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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多功能角钢加工机 UFM-30

产品特点：
• 不需要更换工作头就可进行多种金属加工作业，能力超群。

• 可进行 V 型切角，90°切角，切边，弯曲，冲孔等作业。

• 具切换阀可选择作业模式。

• 使用角钢：75x75x6mm 规格

• 超小型高性能机种具有两工位切换阀可用于弯曲及剪切作业选择。

角钢冲孔机 USH-70A

产品特点：
•C 型头高强度锻钢制造，手柄使搬运工具更为方便，使用安全高效。

• 精确冲孔和容易定位，少毛刺。

• 可使用任何输出压力 700bar（10，000psi）的液压泵。

• 可在软钢板厚度 10mm 上冲孔，最大孔径 20.5mm。

• 适用于角钢，铁板，工型钢和母线冲孔。

• 可安裝四方形或橢圓形沖孔模。

• 针对铜铝汇流排可提供专用沖孔模防止卡模。

加工能力 75x75x6mm  SS440， SUS304 不锈钢角钢

作业压力 700bar

切角出力 230kN

弯曲出力 170kN

行     程 35mm

尺     寸 316x220x295mm

重     量 50kg

型号 描述 型号 描述

P-11L 11X16.5mm 冲孔模 P-14 11mm 圆形冲孔模

P-14L 14x18mm 冲孔模 P-15 11mm 圆形冲孔模

P-11 11mm 圆形冲孔模 P-18 11mm 圆形冲孔模

P-13 11mm 圆形冲孔模

* 冲孔头附属品 ( 选购 )

喉深 70mm

最大压力 700bar

动作油压 82cc

最大出力 31tons/305kN

最大板厚 10mm

最大孔径 20.5mm

尺寸 360mm

重量 13.0kg

标准配置 软钢板冲孔模具 (10.5、13.5、17.5、20.5mm) 固定销，
4mm T 型六方棍

铁板冲孔模 铜板冲孔模
编号 孔径 编号 孔径

70A-10.5 10.5mm 70A-CU10.5 10.5mm
70A-13.5 13.5mm 70A-CU13.5 13.5mm
70A-17.5 17.5mm 70A-CU17.5 17.5mm
70A-20.5 20.5mm 70A-CU20.5 2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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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冲孔机

产品特点：
•C 型头球磨铸造，手柄使搬运工具更为方便，使用安全高效。

• 精确冲孔和容易定位，少毛刺。

• 可使用任何输出压力 700bar（10，000psi）的液压泵。

• 适用于角钢，铁板，工型钢和母线冲孔。

铜板切断工具

曲板工具

型号 CH-75 CH-80

能力 31ton 50ton

最大孔径 Φ3/8"~Φ3/4" Φ25

板厚 ( 钢 / 铁 ) 10/12mm 16mm

喉深 95mm 140mm

重量 13.5kg 26kg

* 模具规格：Φ3/8",Φ1/2,Φ5/8 四组

型号 CWC-150 CWC-200 CWC-150V CWC-200V

能力 15ton 20ton 15ton 20ton

板宽 150mm 200mm 150mm 200mm

厚度 10mm 10mm 10mm 10mm

重量 30kg 35.0kg 23.5kg 34.0kg

能力 铜排宽 铜板厚最大 备注

20ton 150mm 10mm 卧式最新型式

能力 铜排宽 铜板厚最大 备注

6ton 25mm 5mm 小铜排一次成型

能力 压力 行程 弯曲角度 最大宽度
最大厚度

重量
铜 铝

15ton 700kg 120mm/cm2 90° 200mm 10mm 16mm 23kg

CH-75

CH-80

CWC-200V

UB-200

CWC-150

CB-150D C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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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角钢冲孔机 SH-110

