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部：佛山市南海华南锻造金属结构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松岗镇山南大道中区二路 

座机：0757-85201818 

传真：0757-85221318 

网址：www.hnzgjx.com.cn 

邮箱：hnmtl1818@qq.com

邮编：528234 

生产基地：恩平市华南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三区 A22，A23 号 

电话：0750-7773328

Foshan Nanhai Huanan Forging Metal Structure Co., Ltd.
ADD:Road2,Middle Section, Shangnan Avenue, Songgang     
Town,NANHAI, Foshan City, Guangdong China 
TEL:0757-85201818 
FAX：0757-85221318 
WEB:http:www.hnzgjx.com.cn 
E-mail:hnmtl1818@qq.com 
PC:528234
Production base: Guangdong Huanan Heavy Industry (Enping) Co., Ltd. 
ADDRESS:A22,A23,zone 3,enping industrial park,jiangmen 
industrial transfer park,guangdong, China 
TEL:0750-7773328

手机画册公 众 号





       佛山市南海华南锻造金属结构有限公司始创于 1993 年 11 月 29 日，是一家信誉优良，订单稳定，

管理较为完善的专业制造挤压设备及金属锻打热处理加工的民营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诚信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2013 年我公司在广东恩平市新设生产基地恩平市华南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50000 多平方米，注册资本 1080 万元，
拥有固定资产一亿多万元，现有员工 170 多人，其中高级职称 6 人（锻造工程师多名，热处理工程师 1 名 , 油电路工程师 2
名），初级职称近 10 人，大专以上学历和技工等专业技术人员占企业员工的 70％以上。产品主要涉及铜、 铝型材挤压行
业使用的挤压机整机设备，以及相关配件制造。凭着雄厚的技术力量，齐全的设备配套，和严格的品质监控，现我司生产
能力可达到制造 160MN 及以下的铜铝型材挤压整机设备及其以下的相关配套配件。

        本公司拥有 4 个生产车间，分别为铜铝型材挤压机制造车间、金属模具锻造车间、机械加工车间、金属热处理车间。
是目前广东省设备最齐全的铜、铝型材挤压机及配件配套专业生产制造厂家。各分厂的主导产品和规模情况如下：

       Foshan Nanhai Huanan Forging Metal Structure Co., Ltd. was founded on November 29, 1993. It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manufacturing 
extrusion equipment and metal forging heat treatment with good reputation, stable orders and relatively complete management.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integrity management and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scale, our company established a new production base in Enp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Enping South China Heavy Industry Technology Co., Ltd.,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50,000 square meters and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10.8 million yuan. With fixed assets of more than 40 million yuan, there are more than 170 employees, including 6 senior titles (1 forging engineer, 1 heat 
treatment engineer, and 2 oil circuit engineers), nearly 10 junior titles,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and technicians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ccount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company's employees. The products are mainly related to the complete extrusion machine equipment used in the copper and 
aluminum profile extrusion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manufacture of related accessories. With strong technical force, complete equipment, and strict quality 
control, our production capacity can reach the production of 160MN and below copper and aluminum profile extrusion equipment and related accessories 
of 120MT and below.

       The company has 4 production workshops, namely the copper and aluminum profile extrusion machine manufacturing workshop, the metal mold 
forging workshop, the mechanical processing workshop, and the metal heat treatment workshop. It is currently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copper and 
aluminum extrusion presses and accessories with the most complete equipment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main products and scale of each branch are as 

follows: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华南重工科技，成立于 1993 年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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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铝型材挤压机制造车间
专业设计、品质生产是该车
间 的 经 营 理 念。 无 论 由 600
吨到 100MN 的挤压机，我公
司一直坚持对设备外形结构
优化；油路、电路自动化等
核心环节技术升级。特别是
针对市场需求，解决用户特

种产品配套用机。

          金属热处理车间
拥有盐浴炉、各式井式热处
理加热炉及回火炉，φ2.5M
×3M、10M×1M×1M 卧 式
加热炉 φ0.6M×6M 深井炉，
对各类模具、中频的淬火、
回火。长轴的调质处理硬度、
金相等检测设备精良，质量
达国家标准。具备加工调质
处理 16000 吨以下的铝型材
挤压机所有各部件的能力。

           金属模具锻造车间
锻造各类大小金属配件及模
具坯料 , 锻造加工年产量超
过 2500 吨。
公司遵循以为客户提供一流
产品和优质服务为宗旨，不
断进步，追求卓越是我们的
精神。

