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逆变焊机、大型焊接成套设备、专用焊机及数控切

割机、 工业机器人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制造企业。时代焊机还是中国焊机制

造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时代产品为电力、水利、造船、冶金、化工、桥梁、石油天然气、

安装、风电、锅炉、压力容器及其他众多行业提供了优质的施工生产和保障，并在“三

峡工程”、“南水北调”、“奥运场馆建设”等重点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近几年，公司本着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为全国中、高职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提供

了实用先进的实训方案和设备，得到广泛的应用，受到各学校的好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焊接技术赛项连续 7 届使用时代焊机作为比赛用机。历届比

赛中，选用时代焊机作为比赛机的选手获得一等奖的比例达到 98%。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这是一项有着 60 多年历史的世界青年技能顶级赛

事。作为全国知名的焊接设备供应商和服务商，时代公司积极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各

项赛事活动。第 41 届、第 43 届、第 44 届、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均选用

时代焊机作为竞赛和培训用机。时代为世界技能大赛活动提供比赛设备及各类备品备

件，同时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为各届大赛做了很好的赛前准备和赛中保障工作，为

大赛的顺利圆满进行尽责尽力。 

时代精品助力职业精英，国赛用机造就国之栋梁，世赛用机塑造中国形象。

世界技能大赛中的焊接选手 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 整洁的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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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牵手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号称“技能工人的奥林匹克”，他是全球年轻技术工人技艺的大比拼。从

2011 年起中国连续 7 年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均取得不俗的战绩。2011 年中国第一次参加世界

技能大赛之时，时代公司即为大赛提供了多台比赛用机方便选手练兵备赛。第41届、第43届、

第 44 届、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全部选用时代焊机作为竞赛和培训用机。

世界技能大赛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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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选手风采

第 41 届世赛银牌获得者裴先峰

周树春大师辅导世赛选手 紧张激烈的竞赛 焊接过程一丝不苟

第 43 届世赛金牌获得者曾正超 第 44 届世赛金牌获得者宁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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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牵手世界技能大赛

从 2011 年之后，每次世界大赛前的备赛选拔和培训工作时代公司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在这期间时代公司不仅为选手备战积极提供培训用机，还支持赛前各个级别的晋级赛。每场

比赛时代公司派出专业的服务人员做好现场保障工作，同时还派出时代的焊接专家和选手进

行技术交流和沟通。

时代人服务世界技能大赛

时代人在赛场调试比赛机

第 44 届选拔赛时代技术支持团队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时代技术支团队

现场技术指导

时代焊接高级技师赛前培训

时代技术工程师与冠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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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国内选拔赛实况

世界技能大赛领导参观时代展示区 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工位

世界技能大赛裁选拔赛判讨论分析试件

时代弧焊机器人系统亮相世赛选拔赛现场

世赛选拔赛赛场入口现场裁判进行外观检查

时代产品展示区

世界技能大赛裁选拔赛判讨论分析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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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牵手世界技能大赛

感谢与荣誉

近年来随着裴先锋、曾正超、宁显海等一批世界技能优秀选手的不断涌现，时代感受了

中国焊接人在世界赛场争银夺金、势不可挡的气势，也看到了中国焊接培训培训基地发现人

才、造就人才的能力和水平。全体时代人由衷地佩服和感慨！时代人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焊

接竞赛设备并承担了一些服务和支持性工作。时代的工作得到了部委领导和行业领导的赞扬

和肯定。这是对时代人的最高的奖赏！

世界技能大赛把时代焊机与焊接高手链接在一起。通过服务国内外各类大赛的机缘，时

代焊机的制造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和进步。时代人发自内心地感谢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社会

给了“时代”一个机会，“时代”还中国焊接一个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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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北京西土城路 33号    邮编：100088    电话：（010）62278386    传真：（010）82227314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感谢信 

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在刚刚结束的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焊接项目选手宁显

海取得了第一名，获得了金牌,中国在焊接项目上蝉联了冠军！

建筑金属构造项目卞涛获得第四名，夺得参赛三届的最好成绩，

获得了优胜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世界技能大赛是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技能赛事，被誉为

“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各领域职业技能发展

的世界水平。自 2010 年 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中国

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世界技能大赛焊接和建

筑金属构造两个项目选手的集训工作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和保

障，助选手在第 41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焊接项目银牌，在第

42届分别获得焊接和建筑金属构造的优胜奖，在 43届获得焊接

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上金牌零的突破，在

第 44届再次获得焊接项目金牌和建筑金属构造项目优胜奖。 

此次参赛得到贵公司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贵公司无偿提供

了集训基地所需的焊接设备和排烟除尘设备，为参赛选手的选拔

集训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谨向贵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希望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 

2017 年 11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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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代焊机服务“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 年 9 月

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合作倡议。由此，“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全世界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号召，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开发一带一路沿线海外

市场。非洲区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和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参与方。

