和控制。旋轮淬硬后的精加工，决定了旋轮表

面粗糙度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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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亮涵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D205-3

冷作模具钢	

冷作模具钢侧重硬度、耐磨性。含碳量高，合

金元素以增加淬透性，提高耐磨性为主。冷作

模具钢包括制造冲裁用的模具 ( 落料冲孔模、修

边模、冲头、剪刀 )、冷镦模和冷挤压模、压弯

模及拉丝模等。

热作模具钢	

热作模具钢对硬度要求适当，侧重于红硬性，

导热性，耐磨性。因此含碳量低，合金元素以

增加淬透性，提高耐磨性、红硬性为主。

一体化校直剥皮机	

公司有剥皮机、压光机等多台设备。可加工规

格φ3.3mm-φ101mm，年加工量可达 1 万吨。

苏州科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
苏州精科裕精密模架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58

模架 

以交期感动客户，以品质铸造口碑 !

专业生产 800mm*1500mm 以内的手机电子，化

妆品包装，汽车，医疗等精密模架。定制模架

精密度高，交期最短可 5 天出货，月产量 400

套。我司秉持最快交期，最优品质，最好售后，

是您的优质供应商

广东卫斯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D521

全合成发动机润滑油	

VESLEE（卫斯理）1 号 0W-20API SP ACEA C5

全合成发动机润滑油由德国卫斯理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配方和工艺，采用双膜强化技术及

全合成 PAO 基础油和特殊添加剂调配而成，四

季通用，低温流动性强，粘度指数高，适用于

多种复杂苛刻的行驶条件，在连续高速行驶、

城市道路频繁启停、激烈驾驶等状态下，均能

为发动机提供贴心的保护；有效持久抵御磨损，

令发动机动力输出持久强劲，驾驶更顺畅，有

效减少沉积物，令发动机持久洁净如新

 

永康市唯高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4-D531

货架系列	

物流周转系列

货架系列

模具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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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01

保险杠，一模两腔。技术亮点：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宁波横河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51

空气净化器	

齿轮箱	

风扇	

注塑模具	

浙江巨丰模架有限公司

展位号：4-E055

精密包装模模架	

精密医疗器械模模架	

精密食品包装模模架	

精密塑料注塑模模架

	

台州市黄岩金马泰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02

金马泰专业制造汽车空调，门板，立柱等内饰

模具，以及保险杠，格栅等外饰模具。

金马泰专业制造冰箱洗衣机，电箱，空调等家

电模具。

金马泰在汽车类，卫浴类，电器类的玻璃钢模

具积累了丰富的制作经验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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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展位号：4-E131

伯乐FE系列电动注塑机

拥有专利封闭式滚珠丝杆结构，迅速带走摩擦

热量，降低丝杆温度，减少磨损，阻隔灰尘污染，

对使用环境要求低，无须使用昂贵的进口丝杆

润滑脂，维护简单，不需要清理油泥，可靠性高，

无油路堵塞问题。

具有精密、稳定、高效、清洁等优点。

伺服驱动中心锁模结构，锁模力从模板直接传

导到模具中心，大模具减少中心部分飞边，小

模具，模板变形量少。机型适配性强，模具通

用性广，锁模力利用率大大提升，可以用更小

的锁模力。有效减少飞边，减少原料浪费2%-5%。

重复精度可达±0.01mm。

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技术

伯乐 (BOLE) 在热塑性复合材料成型领域拥有材

料、工艺、模具、设备等丰富的设计经验及应

用能力，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定制开发完整

的解决方案。

宁波翔荣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51

滚筒洗衣机-控制面板	

成型周期 60s

滚筒洗衣机-后桶	

成型周期 85s

全自动洗衣机-面框	

成型周期 70s

全自动洗衣机-盛水桶	

成型周期 65s

温州公大模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155

细水口系统	

简化型细水口系统	

大水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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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点睛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01

公司一直致力于厚壁件，导光条，透镜等模具

研究与开发

公司在双色多色面罩颇具经验：前灯双色、尾

灯双色多色、贯穿灯尾灯双色等模具。

台州市黄岩得道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02

汽车门窗加强板模具	

多工位模具	

梁类零件冷冲压模具	

地板类零件冷冲压模具	

浙江万豪模塑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05

汽车内外饰	

万豪模塑专业制造汽车内外饰注塑模具，如前后

保险杠，仪表板，门板，格栅，立柱，车灯等

LED车灯	

汽车改装 LED 车灯，如改装大灯，改装尾灯，

日行灯等其他产品

台州世森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26

汽车保险杠模具	

仪表台模具	

电池盖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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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力天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51