产品特点：
•C 型头高强度锻钢制造，手柄使搬运工具更为方便，使用安全高效。

• 精确冲孔和容易定位，少毛刺。

• 可使用任何输出压力 700bar（10，000psi）的复动式液压泵。

• 可在软钢板厚度 16mm 上冲孔，最大孔径 Φ24mm。

• 适用于角钢，铁板，工型钢和母线冲孔。

• 可拆卸式底座方便作业需求，可安裝四方形或橢圓形沖孔模。

• 复动式回油绝对不卡模具。

母线切断机 BC-160

产品特点：
• 强力型设计适用于工厂大量加工使用。

• 独立完整的设计亦可携带户外作业使用。

• 切断面平整不凹陷。

• 可连接输出压力 700BAR 的各式单动式液压泵。

• 螺纹式可调节压板装置可防止切断时母线翘起。

• 可外购长度定位装置。

• 具有送料滚筒和母线夹持装置可保持母线在切断

• 作业时与刀刃保持垂直的切断面，可确保冲孔作业时的精准度。

喉深 110mm

最大压力 700bar

最大出力 50tons

最大板厚 16mm

最大孔径 24mm

尺寸 470x320x550mm

重量 31.0kg

标准配置 软钢板冲孔模具 (17.5、20.5、22、24mm)
固定销，4mm T 型六方棍

作业压力 700bar

最大出力 250kN

活塞行程 25mm

切断能力 160x13mm

尺寸 265x298x456mm

重量 28.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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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线弯曲机 BB-160

产品特点：
• 水平放置设计可确保母线弯曲时不扭曲变形。

• 具有弯曲角度显示装置。

• 母线支撑托架可以确保弯曲重心，避免弯曲头侧偏。

• 可连接输出压力 700BAR 的各式单动式液压泵。

• 可快速开启以及闭合弯曲头，容易放置及取出较长的母线。

• 弯曲轴可更换适用于不同厚度铜或是铝排弯曲作业。

• 插销式插销可快还开启以及闭合弯曲头，容易放置以及取出较长的母线。

出力 150kN

作业压力 700bar

活塞行程 101mm

弯曲能力 160x13mm

最大弯曲角度 120°

弯曲半径 8/15mm

最小弯曲脚 50mm

最小 U 型弯曲 70mm

尺寸 450x250x200mm

重量 23kg

母线弯曲机 BB-200

产品特点：
• 水平放置设计可确保母线弯曲时不扭曲变形。

• 具有弯曲角度显示装置。

• 母线支撑托架可以确保弯曲重心，避免弯曲头侧偏。

• 快速开启以及闭合弯曲头，容易放置以及取出较长的母线。

• 可连接输出压力 700BAR 的各式单动式液压泵。

• 具可調節式墊片可支撐不同寬度母線 , 使其至於受力的中心位置。

出力 250kN

作业压力 700bar

活塞行程 120mm

弯曲能力 200x13mm

最大弯曲角度 90°

弯曲半径 10/15/30mm

最小弯曲脚 70mm

尺寸 450x250x280mm

重量 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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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管机 UPB-3/UPB-4

产品特点：
• 适用一般水管、导线管、瓦斯管、厚钢管的角度弯曲 90°。

•1/2"~2" 一次成型 90°，21/2"~3" 必须移动管子弯曲 3~5 次，才能达到弯曲弧度。

• 采用铝合金弯曲模具，携带轻便。

•3“以上弯曲模子均以延长性好的球墨铸铁造而成，坚固不易破裂。

• 操作时请依照管径对照模具规范，不可拿大弯小管。

• 弯 4:”时应 5 次到 10 次移动，不可二次弯成，否则会造成管子凹陷或模子烈损。

型号 UPB-3 UPB-4

能力 15kg 25kg

薄钢管 (A) 15mm-75mm
（5/8“）（3"）

15mm-75mm
（5/8“）（3"）

厚钢管 (B) 16mm-82mm
（1/2“）（3"）

15mm-75mm
（1/2“）（4"）

瓦斯管 (SGB) 15mm-65mm
（1/2“）（4"）

15mm-100mm
（1/2“）（4"）

扬程 250mm 250mm

所需油量 516cm³ 867cm³

重量 18.6kg 28.8kg

平立弯母线弯曲机 UB-125D

产品特点：
• 可用于母线的平弯，立弯专用机种。

• 具有弯曲角度显示装置。

• 具有脚轮可以轻易移动。

• 上盖可开启方便放置以及取出母线。

• 可连接输出压力 700BAR 的各式单动式液压泵。

• 弯曲轴可更换适用于铜或铝排弯曲作业。

• 作为弯管机使用需要另外选购弯管模和支撑转轴。

• 45-90°一次弯曲成型不扭曲变形。

出力 250kN

作业压力 700bar

活塞行程 250mm

弯曲能力 125x13mm

最大弯曲角度 90°

尺寸 978X889X250mm

重量 42.5kg

UPB-3

UP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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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冲孔机系列