应对“一带一路”各国及各区域市场的需求。时代公司推出了自己的特色产品和特色服务并

探索出了自己成熟的服务模式。目前，在非洲大陆上有 5 个国家的 20 多所院校全部采用时

代焊机作为焊接培训用设备。时代焊机在服务非洲各国职业教育项目中表现不俗。

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是焊机制造行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发展的机遇期，是焊接设

备国际化发展的机遇期。借助这一契机，时代焊机必将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创立中国

焊接设备在全球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时刻已经到来，前景可期！

Service“The Belt and Road”project

积极拓展海外“一带一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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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一带一路”职教项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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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名次 代表队 学      校 姓名

2011

一 江苏省 徐州机电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王亚

二 辽宁省 辽宁北方工业学校 蒲文华

三 山东省 安丘市职业中专 王建杰

2012

一 青岛市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张高飞

二 江苏省 徐州机电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张创业

三 辽宁省 锦西工业学校 孟令帅

2013

一 青岛市 莱西市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程肇君

二 吉林省 长春市机械工业学校 聂镜茹

三 山东省 诸城市福田汽车中等专业学校 朱利强

2015

一 宁波市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 方晨阳

二 厦门市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杨清斌

三 山东省 山东山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邓祥振

年份 名次 代表队 学      校 姓名

2016

一 江苏省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李阳

二 浙江省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 方晓禹

三 广西省 广西机电技师学院 罗云讯

2017

一 安徽省 天长市职业教育中心 王杰

二 山东省 山东山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林德伟

三 浙江省 浙江省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 邵勇豪

2018

一 福建省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魏博

二 浙江省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 杨文杰

三 山东省 青岛市黄岛区职业教育中心 张政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历届获奖选手名单

三、职业技能大赛铸就国赛用机



时代焊机   国赛用机 www.timewelder.com

截止目前，全国职业技术院校焊接技能大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多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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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决赛现场安徽预赛赛场入口

三、职业技能大赛铸就国赛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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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观看时代焊机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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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技能大赛铸就国赛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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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气保焊、手工焊功能

可以存储 /调用 20 种焊接规范

内部储存一元化焊接参数数据库

使用带编码器的送丝电机

可实现稳定和高精度的送丝控制

采用数字化控制面板，友好的人机界面

可选多种焊接控制方法，适合于焊接多种焊缝

可根据需求对焊接参数进行设置，

采用模块化设计，便于产品的升级换代和维修

可以方便实现与各种自动焊设备的联动

具备故障智能检测功能

全数字半自动气保焊机 TDN3500

交直流方波焊机
WSE-315(PNE30-315ADP)

IGBT 逆变技术

微电脑控制技术

具有焊接参数自动存储功能

交流方波 TIG 焊接有五种操作方式可选择

面板参数采用坐标式触摸键选择，单旋钮调节

准正弦电流波形输出

焊接电缆可加长至 60 米

可选双面焊功能，可选配脚踏开关

交流氩弧状态下，电流显示为有效值

具有缺水报警功能接口        

直流 TIG、直流脉冲 TIG 焊接分别有八种操作方式可选择

集交流方波、直流脉冲、直流氩弧 、直流氩弧点焊及直流手工焊等功能于一体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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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技能大赛铸就国赛用机



时代焊机   国赛用机 www.timewelder.com

每年全国各地都会举行各种规模的焊接技能大赛或选拔赛。时代焊机助力各地选拔赛并成为各

个赛区的首选比赛用机。时代公司各个区域的同仁积极参与大赛活动，为大赛献计献策，保障大赛

顺利进行。同时为了体现大赛学习交流、共同提高的精神，时代公司还在比赛期间展示信息化、自

动化和智能化设备，并组织技术交流活动，开办技术交流讲座。此举受到各省市、直辖市、组办方、

承办校和参赛学校的好评。时代焊机已经在全国各个职业院校得到普及和广泛应用，成为各个职业

院校认可的焊接实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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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技能大赛铸就国赛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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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的焊缝吸引了来宾的关注

2017 年总决赛赛场入口2017 年时代彩旗广告

全身心投入竞赛中

弧光闪闪

三、职业技能大赛铸就国赛用机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造类焊接技术比赛”已经连续举办多届了。多年来，时代焊机一直是

这个全国性的重要赛事活动的指定用机。同时，北京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全国职业教育比武

活动的战略合作伙伴单位。由此可见时代焊机在院校系统比赛中的“国赛机”的地位深入人心，不

可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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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全系列产品亮相赛场

选手入场

竞赛工位

图文中心的时代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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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代焊机享誉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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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IGBT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机 A160-350 或 TDN3500 20-50

2 IGBT 直流钨极氩弧焊 /手工电弧焊两用机 PNE61-400 或 TDW4000 20-50

3 IGBT 交直流方波焊机 WSE-315  5-10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移动式焊接烟尘净化器

（北京时代）

风量≥ 1200m³/h，（悬挂式）

内设烟尘过滤自净化装置
20-50

2 中央除尘净化系统

各个工位安装联通的的除尘管道，统一由大功率的吸

尘和净化系统除尘，净化系统可选配。每个工位可根

据使用情况控制风量或人工开关。

1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IGBT 直流脉冲钨极氩弧焊 /手工电弧焊两用机 WSM-400 5-10