欧洲标准 ISO10243 弹簧	

精密唧咀	

精密日标	欧标	导柱导套	

欧洲标准顶针

宁波鸿达电机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31

家用电机模具	

电动工具模具	

发电机模具	

汽车电机模具	

宁波大通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E255

模具标准件	

双齿斜顶 

东莞市钢锐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03

氮气弹簧系列	

适用于用于汽车冲压模具，电机模具，家电模具。

模座导柱导套系列 

适用于各种压模具的外导和内导向导柱导套组件。

独立导柱导套系列 

适用于种各种汽车模具覆盖件的冲压模具，压

铸模具，家电冲压模具等种冲压，压铸模具。

东莞市海裕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28

模内攻牙机	

模内攻牙机PLC丝锥折断检测系统	



DMC 20214.1H 模具成形馆

守正 •变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

D
M

C
2

0
2

1
 

部
分
展
品
信
息

~44~ ~45~

东莞市培迪五金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29

美国MDT机用去毛剌倒角刀	

以色列NOGA手用去毛剌倒角刀	

中国台湾地区UOU气动去毛剌倒角机 

浙江思纳克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31

气缸时序控制整体

分流板

热喷嘴	

温控器

西诺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36

空调中框模具	

1.5T 空调顶盖模具	

空调底座模具	

汽车副仪表板左右护板模具	

苏州汉测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E353

HCL-0300 光学通讯测头	

特点：自动对刀、断刀检测、测球直径、总长度、

有效工作长度、传输效率佳、互换性强、传输

速度快、体积小、高精度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模具技术和设备展览会 4.1H 模具成形馆

守正 •变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

D
M

C
2

0
2

1
 

部
分
展
品
信
息

~46~

东莞市中泰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E501

汽车格栅	

案例项目名：电池包

终端客户：柳汽

材料：DC04

冲床吨位：1200T

零件尺寸：2060x1350x142mm

轮罩 

案例项目名：轮罩

终端客户：VW Germany

模具尺寸：5000* 2000*1050mm

PY1B 

项目：PY1B

终端客户：MCI

材质：RP153-980

料厚：1.2mm

零件尺寸：1200*250*1.2mm

特斯拉门框 

项目：特斯拉门框

材质：AL5052

料厚：1.0mm

广州雷佳增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535             

Dimetal-280 双激光新款	

Dimetal-280 双激光新款是雷佳公司基于雷佳多

激光同幅面成形解决方案推出的高效 SLM 成形

设备，设备成形尺寸达 250*250*300mm，配备

2 个激光器，基于 2 个区域的高精度拼接，可实

现零件的高效率成形。设备采用特殊的搭接方

案和高精度校准技术，可消除零件在搭接位置

的搭接痕迹与搭接错位，搭接误差达 50μm 以

下。设备可广泛运用于模具制造、汽车、航空

航天等工业运用。

东莞市牧豪物流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E701

模具及机械配件	

东莞市牧豪流体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制造模具

及机械配件的现代化企业，集研发制造，市场

营销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主要产品为快速接

头，模具快速接头，高压快速接头，以及自动

化机械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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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雀尔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25

汽配件

医疗产品

注塑模具

注塑模具

讯程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35

藉由精密加工控制导柱套系统干涉配合

(Preloading)，提供最高精度之滚柱 (Roller) & 滚

珠 (Ball) 笼导柱套系统。

STEINE 之高质量，高耐用氮气缸及氮气板 

(Manifold Plate)，如模具寿命达到 2~3 百万以

上生产次数以及需耐高温 ( ≦ 120℃ ) 之需求，

STEINEL 氮气缸解决方案是 贵司最佳的选择。

来普乐（太仓）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050

FETU（模内攻牙）	

可生产尺寸为 M0.8-M24 的极高强度和稳定性

的高品质螺纹。无论用于连续模具或复合模具，

还是用于压力机或自动冲压机和弯折机，都能

以安全的方式运行和检查所需螺纹生产流程。

WPM	（氮气弹簧无线压力监测系统）	

无线压力检测系统可以摆脱空间限制，监测任

意位置氮气缸的气压。能有效帮助生产和维修。

100% 过程监控（专利）、避免废件、指导预防

性维护、记录文档数据、可连接智能手机和平

板电脑

氮气弹簧	

全系列氮气弹簧（标准氮气弹簧，延时氮气弹

簧）、无需预紧、初始力范围大、安装方便、

可维修性好、寿命长

斜楔	

优势：更大负载、更大回程力、双 V 滑动面。

我们可以提供：从高端系列到经济系列全覆盖、

从大批量生产应用到小批量生产应用、工作面

宽度从 50-1050mm、定制预制（加大工作面）、

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非标斜楔设计方案

及相关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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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骏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110

