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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MFC

3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回升

至 50.1

随着复工复产陆续推进，4 月 1 日

公布的 3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

指数（PMI）录得 50.1，较 2 月的历史

低点回升 9.8 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行

业景气度基本回稳，但改善幅度仍较为

有限。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3 月制造业

PMI 录得 52，较 2 月回升 16.3 个百分

点。

因工厂大面积停工和交通出行受

限，制造业产量在 2 月创下历史最大降

幅，随着部分限制措施放松，3 月产出

恢复增长。不过，新订单指数虽较上月

显著回升，但仍处于收缩区间。许多受

访企业反映，新冠疫情持续导致订单被

推迟或取消。此外，因全球各地都在竭

力遏制疫情，3 月新出口订单量也明显

减少，但降幅较 2 月明显放缓。

就业指数也在收缩区间内明显回

升，已回到疫情前的中枢水平。企业反

映，员工自动离职和企业压缩成本，共

同导致用工收缩。由于最近数月企业减

产，产能压力继续存在，积压工作指数

仅较 2 月小幅回落，仍处于历史高位。

3 月制造业供应链仍然紧张，企业

反映供应商产能收缩、原料短缺，导致

供应商平均供货速度进一步放慢。

3 月制造业采购库存指数在收缩区

间内出现修复，但仍处于近年来低位。

厂商反映由于原材料短缺，仍需要动用

原有库存，原材料库存明显下降。受防



2020.3   金属板材成形

5OBSERVATION 观察

疫限行导致物资运输困难等影响，产成

品库存指数则重返扩张区间。

原材料购进价格重返收缩区间，但

降幅轻微。许多企业表示，成本下降与

全球需求减弱有关。制造商也普遍继续

下调产品售价，以提振销售。

主要受疫情好转后需求将会回升的

预期提振，中国制造业界普遍对未来 12

个月生产抱有信心，乐观度在 2 月创下

的五年高点微降。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首席

经济学家钟正生表示，3 月制造业承受

双重压力。一方面，复工复产尚不充分；

另一方面，外需恶化、国内消费需求尚

未大面积启动，因而造成生产扩张仍比

较有限，没有看到明显的生产回补。但

是，企业家信心仍然较足，就业吸纳基

本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给经济在疫

情之后的快速修复奠定了良好基础。

全球 PMI：中国迅速反弹，欧

美冲击严重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影响，

3 月全球制造业 PMI 受到了极为严重的

冲击。分地区来看，作为此次疫情最严

重地区的欧洲，欧元区 3 月制造业 PMI 

创七年半新低；而作为此次疫情最严重

国家的美国，虽然整体制造业 PMI 降幅

不大，但新订单和就业指数均跌至 11 

年新低。中国是整个 3 月中全球制造业

中唯一的亮点，仅用 1 个月的时间就把

制造业 PMI 恢复到了枯荣线上的水平，

不过企业生产经营压力仍然较大，同时

外部环境给贸易带来极大挑战，制造业

是否延续扩张走势仍需密切关注。当前，

疫情继续在全球各地发酵，拐点还未出

现，影响还将持续较长时间，预计 4 月

制造业所受冲击恐比 3 月份更加严重。

美国：3 月 ISM 制造业新订单和

就业指数创 2009 年以来新低。受新冠

疫情的影响，美国 3 月 ISM 制造业指

数降至 49.1，过去 8 个月中有 6 个月

处于收缩状态，不过降幅小于预期的

44.5。3 月制造业的订单和就业指数以

11 年来的最快速度萎缩。其中，新订单

指数下跌 7.6 点至 42.2，为 2009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点，就业指数跌至 43.8，

为 2009 年 5 月以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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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主要市场制造业 PMI                                                                                                                       单位：%

Mar Feb Jan Dec Nov Oct Sep Aug Jul

全球 47.6 47.2 50.4 50.1 50.3 49.8 49.7 49.5 49.3

美洲

美国 48.5 48.5 50.7 51.9 52.4 52.6 51.3 51.1 50.3

加拿大 46.1 51.8 50.6 50.4 51.4 51.2 51.0 49.1 50.2

巴西 48.4 52.3 51.0 50.2 52.9 52.2 53.4 52.5 49.9

墨西哥 47.9 50.0 49.0 47.1 48.0 50.4 49.1 49.0 49.8

欧洲

欧盟 44.3 49.1 48.1 46.4 47.0 45.9 46.0 47.1 46.6

欧元区 44.5 49.2 47.9 46.3 46.9 46.2 45.7 47.0 46.5

德国 45.4 48.0 45.3 43.7 44.1 42.1 41.7 43.5 43.2

法国 43.2 49.8 51.1 50.4 51.7 50.7 50.1 51.1 49.7

英国 47.8 51.7 50.0 47.5 48.9 49.6 48.3 47.4 48.0

爱尔兰 45.1 51.2 51.4 49.5 49.7 50.7 48.7 48.6 48.7

意大利 40.3 48.7 48.9 46.2 47.6 47.7 47.8 48.7 48.5

西班牙 45.7 50.4 48.5 47.4 47.5 46.8 47.7 48.8 48.2

希腊 42.5 56.2 54.4 53.9 54.1 53.5 53.6 54.9 54.6

奥地利 45.8 50.2 49.2 46.0 46.0 45.5 45.1 47.9 47.0

捷克 41.3 46.5 45.2 43.6 43.5 45.0 44.9 44.9 43.1

荷兰 50.5 52.9 49.9 48.3 49.6 50.3 51.6 51.6 50.7

波兰 42.4 48.2 47.4 48.0 46.7 45.6 47.8 48.8 47.4

俄罗斯 47.5 48.2 47.9 47.5 45.6 47.2 46.3 49.1 49.3

土耳其 48.1 52.4 51.3 49.5 49.5 49.0 50.0 48.0 46.7

亚太地区

中国 50.1 40.3 51.1 51.5 51.8 51.7 51.4 50.4 49.9

印度 51.3 54.5 55.3 52.7 51.2 50.6 51.4 51.4 52.5

印度尼西亚 45.3 51.9 49.3 49.5 48.2 47.7 49.1 49.0 49.6

日本 44.8 47.8 48.8 48.8 48.9 48.4 48.9 49.3 49.4

韩国 44.3 48.7 49.8 50.1 49.4 48.4 48.0 49.0 47.3

中国台湾 50.4 49.9 51.8 50.8 49.8 49.8 50.0 47.9 48.1

越南 41.9 49.0 50.8 51.0 51.0 50.0 50.5 51.4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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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3 月制造业 PMI 创七年半

新低。欧元区 3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由 2 月一年高点 49.2 大幅降至 44.5，

连续 15 个月低于枯荣线，创下 2012 

年 7 月以来的新低。主要是因为防疫的

封锁措施导致产量和订单下降。其中，

制造业产出创下 2009 年 4 月以来最大

降幅，新订单降幅也达到了近 11 年来

最高水平。此外，四大成员国和英国也

均出现创纪录的暴跌。

2020 年 3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

2020 年 3 月，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

内得到有效的控制，企业生产经营逐渐

恢复。在生产端，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明显好转，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掌握的

23 家企业集团最新复工复产调查情况统

计，整车生产基地全面复工，员工返岗

率 86%，复产情况达到去年平均水平的

75%。在消费端，由于疫情并没有完全

结束，因此仍有部分市场需求被抑制，

但 3 月的企业销售情况已明显好于 2 月。

随着国家有关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各

地政府接连出台促进汽车消费政策，汽

车市场将加快恢复。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面对疫

情影响，汽车行业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恢

复消费市场的繁荣贡献力量。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

促进行业企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生产恢复，迅速了解、掌握企业生产和

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时向政府

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尽全力为稳

定经济做出贡献。

总体而言，2020 年 3 月汽车工业

大致运行特点如下：

汽车产销降幅收窄

3 月，伴随生产经营有序恢复，汽

车产销降幅收窄。

3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2.2

万辆和 143 万辆，环比增长 399.2%

和 361.4%，同比分别下降 44.5% 和

43.3%，降幅较 2 月分别收窄 35.3 和

35.8 个百分点。

1 ～ 3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47.4 万辆和 367.2 万辆，产销量同比

分别下降 45.2% 和 42.4%。

乘用车产销降幅依然较大

3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04.9

万辆和 104.3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436.5% 和 365.8%，同比分别下降

49.9% 和 48.4%，降幅较 2 月收窄 33

和 33.3 个百分点。

1 ～ 3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68.4 万辆和 287.7 万辆，产销量同

比分别下降 48.7% 和 45.4%。分车型

产销情况看：轿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50.4% 和 47.6%；SUV 产销量同比分

别下降 43.1% 和 39.6%；MPV 产销

量同比分别下降 70.4% 和 63.3%；交

叉型乘用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51.1%

和 54.1%。

商用车降幅收窄较为明显

3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7.3 万

辆和 38.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0.3%

和 22.6%，降幅较 2 月分别收窄 46.6

和 44.5 个百分点。

1 ～ 3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79.0 万辆和 79.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8.7% 和 28.4%。分车型产销情况看，

客车产销分别完成 6.9 万辆和 6.6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22.9% 和 30.7%；货车

产销分别完成 72.1 万辆和 72.8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29.3% 和 28.2%。

皮卡车产销量同比下降，降幅大于

货车

1 ～ 3 月，皮卡车产销分别完成 6.8

万辆和 7.0 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

38.3% 和 38.7%，降幅大于货车整体。

分燃料类型情况看，柴油车同比下

降幅度略窄于汽油车。1 ～ 3 月，汽油

车产销分别完成 1.8 万辆和 2.0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40.3% 和 39.3%；柴油

车产销分别完成 4.8 万辆和 5.0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38.6% 和 38.9%。

1 ～ 3 月，排名前五家的皮卡企业

销量合计 5.4 万辆，同比下降 26.7%，

占皮卡销售总量的 78%，高于上年同期

10.9 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同比继续下降

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含特斯拉）

分别完成 5.0 万辆和 5.3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56.9% 和 53.2%。其中纯电动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 万辆和 4.0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58.5% 和 55.6%；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

万辆和 1.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0.2%

和 44.1%；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辆和36辆，其中产量同比增长5.6%，

销量与同期持平。

1 ～ 3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10.5 万辆和 11.4 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 60.2% 和 56.4%。其中纯电动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7.7 万辆和 8.5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61.8% 和 58.6%；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8 万



金属板材成形  2020.3

8 OBSERVATION 观察

辆和 2.9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5.0%

和 48.5%；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183 辆和 207 辆，同比分别下降

19.7% 和 7.2%。

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提高

2020 年 3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

销售 43.3 万辆，同比下降 48.2%，占

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1.5%，比上年同期

提升 0.2 个百分点。

1 ～ 3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115.5 万辆，同比下降 47.3%，占乘用

