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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WCS2015 隆重开幕
工博会开展首日，参观人次达到3.01万
其中海外观众545人

2015年11月3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科学技术

新、智能、绿色”为主题，全面展现国内外

数控机床和金属加工企业及其代表们汇聚于

兴企业也倾情参与本次行业盛会，MWCS

高端制造技术，展示中国创造的丰硕成果。

此，开启了全新的机床工具展示之旅，为观

几乎囊括了国内外金属板材、管材加工、自

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国际贸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代表主办

众带来了一场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的盛宴。

动化装置、表面处理、模具、数控系统等领

易促进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上海

单位致辞。他指出，中国工博会自1999年

MWCS2015集中展示高端、智能、绿色机

域知名厂商。在展会现场可以看到全自动机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16届，中国工博

床，主要涉及金属切削、金属成形、特种加

器人折弯机、带自动材料仓库光纤激光加工

协办，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

会以振兴我国制造业为宗旨，对推进我国工

工、齿轮加工、功能部件、数控系统、量仪

机、激光切管机、激光焊机器人工作站、各

有限公司承办的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业转型升级、向制造强国转变作出了重要贡

量具等方面。

系列高效加工水刀、矫直矫平机、高效去毛

在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献。本届工博会围绕“中国制造2025”十大

作为本届MWCS展会的一大亮点，由

刺机、剪板折弯机等高效的钣金加工设备，
以及大量的自动化装置和集成生产线。

上午10时，在4.2H展馆举办了开幕

重点领域，聚焦智能制造，突出高端引领，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

式，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贵宾有中共中央政

体现跨界协同，融合创新趋势，弘扬万众创

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数控机床

为充分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参展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中共中央政

新精神，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专项成果展”，展区面积达到3000平方米，

人员的需求，展会主办方组织了丰富多彩

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工博会组委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旨在宣传和介绍机床工具行业在专项课题

的主题活动，以期为大家提供更加满意的服

会主任、上海市市长杨雄，国务院副秘书长

副总理马凯宣布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的支持下，在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所取得

务。活动主要包括：“2015高档数控机床与

肖亚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

开幕。

的突破，以及专项研究成果在重点用户领域

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高峰论坛”、

作为2015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的

的成功应用，这是我国机床专项产品的一次

“中国汽车制造装备联盟大会”、“数字化

重要组成部分，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整体亮相（专项成果展更多报道请见P2、

技术高峰论坛”等20多场高端论坛和会议，

P6～P10版）。

三菱电机自动化、发那科、天田等知名参展

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冯飞等。工博会
组委会主任、上海市市长杨雄致欢迎辞。
杨雄市长指出，作为中国工业领域最具

（MWCS2015）顺应市场变革的潮流，紧

影响力的展会，工博会已经成为展示世界工

密贴合国家产业政策，邀请到来自20多个

在金属成形加工方面，天田、通快、萨

业发展趋势和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为推动

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家一流企业参展，本届

瓦尼尼、大族激光、华工激光、楚天激光、

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届

MWCS使用国家会展中心2H/3H两大展馆，

LVD、扬力集团、亚威、捷迈等行业翘楚悉

工博会立足于落实“中国制造2025”，以“创

展览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全球业界知名的

数参展，同时宏石、飞虎、汇能、镭铭等新

企业也将在展会期间举行新品发布和技术交
流活动。
希望广大观众和展商满怀希望而来，
收获满满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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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届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的点睛之笔，“数控机床专题成
果展”引起了展会观众和展商的热切关注。位于3H展馆的“科技重大专项图片
展”从基础研究、实物成果、应用案例三个版块来展示机床工具行业在专项课题
的支持下，在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所取得的突破，以及专项研究成果在重点用
户领域的成功应用。沈阳机床、秦川机床、昆明机床、济南二机床、上海机床、
大连光洋、北京二机床、广州数控、博特精工、汉江工具、普什宁江、株洲钻石
等十多家企业的众多专项成果以及成功应用案例，以精美的图片和翔实的文字资
料展现在广大展会观众面前。 “科技重大专项图片展”中的部分专项产品在各企
业展台进行了实物展出，引起了广大展会观众的热切关注。

国产工作母机闪耀MWCS2015
——工博会“数控机床专题成果展”引起业界热切关注
科技重大专项实物展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04专
项总体组技术总师）卢秉恒先生在2015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专项论坛的发言中指出，截止到
2015年6月底，专项共取得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
2 920余项，新增产值685亿元。专项实施以来，十大
标志性装备基本完成；研发的30多种产品指标达到
国际先进行列，基本能在用户应用；为核电、大飞
机、点火工程等7个重大专项和四代机、登月等重点
工程提供了关键制造装备。
在共性技术研究方面，国产数控系统可靠性
显著提升；功能部件产品质量水平稳步提高，国产
滚珠丝杠在国内部分用户企业已经开始替代进口产
品，产品精度显著提高。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及
共性技术类课题明显的放大效应，大大推进了产业
化进展。在高档数控系统方面，多通道、多轴联动
等数控技术指标已基本达到国际主流系统水平，少
量高档产品已开始进入示范应用，在航空领域关键
设备配套应用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
对于“数控机床专题成果展”，本届展会承办
方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池
洪先生表示，“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高档数控
机床是十大重点发展的领域之一，本次“数控机床
专题成果展”旨在让行业和企业用户更好地了解数
控机床和金属加工行业在重大专项支持下取得的成
果和技术进步。池总裁表示，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
务贸易集团力争实现全球布局，专注于打造工博会
这样的国际品牌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制造业。

04专项课题承担单位、秦川机床工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兴元接受记者采访

The 17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Metal Working & CNC Machine Tool Show

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展商风采

3

The 17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Metal Working & CNC Machine Tool Show

4

现场报道

本版责编：蒋亚宝
版面设计：高长刚

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北二机床荣获第17届中国工博会金奖
2015年11月3日，第17届中国工博会开幕式举行了颁奖仪式，北京第二机床
厂有限公司的随动式RV减速器偏心轴磨床荣获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金奖称
号。
记者了解到，本届工博会评奖工作对接“中国制造2025”，顺应“四新”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经济发展趋势，强化对创新技术和产品的
鼓励力度，体现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发展方向。本届工博会共设置特别荣誉
奖2项、金奖4项、银奖14项、工业设计金奖4项、创新金奖4项、创新奖14项以及
优秀组织奖。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的随动式RV减速器偏心轴磨床是唯一荣获金奖的
数控机床类产品。该机床采用先进的随动式磨削技术、120M/S超高速CBN砂
轮磨削技术、直驱技术、静压导轨技术等，具有敏捷、柔性、高效、精密
等特点。主要适用于工业机器人、压缩机、减速机、通用机械等行业的精
密偏心轴零件加工领域。

