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科学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上海市人民政府
协办：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承办：上海东浩兰生国际服务贸易
       (集团)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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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成为中国工博
会首任主宾国
俄罗展团面积1080平方米，展示
俄罗斯先进技术产品。

■ 现场报道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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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苗圩、杨雄
等领导莅临展会现场
11月1日，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徐匡迪、工信部部长苗圩、上海市
市长杨雄等领导莅临展会现场。

引领世界工业创新与发展 加快实现制造强国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隆重开幕
2016年10月31日下午，第18届中国国

委、市政府对来自海内外的嘉宾们表示欢

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集中展示

际工业博览会开幕式暨颁奖仪式在上海

迎，并预祝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圆

全球工业领域先进技术、智能产品和解决

■ 专项总结 _____________ 14

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第十届全国政

满成功。杨市长表示，作为国内最具影响

方案最新成果，充分诠释世界先进制造业

协副主席徐匡迪、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

力的国家级、国际化工业展会，工博会在

的发展趋势。相信本届工博会一定能成为

数控机床专项“
十二五”成果总结

圩、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上海市市长杨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国家部委

引领世界工业创新与发展的风向标，为加

雄、俄罗斯工贸部副部长安德烈·波金斯

和联合国工发组织共同努力下，在各兄弟

快推进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实现制造强国

基、俄罗斯工贸部副部长谢尔盖·契普、

省区市大力支持下，展览规模越来越大，

之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干事菲利普·肖

办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持续增强，

苗圩部长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世界经

特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区域首席代表

为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作出了积极贡

济在深度调整、曲折复苏，新旧增长动

拉尔夫·包锐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

献。2016年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

能转换正迎来关键时期。在杭州G20峰会

员金书波、工业和信息化副部长刘利华、

关键一年，本届工博会以“创新·智能·绿

上，与会个国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新工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中国工程院副

色”为主题，首次引入主宾国机制，新设

业革命行动计划》，就促进新工业革命和

院长刘旭、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田红旗等出

绿色工业园展区，创立部市合作论坛板

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达成重要共识。

席仪式。

块，充分体现了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和服

以人、机器和资源之间实现智能互联为

务国家战略的办展思想。本届工博会将聚

（下转第2版）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
备”科技重大专项“十二五”成
果集中亮相MWCS2016。

■ 展品聚焦 _____________ 16

MWCS2016展品亮点
秦川机床、上海机床、北京精雕、

杨雄市长首先致辞。他代表上海市

大连科德等国内展商，携专项成果
及最新产品亮相MWCS2016。

展会时间： 2016年11月1〜5日

展会地点：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出版日期：2016年11月2日

制作单位：金属加工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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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新一代视频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加快融合创

8大专业展，展出面积达27万平方米，来自28个国家

通快、天田、马扎克、萨瓦尼尼、三菱、普瑞玛、领

新，推动了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协同制造、服务

和地区的2308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规模再创历史新

创、宏石、华工、楚天、迅镭、福禄、村田、亚威、

型制造等新模式不断涌现，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发展

高。

扬力、金方圆等携带大量新品参展，进一步展现钣金

模式和产业生态正发生深刻变化。工业是实体经济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6中国工博会首次设立主宾

母体，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石，近年来我国工业

国，并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NH馆设主宾国主题展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的最大亮点之一——高

持续快速发展，制造业稳居世界制造第一大国的地

区，同时将举行相应的主题活动，将进一步提高中国

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展，在

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2016年

工博会的国际化程度。俄罗斯作为世界上具有较大影

MWCS2015首次推出后，便受到展商和观众的广泛

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坚决贯彻党中

响力的国家，其工业技术实力雄厚，本届中国工博会

关注，成为业界了解专项课题成果、全面宣传推广专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我国工业经济稳中向好的态

成功邀请俄罗斯首次担任主宾国，将进一步提高展会

项成果以及促进专项成果的应用重要平台。2016中国

势日益明显。“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工业体制增效

在国际工业领域的影响力。俄罗斯也将通过工博会平

工博会高档数控机床专项展在2015年的基础上进一步

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我们将牢固地树立和贯彻落实

台展示其工业领域的最新技术成就，增进同各国间的

扩大了规模，提升展品水平和档次，集中展示专项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立

经贸合作往来。

“十二五”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在自主创新方面取

自动化高效加工。

足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统筹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

作为2016中国工博会的核心展会，数控机床与金

得的丰硕成果，在攻克核心技术、抢占制高点，研发

“互联网+” 双战略落地，推动中国制造实现向中国

属加工展（MWCW）坚持高端制造的发展方向，汇聚

满足国家战略亟需的重大装备和产品，促进经济转型

智造、中国创造转变。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

国内外500多家专业厂商参展，重点展示金属切削机

升级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效。

革孕育兴起，加快工业发展是各国所面临的共同的任

床、金属成形机床、特种加工机床、数控系统、磨料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会同期将举办“高端数控

