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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成型机

数控切割中心

卧式带锯机

模具和夹具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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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小镇塞斯拉赫坐落在班贝格和科堡之间的宁
静山丘上。

正如历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 (1744-1803) 

关于塞斯拉赫所描述的一样，

它是“科堡郡的明珠”或“世界上最美丽的地区”，

位于上弗兰肯行政区的罗滕堡。
漫步在古城宁静的小巷和街道，您将梦回中世纪。
圣约翰镇教堂也值得一看。  
游客不应错过弗兰肯式的生活方式：
当地旅馆以传统弗兰肯式食品和当地酿造的啤酒吸
引着人们。

自 1948 年成立以来，

Geiss AG 便一直坐落在这座田园小镇上。

公司拥有遍布六大洲的商业代表网络，
使塞斯拉赫生产的机器、
模具和部件得以进入国际市场。

上弗兰肯行政区的 GEISS AG 诚挚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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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相传

Klara 和 Manfred Geiß

   
尊敬的客户！

    为什么企业愿意选择 GEISS AG？ 他们寻求改变、新想法和创新！

    而这将成为必然：一切都在变化，不可避免。

    我们在第二代领导人时期为 GEISS AG 铺平了道路，

    并按照我们“领先一步”的标语使 GEISS AG 成为全球市场领导者。

   

    我们迎来了生活的重大变化，我的妻子 Klara 和我将毕生的事业交到了

    了年轻人手中。

    Klaus-Peter Welsch 和 Wolfgang Daum 现已接管下一代的业务，

    希望他们的业务管理和我们一样取得成功。
    凭借公司内部各级别训练有素的员工，新管理层二人组拥有了一支懂得如何
    在全球范围内树立自身形象的经验丰富的团队。

    我们向所有客户、供应商和所有祝福我们的人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凭借您对我们的信任，请您继续支持 

                                                                         Klaus-Peter Welsch 和 Wolfgang Daum。  

                                                                         我们坚信这是适合 GEISS AG 的未来发展的最佳方式。

  
                                                                         我们正期待着退休后的空闲时间，以便实现更多梦想。

Klaus-Peter Welsch 和 Wolfgang Daum

Manfred Geiß Klara Gei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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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理想中意味着将不可能实现的事当作可能实现的来处理。

GEISS AG 仅以本厂单一货源向全球客户提供塑料成型和后期加工处理设备，不做外包！

多年来，我们一直是热成型和塑料加工领域的市场领导者，自 1955 年以来，

我们一直成功地活跃在机械制造领域。

作为全球化的专家，我们提供塑料加工的完整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范围包括设计和制造热成型机、
数控加工中心、卧式带锯机，以及这些机器所需要的模型和夹具和模具制造。

正如我们的标语“领先一步”所述，我们已经率先完成了明天的任务，

并有大量技术能力和专利支持来实现这一宣言。

GEISS AG 拥有一支技术精湛、资格达标、爱岗敬业的员工队伍，并不断向前迈进。

我们 75% 的内部培训和超过平均比例的工程师数量说明了一切。  

我们衷心地相信，创新需要优秀的技术人才和富有远见卓识的员工！

模具和夹具制造 真空成型机

数控切割机 卧式带锯机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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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夹具和夹具系统

模具和夹具制造服务是热成型和数控后期加工的基本要素。 

GEISS AG 制造的模具可以以多种方式支持您。 

这基于我们多年的模型和夹具制造专业知识。

它得益于：“一切都来自我们工厂的单一货源”。 

现代化五轴铣床上生产各种尺寸和规格的模具和切割夹具。 
随后，根据要求进行内部测试，从而在交付后就可立即投产。

热成型模具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早期的模具可能是更简单的热成型模具，例如手工制作的餐具托盘镶嵌件，
而今天的深度拉伸模具在复杂性方面几乎不受限制。  

