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数控镜面电火花
精密电火花成型机

单轴数控电火花
全数控牛头电火花 型材专用电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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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汉奇更好的将部分瑞士技术、生产工

艺、生产管理以及客户服务融入进来，再凭借30多年在特种电加工和数控设备制造行业

的技术经验及严谨的做事理念，发扬工匠精神，使汉奇产品不断向更高平台攀登。现旗下

有：交流伺服中走丝线切割机床、精密电火花成型机、加工中心机床、精密数控雕铣机等

四大系列产品。

我们已把实现“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作为长期完成的愿景，把打造“电加工国际品牌，国

内电加工行业标杆企业”作为奋斗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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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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电火花成型机系列

瑞士技术
汉奇制造

目录

性能优越、品质保证

汉奇全数控电火花机床系列产品采用优质铸件设计，以瑞士制造标准为质量基础，全面实施ERP管理系统，严格遵循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在日本、瑞士放电技术的基础上，不断进取，严控每一个制造环节，获得了持久加工精度和加工稳定性，三

大加工指标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确保了您加工产品的一致性和精度的稳定性。

规格齐全、总有一款适合您...

全数控镜面电火花成型机、全数控牛头电火花成型机、单轴数控电火花成型机、型材专用电火花成型机四个系列多个型号产

品，必有一款产品满足您的生产、加工需求。

机床亮点 06

高速、低损耗智能技术 07

加工试样 08

机械结构 10

智能放电电源 12

全数控镜面电火花成型机系列 14

全数控牛头电火花成型机系列 16

全数控双牛头电火花成型机系列 18

单轴数控电火花成型机系列 20

型材专用电火花成型机系列 22 

备件耗材 24

服务网络 25

汉奇一站式服务 26

瑞士技术  汉奇制造 HanQi   HQG / HQK / HQKⅡ 0504



机床亮点 高速、低损耗智能技术

专业专注让您用的放心

稳定的机械结构、严苛的瑞士质量制造标准以及30多年的

技术沉淀，为您打造不一样的电火花成型机床。

提高您的加工效率

加工时高速抬刀、实现高速加工、大大提高您的加工效

率，搭载人工智能专家数据库、操作更便捷、更方便。

超低电极损耗

汉奇独特的具有高抗干扰能力的数控电源，将产生很低的电

极损耗、石墨加工更加显著，使您的产品加工精度更高，竞

争优势更强。

多电压、多脉冲、多回路控制

数控电源具有多电压、多脉冲、多回路控制方式，可根据

不同材料、不同工件、不同加工形状自动选择，使电火花

机床的三大加工指标做到更好、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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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瑞士及日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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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奇与瑞士著名公司的深度合作，从零部件采购、检验、生产、调试应用服务等均采用

先进的工艺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将国内数控电火花机床的加工精度、加工稳定性推向

新的高度。

 全面升级的全数控电火花电源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稳定性高及加工指标推向新的高

度。通过30多年在电加工行业的技术积累，更好的对电加工机床三大加工指标进行有效

的控制，实现高速低损耗的放电效果。

 新一代数控系统同时还具有快速镜面加工效果，实现对特殊材料更好的放电加工。

 领先的技术、高标准的制造工艺是未来成功的基础，汉奇智能智造将提供更多的高品质

产品，为您的成功更具一臂之力。

您成功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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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试样

石墨模具加工

材料：S136

加工深度：0.5mm

加工面积：80*150mm

加工时间：6h

表面粗糙度：2.2um

石墨模具加工

材料：S136

加工深度：30mm

加工时间：10h

表面粗糙度：1.8um

石墨深腔加工

材料：S136

加工深度：55mm

加工面积：30*55mm

加工时间：7h

表面粗糙度：1.5um

航空铝加工

材料：航空铝

加工深度：3mm

加工面积：70*0.5mm

加工时间：1.1h

表面粗糙度：1.15um

紫铜加工

材料：SKD61

加工深度：2mm

加工时间：4h

表面粗糙度：1.0um

六方钨钢加工

材料：钨钢

加工深度：5mm

加工面积：mm

加工时间：4h

表面粗糙度：0.7um

方形台阶加工镜面

材料：S136

加工深度：10mm

加工面积：30*22mm

加工时间：单腔6.5h

表面粗糙度：0.1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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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结构