四合一母线加工机 UPS-401

产品特点：
本机一体组合多功能设计，完整的人性化特点避免人力浪费，节省工时，符合一贯作业流程，在

中小规模高中压的变压器，开关箱，环网柜，配电箱等生产线和组装现场的应用上，作汇流排加

工或修改使用发挥其强大的功效。

•开放式工作台，并经镜面处理，研磨镀铬。防锈耐磨耐撞击，作业时母线•可轻松的放入或取出，

  由于平台支持工作，可确保加工工件不易扭曲变形。

• 冲孔无毛边，切断面平滑无压痕毛刺。

• 独特的曲板弯曲刻度设计 45-90 度，一次弯曲成型，精度高，属同行业中 • 领先，找出与母

  排相匹配的模板，安装快速简易，让从事人员得心应手，生产效率高。

• 工作台有脚轮，移动便利，提升作业效率。

• 可 360 度旋转，1000kg/c ㎡，充油式压力表，使作业依压力表进行保护 • 工作母机，避免过载。

• 设计有铜屑关嘴出口，溜滑梯式可将被切，冲铜屑条集汇。

金属线槽切断冲孔机 DRCP-559140

产品特点：
• 长度：111cm

• 重量：12kg

• 可快速以及容易的切断用于安置电力元件 DIN 的金属线槽，不会产生毛刺。

• 机器包含完整的长度定位尺和冲孔用的模具。

切断能力：
• 适用于切断 5 种不同形状的 DIN 轨道，不会产生毛刺以及变形。

• 机器包含长度定位器。

• 可在金属线槽的轴线上冲出 8.8mmx5mm 的水平或是垂直孔。

切断材料 铜排宽度 150mm/ 厚度 12mm（铜排平坦不必压平）

冲孔工具

最大喉深：70mm，冲孔厚度：10mm，携带方便，冲孔定位正

确，具支撑板可站立作业以及方便下料，出力：27 吨；重量：

15kg，配件：冲孔模 10.5，13.5，17.5，20.5mm 冲孔模各一组，

塑料工具箱。

平弯工具  铜排宽度 150mm/ 厚度 12mm

立、平弯工具

UB-125D 平弯、立弯两种功能

铝、铜排宽度 40、50、60、80、100、125mm

厚度 4、5、6、8、10、1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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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多功能母线加工机 HBM-45NC

产品特点：
• 高质量，高可靠性机器。

• 具有切断，弯曲，冲孔，校直多种功能。

• 液压油缸行程控制精度 ±0.1mm。

• 可容易操作计算机控制程序。

• 可精确控制弯曲角度。

• 具有长度控制装置。

•NC 控制长度定位器 ( 选购 )。

加工能力：

• 切断 160x13mm

• 冲孔 160x13mm

• 弯曲 160x13mm

• 立弯 50x10mm

• 连续弯曲 120x10mm

• 水管弯曲 2” 90°

出力 40ton

活塞行程 250mm

前进速度 ( 低速 ) 28.5mm/sec

前进速度 ( 高速 ) 9.6mm/sec

活塞复位速度 14.5mm/sec

轴固定孔 Φ83mmx1
Φ58mmx3

弯曲高度 200mm

弯曲能力 ( 铁板 ) 200mmx12mm

NC 长度定位器 选购

工作台高度 930mm

电动机 5HP

工作电压 380V AC

净重 880KG

尺寸 1340X760X1185mm

1 米 NC 自动长度定位器：

• 行程 1016mm

• 高效率行程控制，控制精度 ±0.1mm 提高机器工作效率

• 经由彩色触控屏操作设定

• 可自动跟随主液压油缸动作或是采用手控操作

• 当开始弯曲时自动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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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磁性座钻孔系列

自动回转攻牙及钻孔机 --TP2000
无电子控制由于手柄移动控制具有自动回转全机械式攻牙，具有双模式齿轮箱：一种模式为自动回转攻牙模式，一种为空
心穴钻和麻花钻头孔模式，具有快速更换夹头转轴可不需要工具快速更换所有转接附件。

 
 
 