车销售总量的 40.1%，比上年同期下降

1.5 个百分点。

重点企业集团市场集中度高于同期

1 ～ 3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329.5 万辆，同比

下降 41.7%，低于行业降幅 0.7 个百分

点。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9.7%，高于上

年同期 1.1 个百分点。

汽车出口同比微增

3 月，汽车企业出口 9.1 万辆，环

比增长 103.8%，同比增长 0.8%。分

车型看，乘用车本月出口 6.8 万辆，

环比增长 97.6%，同比增长 21.9%；

商用车出口 2.3 万辆，环比增长

125.3%，同比下降 33.8%。

1 ～ 3 月，汽车企业出口 20.4 万辆，

同比下降 11.5%。分车型看，乘用车出

口 15.4 万辆，同比增长 5.3%；商用车

出口 5 万辆，同比下降 40.7%。

中国是世界家电工厂，疫情带来

行业短期外需承压难以避免

中国是世界家电生产基地，也是世

界最主要的家电出口国，家电出口占全

球家电产品出口总额的 1/4 以上。

单个品类来看，中国空调出口额占

世界出口总额的 56.93%。洗衣机、油

烟机、冰箱及冰柜的出口额，均在全球

出口总额的 1/4 左右。美、日、英是中

国家电的主要进口国，对比多个品类可

以看出，各品类产品进口额占中国总出

口的 3 成以上。受疫情影响，全球家电

产品短期外购需求波动传导到中国难以

避免。

中国国内市场体量大，出口波动对

行业总体需求影响相对有限。中国国内

市场是家电行业尤其大家电行业主要的

需求来源，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白电

产品内需比例占比均在 60% 左右。小

家电产品由于品类成熟度和国内、外市

场需求存在差异，表现较为分化。

除外向型企业外，中国家电上市公

司整体海外业务占比相对合理。外向型

企业出口比例基本在 70% ～ 80% 之

间，预计受海外需求波动影响程度相

对较高。综合型企业以白电龙头美的

集团和海尔智家为代表，出口比例在

40% ～ 50% 之间，相对合理。内向型

企业多以国内市场为主，部分家电品类，

例如厨电，出口主要由非上市代工生产

企业为主导。

疫情按下暂停键，家电产销数据全

面下挫 。

2 月出货：疫情冲击产品需求

2 月空调：疫情冲击内需，内销

同比 -67%。疫情冲击终端需求，

2020 年 2 月家用空调出货 553 万台

（同比 -42%），其中内销 161 万台

（同比 -67%），出口 391 万台（同

比 -13%）。1 ～ 2 月空调销量同

比 -31%，其中内销累计同比 -47%，

出口累计同比 -10%，出口处在生产和

交付旺季，因此企业在 3 月全力保出口，

但海外疫情仍将逐步影响外需。截至

12 月底，产业在线口径空调总库存约

4500 万台，其中渠道库存约 3000 万

台，环比 11 月基本持平，库存水平维

持 4 个月左右，预计 3 月库存将达到短

期高点。上市公司方面，2 月格力、美的、

海尔、内销同比 -69%、-66%、-54%。

2 月冰箱 & 洗衣机：销量下滑，

静待修复。2 月冰箱出货量 272 万台

（同比 -36%），其中内销 135 万台

（同比 -47%），外销 137 万台（同

比 -17%）。1 ～ 2 月冰箱销量同

比 -25%，其中内销累计同比 -29%，

出口累计同比 -19%，低基数 + 保出

口策略稳定外贸增长。2 月洗衣机出货

量 203 万台（同比 -49%），其中内销

141 万台（同比 -52%），外销 62 万

台（同比 -38%）。1-2 月洗衣机销量

同比 -25%，其中内销累计同比 -26%，

出口累计同比 -23%。产能恢复 + 前期

库存销售，看好后续内销恢复，但出口

需求或仍受海外疫情压制。

原材料价格：冰洗显著受益均

价——成本剪刀差

整体来看，家电主要原材料价格在

17 年底和 18 年初达到阶段性顶峰，并

在 18 年大部分时间高位盘整，较为明

显的回落出现在 18 年下半年。19 年家

电成本端迎来红利，19Q1 钢材、铜、铝、

塑料价格分别同比 -10%、-7%、-

4%、-19%；19Q2 的同比变化分别

为 -6%、-7%、-3%、-20%；19Q3 

的同比变化分别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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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9Q4 的同比变化分别

是 -2%、-4%、2%、-9%。20Q1 钢材、

铜、铝、塑料价格分别同比 3%、-3%、

3%、-7%。

固定资产投资的基本情况汇总

工业增加值

预计 3 月工业增加值略低于市场预

期，原因在于：从高频数据来看，耗煤

量日均收于 52 万吨，低于 2019 年 3 

月的 66.48 万吨；但盈利钢厂和高炉

开工率水平逐渐恢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水平，同时考虑到 2019 年 3 月生产基

数较高，因此预计 2020 年 3 月工业增

加值水平同比为 5%（2019 年水平为

8.5%，2020 年预计水平不及 2019 年

水平）。进而预判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

收于 -7.8%。

出口方面

受疫情因素影响，外需压力逐渐加

大，叠加基数效应等因素，预计出口将

维持负值波动状态。预计 3 月出口增速

大幅下降，主要原因为：3 月以来海外

疫情在大范围扩散，同时政策防控远不

及预期，疫情导致世界大部分航空业停

摆，部分国家对港船舶实行管制措施，

对货物运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内需尚

未完全恢复、外需明显萎缩，预计出口

将有所回落，收于 -19%。

进口方面

内需压力仍大，同时考虑到基数效

应以及汇率等因素影响，我们预计进口

增速将持续回落，虽然 3 月消费、投

资均有所回升，但预计进口仍将处于

负值波动状态，预计 3 月进口增速收

于 -12%。

各项指标看经济情况

指标 1：全国发送旅客量；指标 2：

百度城内出行强度指数。

近一周以来，全国铁路、道路、水路、

民航累计发送旅客 12.18 亿人次，人员

返程比例接近

100%（上周为 94%），考虑到节

后探亲、旅游、学生客流的减少，绝大

多数复工人员已经返程；近一周以来，

北京、上海的百度城内出行强度指数均

值分别下降 5%、6%，分别为去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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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9%、90%，日均出行强度下降主

因清明节假期影响，工作日的出行强度

还是有小幅上升。

全国多数城市客流已基本恢复正常

水平，据此推断，目前包括服务业在内

的整体复工率可能有九成以上。综合来

看，复工人员已基本返程，用工短缺对

复工的制约已经较小。此外，应注意到

复工不等于复产，复产还受供应链、物

流以及需求恢复情况影响，实际生产恢

复状况仍低于复工率。

生产跟踪—指标 3

五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由于国电数据停止更新，今后使用

除国电外 5 大发电集团耗煤数据进行高

频跟踪。近一周 5 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

44.8 万吨，较上周下降 6.4%，为近

三年同期平均水平的 87%。本周发电

耗煤出现小幅下降，可能与海外疫情冲

击沿海地区经济运行、天气转暖居民用

电回落等因素有关。根据工信部数据，

截至 4 月 10 日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超

80%，较 3 月 28 日的 76% 仅小幅提

升 4 个百分点，也反映复工率达到较高

水平后，企业复工增速有所放缓。

开工率跟踪—指标 4

全国高炉开工率。

近一周全国高炉开工率 68.1%，较

前值提高 1.1 个百分点，连续七周回升，

已接近近年平均水平。随着近期逆周期

政策进一步加码，全国复工复产持续推

进，后续工业生产有望进一步提升。

进出口跟踪—指标 6：中国出口集

装箱运价指数。近一周中国出口集装箱

运价指数 CCFI 为 886.3，较节前下

滑 8.2%，降幅虽仍小于近年同期平均

水平，但近期有所扩大，海外疫情扩散

带来的需求压力开始显现。往后看，海

外疫情将显著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WTO 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 13%

至 32%，预计二季度我国外需将明显回

落，外贸不容乐观。

服务业跟踪—指标 5

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量。近一

周以来，30 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 226.4 

万平方米，较前值下降 22%，为近三

年同期水平的 66%，本周商品房成交

量明显下降主要受清明节假期影响。受

清明小长假提振，餐饮旅游住宿等受疫

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复工率继续提升，

根据美团点评数据，截至 4 月 5 日，全

国旅游景区、住宿业的复工率分别达到

65.8%、71.0%，但预计服务业营收恢

复

2 月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数据同

比下滑 19.4%，不改长期向好

趋势

国家统计局发布工业机器人产量数

据，2020 年 2 月国内工业机器人累计

产量 21292 台，同比下滑 19.4%。国

内工业机器人产量从 2018 年 9 月开始，

受到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经历了连续

13 个月的下滑，自 2019 年 10 月转正，

随后 3 个月增速逐月增加。2020 年开

年受疫情影响，制造业投资下滑，企业

复产复工受到影响，工业机器人产量数

据下滑在预期之内。此次疫情对制造业

的影响比较显著的一点外地工人返工延

迟，可能在中长期机器人换人中是一个

促进作用。

国产机器人品牌厚积爆发有望进一

步实现进口替代。目前我国工业机器

人国产化率仅为 28%，产业链环节中

70％以上的减速器市场、伺服电机市场、

控制系统市场以及 5 本体市场被海外品

牌占据。从应用行业看，国产自主品牌

工业机器人也主要集中在码垛、上下料

以及搬运等相对低端的领域。随着国内

企业不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开展

中上游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国内外

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国产化率有望逐步

提升。重点行业：3C 自动化。

工程机械出口增加，价格逆市上

调

3 月挖机增长 12%，达到 49591

台，一季度达到 68816 台，同比下

滑 8% 。根据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行业统计数据，2020 年 1—3 月纳入

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共计销售

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68630 台，同比涨

幅 -8.2%。国内市场销量 61277 台，

同比涨幅 -11.6%。出口销量 7353 台，

同比涨幅 34.9%。2020 年 3 月，共计

销售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49408 台，同

比涨幅 11.6%。国内市场销量 46610

台，同比涨幅11.2%。出口销量2798台，

同比涨幅 17.7%。

行业新闻：根据《关于三一挖机上

调的通知》，三一小型挖掘机价格上调

10%，中大型挖掘机上调 5%。根据《关

于三一混凝土泵车全面调价的通知》，

对混凝土泵车价格全面上调 5%-10%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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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新闻
文 | MFC

安力复工率逾 9 成积极切入内需

民生、5G 等需求

安力积极进行市场多元布局，锁定

中国内需市场，目前中国厂复工率已逾

9 成，并积极切入包含民生、5G 光纤、

服务器、电动车等市场领域，继重庆厂

完成扩厂后，浙江新厂已投入兴建中。

安力 2019 年营收 14.68 亿元，税

后纯益为 1.54 亿元，年减 14.23%。

安力董事长许振焜表示，制造业出走东

南亚，在中国的生产事业要保有毛利率，

多从导入智慧工厂与制程延伸两方向着

手，另外，由于中国未来势必倾全国之

力，建立半导体生态链，安力近几年投

入精密加工技术，将运用该加工技术，

跨入半导体产业。

安力 2019 年完成重庆二期厂房建

设，增加粉体涂装生产缐，抢占视觉系

统市场外，为进军汽车零部件市场做准

备，主管表示，看准 5G 相关产品未来

庞大需求，近期在浙江湖州取得面积

100 余亩的设厂用地，并通过电着涂装

及蚀刻制程相关的环评报告，已进入兴

建阶段。

邦德激光深耕台湾 S、X 两大系

列光纤激光问世

随着中国台湾激光钣金切割市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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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兴未艾，2019 年在中国激光产品

出口台数，拿下榜首的济南邦德激光，

不仅致力专注全球智能化激光设备研

发，日前更看准台湾发展潜力，在台成

立子公司，并发表 S 系列高功率光纤激

光切割机，及 X 系列光纤激光切管机，

在全球肺炎疫情肆虐下，更有多台成交

实绩在手，吸引业界瞩目。

济南邦德激光台湾子公司——邦德

激光总经理王子文表示，科技创新一直

是济南邦德激光发展的核心理念，目前

邦德激光不仅拥有多项专利，更凭借独

特设计理念和精美外观，2018 年获得

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红点设计奖和 iF

奖，向全球展示卓越的设计能力。

总经理王子文表示，济南邦德激光

在全球激光切割品牌中，以独特的光纤

切割技术脱颖而出，不亚于欧美品牌，

其搭载BodorGenius自动调焦激光头，

提高了切割精度和成品质量，亦扩大了

切割范围，且辅以铸铁床身有超高稳定

性，铸铝横梁轻便灵活，让其设备有更

高的韧性和延展性。

邦德激光总经理王子文指出，邦德

激光虽在台湾业界中，不是新品牌，但

如今在台设立子公司，就是展现邦德激

光深耕台湾的决心，S 系列高功率光纤

激光切割机，和 X 系列光纤激光割管机

的推出，立即接获北部钣金加工厂购置

S402012kW 光纤激光切割机，及中部

机械钣金厂购置 X260A2kW 切管机。

海立电器为日韩客户寄送防疫口

罩 5 万余只

3 月 6 日，海立电器及时启动为日

本、韩国、欧美等地的客户寄送口罩的

工作。寄送的物资的箱子上有只有一句

简单但铿锵有力的口号：“Wetogether，

坚定的和客户一起，共抗疫情，一起努

力！”截至目前，海立电器已累计向海

外客户发送 5 万余只口罩。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引发了一场

全球性的危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现在仍然是危险的时刻，医务人员

在前线还在进行着最危险、最关键的战

斗，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做好个人

的防护，疫情终究能得到控制，我们一

定会迎来健康美好的生活。

当前，海立也在努力的恢复产能，

满足客户需求是海立的责任，海立始终

坚定信念，成为客户最信赖的合作伙伴，

成为压缩机行业的领导者，我们贡献出

一部分口罩给贵司，和贵司一起加油，

战胜疫情。

惠而浦宣布全面布局新能效产品

线

惠而浦 3 月 17 日举办 2020 新品

线上发布会，发布了两款空调新品，新

产品在苏宁易购及苏宁全国门店、天猫

等渠道预约发售。并宣布在行业内率先

全面布局新能效产品线，在未来 1 个月

内推出 10 个系列 20 款新品空调，能效

标准均超新国标 1 级。

康佳 10 亿重金再造存储芯片产

业园

康佳存储芯片封测产业园项目 3 月

18 日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由康佳集团

旗下芯盈半导体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预计总投入约 10.82 亿元，

主要从事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及销售，

计划年底前投产达效。

海信 8K 画质芯片已商用 2020

年正式量产

3 月 18 日海信视像公布了 85 英

寸 8KPro 双屏电视 U9，售价 79999

元。未来两年，海信将加推 6 款画质和

AI 芯片，自主画质芯片应用率将超过

90%。2021 年，海信将量产 8K120Hz

画质处理芯片、AISOC 智能语音芯片、

AI 视觉 SOC 芯片等。

长虹公司向捷克捐首批防疫物资

长虹公司 3 月 19 日发布，捷克防

疫物资奇缺向公司求援，即刻安排欧洲

公司从自身生产防疫物资中为当地政府

提供首批口罩。据悉，3 月 13 日起，

长虹公司陆续向意大利以及南亚、澳洲

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医用口罩、N95 口

罩等防疫物资。

格力旗下家电公司经营范围新增

消毒器械

3 月 19 日，格力电器旗下全资持

股公司石家庄格力电器小家电有限公司

发生经营变更，新增消毒器械。该公司

成立于 2011 年，经营范围包括电饭煲、

电风扇、干衣机、电热水器的生产、批

发、零售等。由格力研发的针对新型冠

状病毒的空气净化器日前正在向武汉金

银潭医院和泰康同济医院运送，第一批

共有 60 台，在疫情未完全结束之前，

还会陆续发放。这款病毒净化器在 3 月

18 日就已经上线格力商城，售价为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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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科电器参股纯米科技布局多品