在 Geiss 内部，此类模具用领先的 3D CAD 系统进行设计，以最先进的五轴铣床进行生产。 

使用无孔隙铝可达到最高表面光洁度要求。
  
对于体积非常大的模具，我们使用限定壁厚的铝铸件。

通过我们的制造能力，几乎不存在尺寸限制。

成品

·     冰箱门、内衬和托盘

·     卫生洁具（如浴缸和淋浴房底座）

·     车顶行李箱

·     技术部件（托盘、风管、汽车内饰面板，其他面板）

·     …及其他部件

灯罩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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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装置/切割夹具

深度拉伸和切割的编程/咨询

在热成型工艺之后，每个部件都需要再加工以最终定型。 
这通常以切割来实现。 
同样，我们的模具制作技术可以为您提供广泛支持。

 

由铝或 Ureol ®制成的切割夹具，

以及各类带有夹紧系统的复杂焊接结构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得益于我们在深度拉伸成型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对相关困难的了解程度，
我们可以提前确认问题并将问题降至最少。 

GEISS 由单一工厂来源供应，这具有明显优势。 

在 Geiss 深度拉伸成型机吸塑的部件也可以在 Geiss 切割机上完成。  

后期加工的部件需要适当的切割程序。  
我们也可在此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GEISS 切割机的切割程序是我们与 Tebis 合作创建的，

使用“虚拟机”选项，以确保通过完全碰撞试验。 

我们还提供激光切割和冷刀切割的数控程序（六轴程序）。

当创建一个深度拉伸模具时，我们通常已经考虑到后期加工处理。
巧妙的设计可以检测并避免与修整机上后续操作之间的碰撞。 

这一点大量节省时间和金钱。

这就是一个屋檐下创造一切的优势！  

谈谈您的未来需求，我们一起寻找解决方案。

����

切割夹具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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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参数化设计的基本概念，我们提供灵活高性能的技术。

参数化原理通过 CIM（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实现。  

对于客户而言，这意味着您可以选择所需的机床尺寸。
 

这意味着您将始终“领先一步”。

参数化设计是 GEISS 成功的关键

GEISS AG 在所有生产部门和计算机集成制造 (CIM) 中使用参数化设计。

参数化设计的机床可以调整尺寸和自动化程度。  
当更改变量时，设计工作表允许自动调整所有其他元件和尺寸。
整个生产过程均由我们专门设计的软件进行调整。  

由于 GEISS几乎 100% 垂直集成的“数字工厂”，无需在机床上直接编程。    

一个特殊的程序会自动脱机编写所有程序目录。 

参数化设计开发是我们和客户最强大的武器！

参数化设计 

T10�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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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成型机

GEISS AG 提供 T10 型号和 Ts1 型号热成型机，并根据您的要求配置。  

机床主体是封闭式壳体的坚固框架组成、配备伺服电机驱动器、可调上压框、

自动板垂控制、可单独控制的顶部和底部加热器、转环 PC 控制面板、

柱塞辅助和带水雾的冷却风扇。  
与传统气动操作系统相比，我们新设计的驱动技术具有明显优势和具有高动态设计。  

这将减少大约 60 %的机床的工件加工时间，同时减少超过 50% 的能源消耗。  

我们的热成型机保证能够加工任何新型热塑性材料，与机器规格无关
（按照材料制造商的说明和材料安全数据表的要求进行加工）。

以下标准适用于 T10 型号和 Ts1 型号：

·    所有机床都通过 CE 认证

·    这两个型号无与伦比的选配清单都允许标准化和自动化

典型附加选配功能包括：

·    预吹控制

·    高性能液体温度控制系统，最高可达 90˚ 或 150˚C，电气性能也更高 

·    用于控制成型或脱模温度的耐用高温计

·    工作台和柱塞辅助上的模具夹紧系统

·    电机驱动可调窗板和夹框

·    短尺寸石英、Flash或 Speedium 元件

·    切割过程 – 修边功能

·    配有卷料辊式送料站或片材上板机

T10，1975 x 1000 x 620mm 带自动模具更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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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 型

