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控中走丝线切割机床

HQ-F3系列 HQ-UP系列
HQ-GS1系列 HQ-EZ系列

概览

汉奇数控：一切为您

用户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一切为用户服务是我们的责任。汉奇将长期

为您提供高品质的电加工和铣削加工数控设备，同时为您提供高效优质的

技术服务支持。通过与瑞士著名公司的技术合作，我们已在管理和制造产

品的每个环节上都得到了有效提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为您提供更具竞

争优势的产品。

联系方式

苏州汉奇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市相城区如元路169号

Tel：+86（0）512 6721 4582

   +86（0）512 6575 5250

Fax：+86（0）512 6618 3403

E-mail：sales@hanqicnc.cn

Web：http://www.szhq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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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汉奇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电加工、数控设备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创建于2005年，坐落于素有“电加工发源地”之称的苏州。

汉奇与世界知名品牌（瑞士公司）技术的合作，使汉奇将瑞士技术、生产工艺、生产管

理以及对客户的技术服务等都得到了良好的融合，再凭借30多年在特种电加工和数控

设备制造行业的技术经验及“细节决定成败”的做事理念，使汉奇产品站到国内最高的

平台。现旗下有：全伺服中走丝线切割机床、电火花机床、加工中心机床及数控雕铣机

等四大系列产品。

我们已把打造“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作为长期奋斗的愿景、以实现“电加工国际品牌，

国内电加工行业标杆企业”为目标，为此我们将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为您打造更多高

品质的数控设备。

汉奇简介

ABOUT US
HANQISHUKONG

等10多项国家专利及荣誉证书

30 年专业积累——国家高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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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亮点 智能技术

瑞士技术让您始终保持领先

独特稳定的机械结构、严苛的质量标准以及30多年的

技术沉淀，为您打造不一样的中走丝线切割机床。

增加您的营业额

高性能、高精度帮助您提高产出率，人工智能脉冲电

源拥有丰富的专家数据库，操作更快捷、更简单。

提高用户生产力

通过低丝损耗和高效率放电系统的设计降低了成本，提

高了您的加工效率，助您迈向成功。

受益于汉奇独特的技术

您将从汉奇获得超过30多年专业积累，采用瑞士电加

工专用技术中受益。我们还针对您所在行业的特性，

为您提供极具竞争优势的应用支持，包括机床正常运

行维护。

成功之路的专业解决方案

 汉奇与瑞士公司深度合作，将瑞士制造技术完美运用到中走丝系列产品中。从铸件设

计、零部件加工到主机的装配及检验、调试、包装均有先进的工艺流程保证和质量管理

体系，把中走丝行业精度和稳定性推向了新的高度。

 汉奇新一代“AC”智能脉冲电源具有电流精准控制和强大的自适应等慢走丝先进技术，

获得了更高的效率和表面质量。

 领先的技术是未来成功的基础，汉奇智能智造将提供更多的高品质产品，为您成功助一

臂之力。

您成功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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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领域

镶件

材料：CR12

厚度：40mm

Ra：＜0.65μm

型材模具

材料：H13

厚度：40mm

Ra：＜0.8μm

误差：＜10μm

电机转子

材料：CR12

厚度：40mm

Ra：＜0.75μm

误差：＜8μm

冲头

材料：CR12

高度：250mm

Ra：＜1.4μm

误差：＜15μm

电机定子

材料：CR12

厚度：40mm

Ra：＜0.7μm

误差：＜8μm

变锥

材料：CR12

厚度：50mm

Ra：＜0.75μm

跳步

材料：CR12

厚度：20mm

精度：＜15μm

卡簧模具

材料：CR12

厚度：52mm

Ra：＜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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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结构

 汉奇为确保每一台设备的精度，全部采用英国雷尼绍激光干涉仪检测设备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

 每一个部件均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并使其高出国家标准

20%以上。

 专用防腐、防锈工作台，确保长期使用的高精度。

 全进口交流伺服电机与滚珠丝杆直联，无间隙驱动，具有

螺距补偿和反向间隙补偿等诸多特点。

 全进口定制的高性能龙门加工中心、高精密磨床，确保铸

件加工的高精度和品质。

 基于专业的有限元软件分析和优化，机床具

备无与伦比的机械稳定性。

 多次时效处理，机床精度的良好保证。

 机床“C”型结构、“T”型底座，整体浇

铸，更稳定、更可靠。

注：部分产品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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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丝系统 HQBK智能电源