类战略

飞科电器 3 月 20 日公告称拟投资

2986.86 万美元，取得纯米科技 15%

的股权。此举有助公司实现专注于小家

电领域内同心多品类战略，完善个人护

理电器、生活电器、厨房电器小家电产

品链。

创维数字 2019 净利润同比大增

90.6%

3 月 24 日，创维数字披露年报，公

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9 亿，同

比增长 9.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6.3 亿，同比增长 90.6%；

每股收益为 0.61 元。报告期内净利率

为 6.9%，较 2018 年提高 3.0 个百分点。

美的以 7.43 亿元成为合康新能

控股股东

3 月 26 日，美的集团发布公告拟

通过子公司美的暖通以协议方式收购合

康新能控股权。全面数字化和全面智能

化已经成为美的集团核心战略，此次收

购也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扩大对工业互

联网领域渗透与布局。

海尔中央空调发布磁悬浮空调标

准

3 月 26 日，海尔中央空调举办了

2020 年物联生态战略线上发布会，采

用直播方式，由海尔联合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等 13 家企业单位共同起草的《磁

悬浮水冷式冷水（热泵）机组技术要求》

也同时发布。目前，这是中国首个磁悬

浮空调标准。

长虹美菱 2019 年净利润增加

46%

3 月 27 日，长虹美菱发布 2019 年

财报显示，全年营收 165.53 亿元，同

比减少 5.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44 万元，同比增加 46%；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222 万元。

京东成立新公司经营医疗器械销

售

3 月 25 日，无锡京东乾丞贸易有

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京东零售集团电脑数码事

业部总经理任涛，经营范围包括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等。

国美零售、拼多多发 5 亿消费大

礼包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国美零售

与拼多多共同宣布将于启动“超级品牌

日”。双方联合了包括海尔、华为、美的、

格力、索尼等众多台湾外知名品牌，覆

盖家用电器、电脑办公、数码 3C 等近

10 个品类的 6000 多款精选产品。首期

将发放 5 亿元消费大礼包。

三星 LG 向越南调遣 430 名工

程师

据外媒最新消息，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的子公司将向疫情相对较轻的越南

派遣总计 430 名工程师，以支持各自电

子工厂的运营。另外，越南政府已决定

免除韩国员工为期两周的强制自我隔离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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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重组后首年净利下滑 17%

3 月 30 日晚间，TCL 科技交出了

重组后的首份年报。年报显示，2019

年 TCL 科技备考口径完成营业收入

572.7 亿元，同比增长 18.7%；净利润

35.6 亿元，同比增长 0.53%; 其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6.2 亿元，同

比下降 17%。

3 月 31 日，TCL 科技在深圳召开

2019 年度业绩交流会。董事长李东生

表示：“2019 年，由于供给集中释放

和需求增长放缓，全球半导体显示行业

进入寒冬，面临巨大的盈利压力。”

奔驰更改“隔离”LOGO，呼

吁大家保持安全距离

日前，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奔驰

更换了其媒体账号的头像，更改为新的

特别版 LOGO，将三叉星和圆环分离，

以此来呼吁大家保持安全距离并呆在家

中。随后，迈凯伦也更换了“隔离”版

LOGO，突出了单词“CARE”，提醒

大家注意安全。此前，大众和奥迪率先

将 LOGO 分开，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社

交距离，随后各企业都相继效仿。

特斯拉宣布加州、纽约两工厂临

时停产

特斯拉（TSLA.US）于周四美

股盘后宣布，在当地“就地庇护令

（shelter-in-place）”要求下，将

暂停其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汽车厂和位

于纽约州布法罗的太阳能电池板厂的生

产，其他工厂设施将继续运行。

诺基亚 43 英寸电视即将上市

印度电商 Flipkart 预告，第二款诺

基亚电视 43 寸型号即将上市。新款电

视采用三边超窄设计，JBL 定制扬声器，

搭载 Android9.0 系统。这款电视还具

DTS、杜比环绕音效，谷歌语音助手等

特性。价格据说会在 30999 卢比（约

合 292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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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俱进路329号
电话: 0512-3685 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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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件以及火焰切割件设计，快速有效地双面去除毛
刺、熔渣、氧化皮，并进行倒圆角处理。

带上您的钣金件到阿库矫平去毛刺中心来！通过加工测试或外协加工，亲身感受阿库设备的卓越性能！

 FlatMaster®     EcoMaster®      PlateMaster®

阿库精密零件矫平机让钣金件达到既平整又几乎无
应力的状态，有效改善焊接、折弯、倒角等后续加
工工序，降低返工率，提高加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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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具重要参考价值的美国 PMI 指

数 ( 一月份最新数据 51.9) 显示，近期

的走势因为出口减缓，说明制造业景气

在连三个月上升后走缓。受到 2020 年

年初疫情影响，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开

始出现危机，特别是汽车部件和 3C 产

品，也将会影响到机床产业在面对终端

应用市场在中国以外的布局和策略及因

应之道。

盘点美国机床主要进口地区近况

根据 Gardner Research 的报告，

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机床消费国，研究也

显示，美国机床消费型态有渐渐增加本

土制造供给内需的比例，从而减少由日

本、德国、瑞士与意大利等国外进口机

床的比重。美国当地制造除由美国国内

的厂商 ( 如哈斯、IPG) 提供产品外，

尚有原先进口地区的外资企业为贴近市

场，于美国设厂提供产品及售后服务。

截至 2018 年，美国机床消费比种仍有

六成五必须仰赖进口。

2019 年美国进口机床之总金额为

59.6 亿美元，相较于 2018 年的 62.1

亿美元减少 4.1%，主要进口地区为日

本、德国、意大利、韩国。而其市场占

比分别为 31%、17%、8%、8%。

对比近年 (2015 ～ 2019) 美国的

机床进口金额，下列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美中贸易战使 2019 年我国出口至

美国的机床金额锐减 31.5%

由于贸易战关税的影响让 2019 年

我国出口至美国的机床相较 2018 年减

少超过 1 亿美元，其中减少率最多的机

种是车床和综合加工机，而金额减少较

多的机种为激光加工机和冲床成形机。

这也表示，在目前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

解析 2019 年美国机床市场
编译 | 李建、王蕾

图 1 美国制造业 PMI 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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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后到下一次达到共识前，上述这些在

2019 年五 5 月的第一波 340 亿关税清

单中已经加征 25% 关税的机种，由于

成本垫高的关系，将持续被别的国家瓜

分。

德国在美国市场进口金额下滑，

VDW 表示 2019 年德国出口市场表现

不佳

VDW 主席 Heinz-

JürgenProkop 日前宣布 2019 德国机

床产量虽然仅较 2018 微幅减少 1%，

达到 170 亿欧元，但是对于全球最大的

两个市场中国 (-13%) 和美国 (-15%)

都呈现双位数的衰退，而欧洲地区占了

德国一半以上的出口占比，较 2019 年

减少 5%。换句话说，德国 2019 年能

维持高产量的关键是内需市场。由于全

球经济持续低迷、汽车产业的消极增长、

贸易策略的动荡和近期爆发的疫情影

响，VDW 对于德国机床产业未来两年

的情况并不乐观。

韩国机床进口美国金额首度超越

中国台湾

2019 年美国进口韩国机床金额为

4.7 亿美元，较 2018 年同期增加 8.7%，

并首次超越中国台湾省成为第四大进口

地区，其中综合加工机的进口市场占比

为 36.0%，与此同时的中国台湾省却

减少 15.3%，市场占比为 34.2%。可

见韩国机床在美国市场有逐渐扩大的趋

势，也让其他国家在美国市场的竞争更

加强烈。

美国进口机床热门机种分析

2019 年美国整体机床进口金额比

重前三大的机床种分别为综合加工机、

车床以及锻压、冲压成型机床。如表 2

所示，进口的金额分别为 14.7 亿美元、

11.8 亿美元与 11.4 亿美元，而其进口

金额比重分别为 25%、20% 与 19%。

美国机床进口消费市场经历 2016 年的

低潮后，在 2017 年底到 2018 年美中

贸易战爆发前，曾经受惠于美国经济复

苏带动制造业的设备投资增加。这点由

美国切削刀具协会 (USCTI) 公布的切

削刀具订单统计信息也可以得到验证：

在 2018 年第三季，美国的切削刀具消

费量曾一度超度 2.2 亿美元后开始逐渐

减少，最新发布的信息在 2019 年 11

月已经回到 1.9 亿美元的水平。后续美

国进口机床市场面临美中贸易战导致的

投资缩减，制造业回流美国也不如预期，

2019 年整体机床进口消费金额略降。

表 1   2015 ～ 2019 年美国机床进口及其金额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日本 1792 1579 1628 1825 1858

德国 864 901 1027 1261 1011

韩国 348 215 310 430 467

瑞士 348 277 361 430 424

中国 684 623 677 813 659

其他 824 872 917 1042 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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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国还是全球机床主要消费市场之

一，因此美国机床的需求仍是中国机床

产业需要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将进一

步将热门进口机种如综合加工机和车床

等做更细的解析。

综合加工机

根据美国的海关数据显示，综合

加工机依据不同主轴种类 ( 卧式或立

式 )、加工行程长短、有无自动换刀功

能 (Automatic Tool Changers) 以及

是否为数控机床等分类条件下，共有 12

种次分类。2018 年美国整体综合加工

机进口金额比重前三大的机种分别为立

式加工中心 ( 自动换刀、Y 轴行程小于

660mm)、卧式加工中心 ( 自动换刀、

表 2   2015 ～ 2019 年美国机床进口及其金额

综合加工机 车床
锻压、冲压
成形工具机

放电、雷射、
超音波工具

机
磨床

钻、镗、铣
攻螺纹工具

机

刨、插、拉、
齿削工具机

其他成形工
具机

总计

2015 1227 1093 932 633 415 473 303 206 5283

2016 1141 806 961 683 427 423 254 201 4896

2017 1271 906 1150 670 434 352 276 211 5271

2018 1619 1145 1216 842 475 395 301 218 6211

2019 1471 1181 1135 532 490 359 283 208 5959

进口金额（百万美元）

表 3   美国近三年进口综合加工机之金额与成长率

机种别
进口金额（百万美元） 占整体进口金额比重 % 改变

2019/2018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立式加工中心（ATC、Y ＜ 660mm） 352 406 353 27.7% 25.1% 24% -13

卧式加工中心（ATC、Y ＜ 685mm） 207 193 217 16.3% 11.9% 14.7% 12.4

立式加工中心
（ATC、Y ≥ 660mm）

169 216 211 13.3% 13.4% 14.3% -0.025

卧式加工中心
（ATC、685mm ＜ Y ＜ 1016mm）

190 216 202 15% 13.3% 13.7% -6.4

其它加工中心（ATC） 59 150 157 4.6% 9.3% 10.7% 4.5

卧式加工中心（ATC、
Y ≥ 1016mm）

110 136 123 8.7% 8.4% 8.4% -9.6

加工中心（没有 ATC） 85 182 120 6.7% 11.3% 8.1% -34.3

加工中心（二手、翻修） 22 15 17 1.7% 0.9% 1.1% 8.5

单工位加工设备（非数控） 9 3 3 0.7% 0.2% 0.2% -9.6

单工位加工设备（数控） 12 11 3 0.9% 0.7% 0.2% -73.4

多工位加工设备（数控） 35 51 46 2.8% 3.1% 3.1% -9.3

多工位加工设备（非数控） 20 39 20 1.6% 2.4% 1.3%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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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轴行程介于 685mm 到 1016mm) 以