Geiss 的 T10 加工范围成为了国际大型热成型机的标准。

重点是 T10 是GEISS产品系列中生产效率最高的热成型机。  

它的明显优势在于显著减少产品加工周期和紧凑的设计。 

这些重型通用成型机器的设计原则和极大的内部空间使得可以升级GEISS的所有热成型机产品  

这使得 T 系列产品成为热成型领域的高科技解决方案之一。

T10 型

参数化设计的支持下，从1000 x 900mm 尺寸开始的设备都是可以制造的。

如 4700 x 2400mm 或 3100 x 3100mm 等尺寸十分寻常，并适用相同的生产过程。

机器的外部尺寸与可成型的最大板材尺寸有关。 

夹框边缘距离四边各 20mm。 

标准模具高度 为620mm， 也可根据需要调整。  

此外，除上述综合基本设备和附加设备外，还有其他选择，例如：

·    新开发的更高产出的加热器元件

·    用于制造封闭模塑件的辅助压力成型和双层成型设备

·    用于亚克力(Acrylic)改进加工的专用系列选项

·    电机驱动以提高闭合力（高达 60T）

·    自动模具更换车

T10, 2500x 2000 x 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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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适用于典型的热成型部件。

该驱动技术可与“姊妹型号”T10 媲美，为伺服电机驱动器设计。

此外，参数化设计同样适用。

从最小机床外部尺寸 1000 x 600mm 到最大 1500 x 1000mm 范围的所有尺寸均适用。

模具高度 450mm，满足大部分市场需求。

以上列出的典型选配清单只是一部分，我们可以为您提供的全面的选配设备。

我们乐于与您当面讨论需求，期待您的来电。

Ts1 型

Ts1, 1060 x 710 x 450mm

Ts1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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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热成型机 T10 和 Ts1，GEISS AG 还提供数控后期加工处理中心。  

这些产品可进一步选配备额外功能部件，以适应您的产品需求。   
使用参数化设计时，可以提供几乎任何尺寸的机床。

机床主要由一个带固定机台的焊接而成的刚性良好的框架组成。

命名为 X、Y 和 Z 的三个主轴关联笛卡尔坐标系的垂直轴。

在机器的垂直Z轴上有一个可旋转的万向头，主轴悬挂在这个万向头上。 

旋转 b 轴、旋转c 轴和主轴的中心轴在一点相交。

在切割过程中，刀尖在围绕交叉点的球面上连续移动。

我们的数控修整机：

·    已通过 CE 认证

·    通过技术不断更新的附加选配列表，能够满足产品在质量、处理、周期和更多方面的特殊要求

数控切割机

CNC10，2000 x 1000 x 780mm 带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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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加工中心

典型选配包括：

·    适应各种应用的主轴

·    额外工艺选项，如超声波和冷刀（如不需要超声波）和激光切割

·    刀库

·    各种机床工作台，如梭式、交替式和旋转式

·    机罩

·    除屑和除尘系统

·    真空设备

·    测量系统

·    软件选项、数据采集和日志记录

·    附加服务和其他

应用范围：

·    热塑塑料

·    玻璃和碳纤维增强热固塑料

·    GMT 和 SMC 制造的模具部件

·    泡沫、皮革和夹心式载体部件制成的模具部件

·    木镶板

·    胶合板模具

·    轻质蜂窝材料

·    吹塑件

·    用于存放工具的泡沫刻模以及模型制作 

我们乐于与您当面讨论您的要求，并期待您的来电。

FZ ECO-Plus、3000 x 1000 x 920mm 带完整机罩和特殊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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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10 机床系列