冷却水输送开关 

冷却水箱

电动机开关

磁性座开关  

操作模式切换器（可切换操作自 
动回转攻牙模式或是标准钻孔
模式） 

螺丝攻夹头

螺丝攻（选购） 

行程限制定位器 

磁性座

操作手柄 

麻花钻转接夹头 
（麻花钻头选购） 

空心钻头转接轴 
（空心钻头及顶针选购）

攻牙模式钻孔模式

操作模式切换器

快速更换转轴

攻牙深度显示

       深度尺  

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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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磁性座钻孔系列

自动回转攻牙及钻孔机 --TP2000

    

    导针 磁性铁屑收集器      空心钻头

操作模式选择 

1

2

3

4

5

6

7

8

9

 TP2000 螺丝攻转接夹头
零件编号         适用螺丝攻尺寸：
0202-0060-00000-010 M8    DIN376
0202-0060-00000-011 M10  DIN376
0202-0060-00000-001 M12  DIN376      
0202-0060-00000-002 M14  DIN376      
0202-0060-00000-003 M16  DIN376 
0202-0060-00000-004 M18  DIN376/JIS
0202-0060-00000-005 M20  DIN376      
0202-0060-00000-006 M12  JIS       
0202-0060-00000-007 M14  JIS       
0202-0060-00000-008 M16  JIS        
0202-0060-00000-009 M20  JIS

 TP2000  麻花钻夹头     
转接轴使用1/2" 夹头 （1/2"-20 UNF）       
零件编号     0202-0059-00907-001

 
TP2000 空心穴钻夹头  

    

夹头适用 3/4" （19.05mm) 直柄空心穴钻   
零件编号 0202-0058-00907-001  

（专利设计）

 型号                         TP2000

 动力                       1100W                                                

 电压                      110-120V~50-60Hz，220-240V~50-60Hz 

 钻孔模式 空转/满载                        min     -1 550 / 330 

 攻牙模式 空转/满载 min -1 150 / 90  

 空心穴钻夹头   螺丝固定形式，19.05mm 直柄

 空心穴钻   孔径 35 mm x 50 mm （1-3/8" x 2"） 

 攻牙     M20 mm x 40 mm（13/16" x 1-9/16"）

 麻花钻头              孔径13 mm x 150 mm（1/2" x 6"）

 磁性座吸力   15,000 N（3,372 lb-f ）  

 净重      13.7kg（30.8 Lbs） 

1. 螺丝攻夹头
2. 螺丝攻（选购）
3. 冷却液输送及顶针退位弹簧
4. 顶针（选购）
5. 空心钻头夹头
    3/4”（19.05mm）直柄
6. 空心钻头（选购）
7. 1/2”麻花钻夹头
8. 麻花钻夹头快速转接器
9. 快速更换夹头

标准附件

选购附件

●  M8扳手
●  2.5mm L型六方棍
●  4mm L型六方棍
●  麻花钻夹头及扳手
●  空心穴钻转接夹头
    3/4”（19.05mm）直柄
●  5种攻牙尺寸转接夹头：M12，M16，
    M18 & M20（DIN376/JIS）
●  冷却水箱组
●  铁屑防护组
●  安全链条
●  吹塑工具箱

●  其他规格攻牙转接夹头
●  过载保护装置

选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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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式磁性座钻孔机 --PMD3530
新型的卧式磁性座钻孔机具有极小的高度可在无法想像的狭小空间进行多种不同钻头的钻孔作业，整体高度仅有 198mm，
具有 30mm 钻孔深度，不需要特别的钻头。

快速更换夹头  
不需工具快速更换钻头

阴暗空间作业用照明LED灯  

 
 

. 

   电动机开关

    磁性座开关

空心穴钻 

（选购）

导针  
（选购）

     重心平衡提 把  

    PMD3530   
 1100W

                 110-120V~50-60Hz，220-240V~50-60Hz     

                 650 / 390  
                 35 mm x 30 mm  

    19.05 mm  
   15,000 N  

                   285 mm x 101 mm x 200 mm

    10kg  ( 22.4Lbs ) 

型号

动力

电压

 空转/满载

 最大钻孔能力 孔径x深度

空心穴钻直柄尺寸 

磁性座吸力

钻孔机尺寸

净重 

min -1

标准附件

●  安全带
●  铁屑防护组
●  吹塑工具箱

选购附件
●  过载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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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加工 磁性座钻孔系列