务，我们将继续贯彻对外开放战略，不断提升工业对

磨具、刀具及3D打印等设备，呈现机床行业最新发展

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专项论坛”、“中国汽车制造

外开放层次和水平，也欢迎各国的企业和资本积极地

趋势，展出面积7万平方米。在3H馆内“高档数控机

装备创新联盟理事扩大会议”、“金属切削高层论

参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共享发展机遇。同时，鼓励

床科技重大专项展区”，上海机床、秦川机床、大连

坛”、“第五届钣金加工技术峰会”、“钣金机械新

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

科德、北京精雕、山东威达、成都工具所、常州新墅

产品发布会”等多场专业活动，为展商与专业观众提

方面的合作，实现优质资源的互补共赢。

等国内顶尖机床工具企业携众多专项精品参展。设在

供更好的互动交流平台，帮助观众第一时间获取行业

2H和NH馆的钣金激光展区吸引了国内外知名品牌，

信息，有效提升展商参展收益。

随后，徐匡迪、苗圩、周济、杨雄共同为第18届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启动开幕。
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唯一具有评奖功能的大型工
业博览会。中国工博会展品奖项设置为产品奖和创新
奖两大类。产品奖包括金奖、银奖、工业设计金奖；
创新奖包括创新金奖、创新银奖。第18届中国工博会
各大奖项也在开幕式上同时揭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的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特别荣誉奖”，卡巴斯基实
验室的卡巴斯基工业控制论安全方案获“主宾国特别
奖”，EPR核电蒸汽发生器等4项展品斩获金奖，远征
三号多星发射上面级等4项展品获“创新金奖”，荣威
RX5等4项展品获得“工业设计金奖”。在数控机床与
金属加工领域，上海新力机器厂的金属激光增材（3D
打印）与增-减材复合制造一体机获得银奖。
第18届中国工博会紧贴“中国制造2025”关键行
业，围绕 “创新·智能·绿色”的主题，共设数控机床
与金属加工展、工业自动化展、新能源与电力电工
展、信息与通信技术应用展、节能环保技术与设备
展、机器人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展和科技创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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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首任中国工博会主宾国
展期活动高效精彩
Solovyev和Rostec国际事务副总经理Dmitry Shugaev等
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中俄双方百余位企业代表参加会
议，并针对中俄双方的工业贸易合作展开深入交流。
11月2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期间俄方活动仍
将在国家会展中心NH展馆俄罗斯展团区域继续举办，
11月2日上午10∶00～12∶00，由Pepelyaev Group支
持的“如何在俄罗斯开办工厂：法律和实务事项”商
务研讨会将举行，Pepelyaev Group首席合伙人Rustem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部长Denis Manturov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Akhmetshin、Pepelyaev Group合伙人Ilya Bolotov、
Pepelyaev Group土地立法房地产和建筑实务负责人Natalia
Stenina将与大家分享在俄罗斯开办工厂的相关事宜。
11月2日下午13∶00～14∶20俄罗斯地区投资项目
研讨会也将举行，INNOPROM国际工业贸易博览会的
商务活动经理Anton Atrashkin、鞑靼斯坦共和国投资发
展代办处经理Talia Minullina、远东吸引投资和出口支
持机构副总经理Oleg Mosyazh、俄联邦高加索业务部的
投资项目局的经理Olga Ruhullaeva、莫斯科州政府莫斯
科州开发公司总经理Timur Andreev、“钛谷”特别经济
区总经理Artemiy Kyzlasov等嘉宾将与大家共同分享俄
罗斯地区的投资机会。
11月2日下午14∶30～15∶30 ，由KasperskyLab支
持的“工业控制论危机–董事长新纪律”工作研讨论坛
也将如期举行，KasperskyLab严重基础结构维护负责
人Andrey Suvorov和KasperskyLab（中国）总经理Alvin
Cheng将作为主讲嘉宾与大家深入交流。
11月2日下午15∶30～16∶30，工厂自动化和机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2016年11月1日在上
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展会首次引入主宾国

斯工业领域的企业代表、俄罗斯联邦机构的高级政府官

器人解决方案圆桌会议将如期举行，机床制造和投资

员以及相关商业买家构成。

机械制造公司经理Mikhail Ivanov、俄罗斯机器人协会

机制，俄罗斯受邀担任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主宾

工博会展览期间，俄罗斯代表团与中国政府及相关

（RAR）会长Vitality Nedelsky、中国机器人行业协会会

国。中俄双方就主宾国合作事宜沟通顺畅，俄罗斯作为

领域的企业代表将深入智能制造领域进行切磋交流，展

长宋晓刚、Eidos Robotics公司总经理Anton Surianinov

主宾国参与一系列高效精彩的活动。本届中国工博会主

期活动高效精彩。

和Technomatix公司总经理Dmitry Pavlov将针对工厂自动

宾国机制意义重大，是中俄两国经贸发展的重要平台，
将极大推进两国制造业的交流提升。

11月1日，工博会展览首日，国家会展中心А0-02
会议室，高朋满座，中俄双方高层云集，一场主题为

化和机器人解决方案方面的热点话题同与会者进行深入
交流。

俄罗斯主宾国在国家会展中心NH馆B区，展出面积

“工业合作: 新机会和项目”的中国-俄罗斯商务论坛

系列精彩高效的会议活动得到了中俄双方高层领导

1080平方米。展团在俄罗斯政府带领下，携俄罗斯工业

在此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俄罗斯工

的重视，必将促进中俄双方工业贸易的深度融合，创造

领域领军企业Kaspersky Lab、UC RUSAL、Vi Holding

业和贸易部部长Denis Manturov、鞑靼斯坦总统Rustam

更多的市场机遇，高层重视、多方支持的各项中俄双方

等企业集体参展。本次俄罗斯主宾国代表团将由俄罗斯

Minnihanov、力帆集团总裁牟刚、联合航空制造公

工业贸易活动和会议为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增光

联邦工贸部长Denis Manturov先生带领，代表团由俄罗

司董事长Yury Slyusar、Rusal董事长总经理Vladislav

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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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苗圩、杨雄等领导莅临秦川机床展位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华工激光新品亮相201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11月1日上午，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工信部部长苗圩、上海市市长杨