及卧式加工中心 ( 自动换刀、Y 轴行程

大于 1016mm)，上述三种机种即占了

美国进口综合加工机金额的五成。

而 2019 年的海关数据显示上述三

种机种的进口金额均呈现减少，仅卧

式加工中心 ( 自动换刀、Y 轴行程小于

685mm) 增长 12.4% 达到 2.1 亿美元

的进口金额，其余机种之相关信息可参

考表 3。

车床

根据美国的海关数据显示，车床不

同主轴种类 ( 卧式或立式 )、转塔有无、

以及是否为数控机床等分类条件下，共

有 22 种次分类。由于次分类过多，本

文优先以数值控制车床为范畴，细分出

表 2 中 11 类车床产品近三年来的进口

金额及占比。

2018 年美国整体车床进口金额比

重前三大的机种分别为单主轴卧式车

床 (P<18.65KW)、多主轴卧式车床

以及单主轴卧式车床 (18.65KW ≤ P

＜ 37.3KW)，上述三种机种即占了美

国进口综合加工机金额超过六成。

而 2019 年的上述三种机种的进口

金额分别为 3.6 亿美元、2.8 亿美元及

1.8 亿美元，多主轴的卧式车床近三年

之进口金额有逐渐增长的趋势，其余机

种之相关信息可参考表 4。

美国制造业近况及机床厂商布局

2019 年一整年，受到美中贸易战

的影响，导致企业投资活动低迷，再加

上全球经济复苏力道不振，而导致消费

需求萎缩，因此重创美国的制造业景气。

而机床主要的应用市场也频频传出杂

音：像是 2019 年底波音 737MAX 客

机的停产和停飞、汽车产业关厂及罢工

消息等。

不过根据 Marklines 的统计数据，

2019 年的汽车销量虽然较 2018 年减

少 1.3%，目前销量还是有超过 1700

万辆，并且销售金额也较 2018 年上升，

代表美国在购买轻型车的单价有所提

升。

接下来 2020 年则须关注美国疫情

的发展以及美墨加贸易协议 (USMCA)

的后续影响，也就是汽车和卡车部件件

在北美地区制造的比例，由 NAFTA 原

有的 62.5% 上升至 75%，并且需使用

北美钢铝。此外，40% 到 45% 车辆部

件件须由时薪 16 美元以上的劳工制造

( 美国和加拿大 )。部分在墨西哥组装的

车辆主要采用墨西哥和北美地区以外的

表 4   美国近三年进口数控车床之金额与成长率

机种别
进口金额（百万美元） 占整体进口金额比重 % 改变

2019/2018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单主轴卧式车床（P ＜ 18.65KW） 289 379 363 31.9% 33.1% 30.7% -4.2

多主轴卧式车床 187 228 282 20.6% 19.9% 23.9% 23.6

单主轴卧式车床
（18.65KW ≤ P ＜ 37.3KW)

132 200 183 14.6% 17.5% 15.5% -8.7

单主轴卧式车床 54 90 89 5.9% 7.8% 7.5% -1.1

卧式车床（二手、整新机） 16 14 15 1.7% 1.3% 1.3% 5.3

单主轴立式转塔车床 76 72 85 8.3% 6.3% 7.2% 18

单主轴立式车床 49 42 44 5.4% 3.7% 3.8% 5.2

多主轴立式转塔车床 12 24 17 1.3% 2.1% 1.4% -30.5

立式车床（二手、整新机） 1 2 4 0.1% 0.2% 0.4% 81.8

立式转塔车床（二手、整新机） 5 7 3 0.6% 0.6% 0.3% -54.6

多主轴立式车床 11 12 3 1.2% 1% 0.3%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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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或许就不符合美国免关税准入资

格。综上所述可以得知，未来美国汽车

产业将会逐渐走向高值化 ( 高价 ) 的方

向来弥补不断上升的制造成本。

美国制造业将会朝向自动化与高

值化发展

受到全球经济发展趋缓连带影响美

国制造业发展趋缓，致使未来美国机

床市场的需求增长率将会呈现减缓现

象，因而影响全球各主要机床生产国出

口至美国机床金额，增长率将会呈现减

少的情势。此时美国制造业厂商对设备

投资趋于保守的态度，因此制造业厂商

仅较有意愿针对其所熟悉的旧机进行采

购或是于旧机加装新设备升级，如此，

可以降低厂商的购置设备成本。故美国

金属加工制造业者在采购机床时会考虑

整机的 MTBF(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 与单机自动化能力，因此中国

的机床须强化自身的自动化能力、加工

精度以及加工效率，同时机床兼具多任

务性与减少加工工件更换时间，以维系

中国在美国机床市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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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机床——精实智能制造的实践策略
编译 | 李建、王蕾

伴随着工业 4.0 的推行，“精实

智能制造”逐渐着重在制造现场经验及

知识的持续积累，以及汇集的标准化作

业程序，正转为一种灵活因应个别客户

需求、兼顾质量、成本与交期之制造策

略。精实智能制造的成功案例为数仍少，

产业界正面临如何冷静评估新技术的投

资，特别是结合本身组织能力构建智能

制造实践典型的课题。

日本 DMG 森精机引进丰田模式

柴田友厚在新出版的《发那科与英

特尔之策略：机床产业 50 年的革命史》

指出，森精机成立于 1948 年，初期制

造纤维机械，1968 年起开始生产 NC

车床，公司营运随之增长，1976 年 NC

车床市占率跃居日本首位，并开始进入

综合切削中心机市场，持续增长为领导

型企业。后因开发出独有的计算机与操

作暨人机接口系统，成为日本机床业界

中最具代表性之厂商。

另外，2011 年 7 月底聘用原丰田

汽车生产管理、生产技术事业群总经理，

在位于三重县的主要生产据点伊贺事业

所构建以装配线为主轴之丰田式生产管

理，先实践在生产台数 10%，达到了省

人化效果，工厂生产效率提升了 20%。

零件的调配采用实时生产方式，不仅仅

是减少零件库存，销售部门也可重新检

视与制造部门的信息传输链接，即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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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部门也可在短时间内快速地进行组

装设计。

笔者实地考察 DMG 森精机，作者

检视上述变革，有两个重要发现。

第一，装配线精实变革透过像制造

现场的技术标准化，譬如“铲花”等熟

练技术的训练，使网宇实体系统链接得

到改善，达成生产高性能产品之目标。

另一方面，2016 年伴随着与德国机床

厂商 DMG 的正式合并，开始积极开发

与导入智能制造，迈向重要环节之一的

“数字工厂”(Digital Factory)。

第二，数字工厂以人机接口

CELOS 产品组合为核心，人、机台与

工厂间彼此相互连结，让直到目前为止

难以被发现的信息得以可视化，从生产

计划、生产准备、生产设备监控等实现

数字化服务，做到预防维修保养节省成

本、故障时的快速恢复运作。透过网际

网络的实时通讯功能，可实时获得联网

的机床稼动状况等信息，也可找出对客

户端生产效能提升的改善方法。同时，

透过服务中心、零件中心、解决方案中

心等组织运作，有效解决客户面临的问

题。

韩国现代 WIA 的精实变革与智

能应用

韩国的现代 WIA 隶属于现代集团，

是以汽车零件制造为其主要领域的国际

型企业。虽然并没有直接导入丰田式生

产管理，但在日韩合资公司与工厂的参

观学习当中，学习到工厂的营运方法、

功能别流线生产、产品别少量生产、工

程别的自主检查、第三方的质量保证制

度、提案改善制度、自主检查等，致力

于网宇实体系统的改善推动。2000 年

起结合美国的统计质量管理与日本的全

面 TQM 全面质量管理，由管理职积极

地参与来确保质量，而不是交由现场的

作业人员来自主管理。尤其积极导入 IT

技术，以整合开发、生产与采购等基础

信息系统，厚植营运组织能力。

现代 WIA 目前以智能制造平

台、IRIS(Integrated R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olution) 智慧工厂解决方

案的开发与推动做为营运重点。其基础

系统包括 1.HW-MMS（智慧方案）

2.HYUNDAI-iTROL（CNC 数控平

台）、3.CNC 智能加工程序等 3 项。

HW-MMS 是利用物联网，来达成实

时远程监控现场机台设备，无论是从平

板或 PC 或智慧手机，皆能无时无刻

可确认工厂稼动情形与异常状况。还能

透过总公司的服务中心来对全球客户进

行远程诊断、找出问题点及预知保养。

HYUNDAI-iTROL 是除了机床控制系

统上的基本功能外，还具备节能功能、

追踪加工履历与工厂远程控制等功能，

能够记录分析运作时的能源消耗资讯，

以及预知异常可能原因。智能加工流程

经由对工具的监控、加工误差的最小化、

电力监控等，实现了生产效率与加工精

度的提升，并让客户操作更具便利性。

现代 WIA 正透过物联网连接 40 间

工厂、300 台的设备，进行远程监控，

达成数据收集与客户问题解决。将来以

运用大数据与人工知能之通用模块、强

化预知保养功能为目标。

日韩精实智能制造的意义与课题

两家企业的精实智能制造有两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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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目标：厘清本身企业组织能力；实践可视化、异常感知与预知保养。

具体而言，就是透过内部生产稼动信息的实时化，

有效结合客户端中自己公司产品，来实现远程监控

与预知保养。前者是生产效率的提升，后者是客户

解决方案的提供。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持续以现场人员与机械的

协同作业来改善网宇实体系统，达到生产效率及质

量的提升目标，具备重视设备可视化与预知保养的

策略导向。相对而言，韩国企业则在兼顾客户问题

解决方案的同时，以打破第三次工业革命自动化基

础的低效率，实现高效率智能制造为主要发展方向。

日韩企业的精实智能制造显示，贯彻装配线精

实生产、致力于人与作业现场的可视化、开发客户

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今后的三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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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永续经营之利器——互换性设计
编译 | 李建、王蕾

2020 年全世界发生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人类，目前感染人数急剧暴增，尤

其欧美国家，严重影响工业制造与组装

产业之开工日期。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

感悟到零部件必须要第二来源，其中成

败关键在零部件必须纳入互换性设计，

避免重回试误法延迟上市时间与资材浪

费。

地球资源有限，人人要珍惜，机床

设备或产品所需之材料、零部件于设计

之初当思考能使用寿期，除满足特定功

能规格需求外，尚需考虑能耐操、可靠、

好用、易拆卸维修及绿色回收等亲和力，

因产品或机床设备之价格较昂贵，站在

消费者或客户立场，能维修就比新购置

划算，同时也对企业公司之质量增加认

同度，有利于企业公司生存发展，永续

经营，其中零部件是否具备可互换性设

计就成为极具关键之因素。

互换性设计之重要性

互换性可分为全互换性与半互换性

两种，全互换性是指零部件可任意组配

于相同之相邻零部件，而半互换性系指

以次总成零部件为单位，与相邻零部件

可任意组装。例如引擎零部件内之任何

零部件均能随意凑合，组装成引擎组件，

不是边组装边整修才能组装。而半互换

性则以任意引擎零部件，均能轻松装进

同型任一台车壳，不会发生孔径大小或

孔位没对准，尚需扩孔才能组装之问题。

所以互换性设计直接影响到后续产线组

装之效率与合格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老板、主管与设计工程师不得不慎。

互换性设计之精义为公、母配于最

严苛状况下，当孔径为最小时，销径为

最大时仍可以组配，换言之；如孔径制

作加工稍大且能符合图规公差内，就产

生间隙更能顺利配合，同理；当销径制

作加工稍小且能符合图规公差内，亦能

产生间隙更方便配合。贵重机床设备或

产品使用一段时间后难免会磨耗故障，

第一优先需考虑维修，以增加寿期，降

低购置成本负担，同时亦考验品牌质量

耐操及可靠信誉之最佳验证机会，如果

零部件当初设计已有互换性考虑，后续

维修补保自然轻松方便顺利，亦可节省

客户等待时间之损失与费用，也能博得

客户赞赏与信赖度，持续甚至加重后续

交易机会。

英人 Henry Mandslay(1771 ～ 1831)

于 Woolwich 兵工厂工作碰到组配互

换问题。1771 法国面临相同问题，

1811 年 Bodwer 曾推动零部件互换失

败。1775 美驻法大使 Jefferson 看到

兵工厂技工大量组装观念而引进美国。

1789 ～ 1812 美国人 Eli Whitney 组装

15000 只毛瑟枪不顺利，凸显互换性之

重要。1820 美国委托 Simeon North

制作 20000 支手枪，顺利交货。1831

美国 Cult 发明转轮手枪，1850 已运用

互换性零部件组装手枪。1850 年美国

钟表业已应用互换性零部件。1872 美

国 GDP 取代英国霸主地位成为世界第

一。

德国生产之经济学，生产过程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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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与安全，高科技产品之实用性，才是