 进口直线导轨及进口换向开关，确保丝筒精度长期稳定性

及高寿命。

 丝筒采用了多级变频调速。

 运丝筒跳动精度≤0.01mm。

 汉奇最新智能电源，集成高效放电模块让每一个脉冲发挥

最大能量。

 每台电柜都经过严格的生产工艺流畅，并进行40℃高温

老化测试，品质更加可靠稳定。

 采用90°旋转操作平台，方便您的操控。

 高品质、低功耗无风扇工控计算

机，运行速度更快。解决了您

长期不能读取复杂图形的问题。

 数控电源90%元器件均采用国际

知名品牌，确保长期使用的可

靠性，从而保障了您长期的利

益。

自动上丝

 传统机床手摇上丝，而汉奇机床可一键自动上丝，减少操

作人员劳动强度和辅助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欧美标准安全上丝等级。

过滤系统：

 采用独特的单向或双向自动紧丝机构，长时间无需人工紧

丝；特质导轮及专利型眼膜可长期使用并保持精度。

 多层水过滤装置，大大提高了加工的长期使用时间，为加

工工件表面的高精度及粗糙度奠定了基础。

 绿色环保水基切割液

工控计算机

进口电气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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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加工 人机界面

独特的放电模块

放电系统具有多电压、多脉冲智能化电源控制模块，抛弃了传统单脉冲、单电压控制方式。

强大的工艺数据库

可根据不同的加工对象，选择不同的放电回路，并可完成特殊材料的优质加工（如：钛合金、钨钢加

工等等）。

保护您的利益

系统具有自适应控制功能，高速加工时，当发生异常现象时，系统能自动识别并回到安全区，防止钼

丝烧断。

提升您的Ra值

“AC”脉冲电源，精准电流控制有效保证加工表面质量（Ra<0.65um)。

方便您的操作

独有的放电加工软件，人机对话加工模块，您只需输入钼丝直径、工件材料等变量，即可得到您想要

的加工效果，变的得心应手。

 友好人机界面，图形驱动技术，无需接触代码。二维直接

绘图、网络接口或USB图形输入。

 直接进行图形加工，实时显示加工轨迹。

 人机对话，只需根据加工要求填写参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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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技术结合汉奇最新的智能脉冲电源而打造的又

一系列“明星”产品。

 高刚性、优质的工作台具有防锈、防腐性能。

 Z轴数控，锥度加工精度更高。

 五轴丝杆与电机直联驱动，微米级的精度控制。

 自动上丝功能，无需人工紧丝。

（注：HQ-630F3以上机型为独立电柜，HQ-1000F3、HQ-1200F3、

HQ-1600F3为分体机械。)

它是一款高精度五轴数控中走丝机床。

适用于高精度锥度加工、高精度零部件加工等行业。

HQ-F3系列 技术参数

HQ-400F3 HQ-500F3 HQ-630F3 HQ-800F3 HQ-1000F3 HQ-1200F3 HQ-1600F3

  机床

机床尺寸（长×宽×高） mm 1750×2000
×2330

1900×2250
×2330

2150×1750
×2150

2300×1900
×2650

2700×3800
×2600

3400×4300
×2600

4300×4500
×2600

电柜尺寸（长×宽×高） mm 一体机 一体机
1000×550
×1980

1000×550
×1980

1000×550
×1980

1000×550
×1980

1000×550
×1980

机床重量 kg 2200 2800 3500 4200 5500 9000 11500

工作台行程（X / Y） mm 400×320 500×400 630×500 800×630 1000×800 1200×1000 1600×1200

U、V轴行程 mm ±35 ±35 ±35 ±35 ±35 ±35 ±35

Z轴行程（数控可调） mm 300 300 300 500 500 500 500

最大切割厚度 mm 300 300 300 500 600 600 600

最大加工锥度（角度/厚度） °/mm ±12°/80 ±12°/80 ±12°/80 ±12°/80 ±12°/80 ±12°/80 ±12°/80 

电极丝直径范围 mm φ0.12-0.20 φ0.12-0.20 φ0.12-0.20 φ0.12-0.20 φ0.12-0.20 φ0.12-0.20 φ0.12-0.20

机床功率 kw ≤2.3 ≤2.3 ≤3 ≤3.5 ≤3.5 ≤3.5 ≤3.5

  工作区域

工作台面尺寸 mm 680×480 800×500 930×650 1050×650 1280×990 1490×1200 1880×1410

工作液槽尺寸 mm 1000×640 1200×740 1360×930 1400×940 1580×1150 2000×1460 2220×166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500 600 750 800 1600 2000 2600

  工作液槽

过滤精度 μm 10 10 10 10 10 10 10

液箱最大容积 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脉冲电源

驱动方式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最佳加工表面粗糙度 μm Ra≤0.65 Ra≤0.65 Ra≤0.7 Ra≤0.8 Ra≤1.0 Ra≤1.0 Ra≤1.0

最大切削速度 mm2/min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260

运丝速度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数控系统

数据系统 AUTO CUT

硬件配置 无风扇工业电脑、32G工业固态硬盘、标准PC键盘

通讯接口 USB、LAN、RA232

控制轴数 5轴控制4轴联动

语言界面 汉语、英语、俄语、日语

尺寸单位 公制、英制

手动控制 标准配置

  动力源

标准电源 380V±10%， 50/60Hz， 2kVA

环境条件 15 ~ 30°C (温度) / 40 ~ 80% (湿度)