华工法利莱作为世界切割与焊接技术的领先品牌，凭借最前沿的激光技术、先

雄等领导一行参观了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工业自动化展等展馆。在秦川机床展

进的机床设计理念，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推出SuperCut激光切割机，于第18届中

位，秦川机床董事长龙兴元向领导汇报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BX机器人关节

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耀世登场。该机采用了德国普雷茨特的全新厚板亮面切割技术

减速器的相关技术。

EdgeTec，非常先进。同时升级了从激光器到切割头的基本配置，高质高效地解决
了超厚不锈钢和铝合金板切割断面质量、挂渣和切割锥度过大等问题，对于中厚板
的切割可以任意切换，再无后顾之忧。该机适用于钣金加工站、汽车制造、机械制
造、健身器材、智能家具、白色家电、航空航天、机车制造和船舶等行业。

中达电通于工博会首日举办新品发布会

西门子举办2016工博会媒体交流会

11月1日，中国工博会首日，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举办了新品发布会。中达电

11月1日，西门子2016工博会媒体交流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西门子（中

通产品总监李文建先生给到场记者详细介绍了台达高性能运动控制型交流伺服系统

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数字化工厂集团总经理王海滨，执行副总裁、过程工业

ASDA-A3系列产品，其高速度稳定性、高精度的特点将明显提升机床设备的性能。

与驱动集团总经理林斌以及水月创投执行总裁阚雷等出席了媒体交流会。王海滨先

李总介绍，“台达高性能运动控制型交流伺服系统ASDA-A3系列产品已经获得机床

生阐述了“工业4.0”的特征和制造业价值链的五步，林斌先生表示西门子是一个正

行业，尤其是轻型机床企业的高度认可，在手机制造应用广泛的高光机领域，台达

在奔向“工业4.0”的企业，勇担责任、矢志创新、追求卓越是西门子三大价值观。

系统优势明显，台达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50%。”

嘉宾与媒体记者参观了西门子展台，体验“西门子全集成数字化之旅”。

ABB中国制造第5万台机器人下线

KUKA KR CYBERTECH精彩亮相201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

11月1日，在201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全球领先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ABB宣
布在中国制造的第5万台机器人下线，并为其举行了交付仪式。

2016工博会现场，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德国KUKA公司携KR CYBERTECH系列
最新机器人精彩亮相。11月1日下午，KUKA举行了KR CYBERTECH系列最新机器

这台机器人是ABB中国研发中心研发、本土生产的ABB小型机器人代表产品IRB

人新品发布会。库卡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销售官Martin Kuhnhen、库卡机器人（上

1200，将安装在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惠州的电子产品工厂，和众多其它ABB机

海）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华臻等在发布会现场详细介绍了KUKA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规

器人产品共同应用于手机产品的机械加工、外壳抛光和组装。ABB机器人业务全球

划，KUKA的形象代言人乒乓球名将Tim Boll也来到发布会现场。KUKA产品经理

总裁倪思德表示：“这一里程碑是对我们与中国客户持久关系和强力合作的印证。

MARKUS HOLLFELDER-ASAM详细介绍了KR CYBERTECH系列最新机器人，此系

在工业自动化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今天，ABB机器人为投身于工业自动化的光明未

列机器人能够满足操作、加工及焊接等对低负载要求极为严苛的应用需求。

来和‘中国制造2025’愿景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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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打破垄断
全面展示“中国制造 2025”机床行业新技术
——数控机床专项“十二五”成果集中亮相 MWCS2016
果展旨在宣传和介绍机床工具

力平台的部署及多项共性技术

行业在专项课题的支持下，在

的研究，显著缩小了我国机床

新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所取得

行业与西方工业国家的技术水

的突破，以及专项研究成果在

平差距。“十二五”期间，数

重点领域用户的成功应用，为

控系统、功能部件与主机产品

高档数控机床专项产品走向市

配套研发，实现了与国产中高

场打造一个推介应用平台，促

档数控机床的批量配套。

进国产数控机床在国民经济各
领域的广泛应用。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
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展，在

据“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

MWCS2015展出后，受到展

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实施

商和观众的广泛关注，成为业

管理办公室介绍，“十二五”