铸件机械手模具	

铸件机械手模具	

钢板连续模	

钢板机械手模具 

苏州市凯威精密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F125

Cavity Eye Hungary Ltd. 公司专业制造模具型腔

压力监测传感器，通过可视化和评估内部压力

曲线，为注塑生产中的每个腔提供系统的过程

控制，Cavity Eye 成熟的应用技术与经验助推工

业 4.0 变革，以收集数据，分析并采取必要的干

预措施来提高生产率为共同目标。

OPITZ 产品是模具内部标识及产品识别的优良选

择，拥有大范围的标准名称组件。多年的标记

系统开发和制造经验成为灵活指导完成产品加

工通道。OPITZ 多方面的标准组件构成了一个标

准系列，可以适用于多种应用方案案例。OPITZ

还根据您的具体要求生产标准组件。OPITZ 产品

系列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介绍，并将引导您一步

步地进入您的应用中所需的产品。

经典款 DATI 系列日期章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

这是 OPITZ 成立之初就开始的核心产品，现已

成为标杆产品。

采用液压马达带动螺纹杆直线运动，简便达到

退螺纹功能

螺纹精度高

安装调试简便

新型精定位表面高精密耐麿涂层

高精度吻合、导向面上的颗粒环、寿命长达

20000 次模具开合、减少零件粘在模具底部锁

上的可能性、突出表面较大半径，消除运动“触

及”伤害、扩大撬槽入口以便于拆卸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 (苏州 )有限公司

展位号：4-F158

塑料注塑模具的镜面抛光表面非常敏感。

BALITHERM PRIMEFORM 处理是改善脱模、优

化工艺可靠性以及提高零部件质量的理想方法。

重度应力区域具有耐磨性，并且对刮擦、环境

因素和不当处理具有保护力。对注塑模具的这

种处理可以提高 60% 的生产率。PRIMEFORM 

扩散处理可以使注塑模具表面硬度达到 1400 

HV。这使得模具更加坚固，并且减少表面堆积、

剥落和边缘脆化。此外，无需剥离和重涂即可

修复和重新抛光，明显减少维护和停机时间。

因而，PRIMEFORM 是对应用于汽车、家具、包

装和医疗技术行业中的注塑模具的理想处理。

无论是注塑、挤塑还是吹塑——只有高品质的

表面才能确保理想的生产率和效率。BALINIT 

CROMA 与 BALINIT CROMA PLUS 因此是塑料

成功加工的最佳选择，即使是大型零部件也不

例外。

CROMA 与 CROMA PLUS 可减少工具、生产和

维护的成本，这使得它们成为 PVC 窗框和塑料

挤塑和橡胶加工的理想涂层。

为了提高乘客安全，同时符合排放法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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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必须实现更高的强度，更加轻便。因此，

每一款新车型都比其前身含有更高比例的现代

高强度钣金。

为了确保这种高要求的钣金成型的高生产力，

特别需要有韧性的涂层解决方案——比如 

BALINIT FORMERA。

镀硬铬是汽车行业中对大型模具磨损保护处理

的方法。欧瑞康巴尔查斯的 BALITHERM PPD（脉

冲等离子扩散）为高效环保的磨损保护制定了

新的行业标准。PPD 技术不使用有害气体或化

学物质——仅采用氢气、氮气和电。

在汽车车身零件工具的使用寿命期间，需要多

达十次的镀硬铬工艺（每次都使用有害的化学

物质），而使用 BALITHERM PPD 仅需一次处理！

INAURA 系统以其 33 x 10 英尺（10 x 3 米）的

腔室以及 40 吨的承载能力，可以处理业内最大

的工具。全自动化的工艺确保了一致、可控的

磨损保护处理。

苏州吉恒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20

PVD 涂层具有硬度高，HV3000 左右，提高耐磨

性能。精度高，控制在微米级，不影响零件尺寸。

涂层致密，提高防腐性能。温度低，工件不变

形等优点。

PVD 涂层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广泛比如：切削类

刀具：如杆状类刀具，刀片，滚刀类等等。

各类模具：例如冲压成型模具，塑胶模具，浇

筑模具等。

零部件：需要耐磨防腐以及无油状态的摩擦件。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推出，能源的紧缺现象会越

来越严重，而 PVD 涂层将是缓解材料损耗，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选择。

PVD 涂层具有硬度高，HV3000 左右，提高耐磨

性能。精度高，控制在微米级，不影响零件尺寸。

涂层致密，提高防腐性能。温度低，工件不变

形等优点。

PVD 涂层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广泛比如：切削类

刀具：如杆状类刀具，刀片，滚刀类等等。

各类模具：例如冲压成型模具，塑胶模具，浇

筑模具等。

零部件：需要耐磨防腐以及无油状态的摩擦件。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推出，能源的紧缺现象会越

来越严重，而 PVD 涂层将是缓解材料损耗，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选择。

PVD 涂层具有硬度高，HV3000 左右，提高耐磨

性能。精度高，控制在微米级，不影响零件尺寸。

涂层致密，提高防腐性能。温度低，工件不变

形等优点。

PVD 涂层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广泛比如：切削类

刀具：如杆状类刀具，刀片，滚刀类等等。

各类模具：例如冲压成型模具，塑胶模具，浇

筑模具等。

零部件：需要耐磨防腐以及无油状态的摩擦件。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推出，能源的紧缺现象会越