  特殊选件     

*电子手轮     *全进口光栅尺     *直线电机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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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UP系列

国内唯一采用瑞士全面技术转移产品，具有广泛的客户群体和良好口碑。

广泛适用于电子行业、军工等高精度制造业。

 大壁厚优质三点支撑铸件，经过长期充分的生产运行和客

户验证，具有很高的刚性，即使在高负载下也能获得很

高的精度。

 原装瑞士技术控制电源及软件，全球一线品牌供应商，确

保每一个零部件可靠运行，是长期使用的有效保障。

 软件可设定丝筒停在左、右两端，大大缩短了辅助上丝时

间。

技术参数

HQ 1 UP HQ 2 UP HQ3UP

  机床

主机尺寸（长×宽×高） mm 1750×1350×1800 1900×1800×2000 2200×1950×2150

电柜尺寸（长×宽×高） mm 1000×550×1900 1000×550×1900 1000×550×1900

机床总重（主机+电柜） kg 1810 2680 3500

X、Y、Z  轴行程 mm 350×320×250 500×400×250 630*500*300

U、V 轴行程 mm ±18 ±18 ±35

最大加工锥度（角度/厚度） º/mm ±10/80 ±10/80 ±10/80

电极丝直径 mm 0.12 ~ 0.20 0.12 ~ 0.20 0.12 ~ 0.20

  工作区域

最大工件尺寸 mm 630*400*200 800×500×300 930*650*400

最大工件重量 kg 300 600 800

工作台尺寸 mm 650×420 800×500 930*650

最大切割厚度 mm 300 350 300

工作液槽尺寸 mm 960×640×120 1200×740×150 1360*930*150

  工作液槽

过滤精度 µm 10 10 10

液箱容积 L 50 50 50

  脉冲电源

最大切割效率 mm2/min 180 190 190

最佳表面粗糙度Ra µm ≤1.0 ≤1.0 ≤1.0

  数控系统

硬件配置工业 PC、 80G硬盘、标准PC键盘

通讯接口                                                                           USB、 LAN，、RS232

控制轴数                       四轴联动

ISO代码        采用G和M代码生成直线—圆弧—锥度四轴加工程序

界面语言 汉语、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俄语

尺寸单位                                         公制、英制

手动控制                                           标准配置

标准电源                                                                           380V±10%， 50/60Hz， 2kVA

环境条件                                                                           15 ~ 30°C (温度) / 40 ~ 80% (湿度)

  主要选件                 

CAD/CAM软件

*  除上述型号外，还可为您提供更大规格的机床（HQ 4 UP、HQ 5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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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GS1系列

它是国内最早批量使用的伺服中走丝机床，使您替代低端步进中走丝的首选产品。

广泛用于模具制造、型材、军工院校等行业。

技术参数

HQ-400GS1 HQ-500GS1 HQ-630GS1 HQ-800GS1

  机床

机床尺寸（长×宽×高） mm 1750×1250×2000 1850×1400×2020 2050×1550×2000 2300×1900×2300

电柜尺寸（长×宽×高） mm 1000×550×1980 1000×550×1980 1000×550×1980 1000×550×1980

机床重量 kg 2000 2500 3000 3800

工作台行程（X / Y） mm 400×320 500×400 630×500 800*630

U、V轴行程 mm ±25 ±25 ±25 ±25

Z轴行程（电动可调） mm 260 260 260 280

最大切割厚度 mm 300 300 350 380

最大加工锥度（角度/厚度） °/mm ±6°/80 ±6°/80 ±6°/80 ±6°/80

电极丝直径范围 mm φ0.12-0.20 φ0.12-0.20 φ0.12-0.20 φ0.12-0.20

机床功率 kw ≤2.3 ≤2.8 ≤3 ≤3.5

  工作区域

工作台面尺寸 mm 660×450 720×520 880×600 1050*650

工作液槽尺寸 mm 980×550 1180×710 1310×795 1400*94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400 500 700 800

  工作液槽

过滤精度 μm 10 10 10 10

液箱最大容积 L 100 100 100 100

  脉冲电源

驱动方式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交流伺服

最佳加工表面粗糙度 μm Ra≤0.7 Ra≤0.7 Ra≤0.8 Ra≤0.8

最大切削速度 mm2/min ≥220 ≥220 ≥220 ≥220

运丝速度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变频调速

  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 AUTO CUT

硬件配置 无风扇工业电脑、32G工业固态硬盘、标准PC键盘

通讯接口 USB、LAN、RA232

控制轴数 4轴联动、导丝嘴升降控制

语言界面 汉语、英语、俄语、日语

尺寸单位 公制、英制

手动控制 标准配置

  动力源

标准电源 380V±10%， 50/60Hz， 2kVA

环境条件 15 ~ 30°C (温度) / 40 ~ 80% (湿度)