2015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理事扩大会议在上海成功举办
2015年11月3日，2015中国汽车制造装备创新联盟（以下简称联盟）理事扩大会议在上海
成功举办。来自政府、科研院所、大学、汽车厂及汽车装备企业的代表50余人参会。工信部装
备司机械处苏铮副处长代表装备司对联盟召开此次会议表示感谢，他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国家重
大专项对汽车行业的支持情况，希望联盟对专项的申请筛选后提出建议，以便补充到汽车行业
的“十三五”规划当中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张进华向代表介绍了我国
汽车产业发展情况。联盟秘书长王金友分析了我国汽车装备的现状，他认为中国汽车实现由中
国装备制造才能成为汽车强国，并提出了企业申报项目时的注意事项。联盟副秘书长韩镭以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制造技术路线图研究》为题进行了汇报。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于
革刚汇报了《04专项汽车领域“十三五”方向任务与建议书编制要点》。各申请单位汇报了项
目内容，大会对申请项目进行了交流和答疑。

FANUC推出CR-35iA协作机器人

KUKA推出KR CYTEC Nano系列机器人
2015年11月3日，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德

2015年11月3日，FANUC机器人以“发

国KUKA公司在工博会首日正式推出KR CYTEC Nano系

那科与中国制造2025”为主题亮相第17届

列机器人，成为低负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新标杆。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集中展示了包括用于

全新的关节臂式KR CYTEC Nano系列机器人重新

汽车制造、机床上下料等行业的CR-35iA协

定义了紧凑型机器人，它采用流线型设计、反应敏捷、

作机器人，定制化柔性生产线等在内的全

操纵灵活，负载范围为6～10公斤，能胜任长距离的工

新产品和自动化解决方案，展现了FANUC

作范围，即使在狭窄的空间内仍能工作自如，凭借前所

机器人技术的领导地位，助力“中国制造

未有的小巧紧凑外观而赢得市场青睐。

2025”。

柯马携最新双臂概念机器人亮相工博会
2015年11月3日，全球领先的自动化柔
性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柯马（COMAU）携
最新双臂概念机器人及全新银色军团首次亮
相CIIF2015。全球机器人事业部首席运营官
Mathias Wiklund先生以及柯马中国区副总裁
及机器人事业部总经理贺万民先生分享了柯
马公司全新设计理念和创新技术产品。

ABB迄今为止最大型的机器人IRB8700全球首发
2015年11月3日工博会开展首日，ABB迄今为止最大型的机器人
IRB8700重磅登陆，全球首发。IRB8700的负载量高达800kg，它比
身高190cm的成年人还要高出一倍，沿用ABB一贯的卓越控制技术，
IRB8700仍将易于操控，同时提供更好的精准度以及更短的节拍时
间。它比市场同类产品的速度提升了25%，是市场上性能优异和总拥
有成本（TCO）极低的高负载型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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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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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实施六年 获得重大成效
■■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

【编者按】工业和信息化部从2015年开始，每年在MWCS期间举办“数控机床专项展”, 旨在为高档
数控机床专项产品走向市场打造一个推介应用平台，促进国产数控机床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为了让展会广大观众和展商更深入了解机床工具行业在专项课题的支持下，在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
取得哪些突破，以及专项研究成果在重点领域用户取得哪些成功应用，MWCS组委会特别邀请“高档数控
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对专项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

为逐步提高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开发能力，满足国内重点行业对制造装备的基本需求，作为我国16个科技重大
120MN铝合金板张力拉伸机

专项中与制造业关系最为密切的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以下简称专项）从实施以来不负
众望，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专项的实施，我国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明显提升，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型汽车
覆盖件自动冲压线、五轴加工机床、超重型数控机床等30多类重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档数控系统开始在航空航天
重点企业示范应用；专项先后为核电、大飞机、XXX2工程等重大专项和新型战机、运载火箭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提供了
关键制造装备。创新能力平台的部署及多项共性技术的研究，有效缩短了我国机床行业与西方工业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

模锻压机已实现30余种航空领域钛合金关键件整体成形，
120MN级铝合金宽厚板张力拉伸机生产出的高品质铝合金
厚板已应用于飞机机翼等主承力结构零部件，摆脱了我国
大飞机铝合金厚板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
在汽车制造领域，大型快速高效数控全自动冲压生产
线在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国际竞标中，赢得美国汽车本土工
厂生产线的批量订单，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和尊重。目
前，汽车覆盖件冲压线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70%，全球市场
占有率已超过30%，有力地推动了国产汽车装备自主化。
在为其他重大科技专项服务方面，除大型核电、大飞
机、两机专项所需部分关键设备研制外，还围绕国家重大
专项（XXX2工程）强激光光学元件的高精度、低缺陷、批
量化、低成本制造等特殊工艺需求，掌握了大口径光学元
件超精密制造技术，自主研发了具有原理创新的核心制造
装备，实现了装备的国产化全覆盖，解决XXX2工程所需强
激光光学元件精密加工设备的“有无问题”，缩短了我国
与国际高端光学制造装备的整体差距，部分装备技术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直接为XXX2工程提供了基础制造装备技术
保障。

2.应用示范得到加强，重点用户领域需求
满足度显著提升
（1）航空制造装备领域：关键制造装备自主保障能力
显著提升。围绕飞机及航空发动机典型零部件制造需求，
研制的龙门及卧式五轴加工中心、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热
等静压机等重点装备满足飞机整体壁板、结构框等大型结
专项为核电、大飞机、运载火箭、船舶等行业提供了关键制造装备

构件铝合金高速切削、钛合金强力切削加工的急需，加工
钛合金用立式五轴数控机床已基本成熟，在歼15、歼20等

1.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了一批重大标
志性成果
专项实施方案确立的十大标志性成果已完成八项，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数控卧式镗车床、专用数控轴向轮槽铣床等，解决了核电

重点型号中得到了应用验证。8万吨模锻压力机和万吨级铝

压力容器和吊篮、热交换器、汽轮机缸体、发电机转子等

板拉伸机等重型锻压及数控冲压设备的成功研制，填补了

加工难题，已在多台核电装备上装机应用。

国内航空领域大型关重件整体成形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

在航空领域，自主研制了800MN大型模锻压机、

航空型材制造步入世界先进行列，为军机跨代发展和大飞

120MN铝合金板张力拉伸机等重型锻压设备，填补了国内

机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高档数控系统替代国外数控

在发电设备领域，专项开发的3.6万吨黑色垂直金属挤

航空领域大型关重件整体成形技术空白，为军机跨代发展

系统，实现了国产五坐标数控系统在飞机结构件生产应用

压机实现了1000MW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所用的国产高端耐

和大飞机研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中，800MN大型

中“零”的突破，得到小批量示范应用，证明可满足航空

作用。

结构件加工的需求。

热钢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自主化生产；大型开合式热处理
设备生产出亚洲最大的核电整锻转子锻件，形成了大型转
子的批量化生产能力；为三代核电核岛和常规岛设备研制
的超重型数控立式车铣复合加工机床、数控重型桥式龙门
五轴联动车铣复合机床、超重型数控落地铣镗床、超重型