界了解专项课题成果、全面宣

期间，“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

传推广专项成果以及促进专项

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取得

成果的应用重要平台。2016中

了丰硕成果，数控机床与基础

国工博会高档数控机床专项展

制造装备行业技术水平明显提

在2015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数控机床作为装备制造业

床行业发展的重大支持，对于显

采用实物、模型、展板和多媒

升，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

了规模，提升了展品水平和档

的“工作母机”，一个国家的

著提升中国机床工业的技术和制

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

差距，大型汽车覆盖件自动冲

次。

机床行业技术水平和产品质

造水平，提高国产机床的竞争力

多层次、多视角地展示专项

压线、五轴加工机床、超重型

本届MWCS2016展，上海

量，是衡量其装备制造业发展

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十二五”取得的重大成就，

数控机床等30多类重点产品达

机床、秦川机床、大连科德、

水平的重要标志。大力发展高

为彰显国家基础装备制造业

以及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的丰

到国际先进水平，高档数控系

北京精雕、山东威达、中大创

档数控机床是提高我国装备制

的实力，促进高端装备的市场化

硕成果，在攻克核心技术、抢

统开始在航空航天重点企业示

远、成都工具所、常州新墅、

造业水平、缩小和超越与发达

推广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从

占制高点，研发满足国家战略

范应用；专项先后为核电、大

华中数控、纽威数控等都以实

国家制造业差距的必由之路。

2015年开始，在每年MWCS期

亟需的重大装备和产品，促进

飞机等重大专项和新型战机、

物的方式展出具有代表性的专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

间举办“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

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取得重大

运载火箭等一批国家重点工程

项产品，是我国最高端国产数

备”科技重大专项是对我国机

造装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展，

进展和成效。数控机床专项成

提供了关键制造装备。创新能

控机床的一次集中亮相。

重大专项
实物展示

大连科德

KMC800 UMT五轴铣车复合立式加工中心
该设备在KMC800 U通用五轴铣立式加工中心的基
础上，增加车削功能，具有铣削和车削两种模式，车削
模式下回转工作台的C轴具有最高1000r/min的转速。这
种铣车复合的特殊化设计，减少因传统工序多次装夹造
成的时间损耗和精度损失，提高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由于采用主轴移动模式，并且具备高达60m/min，1g加
速度的性能指标，相比传统机型具有更高的材料去除
率。该设备的结构采用改良的龙门框架设计，三个直线
轴在刀具上， 两个旋转轴在工件上，达到最优的主轴
支撑，数控回转摆动工作台实现双壁支撑，Y轴采用四
导轨支撑和位于中心的主驱动，A轴摆动角度为-130°~
+130°。环形刀库与机床床身融为一体，结构简单、节
省空间。用矿物铸石的高刚性龙门结构设计有着极佳的
抑振性和抗热变形能力以及防潮性能，具有更好的环境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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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工具所
秦川机床

石油管螺纹刀具

BX机器人关节减速器

针对管径为φ 73~φ 78mm中小管径的镍铬合金

其关键零件的核心装备由秦川机床

耐蚀油井管，开发出的非标异性精密螺纹成型刀接

自主研发。机器人减速器作为一种复杂

箍 的加工采用立装压紧的刀具结构，管端的的加工

的齿轮传动部件，具有高精度、高效

采用双杠杆压紧的刀具结构。针对大规格油井管的

率、高刚性、高可靠性的特点。秦川致

加工开发了强力压紧的菱形结构刀具，该结构具有

力于对机器人减速器的偏心轴加工线、

压紧力大、装夹可靠、经济高效的特点。针对镍铬

装配线智能化提升，全面导入QCPS精益

合金加工切削力大、切削温度高的材料特性，开发

制造体系，打造“秦川版的工业4.0”。

出硬度高达92HRA，抗弯强度大于3000MPa、晶粒
度小于8μm的超细硬质合金材料，再搭配相应的涂
层后，使刀片性能达到国外同类刀片80%以上。

上海机床

H405-BE数控复合磨床
该设备用于加工零件外圆内孔及端面，
集复合加工技术、数控多轴联动控制技术以
及精密磨削技术于一体。机床采用三磨头结
构，外圆磨头、端面外圆磨头及内圆磨头安
装在砂轮架上，由交流伺服电机及专用锁紧
定位装置实现三磨头工位的回转定位控制，
实现工件各磨削面的复合磨削加工。

常州新墅
山东威达

XH1105五轴联动加工中心
该设备在国内属于较高技术水
平的产品，目前主要应用于航空航
天、船舶、汽车、模具制造等行
业。X轴采用滑块整体移动结构可确
保X轴精度和加工刚性，Z轴硬轨以
保证机床加工时的精度和刚性。高
速变速箱主轴达6000r/min。采用圆
盘式刀库，容量为24把，机械手换
刀，动作可靠，换刀迅速。冷却系
统采用大流量，高扬程水泵，保证
在高速切削下具有充分的冷却。

国内展团掠影

Y轴全功能数控动力刀架
该产品动力刀具转速8000r/min，定位精度
±4″，重复定位精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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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展搭好台 展商展风采
11月1日，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CIIF2016）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开幕。尽管近两年经济下行压力不减，但本届工博会无论是展会规模还是参展企业数量都创下了
历史新高。在本届工博会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2016）上，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新技术和新产品？请随《展览快讯》记者一睹他们的风采吧！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企划部主任 苏晨华
本届工博会我公司重点展出全系列机器人减速器和新近研发的海洋平台升降齿轮箱。我公司自2014
年成功研发BX工业机器人减速器并投放市场，目前已经完善形成C/E/F三大系列产品，并可以实现全系列
批量供货。海洋平台升降齿轮箱目前有150T和110T两种，产品及设计均通过了国际权威机构德国劳氏船
级社及美国船级社的严格认证。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销售处处长 吴拥军
本届工博会我公司重点展出高效磨削智能加工单元、H405-BE数控复合磨床、H367数控随动高精度
偏心轴磨床、H405-AJ数控专用磨床。其中，“上机”高效磨削智能加工单元将高精度数控磨床、自主研
发设计的轴类零件测量仪、自动上下料机械手进行了智能化的系统集成，形成了一套新型智能化生产线
用的轴类零件磨削加工检测一体化单元。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汽车、铁路、航空航天等领域。