                  机械加工车间
加工挤压设备零件及其他机械配
件，立车最大加工件直径为 5 M、
高度 3.3M，重 60 吨。卧车最大加
工件为 2.5 M，长 10M。镗床加工 
X.Y.Z 可达 5M×4M×2.5M。台湾
原装进口的 4.2M×2.1M×1.1M、
2.6M×1.6M×0.9 数控龙门铣床可 
加 工 制造 16000 吨以下的铝型材
挤压机所有各部件，不但具备企
业内部自产挤压机的自主加工能
力，同时具备对世界级万吨铝型
材挤压筒、挤杆、制造型材机盛
锭筒等核心机械配件的制造维修
能力，对市场铜铝型材挤压机机
械加工维修能力基本全面覆盖。
现服务单位超过 400 余家。

总公司 于 1993 年成立 2013 年新设 5 万多平米
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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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重工永远是您忠实的朋友、
可信赖的合作伙伴，选择华南重工，
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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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愿景
Corporate vision

文化理念
Cultural concept 

效率成就，诚信铸就未来。
华南重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依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专业化的、高凝聚力的生产技术人
才和管理队伍，在积极引进、消化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国内高质量的铝型材设备。
坚持创新，真诚服务，华南产品不断适应铝型材生产企业的发展和设备的更新换代。

与员工共同成长
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促发展，向
规模要效益。

为客户优化服务

以客户为中心尽心尽力，完美服务。

向股东贡献价值

创一流名企，实现百年伟业。

对社会承担责任

以市场为导向，以网络为基础，以
信誉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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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SHAREHOLDER VALUE

EMPLOYEE GROWTH

CUSTOMER SERVICE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01 ENPING PRODUCTION BASE 

ASSEMBLY WORKSHOP

恩平生产基地装配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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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计/品质生产/信誉服务专业设计/品质生产/信誉服务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

专
业

专
注

高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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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计/品质生产/信誉服务专业设计/品质生产/信誉服务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Constant power control function system: Constant power control function is through the detection of the main motor current as the 
benchmark, automatic regulation of oil pump displacement to achieve motor will not overload work. When the pressure rises, the 
extrusion speed does not need to be accelerated,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reduce the pump displacement, the pressure will not be 
reduced, the motor will not overload state, when the pressure is reduced,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increase the pump displacement 
to a predetermined speed. The reactive power loss of the extrusion material is strictly controlled when the extrusion material reaches the 
breaking point, thus the high efficiency and energy saving effect can be achieved. The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has been applied for.

节能创新技术亮点
Highlights  Of  Energy  Saving  
Innovation  Technology

恒功率控制功能系统：恒功率控制功能是通过检测主电机电流为基准，自动调控油泵排量来实现电机不会超负
载工作。在压力升高时，挤压速度无需加快，系统会自动减少油泵的排量压力保持不降低，电机保持不超载状
态，当压力降低时，系统会自动加大油泵的排量到预定的速度。严格控制在挤压出料突破时产生多余排量的无
功损耗，从而能达到高效节能效果。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恒功率省电功能每
吨铝材可节省电量
大于等于 15%  

恒功率省电功能每
吨铝材可节省电量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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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结构紧凑 , 前横梁，
主油缸采用锻打 35# 钢

全自动、半自动双重控制
恒功率控制技术
权威部门鉴定可降电耗 10%以上

本公司标准配置主电机
用进口静音轴承

1450T 以上可减少装
机容量

刚性好

智能节
能降耗

环保
静音

科技
创新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

恒功率节能案例展现 -- 广东华昌铝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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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功率挤压机传统挤压机

Project Atlas

Φ152mm 棒径未使用恒功率功能传统机台数据：

Φ152mm 棒径使用华南恒功率功能控制机台数据：

华昌铝厂于 2021 年 6 月份使用恒功率与未
使用的新旧生产线两机台平均数对比总结：

华 南 挤 压 机 生 产 每 吨 成 品 铝 材 节 约
67.33 度电，每度电约 0.7 元 / 度计算，每
吨节约 47.13 元 / 吨，因此 23# 机 6 月产量
538.62/ 吨 x47.13 元 / 吨 =25385 元可节约
用电。