企业生产之灵魂，而非利润最大化。例

如在清朝租借山东半岛时期之地下通道

出入口处，必须高出地面一公尺，避免

遇大雨进入通道，又如前些年污水道工

程维修，无可用之零部件，遂请德国原

厂支持，惟年代久远，且原厂已不存在，

但建议备用件应位于 150 公尺处找找

看。果然顺利发现规格兼容之备用件，

且有防潮油纸包装保护。另外；例如锅

盖内侧有加工成奇特花纹，盖上后，水

蒸气就能上下自然循环，不易烧干，这

是一种技术。锅盖与锅之间隙一致 ( 同

心度极佳 )，说三分钟开锅就三分钟开

锅，能节省能源。

零部件互换性设计前置要项

产品研发阶段之轴孔配合 ( 公母配

合 ) 经 CAE/CAD 模拟分析出公称尺

寸后，下一步为进行可制性、易制性之

细部设计，如量大则必需要求达到可

100% 互换性，任一轴件需可与任何孔

件组配，同理；任一孔件可与任何轴件

组配，关键在于如何决定轴孔件之尺寸

与公差。

以前设备或产品组装非常依赖组立

师傅之修配功力，如遇到孔径稍小或无

法与轴件同心对位，将设法扩大孔径或

椭圆孔，或整修小轴径稍微切削以利组

立，完成组装成为零部件或产品之任务。

然而这种事情必须向其直接上司或设计

工程师回报，期望再次检视设计图之尺

寸与公差，或要求制作单位或外包承制

商改善。而其上司或设计工程师可能会

立即检讨设计图，厘清问题，再依检测

数据进行修改孔件或轴件之尺寸与位

置，避免下次再犯，并作记录改善。也

有可能因工作繁复而疏忽或束之高阁，

时间一久又忘记。结果日后再次发工或

委外制作，不能组装之现象又重复发生，

又得浪费组配人员逐一整修，令人扼腕。

设计工程师如欠缺几何公差基准

( 基准系统 )、基准尺寸、位置公差等概

念，可能没抓到重点，就一直陷于修改

孔径或轴径尺寸公差，但仍无法改善不

能轴孔同心对位之问题，如再加上累积

误差因素纠结，改正时间遥遥无期，最

终仍靠师傅整修，非根本解决之道。

零部件互换性道理很简单，当孔件

之内径制作到最小 ( 尺寸下限 ) 时，而

且配合之轴件外径制作到最大 ( 尺寸上

限 ) 时，还能够组立装配。而当孔径制

作偏离尺寸下限往上限变大一些，则轴

孔配产生间隙变大，更容易组装。同理；

如轴件外径加工尺寸往下限方向偏离，

一样轴孔配之间隙变大，有助于组装。

约百年前之国际版尺寸公差与配合

(ASME/ISO-Limits and Fits) 已大幅

提升互换性之比例，福特 T 型车大量

生产为一项成功经典例子。至今 JIS、

CNS 仍奉为规范之参考依据。但尺寸

公差与配合规范内有一些不合理局限情

形，美国持续针对其缺陷而发展出几何

公差规范 ( 其实是全盘沿用 )，并经二战

庞大军品、工业产品需求孔急之考验，

通过实际验证才颁布美国版与国际版，

至今已逾 70 余年。

几何公差系统

首先将传统直角坐标系统改为几何

公差系统，在尺寸标注下方增加一格长

方格，第一小格选正确之几何公差符号

(2018 版修为 12 种 )，第二小格为几何

公差值，通常会在加注 )，第三小格为

基准，必要时可增至第四、第五小格，

亦即制作加工参考用之 3D 坐标系统。

以孔件为例，孔心在传统直角坐标系统

受限于方形区之不合理限制，改为以对

角线为直径之圆形区域，改善方向性之

局限，同时又可增大 57.1%之制作公差，

提升易制性与合格率。

修饰语

如在几何公差框内之公差值后面加

上修饰语如，意义为最大材料情况 (Maxi 

Mummaterial Condition，MMC)，或

称最多留料情况。对孔件而言；即为孔

径加工制最小直径 ( 尺寸下限 )，如加

工孔径偏离 MMC( 孔径变大些 )，则几

何公差可随之等量增大，最多可达最小

材料情况 (Least Material Condition，

LMC)。同理；如为轴件 ( 实心棒料 )，

在几何公差框内之公差值后面加上修饰

语如，即为孔径加工制最大直径 ( 尺寸

上限 )，如加工孔径偏离 MMC( 轴径变

小些 )，则几何公差可随之等量增大，

最多可达最小材料情况。这时需注意未

用完之尺寸公差值不可移作几何公差，

同样；未使用完之几何公差值不可移作

尺寸公差，设计工程师、加工技术师与

检测人员必须遵守，不可胡乱擅作其他

解释，产生争议，尤其委外制作件，更

需与承制商约定检测验收标准。这种因

偏离或而增加之公差称之为红利公差

(Bonusto Lerance)，极像公司企业之

年终红利。

零公差

在因应大量生产件之检测需求而有

功能性检具套量，以确保通过检具之零

部件一定可以组装，但由于检具设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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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因素，可能发生通过检具套量后，

在定量抽验尺寸时发现少部分超出公

差之现象，ASME 与 ISO 国际版规范

中，则赋予零公差之规特殊任务，特别

通融将几何公差值可降为零而转化为尺

寸公差值，三度扩增制作公差带，提升

易制性与合格率，将原本被剔除之可用

好零部件悉数化为合格件。实务上，可

替高阶主管或产品负责人化解经常需

主持特别裁示会议 (Material Review 

Board,MRB) 之困扰，因为零部件通过

检具套量 ( 必可组装 ) 却于抽验时发现

图 1 件坐标系统示意图

表 1   径与位置公差变异关系 (mm)

项次 量测孔径 量测位置公差 Bonus tol 位置公差 允收 / 拒收

1 3.97 0.07 0 0.07 ○

2 4 0.1 0.03 0.1 ○

3 4.03 0.13 0.06 0.13 ○

4 3.95 0.05 0.05 3.95 ＜ 3.97×

5 3.98 0.1 0.01 0.10 ＞ 0.08 ×

6 3.98 0.06 0.01 0.06 ＜ 0.08 ○

7 4.01 0.12 0.04 0.12 ＞ 0.11 ×

8 4.04 0.11 4.04 ＞ 4.03×

9 4.03 0.14 0.06 0.14 ＞ 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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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公差之情况，依理应判不合格件，导

致全部无法后送组装线。事态相当严重，

两难齐发。如老板、负责主管、设计工

程主管或设计工程师、检测主管或人员

只要有人认识零公差意义，即可轻松化

解，全部变为合格件，并有可受公评之

完整质量文件，不欺骗客户与公司，此

项知识为规范含金量极高之技术。

虚拟情况

可达情况或实效情况 (Virtual 

Condition,VC) 意义为一个形体之虚拟

情况是由一些指定公差所容许的，为各

轮廓变异之综合效果所得到之大小。代

表在最大材料情况下，最极端严苛条件

之组装配合情况。简言之；轴件之虚拟

情况 = 尺寸＋形状或位置公差，孔件之

虚拟情况＝尺寸－形状或位置公差。

检具设计

运用虚拟情况再斟酌涵盖技术师傅

合理之误差，取尺寸公差之 5% ～ 10%

做为检具之制作公差值，既可应付大量

零部件之检测，又可确保每件套量后

一定可组装，兼可节省高阶检测技术

之人力负荷，彻底消除采用计数值检

验抽样程序及抽样表方法 (MIL-STD-

105E1989) 产生之少部分不合格品地

雷，与额外浪费不合格品之资源成本与

组装产线不顺利之现象。以 4 孔件说明

直角坐标系统之缺陷与改进措施。

图 1 中第 1 点孔心位于 0.05mm

正方形区域内属于合格，但是第 2 点同

属第 1 点到理论中心等距，却因与第 1

点相隔 45°，不幸落到 0.05mm 方形

区域外而属不合格，这是传统直角座标

系统之不合理缺陷之一，因隐藏方向性

之限制，国内机制业不可不察。而几何

公差针对此项缺失，改为以正方形对角

线为直径之圆形区域 (φ0.07mm) 内

较合理，完全解决方向性限制之缺点，

360°皆可，而且尚增加 57.1% 之公差

区面积，立即提升易制性、良率与效率

等皆有帮助。

另外于几何公差值后面紧接着修饰

与，表示 φ0.071mm 为最大材料情

况之数值。位置度公差 φ0.071 ㎜为

以孔于最大材料尺寸（φ3.97mm）为

准。当孔之尺寸偏离最大材料尺寸时，

孔之位置度公差允许超过原来之公差

带，于偏转范围内偏转其“位置”。如

φ0.131mm 增额公差为孔加工到最高

极限尺寸 φ4.03mm 时之位置度公差。

将几何公差框意义进一步解析如表 1。

孔径与位置公差变异之动态公差图如图

2。

位置度原则应用时，其公差大小由

设计师需要而定，此公差系由外形（孔

及配合件）之最大材料尺寸来决定，非

由坐标转换而成。

机械生产设备之零部件设计如早已

纳入互换性公差元素，一旦碰到急单需

求，即可采取扩增零部件制造厂商同步

制作，同样组装配合亦可同步增加产线

人力，因为零部件具备互换性功能，组

装作业一定顺畅，设备出厂时程必可大

幅缩短应急，如同口罩生产设备交货可

缩短一半以上。盼国内相关业界能跟上

潮流演变，学习老外长处，零部件具互

换性居于最关键地位，提升技术，进而

抢占商机，拚搏于国际市场，多赚外汇，

调薪扩厂，精进核心技术，建立品牌，

永续发展。

图 2 径与位置公差变异之动态公差图



40 FEATURE 专题

金属板材成形  2020.3

两厢汽车顶盖尾部起皱工艺优化
文 | 杨娜、袁培、欧贻留·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
       刘俊·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引言

顶盖是车身重要的覆盖件之一，与

A 柱（前立柱），B 柱中立柱，C 柱（后

立柱），前后挡风玻璃钣金件连接，要

求冲压成形后的制件，各面衔接平整光

滑，表面无翘起、起皱和裂纹。在整个

顶盖制件造型中，成形工艺最复杂的区

域是制件尾部，此处需要经过拉延、修

边、冲孔、整形等多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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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过程问题分析

原因分析

尾部成形过程：OP10：拉延； 

OP20：侧整形；OP30：修边＋冲孔； 

OP40：翻边

在侧整形的过程中出现起皱，不能

满足产品的品质要求。

导致起皱的原因分析：在工艺设计

中，为避免在模具调试和实际冲压中出

现开裂等问题，通常在拉延工序后进行

侧整形，由顶盖数模的可知，工艺设计

中如图 1 有 7.4mm 的过拉深量，会在

后序成形时产生多余的材料，这是导致

制件整形起皱的根本原因。

OP20 工序整形结构如图 2 所示。

从一次性深拉延成形工艺看，OP20 工

序整形的作用是先将制件尾部 R 角成

形，防止 R 角一次性整形发生变形。因

此，OP20 工序整形部位只包括制件尾

部 R 角及 R 角以下一小部分拉深区域。

下模上有压料符型面，同时还要留有整

形空间，这样压料区域与整形区域之间

就形成一个台阶。

实际成形时，过拉深设计中多余的

材料在整形刀块的作用下向下流动，而

图 1

图 2

图 3 优化后的整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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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料板和下模块台阶形状严重阻碍了材