 汉奇对每台机床的定位精度均通过用英国雷尼绍激光干涉仪进行严格的检测。

 每一个部件均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精度高出国家标准

20%以上。

 对每台机床各关键零部件的平面度、直线度、垂直度、位

置度等均通过德国蔡司三坐标检测仪进行严格的检测，

确保装配零部件的精度。

 部分机型采用大理石工作台面，长期使用不变形。

 采用进口精密级直线滚动导轨、精密级滚珠丝杆与进口交

流伺服电机直联、精度更高。

 全进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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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瑞士技术对机身进行结构性设计，高标树脂砂

铸件，确保长期使用精度的保持性。

 整机通过三维实体造型、有限元受力分析和充分的

实际验证，确保整体具有很高的刚性。

 “T”型机身底座、短“C”字型的机械结构，使放

电加工过程更稳定可靠。

 大功率交流伺服电机对主轴进行直联驱动，高速响

应性更好。

 加工液经过多级粗、精过滤方式进行过滤，确保加

工镜面的长期保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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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奇低损耗控制回路结合自身的优势，可使电极损耗对任

意材料均能得到极小的损耗、实现真正的无损耗加工。

手动EDM卡盘

多种数控摇动方式

 任意轴作为伺服轴、其他两轴或三轴均可做不同轨迹的摇

动进行加工。多达135种摇动方式。

 可根据客户要求选配高性能的windows系统，可操控性

更高。

智能放电电源

超低电极损耗

丰富的软件控制系统

 具有丰富的工艺数据库，多达11种电极对工件的加工组

合方式，可进行多种材料的自动加工和手动加工，用户

只需要输入简单的信息便可自动完成加工过程。

主轴夹具选配

气动EDM卡盘

拉丁组合 拉丁组合
拉丁组合

强力卡盘

强力卡托

90*90*0.6定位片50*50*0.6定位片

25*25电夹具

15*15电夹具

EDM延长杆

EDM零位检测杆 检测杆

EDM索嘴夹具

CNC零位基准

压花杆

F系列

E系列

D系列

C系列

B系列

A系列

机床主轴

 EDM火花机夹具系列。

 不锈钢电极夹具

 铜电极夹具系列

C（U）轴 四轴联动加工 气动夹头

高速高效

 数控电源采用高速软件、主轴抬刀速度可达5m/min，具

有很强的排屑作用。特别在深槽加工时更为显著。加工

速度是其他机床的两倍。 参数

 重复定位精度：0.002mm。

 夹紧力6000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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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技术与汉奇多年沉淀，打造的又一系列明星产

品。

 严格的制造过程控制标准对机床各项精度进行检

验，确保机床长期使用精度的保持性。

三轴均可实现伺服加工的高精度全数控镜面放电机，实现三轴三联动、四轴四联动等复杂模具及零部件加工。

适用于高精度、高光洁度模具及零件加工。

全数控镜面电火花成型机 技术参数

HQ-G30 HQ-G40 HQ-G50

  机床

外形尺寸 mm 1300×1300×2241 1650×2350×2400 1650×2300×2550

机床重量 kg 2200 2800 3500

  工作区域

X,Y,Z轴行程 mm 300×210×270 400×320×320 500×400×320

工作台面积 mm 600×400 680×420 800×50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400 500 1000