3.6万吨黑色垂直金属挤压机

800MN大型模锻压机

加工钛合金用立式五轴数控机床在歼15、歼20战机中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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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促进了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品牌形象的树立。
（2）高档数控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数控系统、
功能部件与主机产品配套研发，实现与国产中高档数控机
床的批量配套。我国在中高档数控系统研究开发方面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2010年以来，已累计在航空航天、能源、
船舶、汽车等重点领域实现了3.5万余台配套应用，实现了
进口替代。多通道、多轴联动等高性能数控系统系列产品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主要技术指标已基本达到国际主流高
档数控系统的水平，实现了为多种高速、精密数控机床配
套。高档数控系统在重点军工企业实现小批量应用，仅在
沈飞公司就有近20台国产数控系统配套机床并投入生产使
用，这一突破对于国防信息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开发的标
准型数控系统实现了批量生产，国内市场占有率从10%提
高到25%。形成了2-3家产业化生产基地，其中广州数控设
备有限公司已形成年产各类数控系统10万台的生产能力，
产量位居世界第二。通过专项的支持，我国数控系统已初
步具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能力，并实现了数控系统批

龙门及卧式五轴加工中心等重点装备满足飞机整体壁板、
结构件加工需求

大型核电转子、汽轮机大型叶片实现国产化制造

通过专项实施，基本解决了航空领域所需关键装备

（4）发电设备、船舶制造装备领域：主要设备立足

“有无问题”，实现了进口替代，取得了显著成效，航空

国内，并实现出口。在发电设备领域，研制了大型铸锻件

制造关键装备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飞机结构件所需的

的热处理关键装备、大型数控龙门铣车复合加工中心、超

38种主要关键装备中，专项已布局实施了29种，在该领域

重型数控卧式镗车床、大型黑色金属垂直挤压机、大型叶

所需关键设备品种数的76%立足国内，基本满足航空制造

片加工机床等一批关键设备，应用于大型铸锻件制造、大

的需求。

型汽轮机叶片加工、AP1000核电的水室封头加工，在我国

量出口，2010-2014年累计出口各类数控系统9600余套，其
中五轴联动数控系统近700套，对维护我国产业、经济和国
防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航天制造装备领域：关键制造装备实现自主可

大型核电、百万千瓦等级水电及火电机组的（铸）锻件制

控。研制的五轴立式铣车复合加工中心、大型数控强力旋

造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缩小了与国外的差距；实现了大

压机、搅拌摩擦焊、离子弧自动化焊接装备，以及细晶高

型核电转子、蒸汽发生器、汽轮机大型叶片的国产化制造

温合金真空熔炼浇铸设备等大型特种制造装备得到示范应

的同时，实质性提升了水电、火电及核电领域数控装备的

用，摆脱国外技术封锁的制缚，替代了进口设备，填补国

自主化能力，实现了进口替代，有效支撑我国第三代核电

内空白，保障了新一代航天产品制造的安全性。采用国产

AP1000自主化的研制，同时形成了第四代核电制造技术与

功能部件企业重视工艺研究，产品质量水平稳步提

数控加工中心、数控车削中心等国产高档数控装备在航天

装备的储备；发电设备制造主要设备立足国内，并实现出

高，品种系列不断完善。国产功能部件已实现与机床主机

领域建立了首条采用国产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削中心的生产

口。

的批量配套；工具产品已经基本具备为汽车行业提供现代

国产数控系统配套机床并投入生产使用

示范线，已应用于新一代运载火箭、对接机构、探月工程

在船舶制造领域，完成了船体分段流水线焊接装备、

切削工具的能力。数控系统、功能部件和工具与数控机床

差动机构等100余种、10000余件关键复杂零部件的加工，

卷板成形装备等产品的研发，船体板材激光高精度下料、

主机的应用示范和批量配套，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新一代运载火箭、

高精度滚折弯、分段立体焊接流水线及船体制造工艺装备

推动机床产业的结构调整。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航天产品的研

等，已基本满足船体制造需求。完成大型组合式曲轴车铣

制生产提供了装备能力与制造技术方面的保障。

复合机床、中凸变椭圆活塞车床等关键装备的研发，初步

（3）汽车制造装备领域：核心加工设备国产化取得
重大进展。数控锻压成形设备的产业化成效显著，其中汽
车大型覆盖件冲压设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具备了国际市
场竞争能力。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设备实现了示
范应用，精密卧式加工中心在汽车壳体生产线中替代了进
口设备；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半精加工装备实现了组线应
用；汽车发动机曲轴高效精密加工成套设备在汽车零部件
生产企业实际应用，加工精度、成套技术水平得到较大提
升。完成了内燃机高压共轨燃油系统的制造技术及成套关
键设备的研发，其中12台套精密加工机床及配套设备研发
成功，在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实现了进口机床的替代。

解决了船用柴油机制造的若干关键问题。

4.自主创新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获得保
障

3.产品结构优化调整，技术水平稳步提高

机床制造基础和共性技术研究不断加强，产品开发与技术

通过专项的实施，产品设计制造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1）通过科学部署，中高档装备水平迅速提升。针对

研究同步推进。专项确定的十大关键技术和可靠性设计

中高档数控机床进口依赖度高的现状，专项重点对进口量

与性能试验技术、多轴联动加工技术等12项关键技术的成

大、市场需求面广的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床的研发进行了部

熟度较2006年有了很大提升。数字化设计技术研究成果在

署。机床企业开发出了一大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龙

高精度数控坐标镗床、立式加工中心等产品设计上进行实

门式加工中心、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等制造技术趋于成熟；

际应用；多误差实时动态综合补偿和嵌入式数控系统误差

高精度加工装备在制造精度上取得重要进展，部分解决了

补偿等软硬件系统在多个企业、多个产品上进行了示范应

机床箱体、导轨等关键零件的加工需求；量大面广的数控

用，数控机床精度提高了20%。

机床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专项实施过程中，积极创造共性技术与主机、

目前，大型汽车覆盖件自动冲压线等10多类设备已达

部件相互间支撑合作的科研环境，推动国内机床骨干企

到国际领先水平，完全可实现进口替代。高速龙门五轴加

业联合高校、用户联合开发，积极组织数控机床可靠性

工中心等20多类产品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备替代进

（MTBF）评定国家/行业标准的编制并在机床行业内推广

口产品的水平。精密卧式加工中心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应用，辅导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磨床等各骨干企业建立

的柔性制造系统核心技术。高速、复合等高档数控加工中

可靠性检测认定体系，开展可靠性技术研究和试验。通过

心已完成阶段性研发，但在功能性能、可靠性方面与国际

对专项研制的49台数控车床和加工中心的可靠性试验测试

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数据统计，新研制机床的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为975