山崎马扎克机床（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志立
作为一家全球知名的机床生产制造商，马扎克在复合加工、五轴、数控车床、立式加工中心、卧式
加工中心、激光加工设备、自动化等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这次工博会展出的产品都是上述的典型代
表。马扎克不仅为客户提供产品，更专注提供增值服务，给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我公司研发的Smooth
系列数控系统契合“工业4.0”精髓，努力将智能制造的理念落到实处。

北京精雕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大区应用技术支持部经理 文中平
本届工博会我公司重点展出3种产品。JDVT600_A12S高速雕刻中心可进行钻孔、攻丝、磨削、抛
光、高光铣等加工，加工能力十分全面。JDHGT400_A10H采用全闭环控制技术，可全面提升加工过程中
运动精度的稳定性。JDGR200_A10H配备新一代北京精雕JD50系统，是一体化的五轴联动机床。希望通
过本届展会，我们能树立良好的形象，与客户共同努力实现智能制造。

科德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技术总监 汤洪涛
本届工博会我公司主推KMC400 UMT五轴铣车复合立式加工中心和KMC800 UMT五轴铣车复合立式
加工中心，是科德研发的专项成果产品。它们都拥有卓越的动态性能，使用改良的龙门框架及整机结构
设计，采用直驱技术、重心驱动，拾取式刀库，屑对屑换刀时间短，直线轴快速定位速度60m/min，具备
更高精度和更高的生产率，同时使用智能电源，可在使用寿命期间节省能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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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总经理 潘崇文
本届展会我公司重点展出4套产品，有带自动上下料的全自动切管机、带机械手的自动焊接站、高
速光纤激光切割机和双驱单平台板管一体加工机，这几种产品都是目前市场上十分热销的。宏山高速光
纤激光切割机采用全球第一的德国阿尔法齿轮齿条和减速机，速度最高可达单轴140m/min，加速度达
1.5G，自动调焦切割头厚板穿孔只要几秒钟。宏石激光一直努力践行“让世界爱上中国智造”。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总监 刘峰
我公司参加工博会已经四五年了，今年工博会展出的CMA1530C-G-C管板两用光纤激光切割机是首
次亮相。该产品集方管、圆管、扁圆管、平面切割为一体，多功能、实用性强、性价比好，主要用于碳
钢、不锈钢、铝合金、钛合金、镀锌板、镀铝锌板、黄铜、紫铜等多种金属材料的快速切割。希望通过
本届展会，展示我公司积极向上的实力和形象，了解工业现状和趋势，以期将产品做精，努力成为本行
业领头羊。

苏州迅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刘勇
本届工博会迅镭激光的展品有两大优势：大功率切割和自动化。展品有双驱齿轮齿条激光切割机、
管材专用激光切割机、交换平台激光切割机、三维机器人激光切割机、高精密激光切割机等，可满足对
包括不锈钢、高碳钢、低碳钢、冷板、镀锌板、纯铝、紫铜等在内的所有金属材质高精度、高速度的切
割需求。希望通过本届展会，我公司能够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和更深层次的信息交流。

大族超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华东销售经理 伍加伦
工博会在国内十分具有影响力，诸多客户和企业都会参加。因此在本届展会上，我公司带来了许多
中小功率的激光切割机，包括1500kW的MPS-3015C光纤激光切割机、700kW的MPS-XC交互式激光切割
机等，后者更是光、电、控制等多门专业技术的完美结合。对生产中每个环节的严格检测，确保了我们
提供给客户的产品均合格且优质。通过展会也希望客户能够更直观地了解我公司的产品特点及优势，为
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全面的服务。

青岛大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副总经理 李成忠
本届工博会我公司主要展出了新产品——伺服数控转塔冲床ES300。该产品使用了独特的设计，采用
高强度机身，性能稳定。主冲压动力采用全电伺服电机，更加高效、节能；可实现冲切、成型、滚筋、
刻字等多种工艺；机械传动及电气、气动元件皆采用进口品牌。作为工博会的长期参展商，希望我公司
的品牌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也希望在本届工博会上能够开发出更多的高端客户。同时在展会上也能够
快速了解客户需求，便于我们进行市场调研、有效规划发展方向。

上海新日升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精机事业部部长 吴华
我公司是NSK、Minebea、IKO、KURODA、PMI、TPI、BANDO、SIMATEC等国外、台湾知名品
牌产品的代理商，经营精密轴承、滚针轴承、滚珠丝杠、步进微电机、测力传感器、直线导轨、精机产
品、机器人快换手装置、减速机、拖链等功能部件。工博会是机械领域专业且知名度高的展会，希望借
此机会能够让更多的客户了解到我们公司，让我们能为更多的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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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
“十二五”成果总结
“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