2 IGBTMAG/MIG 半自动气体保护焊机 TDN 5000M 2

3 IGBT 自动埋弧焊机 MZ-1000（时代埋弧焊机 A310-1000） 2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空气等离子切割机（数字 IGBT 控制） LGK-120 或 TDL1000 2

2 空压机 0.25 立升 2

3 火焰切割机 CG1-30 2

4 仿形火焰切割机 CG2-150 1

5 台式数控切割机 TDC Ⅲ 1

五、职业院校焊接培训基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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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二氧化碳、惰性气体 

（氩气）集中供气系统（汇流排）

1．按 30-50 工位功能设接头箱及汇流排气瓶组数

2．需设汇流排房
1

2
每个工位放一个 CO2 气瓶、

氩气瓶

各个工位安装联通的的除尘管道，统一由大功率的吸

尘和净化系统除尘，净化系统可选配。每个工位可根

据使用情况控制风量或人工开关。

20-50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总配电柜 符合国标根据实训室总用电量设计。 1

2 工位配电柜

符合国标，设计按每个工位放置焊机数量（焊机功率）和工位其

他设备用电量（除尘）以及用电功能而定（焊接照明灯、保温桶

用电）。

20-50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焊接工位隔断
1. 防火板或钢板
2. 按图施工
3. 焊接空间建议不小于 4 平方米 (2×2)

20-50

2
焊接操作架 1. 适合各种焊接位置

2. 按图施工
20-50

3 焊接工作台 用于每个工位工件的打磨、清渣、修复等 20-50

4 工具箱 按实际工位确定大小，工位内放置工具、物品及衣服等用 20-50

5 工具柜 用于实训室统一管理用 根据实际情况

6 坡口机 也可用半自动切割机代用 1-2

7 焊条烘干箱 60KG 1-2

8 照明灯 每个工位一个

9 配套工具

焊条保温筒 TRB-5 20-50 以上

焊接面罩头戴式，阻燃，镜片框可开启 20-50 以上

角向砂轮机 Φ100 20-50 以上

钳工工作台、铸铁铆焊平台 2-4

手锤、扁铲、钢丝刷、敲渣锤、锉等常用工具 20-50 以上

五、职业院校焊接培训基地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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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焊接机器人系统 时代机器人系统及配套或同类机器人 2

2 切割机器人系统 时代机器人系统及配套或同类机器人 1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1 立柱式焊接操作机 TZ2-2×2 1

2 自调试焊接滚轮架 TR1-5 1

3 焊接变位机 TB1-6 1

4 纵缝自动焊机 ZF-500 1

五、职业院校焊接培训基地解决方案



时代焊机   国赛用机 www.timewelder.com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铜陵技师学院安徽蚌埠技师学院

六、校企合作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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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企合作成果展示



时代焊机   国赛用机 www.timewelder.com

首钢技师学院
北京科技高级技术学校 
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北京密云县职业学校
天津市机电工艺学院
天津市南洋工业学校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威海职业学院
诸城市福田汽车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省轻工工程学校
山东工程技师学校
济南大学泉城学院 
滨州市技术学院
青岛军民融合学院
太原市高级技工学校
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省平遥现代工程技术学校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长治市高级技工学校
华北机电学校
山西省长治市潞城职业高中
太原尖草坪区第一职业中学
祁县职业中学
张家口机械工业学校
承德技师学院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安阳工学院
安阳技师学院 
漯河技师学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
郑州技师学院
开封大学
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包头机电工业职业学校
额尔多斯理工学校
集宁市技工学校
呼和浩特市技工学校
本溪市机电工程学校
铁岭技师学院
锦西工业学校
佳木斯职业技术学院
齐齐哈尔职教中心学校
大连经济贸易学校
黑龙江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石化工程学校
乌鲁木齐市第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新疆安装高级技工学校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兵团高级技工学校
乌苏市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喀什地区技工学校 
伊犁技师培训学院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高级技工学校
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
中国南车集团南京浦镇车辆厂技工学校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
慈溪杭州湾中等职业学校
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技工学校
舟山技师学院
金华技师学院
诸暨技师学院
镇海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嘉兴市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
宁波技师学院
蚌埠职业技术学院
合肥汽车机械技术学校
安徽淮北煤电技师学院
武汉船舶技术学院
武汉交通学校
湖北省电力建设技工学校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九江学院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
西北外事中专学校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建设技师学校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工业技术学校
金川集团高级技工学校
青海省工业学校
青海省水电四局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科能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三峡学院
中国十九冶高级技工学校
成都技师学院
自贡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
广州市机电高级技工学校
中山理工开发区学校
中山市南朗理工学校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厦门技师学院
福建省霞浦职业中专学校
南宁市高级技工学校
广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市技工学校
云南楚雄高级技工学校
云南省玉溪工业财贸学校
云南省工业高级技工学校
云南玉溪技师学院
云南技师学院
云南红河技师学院
云南大理技师学院
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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