来越严重，而 PVD 涂层将是缓解材料损耗，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选择。

PVD 涂层具有硬度高，HV3000 左右，提高耐磨

性能。精度高，控制在微米级，不影响零件尺寸。

涂层致密，提高防腐性能。温度低，工件不变

形等优点。

PVD 涂层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广泛比如：切削类

刀具：如杆状类刀具，刀片，滚刀类等等。

各类模具：例如冲压成型模具，塑胶模具，浇

筑模具等。

零部件：需要耐磨防腐以及无油状态的摩擦件。

随着新材料的不断推出，能源的紧缺现象会越

来越严重，而 PVD 涂层将是缓解材料损耗，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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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赛纳涂层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25

模具表面涂层 

主要解决：模具脱模、表面改性增加硬度，提

高耐磨性和寿命、涂层自润滑特性，可无油工

作防止产品污染。

半导体设备零部件涂层 

主要解决：表面改性增加硬度，提高耐磨性和

寿命、涂层的绝缘特性，防静电。

刀具表面涂层	

主要解决：表面改性增加硬度，提高耐磨性和

寿命、涂层自润滑特性，防止材料粘连刀口。

零部件涂层 

主要解决：表面改性增加硬度和润滑度，减小

摩擦，提高耐磨性和寿命。

嘉善德诺轴承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30

自润滑轴承

DNB#200替代铜

冲压模具导板

东莞市广祥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56

精密注塑模具

玩具注塑模具

电器类产品展示

医疗注射类产品展示

包胶类产品展示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F258

中望电磁仿真	

2020 年 8 月底，中望电磁仿真软件 2019beta

版发布，目前已覆盖天线、天线阵列、微波器件、

雷达散射截面（RCS）等微波领域。基于革新

性 EIT 技术，中望电磁仿真拥有精确的求解器、

完善的前处理和强大的后处理能力，可帮助用

户高效完成天线、高频组件微波器件等相关产

品的仿真和分析。

中望 3D 



DMC 20214.1H 模具成形馆

守正 •变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

D
M

C
2

0
2

1
 

部
分
展
品
信
息

~50~ ~51~

中望 3D 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三维

CAD/CAM 软件，高端 CAD/CAM 一体化软件，

造型、模具、装配、加工、逆向工程、钣金等

功能模块一应俱全，具有强大的数据交互能力，

独有的混合建模技术，高性能的 OverdriveTM 内

核驱动，同时具备 2-5 轴数控编程及智能加工

等功能，覆盖产品设计开发全流程，帮助完成

从概念到产品的设计。

中望CAD	

中望 CAD 是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二维 CAD

平台软件，独创内存管理优化机制，运行快速

稳定；高度兼容国外 CAD 软件，具备光栅图像、

关联标注等绘图功能，独创智能语音、手势精

灵等智能化功能；支持 LISP/VBA/ZDS/ZRX，以

及 .NET 二次开发，同时支持云移动办公，可满

足企业用户应用需求。

宾时力精密模塑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01

精密接插件模具	

宾时力精密模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设计并制作精密注塑模具的厂家，加工精

度可以做到±0.005mm。

精密模具零件-内抽滑块和齿轮模具镶件	

东莞市铭旺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05

公司主要经营专业模具零件全加工：前后模芯、

斜顶、斜顶杆、行位、镶件等零件全加工。

本次展会公司将展出高精度的车灯模、斜顶杆、

车灯花纹模具、斜顶头等产品，展现公司强大

的产品加工能力，为客户带来优质的体验。

东莞市澳凯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12

超精密模具及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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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信马仕精密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19

快速接口、快速水嘴、隔水片、运水喷管、止

付螺丝、油压配件、分流器、计数器、行程开关、

气动快速、接头材质均为国标黄铜、SUS303 不

锈钢、可按样图定制

深圳三上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20

模具非标加工产品	

公司能够接受模具零件的非标加工制作，模芯

模仁加工，顶针司筒的尾部成型到位。

模具标准件产品 

深圳三上精密模具配件有限公司的标准件产品

包括日期章系列、排气系列、锁模扣系列、限

位夹系列、定位系列、顶针司筒镶件系列、顶

出系列、浇口系列、冷却系列等十大系列几百

类产品。公司目前能够给广大客户提供目前市

场主流的模具配件标准型号，大部分标准件产

品备有库存。我们能够让你用更低的价格享受

等同于国际大厂的品质的配件产品。

江苏菲瑞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F336

氮气弹簧	

菲瑞达模具专用氮气弹簧是一种极有弹性功能

的部件，它将高压氮气密封在确定的容器中，

外力通过柱塞杆将氮气压扁，当外力去除时，

依靠高压氮气膨胀来获得一定的弹压力。它体

积小、弹力大、行程长、工作平稳、制造精密，

具有金属弹簧、橡胶和气垫等常规弹性组件难

以完成的工作。能简化模具设计和制造，方便

模具安装和调整，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确保

产品质量的稳定；同时，也可以设计成一种氮

气弹簧系统，作为模具的一部分参加工作，可

在系统中方便实现压力恒定和延时动作，是常

规螺旋弹簧升级换代的高科技产品。

安装卡板、铜导板

坤盛模具零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4-F519

为您的液压缸带来创新的解决方案

倒扣解决方案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倒扣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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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曙本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F559