合，聚焦于重点领域所需关键

造装备”科技重大专项是16个

装备的研发和示范应用，取得

科技重大专项中最具基础性、

了一批阶段性成果。

通用性和战略性特征的专项之

通过专项的实施，行业技

一，其目标是通过高档数控机

术水平明显提升，缩小了与国

床与基础制造装备的技术水平

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大型汽车

提升，使我国基础制造装备进

覆盖件自动冲压线、五轴加工

入国际先进行列，建立起完整

机床、超重型数控机床等30多

的功能部件研发和配套能力，

类重点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

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发电

平，高档数控系统开始在航空

设备制造所需要的高档数控机

航天重点企业示范应用；专项

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满足率达到

先后为核电、大飞机等重大专

80%。

项和新型战机、运载火箭等一

“十二五”期间，专项实

批国家重点工程提供了关键制

施紧紧围绕中央的决策部署，

造装备。创新能力平台的部署

各部门密切配合，任务部署与

及多项共性技术的研究，显著

支撑制造业“扩内需、促增

缩小了我国机床行业与西方工

长、调结构、上水平”密切结

业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

中高档机床水平迅速提升 打破国外产品垄断
针对中高档数控机床进口依
赖度高的现状，专项重点对进口

小时以上，较专项启动前提升
一倍以上。

量大、市场需求面广的加工中心

数控机床专项产品的研发成

和数控车床的研发进行了部署。

功和批量应用，成功打破了国

推动机床企业对高档机床的研发

外产品的垄断，迫使国外同类

投入和可靠性研究，重点企业建

产品主动降价。如3.6万吨垂直

立了综合检验验证平台，加强

挤压机用于无缝钢管生产，促

了实验室建设。新研发的数控车

使国外同类产品从20万元/吨降

床、加工中心及数控系统MTBF

至4万元/吨；国产机器人减速器

（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平均超

研发成功后，国外同类产品价

过1000小时，部分产品达到1600

格由30万元降至10万元左右。

高速立式加工中心，用于精密、
精细工件加工

3.6万吨垂直挤压机，用于发电机组

机器人减速器，摆脱了机器人减速器

所用大口径厚壁无缝钢管生产

依赖进口的局面

功能部件等配套能力提升 数控系统取得突破
国产数控金切机床产量统计图（台）

通过数控系统、功能部件
和工具与数控机床主机的应用
示范和批量配套，促进了机床
产业结构的转型。
多通道、多轴联动等先进
数控系统关键技术指标已基本
达到国际主流系统技术水平；
部分品牌国产高档数控系统可
靠性已达1万小时以上，和国
际先进产品水平相当。在国防
军工企业中实现了国产高档数

国产数控机床市场占有率发展趋势图

控系统零的突破，仅沈飞公司

高档数控系统在飞机制造企业示范应用

一家已有30余台国产数控系统
投入实际生产使用，对于国防
信息安全具有重大意义。中档
数控系统累计销售3.5万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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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档数控系统累计销售
700余套，国内市场占有率由专
项启动前的不足1%提高到了3%
以上。
国产机床数控化率发展趋势图

高速高精刀具，用于汽车

精密重载滚柱直线滚动导轨副，

曲轴加工

用于精密卧式加工中心

The 18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Metalworking & CNC Machine Tool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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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发电设备制造装备领域基本实现主要设备立足国内

在成飞、沈飞等代表性企

联动机床投入实际生产，龙门及

飞机制造中得到了应用验证，为

业，目前已有六类30余台国产五轴

卧式五轴加工中心等重点装备在

大飞机研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五轴联动机床在飞机制造企业示范应用

本版责编：乔印凯

船体板材激光高精度下

题。大型数控龙门铣车复合加

料、高精度滚折弯、分段立体

工中心、超重型数控卧式镗车

焊接流水线及船体制造工艺等

床等关键设备，成功应用于大

装备，基本满足船体制造需

型铸锻件制造、大型汽轮机叶

求；大型组合式曲轴车铣复合

片加工、AP1000核电的水室封

机床、中凸变椭圆活塞车床等

头加工，在大型核电、百万千瓦

关键装备的研发，初步解决了

等级水电及火电机组的（铸）锻

船用柴油机制造的若干关键问

件制造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钛合金复杂梁框类构件五轴加工机床应用在飞机制造企业

航天领域初步满足重点型号产品的生产需求
五轴立式铣车复合加工中
心等大型、特种制造装备得到示
范应用，摆脱国外技术封锁的束
船体板材激光高精度下料设备

缚，保障了新一代航天产品制造
的安全性。建立了首条采用国产
加工中心和数控车削中心的生产
示范线，应用到航天重点型号的
100余种、10000余件关键复杂零部
件的加工，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的航天产品的研制生产提供了装
备能力与制造技术方面的保障。

五轴立式铣车复合加工中

国产加工中心及数控车削中心示范

心，用于航天发动机产品

线，用于航天企业大型运载火箭零件

加工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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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组合式曲轴车铣复合机床进行船用曲轴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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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国际竞争力。汽车发
动机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设备实
现示范应用，精密卧式加工中
心在汽车壳体生产线中替代进
口设备；轿车发动机缸体/缸盖
半精加工装备实现组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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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进口机床垄
断的局面。完成内燃机高压共

安装在美国福特底特律工厂的

轨燃油系统的制造技术及成套

大型快速柔性全自动冲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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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点跟踪曲轴磨床，用于汽车