料继续流动。因此，在压料板与整形刀

块接触的台阶面缝隙部位产生严重积料

现象。聚集的材料在模具压力作用下发

生堆积硬化，无法在 OP30 工序侧整形

时再进行拉深变形，或留有很深的叠料

痕迹，导致制件尾部出现起皱现象。

工艺模面优化

由上述分析可知，制件尾部起皱的

直接原因是 OP30 工序下模块台阶造型

和压料板成形工艺设计不合理。因此，

重点改变下模块和压料板造型及压料范

围，使多余的材料在成形过程中平缓延

展而避免集中在某一小范围内，即可改

善上述起皱缺陷。

将下模块原台阶形状设计成平缓过

渡形状，便于材料向下流动；如图 3 压

料板上部分设计成让空形式，整形时

只压拉深板料凹 R 角以外部分，使材

料有一个平缓延展的空间，避免过拉深

余料在局部小范围内堆积。将下模块与

上模部分形状设计成不同造型，且压料

板与整形刀块间有一定间隙，增强了材

料流动性。优化后的工艺方案，消除了

OP30 工序整形时材料聚集现象，使过

拉深余料存储在压料板与整形刀块的间

隙空间内，同时满足 OP40 工序侧整形

时进料需求，从而改善制件尾部起皱缺

陷。

效果确认

采用 Autoform 软件对顶盖尾部优

化后的成形工艺进行模拟，模拟结果如

图 4 所示。

由图 4 可见，顶盖尾部在成形工艺

优化后未出现起皱现象，变薄情况满足

CAE 判定依据，起皱缺陷的改善在理

论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模具结构根据

优化后的成形工艺进行整改，经冲压试

模，OP30 工序整形后拉深余料聚集现

象得到消除。

结束语

针对轿车顶盖尾部整形后起皱的问

题，增强了材料流动性工艺思路，优化

成形工艺。实践表明，优化后的工艺方

案，能有效改善过拉深余料导致制件尾

部起皱的问题，实用性较强，可为解决

同类制件的起皱问题提供参考。

图 4 左图：改善后分析起皱参数 0 右图：实际生产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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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易机械：推动伺服热成形发展
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从 1990 年代，日本的压力机厂商开

始研发大容量、大扭矩和低转速交流伺服

电机，应用在压力机上，对冲压工艺产生

了巨大变革，其他国家的压力机制造厂商

也在 2000 年之后陆续跟进，很快欧洲在

制造和使用情况都能和日本分庭抗礼。

在中国，伺服压力机经过产学研各界

的广泛推广，但是对本土设备商和本土用

户而言，这一新技术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应

用。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善，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协易机械，这家国际程度极

高的台湾压力机制造商的参与。

2020 年 3 月 MFC《金属板材成形》

很荣幸就机械伺服压力机的应用问题再次

采访了协易机械的郭挺钧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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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易机械：推动伺服热成形发展
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协易机械集团

总经理 郭挺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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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据您了解，机械伺服压

力机的起源源于什么样的历史背

景？

郭挺钧：机械伺服压力机的商业化，

是市场需求和相关配套技术成熟的结

果。 冲压零部件一直面临着减轻重量的

需求，对于汽车或者航空业用户而言，

减重意味着巨大的能源成本的节省，从

而让成品更有竞争力。减重可以通过变

小或变薄实现，但是又不能损失强度，

这样要么让结构更复杂，比如零件一体

化，减少连接，要么用高强钢、铝合金、

镁合金等高强轻质材料替代普通钢材，

这些材料的成形机理、成形速度和工艺

往往很难用传统的压力机实现。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当时多品种、小

批量共线生产，以及节约生产线数量的

直接投资和占地投资成为压力机用户迫

切的需求。

最初的思路是通过设计结构更复

杂、工位更多、强度更大的模具，或者

是液压机成形，进而出现了热冲压成形

某些结构件。

但是当所有的方法都不能实现稳

定、高效压力机某些零部件的时候，就

必须要对传统机械压力机进行革命化的

升级了，伺服压力机的设计理念事实上

早就产生了。正好这个上个世纪 90 年

代，伺服压力机需要伺服电机、驱动结

构、控制系统和电脑软件等核心制约因

素都相继成熟了，于是伺服液压机和机

械伺服压力机相继出现，并且得到日本

下游汽车巨头的扶持，形成几大技术流

派，各有优势。

伺服压力机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滑块

运动曲线可调，而且是可视化的精确控

制。传统的压力机的滑块速度是刚性输

出，速度曲线不能控制，只能简单控制

合模高度、每分钟打击次数和缓冲垫压

力几个参数而已，冲床基本是只能生产

有限品种和材料的专用机床。

伺服压力机的出现，可以说解锁了

冲床的诸多限制，在下死点能滑块逆转；

还可以设定加压过程中，像液压机一样

保压；在下死点缓进快出，既提高了拉

伸精度，最大可能消除冲压工艺固有的

皱褶、裂纹和反弹等难题，又保证了生

产效率。

所以，人们称伺服压力机为第三代

压力机，是压力机界石破天惊的发明一

点不过分。

MFC：据我们了解，伺服压力

机现在是日本和欧洲不管是设

计、制造和使用情况都领先中国

大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

和家电生产中心，您提到的需求

和硬件条件难得不具备吗？为什

么实际的应用迟迟没有起来？而

协易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精力做

伺服压力机？

郭挺钧：伺服压力机的不管是什么

驱动结构和电机种类，原理都很好理解，

但实际制造出一台可靠好用的压力机设

备，并不是驱动方式改成伺服电机或者

油压伺服泵驱动这么简单，要解决的技

术难点实在太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

从硬件讲，最核心的是低速高扭矩

的大功率伺服电机，这好比一台飞机和

汽车的发动机，最顶尖的压力机公司大

多要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伺服电机，不会

出售给竞争对手。

如果从日本和德国进口伺服电机，

很难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拿到大功率的电

机，或者超过一定功率的电机，给钱也

买不到。即使高价买到进口电机，你成

品的价格就没有竞争力，同时也因为不

掌握电机的核心技术，不能根据应用场

景的不同进行根本的改造，只能依赖电

机供应商，这样很麻烦，产能不够的话，

得到的支持不可能让人满意；如果扶持

本土的供应商，销量不够，他也不敢投

资，也没有机会试错成长起来；而在市

面上也有成熟机型的情况，推出的机型

失败，很可能摧毁了潜在用户的信心。

很多同行试水之后，感觉水太深，纷纷

退出。

伺服压力机从面世之后，价格居高

不下，但迟早会成为主流的压力机是业

界的共识。作为一家有志于开拓全球市

场的压力制造商，协易如果不投资伺服

压力机，就是放弃未来。自 2005 年起，

我们在桃园成立了伺服冲床研究中心，

2010 年左右又与日本顶级伺服电机设

计公司合资，共同开发协易专用的伺服

电机。

这家公司拥有日本伺服压力机开山

鼻祖的成员，对电机设计、传感器、机

械控制系统、冲压工艺都有二十多年的

经验。

协易伺服压力机专用伺服马达



47COVER 封面

2020.3  金属板材成形

我们放弃基于市面主流的用金属切

削机床用的伺服电机的研发思路，研发

出更合适冲压加工特点的电机，设计理

念更先进可靠，配上协易强大的制造

能力，我们于 2011 年在日本的 MF-

TOKYO 展上展示了首台 200 吨的小吨

位直驱伺服压力机。这台机床经受住了

日本同行和用户最苛刻的挑剔，获得日

刊工业新闻的报道，最终打入日本市场。

之后持续推出 400-800 吨的中吨位，

继而 1000 吨以上的大吨位伺服压力机，

又陆续获得了欧洲商用车主机厂和德国

一流零部件的订单，提供用于生产车顶、

车门等覆盖件的流水线。

对工艺，协易也投入大量的研究，

也和客户以及高校研究所有大量合作，

针对不同行业积累了大量的模拟数据和

应用解决方案。

对于欧日压力机厂商而言，协易已

经是不容忽视的强劲对手，掌握伺服电

机这个核心大杀器之后，拼质量，拼价

格，拼交货期，拼工艺，我们都底气十足。

而且我们的服务中心也开到了欧

洲、美洲和东南亚，直接聘用当地的工

程师，毫无障碍地与客户探讨生产难题，

通过实际讨论、成形模拟、分析说明后，

一同研究出最佳的生产方式。

MFC：我们关注到国外伺服压

力机同行基本是用来冷冲压，而

协易在大陆力推的是热成形伺服

压力机，而热成形最顶尖的品牌

都是油压机实现的，这是什么原

因呢？

郭挺钧：很多客户都问到这个问题，

这有一些误区，协易也做冷冲的伺服压

力机，目前出口全球市场的机器中也有

35% 以上是伺服压力机，我们在大陆也

有销售冷冲伺服压力机。

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压力机行

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也是世界第一，所以

冷冲压的利润率很低。不同于欧洲和日

本的制造业强调生产计划性，保证平衡

生产，中国市场对冲压件的价格和交货

期极其敏感。比如这次疫情，中国的厂

商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口罩、

额温枪、呼吸机等防疫物资的产能，几

天的交货期延迟就能导致价格的巨大差

别。

所以，对于本土冷冲企业而言，几

乎所有低附加值的产品都能用现有的机

械压力机配合模具来解决，而目前的利

润可能不足以支持进口的伺服压力机生

产线、新工艺开发、学习切换、模具更

换等带来的切换成本。而高附加值的冲

压件，如果利润率和订单不足够大，他

们又不会去投资成熟伺服生产线。以汽

车业为例，一级零部件企业基本是外国

巨头，他们的高附加值的冲压供应商也

是合资或者独资企业。

事实上，也有华南市场的客户使用

了低价的并非真正意义的伺服压力机之

后，生产效率和精度反而不如传统生产

线，更是加重了市场对伺服压力机应用

前景的担忧。

但是随着协易的伺服压力机的量产

和口碑的树立，我相信大陆厂商也跟着

全球一样，习惯使用伺服压力机，并能

据此重新构建获得竞争力。

而力推伺服热成形，有两个考量：

中国最近几年环保政策趋严，轻量化成

为行业热点。中国是全世界热成形最成

功的市场，也是体量最大的市场，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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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冷成形高强钢的日系车，也开始在

华大量使用热成形件，与之相关的投资

空间还很大。尽管在下滑，热冲的利润

率还是比冷冲要可观得多，从热冲切入

是我们的战略考虑。

不过，用伺服替代油压热成形，也

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之前采用油压机热

冲是当时机械伺服压力机的技术和市场

容量都不够好，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了。

热成形的主要客户是汽车行业，产

量巨大，热冲一直为人诟病的就是：它

的生产效率太低，每分钟只能冲 3 ～ 4

个零件。现在用协易的伺服压力机，在

每个冲次保压 5 ～ 7 秒的情况下，我们

可以提升到每分钟冲 5 ～ 6 次，至少

提升 20％～ 30% 产能，理想状态提升

50%。其中伺服马达加速驱动滑块向下，

然后停止，大约也仅仅需要 1.6 秒，可

以产生 1200 吨压力，保压让高强钢冷

却硬化；结束后，同样利用伺服马达加

速驱动滑块向上停止，完全打开模具，

也只需要 1.6 秒，这个过程中，取件机

械手和送料机械手可以密切配合，缩短

1.8 秒的取放料时间。

这样一条伺服热冲线可以抵

1.2 ～ 1.5 条油压线，而且节拍的加快，

也节省了零部件在加热炉里的等待时

间，以及低转速时的电力回收再利用，

都节省能耗成本。同时，油压机在下死

点持压时，会消耗大量能量以维持压力，

但协易伺服压力机可将下死点时的马达

负荷降至零，这是因为下死点持压的机

构，会像伸直肘关节的手一样撑住，可

在不使用马达的情况下保持模具压紧的

状态，当脱离这个状态的瞬间，便会再

度启动马达。

目前我们客户实测的结果是同样的

产能条件，伺服线能节省 25 ～ 50% 的

电能，我们的 1200 吨伺服压力机正常

能耗能将至 50 千瓦每小时以下。

好处还不止效率和能耗，伺服热成

形件的质量也显著提升，热冲时，金属

板材一接触模具就开始冷却，尤其是形

状上较有深度的零件，其温度差的影响

将会更大，伺服压力机相较于油压机的

冲压速度较快，可以抑制这项温度差的

影响，并稳定工件质量，进而达到减少

不良的结果。

我们在 MF-TOKYO 2019 东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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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成形展上展示的新一代 200 吨伺服压