通过专项的实施，我国数控机床的产量和水平大幅

小时，较2006年提升了46%。国产数控系统的可靠性也获

度提高，在替代进口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有效提升了行

得较大提升，通过实验室测试的MTBF最高值达到了28800

业竞争力，为产品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打下了坚实基础。同

小时。
专项成果形成一大批技术标准和规范，机床行业标准
和技术规范逐步完善，部分技术标准受到国际同行重视，
并被列入国际标准，对产品研发形成有力支撑，也对国家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起到保障作用。
截止到2014年底，专项共取得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2760余项，新增产值650亿元。随着专项的持续深入实
施，机床行业产业链上下游逐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工艺研究、加工制造、系统集成和用
户使用的良性互动，推动了机床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加

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半精加工装备实现了组线应用

大型汽车覆盖件自动冲压线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速推动了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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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基础研究
数控机床精度提高技术研究
误差补偿是一种可快速经济提高机床加工精度的手

数控机床可靠性研究

保障技术，使得该产品的可靠性得到大幅提高。根据经国

国产数控机床的可靠性长期以来被用户诟病，也成为

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数据，THM6380 型精密卧

制约我国高档数控机床发展的瓶颈。为了提高数控机床的

式加工中心的MTBF值为1075.6小时，THS6350型高速卧式

可靠性，按照数控机床专项的安排，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

加工中心的MTBF值为 1092.2小时，配国产数控系统的卧

验中心、吉林大学、重庆大学、华工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

式加工中心可靠性MTBF值为1035.9小时。该系列产品的可

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多家研

靠性也得到了航空航天、汽车、模具等行业用户的一致好

究机构，主要针对各类大型、高档数控机床与生产线、数

评。

控系统、功能部件的可靠性展开研究。

段，也是促进我国中低档数控机床向高档发展所需突破的

吉林大学对数控机床全生命周期可靠性技术路线进

关键技术之一。按照数控机床专项的安排，天津大学、上

行了积极地探索，开发了数控机床可靠性综合设计技术和

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分别针

可靠性综合试验技术；研制了能够模拟实际工况的关键功

对精密立卧加工中心、重型机床、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开展

能部件可靠性台架加速试验系统，开发了数控机床可靠性

浙江大学联合多家高等院校及行业企业一起，对数控

了机床误差检测、建模、分析、补偿技术研究，并在国产

建模、评估与故障分析技术及工具软件，建立了动态数据

机床数字化设计技术展开了研究。构建了数控机床数字化

数控机床中进行了示范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高了

库；制定了系列的数控机床可靠性技术规范，初步构建

设计总体框架，提出并突破了支持高档数控机床数字化设

国产数控机床的精度和动态综合补偿水平，对推动国产数

了数控机床可靠性技术体系。研究成果在沈阳机床（集

计的10项关键技术；开发了用于数控机床整机数字化设计

控机床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作用。

团）、大连机床集团、长春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和长春浩园

的工具集和3个部件设计工具集；提出了7个数控机床数字

研究成果分别在沈阳机床（展位号：3H-B126）的立

试验机有限公司实施应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使这几家

化设计规范；建立了15个实验分析平台和1个高档数控机床

式加工中心VMC0540ds、VCM0745高速立式加工中心，北
京工研精机的卧式加工中心JIG630和 μ 2000/400HF，大连

数控机床制造企业的数控机床产品的可靠性得到较大的提

设计资源共享平台，构建了共享平台统一架构下的数控机

高。

床模块资源库与接合面特性库2个设计资源数据库。

机床的DLH20高速车削中心，以及秦川机床（展位号：3H-

重庆大学和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合作，以THM

研究成果在昆机、大连机床、北一机床的3个高精、复

系列精密卧式加工中心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系统调研和

合、重载重点型号机床设计中得到应用验证，取得了良好

分析该产品可靠性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收集和分析产品

的效果。

E001）的的YK73200数控磨齿机上进行了示范应用。

数字化设计

可靠性故障数据，查找出产品可靠性差的原因，通过理论
研究和实验研究，产学研合作，在该产品的设计、制造、
装配、调试、实验、使用和保养中全面实施可靠性增长和

沈阳机床VCM0745高速立式加工中心误差补偿示范应用

实物成果展示

刀库可靠性试验平台

的特点，可以一次装夹工件完成多个空间方向的铣、镗、

作台尺寸3m×10m，A/C摆角，摆角扭矩≥7000N·m，A摆

钻、攻丝等加工工序。
北京北一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XHAV2430重

角 ±95º，C摆角N×360º，主轴最高转6 000r/min， A轴进
给速度6 r/min、C轴进给速度10 r/min。已于2013年交付用

型数控五坐标龙门镗铣床，扭矩大，可实现重切削，适用

户单位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用于大型钛

于飞机大型梁、框等钛合金复杂结构件的加工。该机床工

合金复杂零件的加工。

五轴联动加工中心
针对航空航天等领域一些难加工材料以及形面复杂的

金属成形机床

零件，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捷机床有限公
司、北一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四川长征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为了适应汽车行业大批量、多品种，以及船舶工业大

等多家机床制造企业成功研制了多台不同类型的五轴联动

吨位舰船加工的需要，专项安排了多个金属成形加工机床

加工中心。这些成果产品都在用户企业得到应用验证。

研制项目。济南二机床研制的大型快速高效数控全自动冲

沈阳机床集团针对铝合金整体结构件加工的特点，研

压生产线、合肥锻压研制的大型数控单双动薄板冲压液压

制了立式和龙门式高速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具有高速、高

机、天津锻压研制的大型数控船用板（型）材成形成套装

效、高精的特点。

备——大型六轴数控旋转压头可移动式液压机、泰安华鲁
研制的超大型船用卷板机等相继研制成功，并在用户单位

中捷机床有限公司针对飞机钛合金工件加工特点，开

得到成功应用。

发的立式五轴联动加工中心，具有主轴扭矩大、摆角摆动

在数控机床专项支持下，济南二机床集团突破了大型

扭矩大、整体刚性高、动态响应好、机床振动小的特点。
四川长征机床集团有限公司针对航空航天关键的框、

多工位压力机、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大型伺服压力机

梁、肋等变斜角类零件的加工特点，开发的龙门五轴联动

等一系列当今国际先进冲压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全面接

加工中心，具有刚性好、动态性能好，工作台承载能力大

XHAV2430重型数控五坐标龙门镗铣床进行S试件切削

轨，在几年时间内分别研制成功生产节拍为12次/min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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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重大专项成果展示
次/min的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实现轿车大型覆盖件的
柔性、高效、智能化生产。

齿轮加工机床

到成功应用。

为满足航空、航天、重载汽车、发电设备、船舶工业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展位号：3H-B132）研制的