这是我们自 2019 年 1 月以来的新机型，与现有的 ECO-PLUS 系列并驾齐驱

在新机型中，我们使用了 ECO-PLUS 现有的电机，这一技术已充分证明是市场的未来趋势，

并在数控机床驱动技术领域占领先地位。
其中部分包括西门子的三相伺服电机、扭矩电机和直线电机。

因此，我们的工程师面临的任务更加复杂。为了这一新的理念必须进一步创新，包括：

·    现代化外观

·    企业形象设计（根据 T10）

·    紧凑的机床设计

·    提高机械力学稳定性 

·    改善了外壳和轴的刚性

·    减少变量和选项（更多面向客户）

显然我们需要设计一台新的机床，于是我们推出了全新的 CNC10 系列！

这一系列直线轴使用最新一代滚珠丝杠 (KGT)。

增加了 X 轴和 Y 轴的最大轴速度（从 75m/分钟增加到 84m/分钟），采取直接集中润滑连接，

更大的直径和更短的循环周期提高了 KGT 刚性。

CNC10 遵循参数化设计，允许设计师自由纳入客户的特殊要求和需求 

CNC10 机床系列

CNC10 2000 x 1000 x 780mm 带安装在主轴的切屑收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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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龙门铣床ECO-PLUS

ECO-Plus 型号

FZ-ECO-Plus 2000 x 1000 x 760mm 带中央屏幕

CNC路径控制、刚性龙门设计和高灵活性的优点成就了我们数控龙门修边机的快速突破。  

使用我们的参数化设计，几乎任何尺寸的机床都可以提供大量的附加选配功能供客户选择，
为客户提供最佳自动化的加工过程。

该机为五轴龙门式，设有固定工作台，专为修整塑料部件设计。 

多年来，在处理各种应用和最恶劣工况中的出色表现，这个系列一次又一次
地证明了它的价值。

根据不同应用，可从附加选项清单中选择不同的主轴，适用于铝、木材和复合材料的切割。  

机床标称尺寸是指五轴切割的最大产品块尺寸，取决于所选主轴和使用的最大刀具长度。
超声波切割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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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切割机系列

可从选项列表中选择带有额外数控轴的超声切割头来替换主轴。 
这一功能可无噪音切割材料，或处理铣削工艺难以加工以及不适用的材料。  

超声波用于以 20kHz的频率对切割刀片进行纵向振荡。  

这种振动运动大大降低了切削力（相较于冷刀切割）。

应用：

·    修整薄壁热成型产品

·    全自动切割聚氯乙烯地板

·    切割滑雪板止滑带

·    切割橡胶件、地毯、无纺布/摇粒绒材质

·    安全气囊盖弱化和仪表板的刻痕

·    切割蜂窝材料                                                                                                                                                                                               

  

数控超声切割机 4100 x 2100 x 510mm 带直线电机

数控超声切割机 4100 x 2100 x 510mm  带加热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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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切割机系列

我们提供的设备系统带有 2500 W 激光装置（CO2板条激光床）和相关排放控制系统。

该系统是我们与ROFIN-SINAR Laser GmbH合作的产物，

该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被 Coherent Inc. 收购。  

根据要求，我们可以提供额外的激光驱动选项。 激光切割是一个非接触的过程，无论切割、
刻痕或穿孔，无需进一步加工。
相较于全尺寸修整夹具，元件的支撑夹具的构造和制造相对容易。  
所有机床均配备了完整机罩和电动门，可作为激光切割机。

此外，机床还可以配置 X 轴和 Y 轴直线电机。  

由于对垂直轴进行了结构上的重新设计，所需的导梁偏转镜数量有所减少。 
因此，偏转镜的功率损耗和维护工作都大大减少。

激光装置：

扩散冷却的CO2板条激光床非常便于使用，且几乎不需要维护。  

它们在一些极少数的非常耐用的元件上运行良好，无需传统的气体循环，这大大降低了运行成本。  
节能待机模式也有助降低能耗。

激光数控切割机系列，2400 x 800 x 920mm，带激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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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式带锯机自 1962 年以来一直是我们产品组合的一部分，有各种尺寸和规格可供选择。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超过 500 台带锯机在运行。