半自动进刀磁性座钻孔机 --MD3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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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自动进刀磁性座钻孔机 --SMD351L/SMD351H

可快速调整滑动高度的锁定裝 置
可适用于多种不同钻头的操作使
用。低的位置使用空心穴钻高的
位置使用麻花钻头

 

冷却水箱

电动机开关

磁性座开关

冷却液输送开关

磁性座

快速更换夹头 ,更换快速且
不需要工具可更换各种附 件
 

空心穴钻 （选购） 

 导针（选购）

转轴  

滑动高度锁定装置   

  操作手柄

                                                              SMD351L                                  SMD351H
    1100W              

        110-120V~50-60Hz，220-240V~50-60Hz
                   450 / 270                                  730 / 440

      35 mm x 50 mm（1-3/8" x 2"）      
   13 mm x 140 mm（1/2" x 5-1/2"）

   17,000 N               
      14kg  (30.8 Lbs)        

快速更换夹头转接器
转接器及13mm麻花钻
夹头以及扳手

     导针 磁性铁屑收集器      空心穴钻

麻花钻孔

快速夹头——革命性创举，
新的设计可如同直柄空心穴
钻的更换，操作时不需要任
何工具只需瞬间就可完成更
换刀刃夹头，由空心穴钻变
麻花钻夹头！

 
 

 

标准附件
●  M8扳手
●  M2.5 六方棍
●  M4 六方棍
●  M6 T型扳手
●  冷却水箱组
●  安全链条
●  铁屑防护组
●  吹塑工具箱

选购附件
●  过载保护

选购附件

型号
 动力
 电压

空转/满载

 磁性座吸力         

净重

最大能力
孔径 x 钻深 ( 手送）
孔径 x 钻深（自动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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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速磁性座钻孔机 --SMD352/SMD502

磁性座开关

电动机开关

操作手柄   

空心钻头（选购）  

导针（选购）

快速释放转轴可不需要工具 快  
速更换工具夹头或是空心钻头  
 

两档式齿轮箱可有较宽的钻孔范围  
同时具有较大的工作扭力  

 

磁性座

可快速调节的高度适用于  
多种不同的钻头,下降的 用  
空心穴钻，上升用于麻花钻
头

 

侧面高度调整钻  

侧面高度调整锁

连接轴

冷却水箱

冷却液
输送开关

滑轨调整螺丝

革命性的时间节省时间可
快速直接安装在快速著脱
的转轴上面，其安装方式
如同安装空心穴钻一般快
速且不需要工具

 
 

 
 

        

 型号       SMD352                                 SMD502
 动力      1100W
 电压                                     110-120V~50-60Hz，220-240V~50-60Hz 
 
无负荷/满载   min-1 转速 1    450 / 270                                  300 / 180

   转速 2    730 / 440                                  450 / 270
 
最大能力 

穴钻最大钻孔直径 x 深度     35 mm x 50 mm (1-3/8" x 2")     50 mm x 50 mm (2" x 2")
  麻花钻头最大直径 x 深度 13 mm x140 mm (1/2" x 5-1/2") 
 磁性座吸力     17,000 N
 净重      15kg（33 Lbs）

13mm快速转接器
可连接麻花钻夹头
含麻花钻夹头扳手

 

选购附件

标准附件
●  M8扳手
●  M2.5 六方棍
●  M4 六方棍
●  M6 T型六方棍
●  冷却水箱组
●  安全链条
●  铁屑防护组
●  吹塑工具箱

选购附件
●  过载保护



104

金属加工 磁性座钻孔系列

2 段变速磁性座钻孔机 --MD500/2
麻花钻头夹头

操作手柄   

冷却水箱

电动机开关  

磁性座开关  

冷却液输送开关

磁性座

转轴  

转轴支撑座  
  

变速器

空心钻头（选购） 
 

导针（选购）

    导针       磁性铁屑收集器      空心钻头 麻花钻头夹具转接器麻花钻头夹具&扳手 

                                    MD500/2  

                                                               110-120V: 1700W,  220-240V: 2000W

               110-120V~50-60Hz, 220-240V~50-60Hz

     转速 1                                380 / 230  

     转速 2                                500 / 300 

     穴钻最大孔径 x 钻深     50 mm x 75 mm（2" x 3"）

     麻花钻最大孔径 x 钻深 16mm x 110 mm（5/8" x 4-5/16"）

     攻牙最大尺寸及深度    NA

                                              32,000 N  

                                                            22.9kg（50.38 Lbs）

 min -1 

 