铣削加工用 EPM 电控永磁吸盘、强力永磁吸盘、

精密平面永磁吸盘等

富士模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605

公司生产的硬质合金拉拔工具在日本国内的市

场占有率领先，得到广大海内外客户的信赖。

从模具设计，拉拔工艺到硬质合金的选材等，

公司可以提供各种技术服务。使用实绩有：线

棒拉拔，管拉拔，浮动拉拔，四角，平角和六

角等异型拉拔。

根据客户的需求，能够提供各种板料，棒料及

异形材料。并且能够对应螺丝孔等特殊形状的

加工。

公司的硬质合金在冲压加工方面有很多实绩。

除次之外，公司还可以根据用途向客户推荐工

业陶瓷及钢（表面镀层）等其他材料的模具。

使用实绩有：电池外壳，马达外壳及各种汽车

零部件。

公司拥有多种不同型号的硬质合金，对应于汽

车，电子等不同行业的锻造模具。使用实绩有：

发动机系列，驱动传达系列，转向器系列，轴

承等。

东莞市森川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F606

模内攻牙机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21

汽车左右翼子板、轿车侧围外板、汽车发动机

盖外板。

昆山市研通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51

医疗用品	

车灯模具 / 电动工具	

压铸模具，笔记本电脑镁合金件	

汽车前保险刚中加强支架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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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三虑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H053

NIZOLGAS	

POWERTEC-PSR冲压排废料装置

POWERTEC氮气弹簧	

POWERTEC模具标准件 

安徽江淮福臻车体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21

侧围外板、翼子板为轿车车身覆盖件

山东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55

SView	3D协同平台	

SView 是全球工业产品体验营销，创新设计和智

能制造的 3D 协同创新平台。平台提供 3D 数据转

换、3D 内容制作、3D 浏览，多平台发布 (PC、

H5. 移动端，VR)等功能，涵盖 SView转换器、编

辑器、浏览器和协同工具等一系列产品 ，致力于

为全球用户提供便捷专业的一站式协同服务。

三维工艺系统	

SVMAN 是基于三维产品模型的计算机辅助工艺

设计（3DCAPP）系列工具型产品， 包括三维

装配工艺设计系统 SVMAN-A 和三维机械加工工

艺设计系统 SVMAN-M。 SVMAN 将工艺设计思

路和方法融入到三维产品模型的可视化交互过

程中，以三维模型、动画等形式，模拟产品在

工厂的制造过程，并将工艺设计发布至终端，

指导现场生产。

华天软件 Inforcenter	PLM	

华天软件 PLM——Inforcenter 平台是面向制造业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业务过程，旨在为企业提

供从需求收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及到车间

生产的创新研发管理平台。华天软件 PLM 提供

了一个统一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它

以产品数据为基础，以知识库为核心，以提高

研发质量和效率，实现企业信息集成为目标，

是集成产品设计、工艺设计与管理的软件数据

信息集成平台。华天 PLM 主要适应于离散型制

造企业，尤其适用于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汽车

模具制造 , 通用机械等民营企业为主。

三维CADCAM软件SINOVATION

SINOVATION 是体现国际最先进设计制造水平

的自主版权三维 CAD/CAM 软件，软件易学易

用；具有混合建模、参数化设计、直接建模、

特征造型功能以及产品设计动态导航技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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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CAM 加工技术、冲压模具、注塑模具设计以

及消失模设计加工、激光切割控制等专业技术；

支持各种主流 CAD 数据转换和用户深层次专业

开发。

亿森（上海）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65

外覆盖件模具

内板件模具

泊头市兴达汽车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01

一汽轿车整体侧围

一汽大众锐棱机罩外板

北京奔驰铝板翼子板

福特铝板地板

滁州市宏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真空成型模具

冷藏冷冻吸塑模具

箱胆成型模具

高速箱内胆吸塑模具

滁州市精华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多门冰箱箱体发泡模具箱吸

法式冰箱箱胆冲切模具

滁州市锴模装备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Cabinet	foaming	mould	for	SBS

Cabinet	inner	liner	vacuum	thermoforming	mould

Cabinet	punching	mould

Cabinet	vacuum	thermoforming	

mould(duralumin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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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艾德模具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洗碗机，厨房

灶具等各种冲压模具

滁州市经纬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吸塑 / 发泡、钣金、注塑模具

滁州市科创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21

家电模具装备

上海佳谷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261

精密多端子传感器系列产品	

汽车点火线圈系列产品	

全封闭嵌件模具	

汽车电动尾门撑杆系列产品

宁海任远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25

模具标准件	

宁海任远模具配件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标准、非

标以铜材或者钢材为主的耐磨块、平衡块、压

条以及主营制造斜顶滑座加斜顶杆的一整套顶

出方案的生产厂家。

	