力机搭配特殊模具成形 980MPa 的高

强钢板，以往要使用多台压力机渐变成

形，现在一机一模进行成形加工，显示

了伺服压力机的工艺优越性。

MFC：协易的伺服热成形压力

机能做到什么规格？已经有哪些

成熟的客户？

郭挺钧：协易推广伺服热成形技术

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已经实施的生产线

有三条，分别在美国、墨西哥和中国，

是日产、丰田和本田的一级供应商拥有。

接洽中的业务有十几条，可以说目前大

陆的主要的热成形投资意向，我们都有

参与。基本上是两条协易伺服生产线的

产能能对应 3 条油压机的生产线，综合

考虑加热炉生产线 + 激光切割机 + 厂房

/ 土地 / 人力 / 耗材等成本，估计节省上

亿元的投资。

我们的现在能够设计制造的伺服压

力机达到了 2400 吨，而已经销售的热

成型应用机型达到了 1200 吨。我简要

介绍一下伺服压力机的技术情况，以

SDE4-1200 为例，公称力 1200 吨，

可以精确设置加工曲线；传动形式是四

点、龙门、四柱、偏心齿轮结构，精度

高，技术成熟，结构坚固，受力均衡；

公称力行程是下死点以上 13mm，压力

足，能量高，不受调速影响；行程长度

1000mm，偏心齿带动，带导套，上下

平稳；最高空转 30SPM，低转速大扭

矩高能量，可实现各种编程，可以配各

种机械手搭配使用；主伺服电机是 4 颗

伺服电机，控制精准，制动快，保压几

乎不耗能；制造精度 JFMA1 级，世界

顶级水平；滑块和底座刚性万分之一，

支撑更高效。

协易伺服压力机电控系统可以完

整对应 BECKHOFF 倍福、Siemens

西门子、MITSUBISHI 三菱、Allen-

Bradley AB 等系统。

MF-TOKYO 2019 东京金属成形展 980MPa 高强钢板冲压品

1200 吨压力机 SEYI 伺服压力机 一般高速液压机

生产周期 ( 秒 ) 12 ~ 10 20 ~ 15

冲次 / 每分钟 5 ~ 6 3 ~ 4

生产冲次 / 每小时 300 ~ 360 180 ~ 240

生产冲次 / 每年 1.9~2.3 万 1.1 ~ 1.5 万

估计利润 / 每年 $2100000 $1300000

额外获利 / 每年 $800000

假设条件：18 小时 / 天，312 天 / 年，获利 / 每件 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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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您对中国的热成形市场

怎么看待？还有伺服压力机应用

前景有什么展望？

郭挺钧：伺服压力机发展只有 20

多年，成长空间还很大，工艺应用场景

还非常广泛。比如伺服压力机减少了对

模具的伤害，模具制造和维修成本下降，

使用寿命增加，未来或许 3D 打印模具

也能适用。

伺服压力机无飞轮的机构设计，以

及在成形时减速，大大降低了噪声和震

动，同时消除了油压机的油污和气味，

改善了冲压工厂的工作环境，保护工人

的健康，对于劳动力结构改变的中国大

陆市场尤为重要，这对 90 后和 00 后新

生代操作工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也正在研究如局部加热或局部

焠火的工艺，因冲压效率提升，成形后

材料仍处于高温状态，还可以加入模内

冲孔攻丝的需求，甚至用压力机直接冲

裁飞边，节省激光切割机的投资，提升

生产效率，减少成品工序，降低制造成

本。

目前协易和国内外诸多友商一样，

都在努力降低伺服压力机的使用门槛，

帮助勇于吃螃蟹的伺服压力机用户构建

竞争优势，示范效应正在显现，我相信

伺服压力机的春天已经到来。

和日本同行比，我们缺乏下游主机

厂深度的合作支持，这使得我们在前期

推广遇到较大的阻力，但是同样我们不

用背负主机厂的种种技术束缚，可以给

不同的车系供应商提供我们的产品和技

术，

考虑到我们冠绝全球的品质控制和

成本控制能力、不受限制的核心部件供

应资源，我相信协易会是伺服压力机市

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能够帮助中国的

本土冲压企业以高性价比使用世界第一

流的伺服技术，有效提升产品成形性及

精度、延长模具寿命、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噪音和震动，能够对高强钢、铝镁

等合金材料冲压成形，当然也更加节能

环保。

本次疫情对汽车行业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德国和日本的整车厂都不得不停

产，一天损失高达几亿美金，纷纷寻求

政府的资金支持，未来汽车产业链所有

的厂商都更加要注重投资回报率。我们

对伺服热成形的成本优势是基于实际生

产进行了精准的模拟，我相信用户会从

我们的合作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疫情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对车的

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高强钢、镁铝合

金等新材料的应用比例会更高，这些都

是会带动热成形的新一轮投资。

MFC：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我

们对协易的品牌，伺服压力机和

热成形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

郭挺钧：协易的使命是“创新科

技运用，丰富人类生活”，希望通过

MFC 的平台，让更多客户了解我们，

让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帮助到千千万万的

冲压企业和从业人员。

协易热成形客户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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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内板模具开发关键步骤研究与应用
文 | 闫浩涵、许晓燕、林春雷·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生技中心 

一直以来，在所有汽车冲压零件生产过程中，车门内板出现质量问题的频率一般高于其他产品，并且与之相关的

门总成与白车身的匹配也容易出现问题。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此类问题的发生频率，本文系统的汇总了车门内板冲压零

件的比较常见的质量问题，并对问题的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制定了根本解决对策并分解到模具开过程

的对应关键步骤,以便工程师能够在模具开发过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管理。

开发背景及目标

随着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各大品牌竞争日趋白热化，

新车型推出的速度越来越快，同时以往的固定模具开发周期

难以满足模具开发的实际需要。尤其是车门内板模具，在模

具开发过程中及其不稳定，后期调试及生产较为困难，影响

整车开发周期。

通过编制车门内板模具开发管理规范可以为后续车型开

发车门内板提供帮助，缩短模具开发周期，更快速更高效的

制造出新车型。

门内板模具开发主要管理方向

产品设计方向

产品设计阶段主要验证产品是否存在缺陷、成形性是否

充分、产品能否满足生产稳定性为主，此阶段结合各车型设

计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重点关注，其重点分类及关注事项如

下：

面品缺陷管理

重点对产品造型设计失误，冲压模具无法完成或制造困

难的位置进行规范。

图 1 面品缺陷导致产品开裂



53 生产 MANUFACTURE

2020.3  金属板材成形

成形性管理

对产品设计阶段数据进行 CAE 分析，并结合以往车型案

例，对成型性困难位置进行重点管控。

产品稳定性管理

车门内板造型设计时，设计者往往对生产稳定性疏于考

虑，导致现场调试无法满足生产要求。应对此问题进行重点

管控。

模具设计方向

车门内板的模具设计主要以工

艺设计及结构设计为主。在工艺开

发阶段确定重点关注问题及工序排

布。在结构设计阶段对模具结构进

行精简化及标准化处理，压缩模具

重量、降低模具开发成本，同时通

过对模面进行精细化处理，使车门

内板的研配及调试更加容易，提高

生产效率。

模具制造及调试方向

对模具调试方法（拉延筋、研配等）、验证方法（首件验证，

过程验证）进行管控。

模具预验收方向

对模具验收重点步骤及流程进行管控确认（稳定性验证、

型面扫描确认、拉毛趋势评估等）。

车门内板模具开发管理思路

造成车门内板生产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是前期产品缺陷分

析不到位，从而导致后期调试困难，通过现场调试无法达到

预期效果。

通过对多个车型的现场调试问题进行梳理，总经验教训

并在此阶段进行管控。

图 2 CAE 分析对比

图 3 产品设计未考虑机器人抓取位置

图 4 车门内板工艺基本

工序布置

图 5 模具调试示意图

图 6 模具预验收重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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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造型管控

对产品设计缺陷、成形性缺陷及其它影响生产稳定的造

型类问题进行重点分类并管控。

面品缺陷问题

成形性问题点重点问题。

图 7 面品缺陷重点问题点图示 图 8 面品缺陷重点问题点图示

图 9 成形性问题图示

重点关注问题

一 面品缺陷

a. 车门内板轮罩区域拉伸起皱
b. 门锁处 R 衔接不顺造成铰链面拉伤严重
c.A/B 柱造型较深，过度区域剧烈，导致制件开裂起皱
d. 产品凸台造型不连续，造成产品立壁拉伤严重
e. 局部法兰面落差过大，整形后侧壁曲折无法消除
f. 水切与门过度区域里面角度太小，导致孔颈缩开裂
g. 法兰边太长，成型困难，易回弹

二 成形性

a. 法兰边，吸皱筋设计不合理，回弹不好控制
b. 角部法包边兰面宽度过大，成型性不良
c. 典型的马鞍面，中间低，两端高，拉延过程中中间积料，拉延到底时
无法完全展开，产生褶皱

三 产品稳定性
a. 产品无大面积平面，无法设置大吸力吸盘，导致生产过程掉件
b.GD&T 定位位置合理性
c. 激光拼焊设计及加工调试位置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车门轮罩
处立壁起

皱

在车门内板轮罩处侧壁增
加吸皱筋，其形式可根据
实际拉延深度经过 CAE
分析后，加横筋或竖筋。

b

角部法包
边兰面宽
度过大，
成型性不

良

优化门锁 R 角造型，过度
好 R 角的衔接，尽量减少

R 角造型。

c
A/B 柱造型
较深，过度
区域剧烈

对产品 R 角进行放大，对立
壁角度进行更改，增大拔模

角度。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d

产品凸台
造型不连
续，造成
产品立壁
拉伤严重

控制产品凸台垂直方向控
制在一个方向。

e

局部法兰
面落差过
大，整形
后侧壁曲
折无法消

除

增加台阶形状吸皱。

f

水切与门
过度区域
里面角度
太小，导
致孔颈缩

开裂

增加过度区域斜面角度，
过度 R 角放大。

g

角部法包边
兰面宽度过
大，成型性

不良

增加造型使宽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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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稳定性问题

GD&T 定位位置的合理性

GD&T 定位点的管理

以往车型中，时常出现车门内板冲压件精度已满足要求，

但装车匹配效果不好的情况。这种情况的普遍解决方法是匹

配车身对车门内板进行整改，此方案无法找到问题根本原因，

只为了匹配而调整。

GD&T 定位点关注事项

车门内板 GD&T 零件的定位方式在检具上一定要按照产

品的一次成型面进行定位，避免在法兰面（包边面上）进行

定位。

单件检具的定位面要与总成检具的定位面保持一致，这

样可以保证匹配车门总成时基准相同，避免基准不统一造成

模具盲目整改。

图 10 生产稳定性重点问题

图 11 GD&T 定位点标准定位图

图 12 错误的 GD&T 示意图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产品设计未考虑吸
盘位置 , 产品无大
面积平面，无法设
置大吸力吸盘，导
致生产过程掉件。

加大吸盘面，每个件在平面
位置至少给 4 处直径 60 的

吸盘位置。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法兰边，
吸皱筋

设计不合
理，回弹
不好控制

根据 CAE 分析结果，把
成形性不好的吸皱筋进行

位置调整。

b

角部法包
边兰面宽
度过大，
成型性不

良

增加造型使宽度保持一致，
使走料充分。

c

典型的马鞍
面，中间低，
拉延过程中
中间积料

造型设计时尽量避免马鞍
面，或尽量减小高低差；车
门采用分体结构；起皱位置
加造型，减弱起皱的程度；
此位置全序增加强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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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 中 RPS 点位置错误在调试过程中误导了精度的

整改方案。

激光拼焊关键点管理

通过对多个车型的车门内板拼焊缝问题进行跟踪及梳理，

总结出重点问题项进行关注：拼焊料厚要求。

为增加门总成强度，门内板采用两种不同厚度的钢板拼

焊后进行冲压成型，两种料厚高度差 0.9mm 左右，( 料厚差

异达到 56.2%，一般最大差异控制在 50% 以内 )。

激光拼焊关键点管理

图 13 激光拼焊板在拉伸过程中的材料流动示意图，因拼

焊位置为整个板料在拉延过程中的应力集中点，材料分别向

两个相反的方向流动，在应力集中处附近会出现轻微变形；

拉延下面拼焊缝位置制造准确性，以 CAE 结构加工；

板料尺寸波动导致拉延过程中拼焊不稳定；

根据板料产生变化发生问题时，使用拉延定位调整可解

决上述问题；

对过渡区形状进行调整，材料变化一致性增加。

激光拼焊产品优化

模具设计管控

工艺及结构管理

针对工艺及结构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控制要点进行重点关

注及标准化管理，其具体内容如下：

工艺问题：

⑴窗框处拉延较深，造成暗裂频发；

图 13 失败的拼焊料后设计

图 14 激光拼焊材料流动 图 15 激光拼焊产品优化

图 16 激光拼焊产品问题

产品 关注 解决方案

a

拼焊缝与音响孔的
设计距离不能太

近，考虑拉延后拼
焊缝的走料。

产品设计时，拼焊缝远离
R 角 50mm，避免拉延后

拼焊缝爬到 R 角内。

b

车门内板拼焊缝附
近产品造型较深 R
角小制件容易开

裂。

CAE 分析时，拼焊线位置
减薄严重区域，要求产品
落差控制 10mm 以内，周
边 R 全部放大至 R10 以

上。

c

控制拼焊板过度区
域，不可以按照产
品设计高低差进行

设计加工

加工时，拉延模凸模薄厚
板过渡区域各 10mm 打斜
角进行平缓过度，避免制

件压伤。

d
拼焊缝的位置不可
按照产品位置进行

加工

模具加工时拉延模拼焊线按
照 CAE 分析结果加工，避

免拼焊线面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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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后部采用正修加上整形结构，造成下部包合面不平整