这些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不仅得到了国内汽车制造

等领域精密齿轮加工需求，专项安排了多个大型数控插齿

双砂轮架随动式数控曲轴磨床，采用非圆磨削原理的双砂

企业的青睐，还在2011年4月和11月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国际

机、滚齿机、磨齿机的任务。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南京二

轮架随动式（切点跟踪）磨削技术、六轴同步插补联动磨

竞标中，济南二机床一举囊括福特汽车美国两个工厂全部

机齿轮机床有限公司承担了大型数控插齿机的任务，重庆

削技术、超高速磨削技术、连杆颈相位数字化自动测量识

五条大型快速智能冲压生产线订货合同，此后又多次赢得

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大型数控滚齿机的研制

别技术、曲轴随动同步切磨+纵磨技术、曲轴品种的智能识

美国福特、通用汽车公司的冲压线订货合同。这标志着拥

任务，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大型数控磨

别与敏捷换型技术、机床几何误差及磨削圆度与尺寸误差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冲压装备技术水平与国际竞争

齿机的任务。大型数控滚齿机、磨齿机的成果产品在重庆

补偿、微进给传动与高响应驱动、可控冷却技术等关键技

力均实现重大突破。这些大型快速冲压线应用了多连杆、

禾丰机械有限公司、常州天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重庆齿

术，能够实现一次装夹双砂轮同步磨削曲轴连杆颈和主轴

数控液压拉伸垫、同步控制、全自动换模、整线防护等多项

轮箱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升达冶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和荆

颈，彻底解决传统偏心夹具式曲轴磨床加工柔性差，调整

通过实施专项课题所突破的关键技术，生产节拍15次/min，

洲市巨鲸传动机械有限公司等用户企业得到推广应用。

复杂的缺点。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号：3H-

以此专项成果为核心构成的“曲轴柔性、精密、高效

最先进的技术水平，创造了我国高档数控机床首次出口至

E001）研制的圆柱齿轮磨齿机YK73200最大加工工件直

磨削加工成套装备”，具有全自动上下料、自动加工、自

欧美汽车主机制造厂的成功案例。

径2 500mm；工件模数35mm（内齿轮20mm）；工件齿

动物流、自动检测、MES信息化管理为特征的智能化曲轴

T10095-2001）；直线轴（X、Y、Z、W）定位精度为

技奖特等奖。该专项成果产品已经在浙江、山东、辽宁、

轴）定位精度为0.001 5°；重复定位精度为0.001°。

率高，满足了内燃机、汽车等行业曲轴磨削的需要。

全自动换模时间3min，具有智能化特点，代表了目前世界

深 80mm（内齿轮 50mm）；加工精度4级及以上（GB/

生产线的成线集成配套能力。荣获2014年中国机械工业科

0.005mm；重复定位精度为0.003mm；回转轴（A轴和C

四川等多家汽车曲轴生产线得到应用，机床加工精度和效

切削刀具
针对航空发动机典型零件、汽车行业典型零件的加工
要求和特点，按照数控机床专项的安排，株洲钻石切削刀
具股份有限公司（展位号：3H-B173）、上海工具厂有限
公司、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工具研究
所、成都成量工具集团公司、汉江工具有限责任公司、厦
济二全自动快速冲压生产线

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等围绕切削机理、刀具几何结构
优化、刀具材料、刀具表面涂层技术以及后处理等开展了
研究，开发了包含异型刀具、车削、切槽、铣削刀具在内
的丰富的航空专用刀具产品系列和汽车制造专用刀具产品
系列，建立了基于丰富的配套经验的刀具配套信息数据库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以及典型零件切削数据库，为大批量应用产品、选型、加

大连机床集团、沈机集团昆明机床有限公司（展位

秦川圆柱齿轮磨齿机YK73200

号：3H-B051）、普什宁江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

铣精加工技术、镗孔精加工技术、精密制造技术、超硬制

研精机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工作台规格630mm×630mm～

造技术，满足航空发动机零件以及汽车发动机典型零件的

1 000mm×1 000mm的精密卧式加工中心系列产品进行了专

加工及精度要求。

项技术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并研制了相应的
专项成果产品。

工参数设定、工艺优化提供了更加深广的思路。突破了面

数控磨床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专项成果产品在西安航空动力股份

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发展，我国汽车、能

有限公司、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陕西柴油机

源、船舶、航空航天等行业对机械零件的加工精度及表面

重工有限公司等重点领域用户得到成功应用。

粗糙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数控磨床的需求日益提高。为

专项责任单位不但完成了精密卧式加工中心系列主机

此，根据数控机床专项的安排，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

产品的研制，还研制了精密主轴、精密数控转台等功能部

司、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杭州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秦川

件，对机床热变形和热误差补偿、伺服驱动优化和数控系

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武汉机床厂等企业分别承担了数

统误差补偿技术、整机结构优化技术以及可靠性技术等关

控切点跟踪曲轴磨床、高速高精度数控外圆磨床、数控复

键技术进行研究，有效提升了项目责任单位综合能力和产

合磨床、数控工具磨床等的研制，研制成果在用户领域得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系列化面铣加
工刀具，刀片带修光刃，既能满足加工节拍，又能满足加
工精度；非标定制的曲轴孔粗镗刀具能够满足客户特殊加
工要求。12倍径的轴承支撑类刀具，低振动，低切削力，
已应用于某汽车发动机公司。

品竞争力。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有限公司研制的
精密卧式加工中心THM46100

北二机床研制的双砂轮架随动式数控曲轴磨床

株洲钻石曲轴孔粗镗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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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亮点及先进技术展示
沈阳机床：

北京第二机床厂有限公司

HTC2550hs高速数控车床及车削中心

B2-K1026型随动式（切点跟踪）数控偏心轴磨床

展位号：3H-B126

展位号：3H-B132

HTC2550hs高速数控车床及车削中心是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HTC2550hs

B2-K1026型随动式（切点跟踪）数控偏心轴磨床是一款针对工业机器人RV减速器偏

高速数控车床及车削中心”课题的研究成果。在课题实施中，采用高速加工结构优化、

心轴、压缩机偏心轴等偏心轴类零件精密磨削的超高速精密磨削设备，该机床采用先进的

动态性能优化等核心技术，形成了高速主轴和高速进给系统的2项专利技术，建立了相关

随动式磨削技术、120M/S超高速CBN砂轮磨削技术、直驱技术、静压导轨技术等，具有敏

制造测试平台，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工程实用价值的产品。

捷、柔性、高效、精密等特点。通过对砂轮架进给轴（X轴）与工件回转轴(C轴)进行数控
联动的全闭环控制，能够实现一次装夹，磨削偏心轴的偏心颈和主轴颈，柔性调整，彻底
解决传统偏心夹具式加工柔性差，调整复杂的缺点。机床配置向导式操作界面及无编程软
件专家系统，实现无编程加工，具有圆度、尺寸补偿功能。加工精度、生产效率高，适合
于偏心轴生产线成线配套使用。机床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技术水平，该机床主要适用于
工业机器人、压缩机、减速机、通用机械等行业的精密偏心轴零件加工领域。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THM46125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展位号：3H-B051
展出THM46125精密卧式加工中心，高精度卧式加工中心在结构设计上博采国内外
先进技术，体现了最新的设计理念，制造上秉承了昆明机床传统精密制造工艺，机床配