深圳市华源达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35

新产品模具	

副车架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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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精精工业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0

模具隔热板	橡胶模隔热板	

模具隔热板	橡胶模隔热板	

工业自动化隔热配件	

工业自动化隔热配件 

戴西（上海）软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1

DWS. 戴西数字化工作空间

DWS. 戴西数字化工作空间是一个涵盖设计、仿

真、数据、试验、流程、许可、资产等一体化

的研发空间，数字空间研发主要面向于工业制

造业的产品研发体系而设立，为产品的工业制

造提供产品的知识工程传递、工业平台建设、

研发技术支撑、尖端人才培养的一个大平台，

戴西智慧工业研发体系结合数字化工作空间理

念，实现了研发的工业化与数字化的数字孪生

研发体系。

戴西工程仿真平台

戴西工程仿真平台是一款整合了多种基于

3D/2D的 CAD/CAM/CAE应用程序，实现设计、

工程仿真、CAE 求解分析、CAE 工程结果数据

分析和数据可视化、 大数据管理（数据分类、

检索、归档）、模型和材料库管理及版本控制、

许可证管理、集群监控等一体化平台，加快企

业的产品研发精度、大幅缩短研发周期、提升

产品的设计开发效率；帮助企业多平台可视化

使用、虚拟现实极速展示模型，提高 CAE 求解

计算速度；大幅提高 CAE 模型计算的精度。

戴西工业设计平台

戴西工业设计平台是由戴西自主开发的一套远

程工业设计桌面云门户产品，用户可以基于这

个产品实现企业私有云端的日常办公、2D/3D 

产品的设计及研发、用户中心数据的分布式管

理、企业数据中心的资源整合及动态分配业

务，戴西工业设计云平台包含了多个产品模块：

RVC-vPlatform：统一的云桌面登陆平台；RVC-

vDesktop：日常办公桌面：基于普通的办公桌面；

RVC-vWorkstation：支持 2D/3D 的图形设计工作

站，支持工业企业 /科研院所等需要图形的部门；

RVC-RVC3D：图形远程可视化插件；RVC-vAge 

nt：动态资源调度模块。

LicMonitor 戴西软资产管理系统软件 LicMonitor 

戴西软资产管理系统软件是戴西典型行业和应

用软件许可证资源的使用和管理需求开发的软

件许可证管理产品。企业通过戴西许可证监控

管理软件可直接监控和管理许可证资源和服务，

实现和商用许可证服务管理技术的结合与应用，

该产品支持对许可证资源的统一部署、管理、

监控和报告，从而帮助企业实现软件资源的集

约采购、统一配置、合理利用和集中管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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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办事处

展位号：4-H352

持式激光打标机	

激光打标机HBS-GQ20	

台式电磁打标机	

手持式电磁打标机HBS380D	

上海市超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5

上海六宝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5-1

电磁方向控制阀	

阀芯上的铣削节流槽口在阀芯换向时能够精确

地控制流速的改变。节省安装成本和空间，功

率／重量比和功率／体积比大。具有多种电磁

铁插头和位置的组合供选择，安装灵活。适用

于多种油液，无需更换密封件。超过 2000 万次

循环试验已证实其优秀的疲劳寿命和持久寿命，

使得机器长期生产率高，开工时间更长。

现场配管	

根据工况现场设计安装硬管及软管

特氟龙软管	

工作温度：-70℃至 +260℃；内胶：波纹状的

PTFE 软管 , 外胶：SS304 不锈钢编织；标准与

防静电内衬可供选择；耐腐蚀 , 耐磨 , 内表面光

滑 , 易清洗，压力损失小

冷却水软管	

耐高温：-40℃至 +150℃，而普通水管，只有

80-100℃；耐压：加强层是高强度合成芯，工

作压力最大可达 20bar；耐油，耐老化；颜色可

选 , 红色，蓝色，黑色，区分不同管路。

上海费沃斯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56

高精度直齿，斜齿，	WORM

汽车传感器

双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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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克比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365

汽车类产品 

汽车内饰件 / 外饰件

汽车出风口

汽车中控

汽车储物盒

其他类产品 

双色产品

嵌件注塑

包胶产品

东莞市浩琛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30

 