 型号
 动力
电压

空转/满载 

最大能力 

 磁性座吸力
净重

标准附件
●  M8扳手
●  M2.5 六方棍
●  M4 六方棍
●  铁屑保护组
●  冷却水箱组
●  安全链条
●  吹塑工具箱

选购附件
●  转接夹头
●  5/8”(16mm)转接夹头及扳手
●  过载保护

选购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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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变速磁性座钻孔机 --MD750/4

攻牙模式 (选购) 

麻花钻头及转接轴 麻花钻作业

磁性座

冷却水箱

电动机开关  

磁性座开关

冷却液输送开关

正反转切换开关 

提柄   

MT3 莫氏锥度3号
麻花钻夹头转接轴
夹头及扳手(选购)

转轴   

转轴支撑座
   

空心钻头 
（选购）

变速器

退出口  

导针
（选购）

MT3 麻花钻头
    （选购）  

   导针 磁性铁屑收集器       空心钻头MT3 大范围 

攻牙转接轴&夹头 

螺丝攻夹头

MT3 小范围 
攻牙转接轴&夹头
螺丝攻夹头

 型号                                MD750/4     
 动力                           110-120V: 1700W， 220-240V: 2000W 
 电压                   110-120V~50-60Hz，220-240V~50-60Hz    
    转速 1          150 / 90  
   转速 2  200 / 120 
    转速 3  300 / 180 
    转速 4         380 / 230 
    空心穴钻最大孔径 x 钻深                                75 mm x 50 mm（3" x 2"）
   MT3麻花钻最大直径 x 钻深              32 mm x 150 mm（1-1/4" x 4-7/8"）
    MT3麻花钻转轴最大麻花钻直径 x 钻深.         16 mm x 110 mm （5/8" x 4-5/16"）
   最大攻牙尺寸 x 深度                                             25.4 mm x 40 mm （1" x 1-9/16"）
 磁性座吸力             32,000 N 
 净重 24.8kg ( 54.56 Lbs）

空转/满载        min -1

最大能力 

选购附件

标准附件
●  M8扳手
●  M2.5 六方棍
●  M4 六方棍
●  铁屑防护组
●  冷却水箱组
●  安全链条
●  系栓
●  吹塑工具箱

选购附件
●  MT3夹头转接器
●  5/8”（16mm）转轴&夹头
●  MT3攻牙转轴
●  攻牙附件
●  过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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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速可旋转底座磁性座钻孔机 --MDS750/4
麻花钻夹头及转接轴 麻花钻头

可选转磁性座

冷却水箱

电动机开关

磁性座开关  

冷却水输送开关

正反转切换开关  

提柄  

MT3 麻花钻转接轴
及麻花钻夹头
（选购）

转轴  

转轴支撑座
   

空心钻头  
（选购）

变速器

退出口  

导针（选购）

MT3 锥柄麻花钻
（选购）  

 型号       MDS750/4   
 动力                           110-120V: 1700W，220-240V: 2000W   
 电压                   110-120V~50-60Hz，220-240V~50-60Hz  
    Speed 1                         150 / 90  
    Speed 2                                                        200 / 120 

   Speed 3                                                      300 / 180 

    Speed 4                     380 / 230 

    Dia. x Depth of Cut               75 mm x 50 mm (3" x 2")

   Dia. x Depth of MT3Twist Drill Bit  32 mm x 150 mm (1-1/4" x 4-7/8")

    Dia. x Depth of MT3 Chuck Adaptor  With Twist Drill Bit       16 mm x 110 mm  (5/8" x 4-5/16")

   Dia. x Depth of Taps                               25.4 mm x 40 mm (1" x 1-9/16")

 最大磁性座吸引力  32,000 N 

 净重                            27kg ( 59.4  Lbs)

MT3 大范围攻牙转接轴
转轴及固定夹具 

攻牙模式 

MT3 小范围攻牙转接轴
转轴及固定夹具    R&L

(20 Deg.) 20mm

 