注：以上为华昌公司提供的单台套数据（包括：一台挤压机、棒炉、冷床、牵引机、模具炉）

机台 产量 用电量 每吨电耗 每吨电费（0.7 元 / 度）

16# 496 吨 151528 度 305.5 度 / 吨 213.85 元 / 吨

15# 449 吨 119209.5 度 265.5 度 / 吨 185.85 元 / 吨

机台 产量 用电量 每吨电耗 每吨电费（0.7 元 / 度）

23# 538.62 吨 117510.5 度 218.17 度 / 吨 152.72 元 / 吨

传统机·恒功率机 电耗 / 电费对比

0.0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05.50

16# 传统机

电耗（度 /吨） 每吨电费（元 /吨）

15# 传统机 23# 恒功率机

213.85

265.50

185.85

218.17

152.72

350.00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挤压机特点
660UST Extruder

600T 挤压机挤压机特点600T 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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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机参数
770UST Extruder

700T 挤压机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

挤压机特点
1100UST Extruder

1000T 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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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5UST Extruder

1450T 挤压机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挤压机特点
1980UST Extruder

600T 挤压机1800T 挤压机

挤压机参数
2200UST Extruder

2000T 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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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

挤压机特点
2750UST  Extruder

2500T 挤压机

3600T 挤压机
3960UST  Extruder

12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挤压机特点
6050UST Extruder

600T 挤压机5500T 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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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好刚性好节能
降耗
节能
降耗

环保
静音
环保
静音

科技
创新
科技
创新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1 4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挤压机特点
8250UST Aluminium Extrusion Press

600T 挤压机广东省首台套（广东凤铝公司）7500T 挤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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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好刚性好节能
降耗
节能
降耗

环保
静音
环保
静音

科技
创新
科技
创新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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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Φ200  Floor Type Boring  Machine

    200 落地镗床
10M  Horizontal Lathe

10M 卧式车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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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机特点600T 挤压机台湾高锋 B2616 数控龙门铣
B2616  CNC Milling Machine

φ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

挤压机特点
The  Engineer  Assists  The  Customer In  
The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600T 挤压机工程师协助客户检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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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机特点
Atlas Of Extrusion  Machine Spare Parts

600T 挤压机挤压机零配件

9000T 盛锭筒总成

9000T Container Assemblage

挤压杆、 挤压饼 Ram Stems、Dummy Blocks 10000T 挤压杆 10000T  Ram  Stem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挤压机特点
Machining Center

600T 挤压机机械加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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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基地机械加工中心
Production Base Machining Center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20

挤压机特点
FENGLU  7500T  Extruder  Engineering Case

600T 挤压机凤铝 7500T 挤压机工程案例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挤压机特点600T 挤压机佛山通宝 1250T 银合金工程案例 
 

挤压机特点
Project Atlas

Project Atlas

600T 挤压机重庆新美鱼实业 5000T 挤压机工程案例 

  21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22

挤压机特点600T 挤压机广东和胜 2500T 挤压机工程案例
  

挤压机特点600T 挤压机  江苏顺丰铝业 1450T 挤压机工程案例
  Project Atlas

Project Atlas



华南重工 . 科技创新

HUANAN

挤压机特点600T 挤压机湖北兴和电力 3600T 挤压机工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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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机特点600T 挤压机广东凤铝铝业 4000T 挤压机工程案例
  

Project Atlas

Project Atlas



高效节能 品质保障 维护方便

HUANAN24

广东凤铝铝业 4000T 挤压机工程案例
  

挤压机参数
Extruder Parameters

型号 
Msdel

铝锭直径
X 长度 

Aluminum 
Stick  

Diameter x  
Length（mm)

柱塞直
径 

Main 
Piston 

Diameter
（mm）

边缸直径
X 数量 

Side  Cylinder 
Diameterx

Number（mm）

模座直径
X 厚度 

Die Holder 
Diamerer x 

Length（mm）

主缸行程 
Main 

Cylinder 
Travelling
（mm）

主缸快
进速度

（mm/s）

主缸快
退速度 
Rapid 

Backwards 
of Main Oil 

Cylinder
（mm/s）

工进速度 
Extrusion 

Speed
（mm/s）

设备总
功率 

Capacity
（KW)