冷热半模具	

热流道和冷流道的共用	

热流道和冷流道的共用，耐高温，耐磨损，耐

腐蚀的热流道．液态硅胶冷流道．多种领域范

围的应用，为客户节约大量成本，创造更大价值。

苏州阿洛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31

精密陶瓷零件、陶瓷部件、自动化零件

钨钢模具、钨钢零件

东莞市协宏塑胶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55

亚克力光学透镜 

由亚克力材质做出的光学透镜，其透光率最大

可达到 95% 以上，且其重量要比玻璃轻，光学

成像效果也不亚于玻璃材质。协宏生产的亚克

力透镜广泛用于汽车，电子，医疗，家居酒店

等行业。

亚克力厚型工艺品	

由亚克力材质做出的厚型工艺品广泛应用于酒

店装饰，家居用品等行业，如窗帘杠头，酒瓶盖，

香水瓶盖等，协宏擅长加工厚度为 30mm——

100mm 的厚型亚克力工艺品，且可达到产品内

部无气泡，无黑点的工艺效果。因此产品深受

客户欢迎。

亚克力展示用品系列	

由亚克力材质做出的透明展示用品系列广泛用

于广告宣传等行业，亚克力的通透，纯净等视

觉特点非常适合用在展示，装饰等场景。协宏

采用注塑的工艺，使亚克力工艺不再局限于单

一的板材形状，而是可实现形状的定制化。

亚克力日用礼品系列 

由亚克力材质做出的日用礼品系列广泛用于节

庆礼物，家居酒店等场景，亚克力产品具有水

晶般的质感，其较高的透明度，纯净度等优点

尽显高档精致，深受国内外市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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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控达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61

热成型气动夹钳

机器人端拾器

多工位气动夹钳

模内攻牙装置

上海泽厘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565

机器人齿轮箱

汽车连接器

塑料斜齿

医疗注塑件

安博科（佛山）金属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11

加工件

深圳市华智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31

标准件 

标准件	

限位夹、二次顶出、锁模扣

非标件	

斜顶、镶件、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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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32

公司坚持质量为先，品质在前的服务理念，以

提升国内自动化智能设备的性能为己任，立志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性能超越国外的高端

智能设备，服务于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为客

户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让智觉走向世界，让

世界爱上智觉！

公司拥有的发明专利和软件证书及其他各种技

术证书几十项，通过了 ISO90001：2015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2016 年公司创始人游旭新获得

上海市计算机行业创新人物奖；2018 年底，公

司“基于机器学习多重匹配算法的模具在线监

测系统”，通过国家科技部的查新系统论证，

2018 和 2019 年两度荣获上海市软件核心竞争

力企业证书。2020 年获上海市“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资格证书，多年来可谓是硕果累累！

智觉光电专注于自动化解决方案，以及智觉机

器视觉图像算法研发，致力于为全球高端智能

制造行业提供高效益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机器视

觉解决方案，提供各种智能化生产设备、图像

处理检测仪器。产品包括全自动流水线、机器

人智能设备，智觉模具监视器、CCD 线束防错

检测仪，多任务高精度 CCD 检测仪，流水线检

测仪，高速冲压料带以及各种五金件在线监测

仪，数控车床检测仪等多种精密仪器，多方位

为全球高端智能制造企业保驾护航！

江苏耐力森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35

氮气弹簧 

简化模具设计和制造，方便模具安装和调整，

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

氮气弹簧 

体积小、弹性大、行程长、工作平稳、使用寿

命长

上海建邦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51

LSH标准型线性滑轨	

LSD低安装型线性滑轨	

LRM系列微型线性滑轨	

LGC系统交叉滚柱型线性滑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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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科（广东）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665

DX系列氮气弹簧	

DU系列氮气弹簧	

工业机器人平衡缸	

管路连接系统 

昆山泊尔特殊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4-H705

TD处理	

可以提高模具 5-20 倍的寿命

模具PVD处理	

可以提高模具寿命

模具DLC处理	

可以提高模具润滑性

深圳市精铸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H706

光学透镜模仁加工

电铸模具

五轴加工

奥德富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01

AutoForm 软件帮助工程师快速地设计和评估可

靠的冲压和白车身装配工艺。贯穿整个生产链

的无缝衔接数据流优化了产品质量、成本和效

率： 从产品设计可行性、到价值工程、工艺工程、

模具设计，再到模具，冲压和车身车间。

宇科模具（厦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20

中控面板、出风口、侧视镜、天窗

格栅、喇叭网、门板

内、外饰件

电子类、医疗类、工业类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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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优加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22

家电产品：多功能烤箱

汽车配件：接头配件

包装产品：量杯

汽车内饰件

深圳市捷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4-J030

Inscription	grille	

Part size: 920x252x88mm

Door	Panel	

Part size:899x168*710mm

VW276	Front	Spoiler	

Part size: 1723x313x468mm

DAF Grille Chassis 

Part size: 1575x490x141mm

圆兴 ( 厦门 ) 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20

特殊的结构设计和涂层，增强耐磨性，可以获

得稳定的加工。适用于 HRC40 度左右黑铁类

材料加工。

特殊的结构设计和涂层，增强耐磨性，可以

获得稳定的加工，适合复杂工况加工，加工

HRC28°以内的材料。

特殊的结构设计和涂层，增强耐磨性，可以获

得稳定的加工。适用于HRC35°左右的碳素钢、

合金钢、调质钢。

钨钢丝锥，适合于铸铝、铸铁、锻造钢等。转

速 30-60 米，2.5-4 倍径加工。应用于汽配行

业（缸体、缸盖、曲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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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华易迅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23