工作液槽尺寸 mm 950×620×360 980×650×400 1040×700×420

电极板至台面最大距离 mm 565 600 650

  脉冲电源

各轴分辨率 0.4 0.4 0.4

整机输入功率 kw 9 9 9

最大加工电流 A 50 50 50

最大电极重量 kg 50 50 50

最大加工效率 mm³/min        ≥ 500 ≥ 500 ≥ 500

驱动方式 全数字交流伺服

最小电极损耗 0.05% 0.05% 0.05%

最佳表面粗糙度 um Ra ≤ 0.08 Ra ≤ 0.08 Ra ≤ 0.08

最小驱动单位 um 1um 1um 1um

  数控系统

坐标数 60 60 60

输入方式 触摸屏，USB

显示方式 15寸液晶屏（TFT-LCD）,CRT

各轴补偿 各轴分别进行步距误差补偿，间隙补偿

各轴分辨率 0.4

工艺标准 钢/钢，细微钢，石墨/钢，铜细铜钨，铜钨/硬质合金铜/铝， 石墨/耐热合金，石墨/钛，创成加工铜/钢等

插补方式 直线、圆弧、螺旋线、竹枪

加工放电条件 登记功能1000个条件（C000-C999）

最大控制轴数 三轴三联动（标配）四轴四联动（选配）

输入范围 +9999.999~-9999.999

  特殊选件

*夹具详见13页 *特殊附件详见24页 *可选用高性能的windos操作系统

采用“L”型油箱结构，机床紧凑型设计，占地面积

更小，厂房利用率更高。

主轴可安装多种手动卡头和气动卡头。

瑞士技术  汉奇制造 HanQi   HQG / HQK / HQKⅡ 1514



全数控牛头电火花成型机

产品广泛适用于各类中大型模具制造、型材、军工、院校等行业。

技术参数

HQ540K HQ650K HQ850K HQ1060K HQ1260K

  机床

外形尺寸 mm 1640×1050×2150 2000×2320×2530 2280×2470×2690 2200×3600×2920 2500×3600×2920

机床重量 kg 3800 4000 4300 5200 5800

  工作区域

X,Y,Z轴行程 mm 500×400×300 600×400×350 800×500×400 1000×600×450 1200×600×450

工作台面积 mm 800×500 900×500 1150×600 1380×800 1380×80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1800 2000 3000 4000 4000

工作液槽尺寸 mm 1300×920×500 1612×985×540 1800×1100×570 2000×1300×700 2000×1300×700

电极板至台面最小距离 mm 300 350 500 500 500

最大电极重量 kg 50 70 100 100 100

  脉冲电源

整机输入功率 kw 9 9 9 9 9

最大加工电流 A 50 50 50 50 50

最大加工效率 mm³/min ≥ 500 ≥ 500 ≥ 500 ≥ 500 ≥ 500

驱动方式 全数字交流伺服

最小电极损耗 0.1% 0.1% 0.1% 0.1% 0.1%

最佳表面粗糙度 um Ra ≤ 0.1um Ra ≤ 0.1um Ra ≤ 0.15um Ra ≤ 0.15um Ra ≤ 0.15um

  数控系统

输入方式 触摸屏，USB

显示方式 15寸液晶屏（TFT-LCD）,CRT

各轴补偿 各轴分别进行步距误差补偿，间隙补偿

各轴分辨率 0.4

工艺标准 钢/钢，细微钢，石墨/钢，铜细铜钨，铜钨/硬质合金铜/铝， 石墨/耐热合金，石墨/钛，创成加工铜/钢

插补方式 直线、圆弧、螺旋线、竹枪

加工放电条件 登记功能1000个条件（C000-C999）

最大控制轴数 三轴三联动（标配）四轴四联动（选配）

输入范围 +9999.999~-9999.999

  特殊选件     

*夹具详见13页        *特殊附件详见24页        *可选用高性能的windos操作系统

 各轴均采用进口直线导轨、精密丝杆与进口交流伺服电机直连驱动，确保侧向加工的

高速响应性及加工速度。

 固定工作台及完全箱型设计，密集的多层肋骨补强，确保重负荷时机台不变形。

 采用高速上油泵，具有快速上油等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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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控双牛头电火花成型机

该机床广泛用于大型汽车模具制造及大型零部件加工行业。

 它采用固定工作台及完全箱型设计，密集的多层肋骨补强，确保重负荷时机台不变形。

 各轴均采用进口直线导轨、精密丝杆与进口交流伺服电机驱动，确保侧向加工的高速响应性

及加工的速度。

 双头火花机同时对一副模具进行加工，大大提高了加工效率。

技术参数

HQ1470K-Ⅱ HQ1880K-Ⅱ HQ2180K-Ⅱ

  机床

外形尺寸 mm 5000×3000×3600 6900×4050×4050 7000×4050×4050

机床重量 kg 12500 15000 18000

  工作区域

X,Y,Z轴行程 mm （850×2）×700×550 （1200×2）×800×600 （1400×2）×800×600

工作台尺寸 mm 1500×900 2000×1000 2500×120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10000 18000 22000