成功，实现进口替代。

曲轴加工

超重型数控卧式镗车床，用于核电重型复杂轴类零件加工

聚集高端人才 增强行业创新能力
数控机床专项实施以来，通

泛参与，研发人员达23594人，

截止2015年底，数控机床专

过共性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平台

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约占50%。

项共申请发明专利3849项，立

建设，深化了企业与高校、科研

共引进人才208人，有43位“千

项国家及行业标准407项，研发

院所的合作，公共科技资源得

人计划”参与了专项研发工

各类新产品、新技术2920项，

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并促进

作。专项已初步构建了以企业

新增产值685亿元；在行业研究

了产-学-研-用创新体系的发展。

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相结合

机构、重点企业建设了18项创

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得到加

的创新体系，促进了重点领域

新能力平台，在重点用户处建

强，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专项

技术团队的建设，相关企业的

立了46个示范基地；共培养人

吸引了装备制造行业科研人员广

技术和产品能力大幅增强。

才5368人，其中博士2147人。

机械工业数控机床功能部件性能测试与可靠性技术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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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亮点及先进技术展示
秦川机床：YK8010数控车齿机

上海机床厂：高效磨削智能加工单元

该机床是一台既可湿式又可干式切削的卧式高效车齿机，同时机床还可用于齿

围绕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智能制造”，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集国内顶尖技术

轮滚削和铣削以及蜗杆滚削的加工，可以实现直齿轮、斜齿轮、花键、蜗轮、蜗

资源，通过对智能制造关键技术的研究及创新、综合系统集成，将高精度数控磨

杆、双联齿轮、多联齿轮、小锥度齿轮等工件的加工。适用于汽车、摩托车、流体

床、自主研发设计的轴类零件测量仪、自动上下料机械手进行了智能化的系统集

机械、机器人减速器、电动工具、起重机行业的大批量齿轮等零件的加工。尤其适

成，最终形成一套新型智能化生产线用的轴类零件磨削加工检测一体化单元。该单

用于无法使用滚削加工的小退刀

元实现了磨削质量综合检测、加

槽台阶齿轮的车齿加工，配合自

工过程自诊断、自治愈、加工单

动上下料系统，可以大大提高加

元监控、柔性化加工、数据通

工效率。

讯、系统集成等关键核心技术。

展位号：3H-E001

展位号：3H-A143

科德数控：五轴铣车复合立式加工中心KMC400 U

北京精雕科：JDVT600_A13S高速雕刻中心

KMC400 U五轴铣立式加工中心具有更大的作业空间，更小的干涉，更强的切削

该产品可进行钻孔、攻丝、磨削、抛光、高光铣等加工，是加工能力十分全面

刚度，更高的速度和精度；由于采用主轴移动模式，并且具备高达48m/min，1g加速

的CNC工具机。适用于五金件加工，尤其适合3C行业中有高光要求的五金件的加

度的性能指标，相比传统机型具有更高的材料去除率（约提高83%）。KMC400 U的

工，高光产品的表面粗糙度值可达10nm。机床主结构为单立柱、十字滑台形态，立

结构采用改良的龙门框架设计，床身采用矿物铸石材料，其阻尼系数是铸铁的6～10

柱采用北京精雕已获专利的“倒L”型结构，抗切削振动能力强。采用北京精雕φ 130

倍，线膨胀系数是铸铁的1/20，用

高速同步电主轴，可进行高速刚性攻丝。

矿物铸石材料浇铸的高刚性龙门结

配备24刀位的圆盘式刀库，采用机械手

构床身有着极佳的抑振性和抗热变

换刀，刀对刀换刀时间为1.2秒。可使用

形能力。

10°-0.2mm的锥刀至D20mm的镶片刀进
行铣削加工，使用D100mm的单刃高光刀
盘进行钻切加工。

展位号：3H-B026

展位号：3H-B180

成都工具研究所：高性能激光测量系统

新墅机床：SLTD动力伺服刀架

该产品具有精度高、使用维护方便、性价比高等特点，主要用于检定数控机

SLT系列伺服动力刀架是以SLT系列伺服刀架为平台，外加动力模块组成，是新

床、坐标测量机等位置精度，以及长度精密测

型转塔动力刀架，布局紧凑合理。三片式精密段齿盘及液压锁紧装置，液压控制动

量，还可以测量小角度、平面度、直线度、平

力头脱开与结合，定位精度高，可靠性好。刀具动力由单独主轴伺服电机提供，控

行度、垂直度等形位误差。其线性测量分辨

制简单；模块化接口可适应各种主轴

率达到0.01 m m；线性测量精度≤±0.5ppm；

电机，最大功率达11kW。各工位均

最高测量速度≥60m/min；稳频精度达到

可装配动力刀具，仅在工作位提供动

±0.05ppm。

力，刀座符合DIN69880和DIN1809国
际标准。

展位号：3H-B121

展位号：3H-B032

上海新力机器厂：金属激光增材（3D打印）与增-减材复合制造一体机
金属材料增材制造技术，主要以金属粉末、颗粒或金属丝材为原料，通过CAD模型预分层处理，采用高功率激光束熔覆
堆积生长，直接从CAD模型一步完成高性能构件的“近终成形”。将金属堆焊与金属切削两种加工方式结合在一台机床中，
且可实现自动切换，集两者之优势，彻底改变了传统金属零件，特别是高性能难加工、构型复杂等金属零件的加工模式，在
航空航天等装备预研与生产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成为当前材料制备科学和先进制造技术学科领域国际前沿研究和竞争热
点之一，同时也是我国2025智能制造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展位号：3H-A188