直接打印出的含随形水路的模具，冷却水路可

更好贴近注塑产品，散热面广，有效降低冷却

周期，生产效率提高 35% 以上；随形冷却使模

具温度分布均匀，有效防止产品翘曲变形，开

裂飞边，气泡砂眼等产品缺陷；实现设计的无

限性、较少的人工参与、模具制作周期大大缩短，

多个环节降低成本。

世界上的诸多大国都已经开始运用金属 3D 打印

技术，来实现国防、航天等领域的发展。GE 公

司曾在意大利建造的世界上第一个 3D 打印厂就

负责为飞跃喷气发动机制造零部件，这足以证

明了金属 3D 打印的能力。

目前，许多工业部门都已经将金属 3D 打印机作

为日常机器。在原型制造、模型生产时，几乎都

使用到了 3D 打印技术。同时，在生产一些大部

件的时候，也会使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零部件，

再进行组装。相比传统制造工艺而言，3D 打印

技术能够在缩短时间、减少成本的情况下，还能

完成更大的生产量。金属 3D 打印在汽车行业的

应用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潜力巨大、发展迅速。

目前已经有宝马、奥迪等知名汽车制造商在认真

研究如何使用金属3D打印技术来改革生产方式。

厦门永精诚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25

复合处理高强度钢板冲压模具	

可有效解决强度高、板料厚的重载冲压条件下

的表面拉伤问题，TD 覆层处理无法胜任的场合。

TBM处理电动工具配件	

可提高使用寿命 3 倍以上。

TM 处理冲头 

可大幅度提高使用寿命，较 TD 覆层处理提高一

倍以上。

汽车组合模具TD处理

TD 覆层处理后可有效解决钢板冲压过程中表面

拉伤问题。

长沙特耐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35

复合处理高强度钢板冲压模具	

可有效解决强度高、板料厚的重载冲压条件下

的表面拉伤问题，TD 覆层处理无法胜任的场合。

TBM 处理电动工具配件 

可提高使用寿命 3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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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 处理冲头 

可大幅度提高使用寿命，较 TD 覆层处理提高一

倍以上。

汽车组合模具 TD 处理

TD 覆层处理后可有效解决钢板冲压过程中表面

拉伤问题。

湖南晓光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155

BMW多个项目 

高强度结构件模具产品

BBAC多个项目	

高强度结构件模具产品

广汽本田NEW	Fit	

轮罩，后地板模具产品

APAC 

SP154-1180 高强度板模具产品

厦门扬森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4-J220

该产品机床配套采用业内名牌部件，配置大扭

力高转速电机，超强刚性的床身设计，兼顾大

扭力、高转速及高精度，适用于汽车、航天航空、

纺织机械等行业中小型机械零件的高速精密加

工。

该产品采用正 T 设计，工作台转动结构形式，

超宽导轨结构，标准配置大扭力高转速电机，

可选配带交换工作台，适用于各类复杂零件的

加工，是汽车发动机、5G 领域中腔体加工的首

选设备。

龙门机床刚性强，结构对称，稳定性高，通过

不断优化部件结构，提升产品的动态性能，实

现大功率、大扭矩、高效率、高精度加工。适

用于船舶、冶金、矿山机械、电力能源、工程

机械、重工机械等大型加工领域。

该机床广泛适用于 3C、卫浴、汽车及零部件、

医疗器械等小零部件的快速钻孔、攻牙及铣削；

也可适用小型模具、精密铜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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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郝旗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J232

模内热切技术就是产品在模具里未被顶出状态

的时候实现产品与水口的热分离技术。

扬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展位号：4-J250

高效冲压利器：扬锻 YADON 1000T 闭式四点多

工位冲压线

瑞硕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4-J330

汽车ECU鱼眼端子注塑外壳	

电磁阀注塑	

电动车电磁模组	

一出八连接器模具

浙江双展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J350

双合金导板（新品） 

北美NAAMS标准导向件	

大众标准导向件	

日本标准导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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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道博模具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4-J508

工模具钢	

150 年的工具钢经验，德国道博特殊钢邀您共

创辉煌

热作模具钢：1.2344、1.2367、WP7V

冷作模具钢：1.2379、1.2358、CP4M

高速度钢：1.3343、1.3247

塑胶模具钢：1.2083、1.2343、1.2312

粉末冶金钢：PMD30、PMD52、PMD60

不锈钢：1.4112、1.4122

特种工程用钢：1.7225、1.8519

东莞广鸿模具有限公司 

展位号：4-J520

汽车模具，汽车零件样品，光电类模具，光电

类模具产品，模具料带

博格菲尔机电科技 ( 昆山 ) 有限公司

展位号：4-J521

嘉善方木轴承有限公司

展位号：4-K601

JDB拉油槽轴承

JDB镶嵌式固体润滑轴承

JDB自润轴套

JDB自润翻边轴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