工作液槽尺寸 mm 2400×1350×700 3000×1540×700 3200×1650×740

最大电极重量 kg 200 250 300

电极板至台面最小距离 mm 600 600 600

电极板至台面最大距离 mm 1150 1200 1200

  脉冲电源

整机输入功率 kw 9+9 9+9 9+9

最大加工电流 A 50 + 50 50 + 50 50 + 50

最大加工效率 mm³/min ≥ 500 ≥ 500 ≥ 500

驱动方式 全数字交流伺服

最小电极损耗 0.1% 0.1% 0.1%

最佳表面粗糙度 um Ra ≤ 0.12 Ra ≤ 0.15 Ra ≤ 0.15

最小驱动单位 um 1um 1um 1um

  数控系统

坐标数 60 60 60

输入方式 触摸屏，USB

显示方式 15寸液晶屏（TFT-LCD）,CRT

各轴补偿 各轴分别进行步距误差补偿，间隙补偿

各轴分辨率 0.4

工艺标准 钢/钢，细微钢，石墨/钢，铜细铜钨，铜钨/硬质合金铜/铝， 石墨/耐热合金，石墨/钛，创成加工铜/钢

插补方式 直线、圆弧、螺旋线、竹枪

加工放电条件 登记功能1000个条件（C000-C999）

最大控制轴数 三轴三联动（标配）四轴四联动（选配）

输入范围 +9999.999~-9999.999

  特殊选件     

*夹具详见13页        *特殊附件详见24页        *可选用高性能的windos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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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轴数控电火花成型机

 超高速加工，最低电极损耗0.3%。

 具有快速修光功能。

石墨电极、钨钢、紫铜专用加工机床。

广泛适用于电子接插件、粉末冶金、汽车模具等行业。

技术参数

HQ350ZK HQ450ZK HQ550ZK HQ650ZK

  机床

外形尺寸 mm 1350×1300×2200 3260×1800×2500 4000×2500×2600 4600×3200×2700

油箱尺寸 mm 集成油箱 1350×800×480 1600×900×485 2000×2000×500

机床重量 kg 1350 1750 2500 3500

  工作区域

X,Y,Z轴行程 mm 350×220×200 450×350×200 550×450×250 650×550×400

辅助行程（Z轴） mm 250 250 300 300

工作台面积 mm 600×320 700×400 800×500 1000×60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500 800 1000 2500

工作液槽尺寸 mm 920×570×350 1080×660×400 1300×770×550 1720×1000×620

电极板至台面最大距离 mm 570 680 820 900

  脉冲电源

整机输入功率 kw 7 11 11 11

最大加工电流 A 50 50 50 50

最大电极重量 kg 50 60 100 200

最大加工效率 mm³/min 500 500 500 500

最小电极损耗 ≤ 0.1% ≤ 0.1% ≤ 0.1% ≤ 0.1%

最佳表面粗糙度 um 0.8 0.8 0.8 0.8

  数控系统

输入方式 触摸屏，USB

显示方式 15寸液晶屏（TFT-LCD）,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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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材专用电火花成型机

铝型材挤压模具专用火花机。

广泛应用于铝型材模具加工、锻造模具加工等。

技术参数

HQ350X HQ450X HQ550X HQ650X

  机床

外形尺寸 mm 1350×1300×2200 1350×1300×2200 4000×2500*2600 4600×3200×2700

油箱尺寸 mm 1350×800×480 1350×800×480 1600×900×485 2000×2000×500

机床重量 kg 1350 1750 2500 3500

  工作区域

X,Y,Z轴行程 mm 350×220×250 450*350*200 550×450×250 650×550×400

辅助行程（Z轴） mm — 250 300 300

工作台面积 mm 600×320 700×400 800×500 1000×600

工作台最大承重重量 kg 500 800 1000 2500

工作液槽尺寸 mm 920×570×350 1080×660×400 1300×770×550 1720×1000×620

电极板至台面最大距离 mm 570 680 820 900

  脉冲电源

整机输入功率 kw 7 11 11 11

最大加工电流 A 50 100 100 100

最大加工效率 mm³/min 500 500 500 500

最小电极损耗 ≤ 0.1% ≤ 0.1% ≤ 0.1% ≤ 0.1%

最佳表面粗糙度 um 1.0 1.0 1.0 1.0

  数控系统

输入方式 手动

显示方式 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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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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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奇服务

原厂提供最适合的特殊附件选择

 原厂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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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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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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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奇位于美丽的江南水乡—苏州

磁性吸盘

专用镜面加工液

油冷机

三相稳压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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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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