这些带锯机非常适合与我们的片材上料机结合，并可轻松集成到生产线。 
卧式带锯机的应用领域包括真空成型部件的修整和泡沫块的切片。

优势一览：

·     自动循环传送带上料

·     斜切

·     无级可调 1:5 上料比

·     切屑清除

GEISS 卧式带锯机主体包括：

·     采用导辊设计

·     如果不使用整个带宽，则通过中间导向轮引导锯片。

·     标准机色为 RAL 7035 浅灰色

卧式带锯机已通过木材贸易协会的检验 

本系列所有机床均通过 CE 认证 

卧式带锯机

卧式带锯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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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底座的卧式带锯机

我们的带锯机最初作为固定机床生产，然而，某些特殊应用需要一些调整。
各种附加选配可用于定制卧式带锯机，以满足您的特殊要求：

·     用于调节片材上料机和带锯机之间的水平高度的底座

     请注意：此选项不包括用于热成型机的联轴器。

·     用于打磨刀具的磨刀器

     仅需简单安装即可开始作业。

·     带锯机刀片和传送带上的切屑排出功能

·     输送带上的真空系统用于吸持成型部件

·     非标特殊 RAL 机色

·     超高切割质量所需最少润滑系统

·     噪音保护顶棚，降低运行过程中的噪音，降低至约 4db

·     附加压轮以保持成型件平整

卧式带锯机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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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应用市场：

我们的应用市场：
  
  公共汽车、火车、飞机、重型货车、大篷车和房车。 
  包括内部和外部装饰、灯罩、扰流板、座椅、遮阳板和挡风罩。 
  数控机床还可以加工由轻型和复合材料制成的产品，
  并切割和修整蜂窝和拖拉机复合材料棚顶。

汽车

  内饰、层压件、靴衬、车顶箱、车轮盖、车顶，
  超声切割和修整地毯覆盖物

摩托车

  屏风、整流罩、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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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应用市场：

包装行业 

  物流托盘、分隔衬板

旅游
  
  硬壳旅行箱箱、化妆包

农业机械和挖掘机
 
 外壳、机翼、拖拉机棚顶，引擎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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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应用市场：

冰箱/冰柜  

  内门和外门、内衬和托盘

医疗科技 

 

  耐蒸汽消毒托盘、运输托盘、核磁共振仪内衬和外壳 

家具
   
  餐具托盘、软垫家具框架、面板，盖子

广告  

  路牌、霓虹灯广告、展柜 (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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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应用市场：

体育

  冲浪板、俯伏冲浪板、训练鞋鞋底和鞋跟、自行车头盔，
  超声切割滑雪和滑雪板盔罩

照明  

  灯罩

 卫生洁具 

   浴缸、淋浴底盘、淋浴房、淋浴屏风，水疗中心

建筑

  灯罩、保温产品、地暖、建筑外墙覆盖层、仿墙、生物反应器、地下室照明管道、污水排水沟、

  PVC和地毯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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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透明带来客户的满意，而客户满意又是最好的口碑来源
多年来，我们的灵活性和广泛的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客户所了解，
使我们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
我们期待与塑料加工全部领域的客户建立合作关系：
实用主义者、创新者和在市场中寻找挑战的人。  
作为机床制造商，我们专注于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服务，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感谢您的信任！

信息透明

为您提供全球服务

您的 GEISS AG -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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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traße 2   D-96145 Seßlach

电话 +49 (0) 9569 / 9221-0
传真 +49 (0) 9569 / 9221-810
mail@geiss-ttt.com   www.geiss-ttt.com

购买一台新的 GEISS 设备仅仅花费了金钱，

但如果没有 GEISS 产品，

您将损失的是客户的订单。
(Sabine Wel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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