大连科德数控有限公司

置先进的数控系统， 能实现任意4轴联动，THM46125是一款高速度、高精度、高效率的

KMC800系列加工中心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特别适合于箱体零件、盘件、杂件及模具等复杂零件的高精

展位号：3H-A148

加工，是航天、航空、军工及汽车等制造工业的重要加工设备。
其主要特点是：床身为T 形整体式3点支撑结构，立柱采用对称龙门框架结构，机

大连科德数控有限公司为大连光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拥有亚洲超大

床整体刚度高，确保了机床运动部件实现高精度定位并同时具备很强切削性能。精密主

的恒温恒湿地下车间以提供优质的机加、装配环境及多种类型国外高端先进设备作为加

轴。采用氮化钢， 经过多次热处理及数十道加工工艺打造，尺寸精度高、刚性好， 具备

工母机，是专业配套自主化高档数控系统和关键功能部件的高档数控机床制造商。公司

较强切削能力。主轴轴承采用恒温油循环冷却减小热变形， 使主轴能够长久保持稳定的

主营高速高精度三轴立式加工中心、五轴

高精度。立柱和滑板组成独特的双门式结构，核心部件重量轻、受力均衡，保证了核心

联动立式车铣磨复合加工中心、五轴联动

部件精度稳定性达到了更高境界。

卧式铣车复合加工中心、五轴工具磨床
等高端机床产品，机床配套的高档数控系
统和关键执行部分全部自主化，目前累
计已有1000余台全国产高档数控机床产
品推向市场。公司自主研发的五轴立式加
工中心和五轴卧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已销
售到国内部分典型机械、军工企业。其中
KMC400系列加工中心出口到德国，开创
了国产高档五轴数控机床出口发达国家的
先河。

上海团结普瑞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德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SLCF-X1530F5/F型5系悬臂光纤激光切割机

德国施诺德PowerBend专业版折边机

展位号：2H-A151

展位号：2H-D001

SLCF-X1530F5/F型5系悬臂光纤激光切割机，采用国际知名品牌精密齿轮齿条、减
速机等传动部件，机床运动速度高。同时采用落地式龙门结构及高强度铝合金梁，具备
良好的加速特性；而定制的PMC-3000系统及PM500软件，具有专业激光加工功能，并可
远程诊断，还具有自动寻边功能。此外，该切割机还配有全套原装进口光纤激光专用切
割头和封闭安全防护门。

德国施诺德集团(Schröder Group)在2006年成功整合FASTI公司后，成为了一个国际
化的金属板材切割、折边、卷边设备和解决方案供应商。在钣金加工、折边领域居全球
领导地位，提供全球唯一的全电驱压边梁可翻转（向上/向下）折边机，全伺服折弯中
心。折弯能力：最高为1 200mm，最宽为6 000mm，最厚为16mm，最快为1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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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

ML3015SR-32XP三菱二氧化碳激光加工机

G3015F光纤激光切割机

展位号：2H-E157

展位号：2H-D008

该设备在eX-S Edition薄板加工优势基础上，提高了厚板加工的能力，增加了加工

G3015F光纤激光切割机是大族激光国内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一款成熟产品，

材料种类的对应范围，是能为客户提供高效、高品质的CO2激光加工机。具备3个重要特

成功斩获多项行业大奖：“十大创新产品奖”、“优秀新产品奖”、“产品质量十佳”

点：①极高的性能价格比：优质的光束技术改善了对中厚板材加工的特性，使各种板材

等。该系列产品具备强大的切割能力、“飞一般”的切割速度、极低的运行成本、优异的

的厚板加工能力得到提高（碳钢t12mm加工速度提高了10%，不锈钢t6mm加工速度提高

稳定性、高质量的加工以及强大的适应能力等无可比拟的优势。G3015F光纤激光切割机

了40%）。②三菱独特的激光加工机最新控制技术使机床操作更加人性化、舒适和方便，

具有以下特点：①切割效率最高的激光切割机，名副其实的钣金切割专家。②运行成本极

可灵活应对各种加工现场的复杂情况。③实现了节能支持以及生产计划的可视化。”

低，光路免维护。③第三代激光切割机，引领激光切割技术革命，开创钣金加工新时代。

德国柯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荷兰砂霸国际有限公司：

PLUTO 去毛刺机

42-SERIE-1350-RB去毛刺机

展位号：2H-D132

展位：2H-A023

德国柯乐KOHLER与德国恩斯
特ERNST强势合作，在此次展会上

Timesavers荷兰砂霸拥有七十多年去毛刺处理及抛光技术的开发历史，已向全世界

先后输送55 000台以上的设备。其基本配置为8组转刷的万向转刷设备（42-SERIE-1350-

推出恩斯特Ernst公司研发的Pluto去

RB）可实现一次性全方位均匀去除

毛刺机，此去毛刺机在加工过程中

工件经激光切割、冲压、机器加工所

不会破坏保护膜或其他涂层，可通

形成的毛刺，并完成边缘倒圆，还可

过磨削进行表面光整处理，可在同

根据需要为工件打造乱纹表面。特殊

一设备中通过湿加工技术加工混合

的转刷系统设计使得凹槽/突起平板

材料，可均匀地进行边角圆整，完

类、不规则类、立体工件，以及表面

善边缘钝化，去除如火焰切割后很

覆膜涂层工件的毛刺处理工序变得轻

高的毛刺，以及最深到25mm的氧

松省时。可加工工件材质范围广泛，

化层，并且可加工极小的工件。

并涉及航空航天、餐饮、医疗等各大
领域。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CMA1530C-G-A 中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

HLF系列激光切割机

展位：2H-C093

展位号：2H-F001

CMA1530C-G-A 中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采用国内首创“滚轴丝杆+原装进口研磨级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是原机械部定点从事锻压机械制造的国家二级企业。

齿轮齿条”混合式传动组件，可以实现高精度，高效率光纤激光切割；可以用于专业切

历经50多年的发展，公司现已成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

割0.5～6mm碳钢，0.5～3mm不锈钢板，镀锌板，硅钢等金属材料，也可以精细极其细

业，国内领先的中高端金属板材成形机床成套设备研发及制造商，中国锻压行业首家上

微的高精度切割。

市公司，被誉为“锻压行业第一股”。本次展出的产品为HLF系列激光切割机。

村田机械株式会社：

机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维护的驱动方式的同时，也实现了低碳、节能环保的理念。

数控冲床（全伺服电机驱动式）
展位号：2H-E166
村田机械于1994年在行业里推出第一台伺服电机驱动冲头式的数控冲床，至今已16
年的历史，目前充分利用自身和独特技术优势，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加工稳定性。设备长
时间无故障加工生产并且高速度高精度化的同时，实现了紧跟时代步伐的多种工程集约
化。近年推出的新型伺服电机冲床Motorum-2048TE，更是采用了碳纤维材料的伺服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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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HX3015A-X高速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