The 18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Metalworking & CNC Machine Tool Show

第18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

展商风采

17

The 18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dustry Fair Metalworking & CNC Machine Tool Show

18

本版责编：乔印凯
版面设计：韩殿奎

展品聚焦

OMAX Corporation：水刀控制系统Intelli-Max和直驱
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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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赛数控机床：PS-CNCSXY600
该设备为博赛公司成熟的主力机型，广泛适用于军工航天，厨具，家居行业各

加砂水刀这种“软”切割机器的特性与其他传统的“硬”切割设备（比如CNC

种厚型工件的旋压成型；如：药形罩、炒锅以及各种不锈钢五金件。性能特点：可

和EDM）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对水刀运动的控制。Intelli-Max的核心是OMAX最先

加工范围广、应用领域多；180°双轮同频对旋；高稳定性、高效率、大批量生产；

进的水刀切割模型，它包含数学模型、大量的实验数据及长年积累的经验，所以，

经济实用、性价比高。结构组成：高强度铸件床身；PROSPER CNC旋压数控系统；

OMAX水刀能够根据材料的种类、厚

重型高精度丝杆、导轨；伺服大扭矩主

度、切割的图纸以及机器的设置（压

轴；毛坯中心托架；刀具补偿装置；数控

力及流量等），准确地预知材料切割

集成液压系统；数控集成润滑系统。

口的形状变化、加沙射流的滞后弯曲
和许多其他的变化，从而精确地控制
水刀运行，实现又快又好的切割。

展位号：2H-E086

展位号：3H-D111

威琰机械：RVX丝锥

威库司锯业：双金属带锯条

广泛应用于家电行业、电子行业、通讯行业、航空行业、船舶行业、汽车行

M42：提供最高切削性能且使用寿命显著增长的镀膜规格。广泛且优质的产品组

业、医疗行业等不同领域，自主研发的产品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水平已达到同

合，适用于标准和特殊应用。背材选择淬火合金钢为材料，具备最佳的持久性能。

类进口产品的技术质量，且性价比高于同类产品。其优点为稳定的产品品质、生产

久经考验的锯切材料，在常规应用条件下将呈现无与伦比的耐磨损性能。

效率高、使用寿命长等。

X3000：广泛且优质的产品组合，适用于标准和特殊应用。背材选择淬火合金
钢为材料，具备最佳的持久性能。新一代锯切材料，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良好的韧性
（由WIKUS独家设计）。切削刃
稳定性高，适于难切削材料和特
种合金。

展位号：3H-A082

上海众雕机械：五轴数控加工中心

展位号：3H-E011

采用欧洲顶级五轴系统发格品牌，功能强大，控制精度高；五轴五联动，带
RTCP功能（真正五轴插补）适合三维立体造型的曲面加工；多元化控制可以分别控
制加工速度、空走速度、落刀速度，大大优化了加工产品的质量及加工效率；工件

形创：HandySCAN3D手持式三维扫描仪
该产品是CREAFORM公司研发制造的计量级扫描仪，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率

一次装夹就可完成复杂的加工工序；擅长空间曲面加工、异型加工、镂空加工、打

和极快测量速度，同时更加轻便，易于携带且不受扫描

孔、斜孔、斜切等；适用于铝模制

部件尺寸影响，是目前市场上用途最广的3D扫描仪，适

造、木模制造、卫浴、风力发电、

用于检测和要求严格的逆向工程。HandySCAN 3D扫描

轨道交通、汽车内饰件加工、游

仪荣获2015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进入市场以来，以其

艇、泡沫模具加工、航空航天等。

高精度高速度的扫描与测量手段以及轻巧便携，不受空
间条件限制的灵活操作等特性被广大用户认可和广泛使
用。该扫描仪在汽车、航空航天、重工业、制造业、石
油与天然气、发电等工业领域，以及教育、医疗、文博

展位号：3H-E178

及文物保护、艺术及家居数字化设计、虚拟现实等非工
业领域都被广泛应用。

东莞力星激光：光纤激光金属切割机GS-3015CE

展位号：3H-F133

龙门移动式结构，两轴联动，三轴控制。其中X、Y轴联动实现平面切割进给，
Z轴浮动跟踪工件表面；机架采用钢构精密焊接、整机高温退火、应力失效处理；
导轨座位大型龙门铣一刀加工，能保持长时间良好的稳定性；应用于钣金加工、
航空航天、电子电器、地铁配件、汽车、精密配件、轮船、冶金设备、电梯、家用
电器、工艺礼品、工具加工、装饰、广告、金属对外加工等各种制造加工行业。不
锈钢、碳钢、合金钢、硅钢、弹簧钢、铝、铝合金、镀锌板、镀铝锌版、酸洗板、
铜、等金属板材及管材切割。

宁波夏拓机械：五轴联动七轴数控120G滚齿机
适用于3模数和120mm内的圆柱齿轮、轴齿轮、涡轮的高速切削及硬齿面刮削精
加工。①采用高速干切滚齿工艺，绿色环保。②滚齿机、滚刀、工装工艺三位一体
的交钥匙工程。③专利设
计隔离地面震动及消除机
床机械振动。④一级减
速的齿轮主轴结构，使主
轴具备动态平衡和大切削
力。④静动压轴承相结合
设计，使主轴具备高运动
精度和使用寿命。

展位号：2H-C139

展位号：3H-B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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