设备
总重 

Weight
（T）

 600T 
660UST Φ80-90X500 Φ580 Φ140X2 Φ190X100 1050 259 515 9 78 26

 700T 
770UST Φ90-100X550 Φ620 Φ140X2 Φ220X250 1120 276 548 9.55 98 29

 800T 
880UST Φ100-110X600 Φ650 Φ180X2 Φ220X250 1320 311 550 13.93 137.5 39

 1100T 
1210UST Φ120-127X680 Φ750 Φ160x2 Φ250X260 1380 396 866 11.76 148 51

 1250T 
1375UST Φ130-135X800 Φ840 Φ200x2 Φ320X320 1500 358 651 13.08 252 70

 1500T 
1650UST Φ152-X900 Φ870 Φ220x2 Φ400X395 1800 280 362 13-20 345 90

 1650T 
1800UST Φ178X900 Φ920 Φ220x2 Φ400X395 1800 280 362 15-20 345 120

 1800T 
1980UST Φ178X1050 Φ950 Φ200x2 Φ420X420 1700 461 452 15-20 429 132

 2100T 
2310UST Φ203X1050 Φ1000 Φ220x2 Φ400X400 1750 368 288 15-20 439 180

 2200T 
2420UST Φ203X1100 Φ1000 Φ220x2 Φ400X400 2170 378 410 15-20 530 190

 2500T 
2750UST Φ228X1100 Φ1080 Φ220x2 Φ530X530 2170 470 348 15-20 530 250

 3000T 
3300UST Φ254X1200 Φ1180 Φ250x2 Φ560X560 2170 293 223 15-20 540 300

 3600T 
3960UST Φ305X1350 Φ1250 Φ320x2 Φ510X510 2350 380 360 15-20 721 350

 4000T 
4400UST Φ320X1410 Φ1350 Φ300x2 Φ650X650 2350 437 516 15-20 911 430

 4500T 
4950UST Φ355X1400 Φ1420 Φ320x2 Φ700X650 2550 293 227 15-20 911 510

5500T Φ380X1600 Φ1520 Φ320x2 Φ805X805 2550 246 312 15-20 1003 750

7500T Φ488X1700 Φ1760 Φ400x2 Φ1000X1070 2550 220 360 15-20 约 1500 900

参数仅供参考，可根据客户实际使用需求设计



COMPANY HONOR 

公司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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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聚盛源铝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横栏镇铜泰铝材厂

山东伟皓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铜昌铝材有限公司

任丘市天锦门业有限公司

江门宏成铝制品有限公司

中山市百银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冠天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银正铝业有限公司

江苏科美瑞铝业有限公司

陕西新恒大铝业有限公司

云南通海松德铝有限公司

新乡市全盈铝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佳诚铝业有限公司

任丘市华诺铝型材厂

佛山市唯镁铝业有限公司

余姚顺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工大天龙铝业有限公司

清远市新粤亚铝业有限公司

深圳海盛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天津信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南通恒迅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山利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易盛友辉贸易有限公司

廊坊银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科钜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兴和顺铝业有限公司

泪罗市艾德佳铝型材有限公司

山东临沂金达威铝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乐陵磐古型材有限公司

大城县流标宏振铝材有限公司

石狮市光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风铝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华昌铝厂有限公司

广东伟业铝厂有限公司

江苏顺丰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境宇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现代钢铝型材有限公司

重庆新美鱼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泳博铝业有限公司

福建祥鑫股份有限公司

越南新亚铝业有限公司

四川广鑫铝业有限公司

湖北东财铝业有限公司

江西忠驰铝业有限公司

江西创天铝业有限公司

金桥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南华铝厂有限公司

广东金洋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星球铝业有限公司

山东亚美铝业有限公司

福建三川铝业有限公司

东莞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山东华鑫铝业有限公司

山东泽裕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百展五金加工厂

东莞宏铝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纬速铝业有限公司

湖北星锐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华浩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奋安铝业有限公司

福建荣盛投资有限公司

大城县四岳东林铝材厂

山东万佳铝业有限公司

山东华亿铝业有限公司

肇庆新华兴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佳诚铝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华扬铝业有限公司

天津达升铝制品有限公司

陕西新恒大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佳之美铝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鑫铝铝业有限公司

广东玫瑰岛卫浴科技有限公司

大城县正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玉林市金赛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平湖市法埃斯铝制品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亿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常州亿和航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金灏铝业有限公司

湖北南海人民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临沂永胜铝业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荏平县创远铝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和联铝型材有限公司

湖北兴和电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锦远铝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佛山市通宝精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战略合作伙伴
SOME STRATEGIC PARTNERS

华南重工，您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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