GS-3015CE 1000W/2000W 激光切割机

展位：2H-C048

展位：2H-B016

HX3015A-X高速数控光纤激光切割机采用工件固定，龙门移动式结构，稳固横梁。

此产品采用顶级品牌德国IPG光纤激光器（1000W）广泛用于钣金加工、厨具卫

作为双轴联动，三轴实时控制的数控激光切割机，保证X、Y轴联动实现平面切割适时进

浴、广告标牌、灯饰五金、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精密零件各种金属切割加

给，Z轴浮动跟踪工件表面。采用进口品牌激光专用数控系统，操作便捷，专业的切割控

工等行业。主要适用于不锈钢板、碳钢板、合金钢、锰钢、镀锌板、铝板、铜板、管材

制软件支持AUTO CAD图形及文字自动编程。采用进口知名品牌传感器、切割头，保证

等各种金属材料非接触快速切割、镂空和打孔加工等工艺。

切割效果更佳完美。

常州中机天正激光装备有限公司：
易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HBM440A带锯床
展位号：3H-F008
HBM440A高速带锯床，适合锯切各类结构钢，合金钢等。特点为稳定、高速、精
准。

常州中机天正QY-LCF500-0505GII
展位：2H-B006
眼镜架专用激光切割机采用中功率光纤激光系统和小幅面工作平台，对金属板材、
管材进行任意图形切割，具有速度快，精度高，切缝小，热影响区域小，无变形，表面
光滑等特点；一次成型，省工省时，比线切割速度高达10几倍以上，极大的提高了生产
效率。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2H-F139
LAG葛世国际作为钣金加工机械与系统的知名国际品牌，旗下产品涵盖了剪板、
折弯、伺服冲床、激光切割与焊接、 圧 铆、抛光及自动化等所有应用，是该领域内产
品范围最广的制造商之一。LAG葛世国际为了布局全球钣金行业竞争而成立的新公司
LA-Gasparini公司，注册商标为：LAG葛世。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 年

上海豪精机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2H-B108

和2014年对意大利Gasparini公司和意大利RAINER公司品牌、商标、技术和营销网络

上海豪精机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集焊接设备制造、精密机械加工、模

进行了全资收购，在中国进行整合并建成LAG葛世国际设备生产基地。其中，意大利

具设计为一体的现代化多向型企业，依靠在技术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公司产品广泛

Gasparini公司始创于1973年，是全球最早最著名的折弯机制造商之一，其生产的著名品

牌Gasparini数控折弯机及液压剪板机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累计销售超万台。收购整合
的另一家公司RAINER雷诺科技始建于1978年，是意大利最早最著名的数控冲床的制造
商，更首创了全伺服ELETEK数控转塔冲床，配置Obtical双伺服偏心转塔，RAINER Cut
360度旋转多子模，全自动上下料，机械手自动分选堆垛等全系列解决方案。

应用于汽车制造、不锈钢制品、家用电器、机箱、机柜、低压电器、制冷等领域。公司
现在拥有无锡松下、苏州艾默生、上海大众、奇瑞、福田、吉利、浙江爱仕达、苏泊尔
等大批稳定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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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技术 呈亮点 展商展风采
2015年11月3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盛大开幕，展会规模和参展企业数量双双创下历史之最。本届MWCS2015，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新产品、新技术？请随
《展览快讯》的记者来一睹他们的风采吧！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山崎马扎克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经理 马勇

市场部部长 梁博

企划部主任 苏晨华

我公司这次主要展出的是重大科技专项产品和五台拥

这次我们主要想展出的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SmoothX

这次展会我们主要是想展示机器人关节减速器，这是

有i5智能数控系统的智能机床。i5智能数控系统是我公司自

数控系统。SmoothX是马扎克已推出的MAZATROL系列

我公司为适应智能制造潮流而推出的产品。虽已投产2~3

主研发的，为全球首创，让用户可以从手机等APP客户端

第7代数控系统，使我公司机床的智能化功能从最初的7

年，但此次工博会是我公司机器人关节减速器最成系列化

实时监控机床的运行情况。以i5数控系统为基础的i5T5.2智

种，扩展到了现在的12大功能。我公司智能化数控系统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展出，共展出8个规格、25个样品。经

能车床，实现了产品的高精、高效加工及车间的信息化管

MAZATROL的成功研发，在全球首次实现了CNC与PC数

过改进，我公司在机器人上下料方面、集成柔性生产线等

理，非常适合加工各种盘类和轴类零件。

据的交互，大幅提高了机床运转速率和生产效率，开启了

方面都有了更优秀的表现。另外，我公司也拓展了定制化

智能化管理，为智能化工厂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的服务，更加人性化。

宁波伟立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悦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乔明扬

品牌市场总监 桑梓媛

渠道总监 屈亚军

我们公司主攻机械手产品，在注塑行业已经有十几年

作为一家专业提供工业级3D打印技术应用解决方案

我们针对这个展会主要还是企业形象的展示，因为

的经验了，最近几年才拓展到金属加工以及机床自动化这

的高科技企业，悦瑞2015年推出的自主研发的新技术——

有很多行业内的人士，真正的客户来源相对并不是很多，

一块，本次展会主要推出了五款产品：小金刚嵌入式单机

微热电熔融。另外，最新推出了一款产品是特制化蓝牙

主要原因是2015年下半年经济还是不乐观，在这种大环境

自动化机械手、神枪手行走式单机自动化机械手、擎天柱

耳机，这款耳机是根据人耳朵的形状进行扫描，然后进行

下，我们公司一直坚持持续创新发展。本次展出的首款产

桁架式机械手、霸天虎桁架式重负载机械手和威震天混联

三维打印，这款产品也是首次亮相。在我们展台上有一款

品是6m专业切管机HS-T60，与整个行业进行对比，这台设

型机器人。这些展品都是最新展出的，正好契合了金属加

汽车零部件产品是专门为同济大学的翼驰车队打造的，为

备在夹具的高速旋转方面，在切圆管、方管、矩形管及异

工这个主题。

他们解决了一些传统制造业没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赛车的

形管方面，在上下料操作方面等都具有突出的优势，并且

一些零部件是需要个性化定制的。我们在铝合金、钛合金

这款设备可以搭配其他高端激光器，在厚度和高速切割方

和高温合金等金属材料以及非金属材料方面都实现了3D

面非常具备优势。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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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专业买家的声音
【编者按】MWCS2015盛大开幕，来自国内外的专业买家云集展会现
场，只有贴近用户需求的产品才是好的产品，才能引起用户买家的关注。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行业用户的声音！