空载/满载        min-1

最大能力 

前进及后退20mm
左右各20度

配置可转动磁性座 （选购）

标准附件
●  M8扳手
●  M2.5 六方棍
●  M4 六方棍
●  铁屑保护组
●  冷却水箱组
●  安全链条
●  系栓
●  M17扳手
●  吹塑工具箱

选购附件
●  MT3转接轴
●  5/8”(16mm)转接轴连接器
●  MT3攻牙转接轴
●  攻牙附件
●  过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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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段变速磁性座钻孔机 --MD120/4
目前我公司制造生产最大型钻孔机，这是一款无法想像的高动力和多功能的机器，具有非常重要的无级变速调整转轮，也
具有非常稳定的转速回传功能，回传回路允许最大出力回传，即使在速度变慢的情况下：这样的设计适用于在大孔径钻孔
时调整转速智能型电子控制系统同时也具有软启动的功能和过载保护功能，为了安全理由，电动机具有离合器，当机器过
载时保护人员和机器安全 .



108

金属加工 磁性座钻孔系列

真空底座转接器 --MDS750/4
真空底座转接器可以吸附在任何磁性座无法或是有問題不能吸附的材料表面 , 进行吸附使一般磁性座钻孔机可以吸附在转接
器上 , 最大钻孔能力 55mm，可吸附的范围如同：

    手柄

真空阀

真空底座密封圈

（真空泵请另外询问）

  夹具(适用于 MDS750/4)                                                                                                        
  最大能力管径   1-1/4" to 8-1/4"
  零件编号   0299-0062-00000-001

夹具(适用于 MDS750/4)                                                                     
 最大能力管径   1-1/4" to 8-1/4"
零件编号   0299-0062-00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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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数控弯管机 --MDS750/4
DB 32 便携式数控弯管机配置工业级 LCD 液晶显示屏，可用于最大管径 1-1/4”非常快速及容易操作精准的弯曲到 190 度
弯曲的角度可以由工具上面的转轮设定调整，当启动电动开关时显示正确的弯曲角度直到弯曲完成

机器配置 1700W 强劲的电动机和高强度的齿轮箱
快速弯曲速度 3.5rpm

坚固的齿轮箱

容易使用的回转开关 

1700W 电动机包含  
外置式可更换碳刷  

弯曲模具包含角度刻 畫  
 

LCD 弯曲角度显示

用于设定弯曲角度的转轮  

安全不钻定开关

三脚架

铁管 (不包含)

转动钩

弯曲模

模具支撑轴

模具固定座

AL1

L2
A

L1
L2

A
L1

L2

L=L1+L2
A=L1-LR

L=L1+L2-LM
A=L1-LR

L=L1+L2+LM
A=L1-LR

材料

-

7/8 (22.22mm)

1    (25.4mm)

1 1/8 (28.58mm)

1 1/4 (31.75mm)

尺寸

45° 90° 180°
R(mm)

88

102

115

127

LR (mm) LM(mm) LR (mm) LM(mm) LR (mm) LM(mm)

35

39

45

50

92

103

118

130

92

103

118

130

48

58

55

71

96

112

118

135

-

-

-

 型号         DB32
 电压          110-120V~50-60Hz，220-240V~50-60Hz  
 动力        1700W
 空转         min-1  3.5  
 最大弯曲管径   32 mm（1-1/4" )
 软启动        包含
 净重(仅有机器)       14kg  ( 30.8 Lbs)

 

弯曲轴&弯曲模 

弯曲轴
   

   
零件编号

1.   5/8"      R=4D   0299-0045-00000-001
2.   3/4"      R=4D  0299-0045-00000-002
3.   7/8"      R=4D  0299-0045-00000-003
4.   1"          R=4D  0299-0045-00000-004
5.   1-1/8"      R=4D  0299-0045-00000-005
6.   1-1/4"      R=4D  0299-0045-00000-006

弯曲模
  

    
零件编号

5/8"      303-01220-004-001
3/4"      303-01220-004-002
7/8"      303-01220-004-003
1"          303-01220-004-004
1-1/8"       303-01220-004-005
1-1/4"       303-01220-004-006

选购附件

标准附件
●  三脚架
●  沾黏式固定带
●  吹塑工具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