  主要选件

*电子手轮     *全进口光栅尺 

*Z轴数控，UV轴采用滚珠丝杆（GS1系列）

 是市场上使用最广泛、青睐的产品。

 优质铸铁材质，多次时效回火。

 “C”型结构，“T”型机身，保证了设备长期稳定性。

 UV轴采用十字滑台形式，结构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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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EZ系列 技术参数

HQ-400EZ

  机床

机床尺寸（长×宽×高） mm 1750×1200×2000

机床重量 kg 1600

工作台行程（X / Y） mm 400×320

U、V轴行程 mm ±25

Z轴行程（电动可调） mm 260

最大切割厚度 mm 300

最大切削斜度/工件厚度 degree/mm ±6°/80

电极丝直径范围 mm φ0.12-0.20

机床功率 kw ≤2.3

  工作区域

工作液槽尺寸 mm 550×990

工作台面尺寸 mm 660×45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200

  工作液槽

过滤精度 μm 20

液箱最大容积 L 100

  脉冲电源

驱动方式 直联驱动

最佳加工表面粗糙度 μm Ra≤1.0

最佳多刀切割精度 mm 0.01

最大切削速度 mm2/min ≥200

运丝速度 变频调速

  数控系统

数控系统 AUTO CUT

硬件配置 无风扇工业电脑、32G工业固态硬盘、标准PC键盘

通讯接口 USB、LAN、RA232

控制轴数 4轴联动、导丝嘴升降控制

语言界面 汉语、英语、俄语、日语

尺寸单位 公制、英制

手动控制 标准配置

  动力源

标准电源 380V±10%， 50/60Hz， 2kVA

环境条件 15 ~ 30°C (温度) / 40 ~ 80% (湿度)

  特殊选件

电子手轮

 直连驱动的中走丝线切割机床。

 适用于通用的模具及零部件加工。        

 “EZ”系列中走丝是汉奇公司为满足中小型企业发展而

研发的一款经济机型，是替代传统步进中走丝的最佳产

品。

 X/Y方向采用直线导轨滚珠丝杆，并可实现螺距补偿和反

向间隙补偿，确保您的各项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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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耗材

用心服务，您的身边有汉奇

为使机床发挥最大的生产力获得更大的收益，我们在国内建立了有效

的服务网络，将在机床运行、维护及应用支持等客户服务提供快速响

应，及时多方位的解决您的难题。

服务网络

汉奇位于美丽的江南水乡—苏州

原厂提供最适合的耗品选择

 经过原厂认证的高品质备件耗材，可以减少维护时间使您的生产率提高，同时又降低

了机床的故障率，提高了机床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最大限度节约您的使用成本。

 汉奇设计的专利眼膜可有效提高加工精度及放电的稳定性。

 采用优质导电块使用寿命更长。

导电块

导轮

底座

眼膜

成都

兰州

昆明

贵阳

重庆

西安

山东

郑州

合肥

太原

南通
上海

北京

天津

沈阳

长春

哈尔滨

长沙

东莞

福州

珠海

温州

武汉

江苏·苏州

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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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奇一站式服务

中走丝机床 瑞士技术、汉奇制造

 瑞士设计理念，瑞士软件控制，C型结构、

三点支撑、高刚性、精度保持良好、AC交流

伺服驱动系统，高锥度加工，独特恒张力结

构，稳定可靠、XP操作系统、图标化设计。

加工中心 高精度加工中心

 为了更好的为您提供一站式服务，汉奇结合

瑞士及自身30多年数控设备的技术经验，研发

生产了硬轨、线轨及龙门加工中心，并可根据

您的需求定制不同系统（日本三菱、发那科、

德国西门子等）的数控加工中心。

 适用于汽车配件、航空、3C电子等产品的

加工。

高速雕铣机 高速龙门雕铣机

 高速龙门雕铣机已逐渐替代部分电加工的加

工工艺，汉奇结合瑞士及自身30多年数控设备

的技术经验，研发高性价比的龙门高速机，深

受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广泛用于：电子行业、五金工具、模具等。

火花机系列 高精度镜面火花机

 汉奇镜面火花机以日本放电技术为基础，结

合自身的特点，使它的各项加工指标远远高于

同类产品，特别是石墨加工时效率更高、损耗

更小，是替代进口镜面火花机的首选产品。

 适用于各类高精度模具的加工。

维修支持：

与备件有关的所有服务、技术支持和检修服务。

商务支持：

提供满足客户特定需求的解决方案。

备件服务：

提供高品质备品备件，保障机床可靠运行，获得最大收益。

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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