AMADA折弯工装现场应用
大连小松雄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 高健春
以折弯一种带折回的钣金件为例，介

钣金加工中心布局探讨
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钣焊中心 皮克松
由于钣金生产涉及制造业的方方面

汽车包边成形技术

推土机板材件的激光切割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潘远安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部 李贺德

在整车生产中，包边问题是一项非
常棘手的问题，因为其关系着整车外观问

钣金加工技术在工程机械行业的应用

题，影响整车的精细化感知及顾客的购买

举足轻重，重要的覆盖件、箱式件、管件

欲，一个拥有漂亮外观的整车能够第一时

等都离不开钣金工艺的运用。

间抓住顾客的眼球，赢得更好的消费者口
碑及更大的销量。

推土机共包括主机架、驾驶室、台
车、工作装置、底板翼板、底盘等部件，

在汽车车身制造中，有些部件是由内

使用原材料可分为板材件、型材件、铸

外板经过折边压合后合成总成，以增加部

件、锻件等。其中板材件质量占推土机总

件整体刚度和强度，如车身四门、发动机

质量的一半以上，板材厚度从1.5～130mm

罩、行李箱盖（统称四门两盖）及少数车

不等，材质近30种。目前，推土机板材件

型顶盖、油箱口盖和轮罩等。基本以汽车

切割生产工艺主要包括激光切割、等离子

车身外表面件居多，对尺寸精度和表面质

切割及火焰切割等。激光切割质量好，切

量要求较高，故包边质量好坏直接关系着

割速度较快，缺点是激光切割由于受激光

整车外观质量和整车装配质量。一汽红旗

器功率和设备体积限制，只能切割中小厚

轿车身为国产自主品牌的领导者，勇于探

度板材，且随着工件厚度增加，切割速度

索与实践，克服包边压合工艺难点问题，

明显下降。另外，对于一些孔距要求较严

对产品质量提升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采

的工件，为减少工序、节约成本，多采用

用ABB滚头组和气缸机构克服制件受力不

激光切割。推土机板材件切割下料过程

均而引发的波浪问题，创新滚头造型解决

中，如何提高板材利用率，进行规模化、

了车门水切卡扣变形而不能固定水切条问

专业化的生产，实现推土机切板件生产工

题，通过滚边机器人三道次压合降低大角

艺的最优化，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绍下我公司折弯模具的设计过程，模具关
键尺寸的确定依据，通过对模具可耐受压
力定量计算，验证设计能满足生产要求，
最后辅以有限元分析以便了解模具内部应
力分布情况。

面，可谓是面大量广，因此不同企业之间

为避免折弯干涉，设计制作了专用

采取的钣金加工模式也各不相同。据初步

鹅颈形折弯上模，使用该上模就可以顺畅

了解，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钣金加工企业主

地完成折弯作业，且标准模具无法折弯的

要模式采取闭环控制自动化生产，这种自

一些其他产品也可使用该模具折弯，模具

动化生产技术更便于整条生产线运行的维

折弯干涉确认，上模各尺寸确定，需要与

护，且极大提高了整条生产线安全可靠

产品形状、折弯下模及折弯设备的结构特

性，先进的信息管理技术更是加强了对钣

性相结合。对于单位长度的板料与折弯上

金加工制造的管理。目前，美国、日本等

模，折弯力与板厚平方成正比，与板料抗

众多发达国家在钣金加工过程中都采用这

拉强度成正比，与折弯下模槽宽成反比。

种模式。相对机械加工中心布局，钣金加

折弯上模可承受最低压力与鹅颈等效厚度

工中心布局相对复杂。机械加工零件可按

的平方成正比，与模具材料屈服强度成正

零件结构类型分类，即按不同零件族群，

比，与鹅颈等效长度成反比。了解这些特

运用精益方法与手段进行设备布局，达到

性并辅以有限元分析后，可以帮助我们设

零件转工、等待及加工时间最短，操作者

计出更加合理的折弯模具。

所进行的动作最少，零件加工过程可形成
封闭的“环”（从毛坯到成品，可在一条
生产线上完成）。

度包边的成形困难问题。

如何提高材料利用率
产中旋流板折弯工艺的优化，以及优化后
材料利用率的分析对比，应用在西气东输
管线设备上的超级过滤分离器制作及相关
工艺及折弯模具等都是我公司重点的钣金
制作产品。

高速列车钣金件的折弯
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钢结构事业部 刘帮平

安徽开乐专用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 马门强
规则形状板材零件可以使用冲压加
工得到较好、较经济产品，不规则和较厚
板材零件就需要使用数控切割机来加工。

高速列车生产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折

由于图形不规则，如按照普通排列方式

弯问题。其中，油箱钣金件的制造中就大

加工将比使用优化套料软件做套料多浪

旋流板是分离器的主要部件，也是材

量使用到折弯工艺，目前通过采用垫板辅

费5%~10%钢材。随着社会发展，在数控

料用量最大、要求最高的部件。本项目产

助折弯，优化工艺块形式，并与大小模具

切割方面，不再满足于“可以切”的基本

品旋流板约3600片，采用4000kN加拿大爱

结合应用等方法解决了试制过程中的折弯

要求。这就需要对数控切割技术和技巧进

克AccurPress折弯机进行折弯，折弯精度达

问题，提高了生产效率。随着近几年铁路

一步研究，提出更科学方法，要对数控切

环保装备行业的钣金制作

±0.01mm，实现材料利用率最大化，合理

及城市轨道业的快速发展，各种高速列车

割提出“切得快”、“切得好”、“切得

普尔利斯（中国）环保分离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 王杰

的折弯工艺方法是前提。超级过滤分离器

油箱的研发与试制越来越频繁。主机厂对

省”的要求，以提高数控切割的质量及材

产品最长折流板为1100mm，在现有成形模

试制进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生产周

料利用率，减少切割耗材的使用。

的情况下，经过计算，通过设计使用可靠

期缩短，其中下料及成形折弯周期也随之

数控切割机凭借其自身数控系统和优

普尔利斯（中国）环保分离设备制造

的折弯模具，采用合理规范的折弯工艺，

缩短，我公司通过最大限度减少委外机加

化套料软件将对切割效率和钢材利用率都

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过滤器、分离器、压

采用江苏金方圆600kN折弯机，经测量产品

等工序，挖掘现有下料、折弯潜力。通过

有所提高。掌握设备特性、灵活运用优化

力容器及脱硝装置等。大量涉及到钣金制

所有尺寸满足图样要求，尺寸精度控制较

一些具体的折弯工装措施，取得了很好的

套料软件结合其他方面管理，公司材料利

作工艺和装备使用。旋流板分离器批量生

好，为以后产品的制作积累了经验。

加工效果，提高了零件整体加工效率。

用率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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