修边线扭曲；

⑶下角部两侧未设计余肉，造成角部起皱严重；

⑷窗框拐角处分模线设计太曲折，造成局部起皱严重；

⑸中间废料区未设置废料刀，造成拉延成型裕度低生产

过程中频发开裂。

工艺控制要点：

⑴拉延方向以顶面的垂直方向为冲压方向；

⑵要求拉延要一次拉延到底，二次拉延结构暂时取消；

⑶角部易起皱位置要设计大余肉；

⑷车门下部采用拉修的结构；

⑸拉延中间大冲孔设计破裂刀，增强成型裕度；

⑹拼焊缝位置要按 CAE 分析结果加工。

模具结构要点：

OP10：拉延凹模与压边圈增加导向键，提升稳定性；拼

焊板不采用镶块拉延，入厂后直接做镀铬处理。

⑴压边圈与凹模间增加导向键，提升拉延稳定性；

⑵工作部分均为 GGG70L，增加耐磨性；

⑶采用框架导向形式，提升导向精度及稳定性；

OP30：整形块采用锻件形式，底面增加调试垫版

5mm；

后工序压料芯采用设计全符型形式；后期根据模面设计

采用加工避让形式；

图 17 工艺问题图示

图 18 工艺问题图示

图 19 拉延结构要点

图 20 后序结构要点

图 21 整形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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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形镶块采用空冷钢结构，确保后期模具调试方便，为

后期模具增加标准垫板左准备。

门内板儿童锁标识

儿童锁标识采用镶块形式

安装在整形工序压料板上

标准见生技冲压技术标准 3D 实体 512600-01

门内板儿童锁标识压印清晰

模面处理

按零件功能区域设置对模具着色进行区分，分为一般着

色、虚着色、强着色，此设置既满足零件质量要求又减少模

具研配工作量。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模具制造调试管控

对模具加工、调试方法（拉延筋、研配等）、验证方法（首

件验证，过程验证）进行管控。

铸件性能检测

关键零件的铸件必须要有检验报告，必要时进行第三方

检测，确保模具淬火硬度及整体铸件质量。

铸件外观检测

对铸件外观进行检测确认是否达到质量要求，如铸造砂

眼、铸造气孔、铸造变形等。

数铣加工

传统加工工艺：更好体现车门内板的模面设计效果，拉

延模的加工不能使用传统的粗加工——半精加工——精加

工——粗研——淬火——精研的加工工艺。因为传统加工工

艺中的淬火环节会造成模具变形量过大，从而使得模面处理

效果大打折扣。

改善加工工艺：应采用粗加工——半精加工——淬火——

精加工——研合的加工工艺，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激光淬火。

凸模基准确认：

确认有无加工缺陷；

确认走料 R 角是否光顺一致；

确认 R30 以下圆角有无淬火软点。

调试

车门内板拉延模的调试难点是平衡开裂与褶皱。调试顺

序如下：

⑴首先调试板料尺寸及位置；

⑵调试成形压力、压边力、顶出高度等压力参数；

⑶根据零件开裂起皱情况确认是否调整工艺余肉；

图 23 儿童锁 NG 及 OK 比示意图

图 24 强压区域示意图

图 25 数控加工示意图

图 22 儿童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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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根据板料的走料情况调整拉延筋高度及位置，最后通

过优化产品圆角或更改造型来最终完成拉延模的调试。

首轮调试：

⑴车门内板的拉延模材料流动量较大，因此压料面研合

必须重点进行控制。压料面研合率不到位，走料不均匀会造

成材料流动难以控制；拉延筋的设置要遵循内紧外松原则。

以 XY 为中间部位为基础，保证筋内侧研合率 100%；

⑵模具上机床前，要对顶杆高度进行确认，顶杆高度用

同一顶杆孔定位，进行高度测量，精度控制在 ±0.1mm 之内；

⑶调试前要确认材料牌号、料厚、尺寸、制造厂家信息，

符合 CAE 分析数据；

⑷以 CAE 提供的顶出高度、压力 ±10% 进行调试，为

保证模具不受损，凹模与压边圈接触后确认压料面是否吻合，

若存在问题，须及时增加顶出力，防止皱褶将压料面压伤；

⑸起皱重点解决角部和带门框车门的门框部位。

一般首轮调试除了开裂和褶皱外，还要关注以下几点：

侧壁收缩：多数门内板的成型深度都在 140mm 以上，

属于深拉延成形，成形后冲压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收缩情况，

影响车门与侧围之间的密封间隙。重点要确认车门与铰链及

门锁部位的收缩量；

立面扭曲变形：产生的原因为：拉延件深度不到位，凸

凹模间隙不均匀，后工序符形不到位，整形力过大，整形面

研合不彻底，产品 R 角修研过大；

侧壁凹陷、回弹：产生的原因为：拉延力过小、过大，R

角不光顺、材料流动不均匀，侧壁间隙大；

法兰不平：产生的原因为：整形面研合不到位，拉延走

图 26 拉延走料示意图

图 27 为凸模及圈着色事宜图

图 28 车门起皱部位示意图

图 29 凸凹模间隙不均匀导致起皱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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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均匀，冲压工艺设计不合理，产品先天性不良，型面起

伏大造成；

法兰翘曲：产生的原因为：拉延模调试时放大 R 角，整

形量大，引起变形；

修边线短：产生的原因为：拉延模调试时放大 R 角，整

形时材料流动，边界内缩；

棱线不清：产生的原因为：棱线 R 修理不光顺，拉延不

到底；

冲击痕：产生的原因为：凹模口 R 不光顺，R 太小，侧

壁间隙不合理，刺破刀部位切刀过高，位置不对，产品 R 过

渡不圆滑，未球化。

精度提升阶段

拉延模具型面精研，重点是门内饰板安装面、密封面、法

兰面及功能孔所平台等型面的研合。拉延侧壁间隙不能过大，

否则会产生内凹现象。研合前需确认型面间隙、着色情况是

否与研合指示图一致，如果存在异常，必须确认原因并整改，

必要时重新加工型面；

后工序的模具一定要先确认工序零件与下模的附合程度，

确认零件无干涉，避免压料时产生二次变形；

后序模具研合范围，修边类模具刃口以内 15 ～ 20mm

压料宽度，翻边类模具 50 ～ 60mm 宽度，外板

70 ～ 80mm；

确认 GD&T 图上的零面点在各序模具都要附形，不能空

开；

整形镶块研合时根据首次出件状态选择性的避开圆角，

避免多次成形；

确认拉延模板料流入量，与 CAE 对比状态；

确认板料减薄情况，在风险区用千分尺测量料厚数据；

图 30 放 R 角导致修边线短

图 31R 不光顺导致冲击痕

图 32 此图为经验后的着色照片

图 33 确认后续是否付型 图 34 后序压料研合

图 35 整形镶块研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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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延模具成形裕度，上、下 20%，10% 能正常出件。

模具验收管控

对模具验收重点步骤及流程新型管控确认（稳定性验证，

型面扫描确认）拉毛趋势评估等。

车门内板冲压件的检验重点

法兰型面合格率：根据公差要求，对法兰的合格率、极

差进行控制，关键尺寸大于 95%；

侧壁型面：侧壁要平直，不要产生缺陷，铰链安装面、

门锁安装面的公差一致性控制在 0.5mm 以内；

扭曲：拉延力不均匀，压料力不够，压件器研合不彻底，

整形受力不均匀，压件器设计不合理，产品结构不合理，拉

延 R 过大，凸、凹模间隙不合理，凸凹模受力不均都可能导

致底面扭曲；

修边线：内板侧壁及法兰符合公差要求的前提下，调整

修边线，尽量保证修边一致性，公差符合检测报告；

孔径、孔位：所有划线孔、目视孔、与主副定位孔一致，

保证公差要求；

减薄 : 重点检查内板角部侧壁、翻孔少料侧壁，所有 R

下切点；

零件一致性：同一模具连续检测 3 ～ 4 件，同一检测点

数据跳动量不大于 0.2；

冲压件进行扫描或照相检测，对比零件整体变形量。

制定车门内板模具开发关键步骤研究与应用

通过此规范，节约前期分析时间，并对对后期调试及生

产稳定性奠定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车门内板需要控制的难点还很多，需要不断

积累总结经验，在问题发现前期进行控制，从源头解决问题。

通过从前期产品造型到后期模具调试按照标准的流程来使车

门内板模具开发更加完善，从而达到制件稳定，缩短开发周

期的效果。

图 36 关键尺寸合格率大于 95%

图 37 扭曲分析数据图

图 38 修边检三坐标检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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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职业健康 - 减少噪声伤害
文 | 杨宾 ·MFC 专栏作者

机床噪声标准 

选用低噪声设备

工业企业设计中的设备选择应选用低噪声的设备

 

金属切削机床噪声限值标准

在空运转条件下，机床的噪声声压级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清洗机噪声限值标准

中国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

其中噪声主要职业危害作业岗位在铸造、锻造、冲剪

压、金属切削加工、焊接、装配的机械噪声，还有空

压机、清洗机产生空气动力噪声，如何来控制危害，

以下详述噪声的控制。

表１  机床空运转噪声声压级的限值

机床质量 /t ≤ 10 ＞ 10~30 ≥ 30

普通机床 /dB（A） 85

85 90

数控机床 /dB（A）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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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机在高压工况下噪声声压级限值 85dB(A)

开式压力机噪声限值标准

开式压力机连续空运转时在规定位置的噪声符合限值。 

开式压力机空载单次行程时在规定位置的脉冲噪声符合

限值

闭式压力机噪声限值标准

闭式压力机连续空运转时在规定位置的噪声符合限值 

噪声声压级测量方法按照 GB/T 23281 的规定。

噪声超过限值。

螺旋压力机噪声限值标准

螺旋压力机按规定条件运转时在规定位置的噪声符合限

值噪声超过限值 

公称力 / kN 脉冲声压级限值 dB（A）

≤ 250 93

＞ 250 ~ 630 95

＞ 630 99

公称力 / kN 声压级限值 dB（A）

≤ 2500 85

＞ 2500 ~ 6300 86

＞ 6300 87



64 MANUFACTURE 生产  

金属板材成形  2020.3

作业环境噪声

危害人体健康的是作业环境中的噪声，即使所有的机床

都达到国家噪声标准，作业环境中的噪声还是有可能超标。

现场初步評估：若当我们在 2 米距离要呼喊才能让別人

听到，或发现很难与对方谈话，这表示作业场所的噪音可能

已达到 85 分贝 (A) ；

作业场所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每周工作 5d，每天工作 8h，稳态噪声限值为 85dB（A），

非稳态噪声等效声级的限值为 85dB(A)； 

每周工作日不是 5d，每天工作时间不等于 8h，需要计算

8h 等效声级，限值为 85dB（A）； 

每周工作不是 5d，需计算 40h 等效声级，限值为

85dB(A)；

噪声超过限值，标准分值为 B。按岗位或设备累计计分。 

脉冲噪声职业接触限值

脉冲噪声：噪声突然爆发又很快消失，持续时间

≤0.5s，间隔时间>1s，声压有有效值变化≥40dB(A)的噪声。 

脉冲噪声工作场所，噪声声压级峰值和脉冲次数不应超

过下表的规定。 

噪声超过限值

降低噪声

噪声和振动较大的设备安装在单层厂房，噪声和振动较

大的设备安装在单层厂房内，有较大振动和噪声的设备布置

于楼板或钢制平台上。高噪声与低噪声分开布置，产生噪声

的车间与非噪声作业车间，高噪声车间与低噪声车间分开布

置，空压机站、锻压设备、发动机试验台架等高噪声设备与

低噪声设备分开布置。 

  

公称力 / kN 声压级限值 dB（A）

≤ 1000 76

＞ 1000 ~ 1600 80

＞ 1600 ~ 3150 82

＞ 3150 ~ 6300 85

＞ 6300 90

工作日接触脉冲次数（n, 次） 声压级峰值【dB（A）【

N ≤ 100 140

100 ＜ n ≤ 1000 130

1000 ＜ n ≤ 10000 120

接触时间 接触限值【dB（A）】 备注

5d/w,=8h/d 85 非稳态噪声计算 8h 等效声级

5d/w, ≠ 8h/d 85 计算 8h 等效声级

≠ 5d/w 85 计算 40h 等效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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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机械化、自动化

高噪声的生产过程，采用操作机械化和运行自动化的设

备和工艺 

机械化：加工过程过程自动完成，不用人工干预，只需

人工进行上料和卸料 

自动化：自动上料、自动加工和自动卸料，全过程不用

人工干预

人工操作：人工上料、人工操作和辅助加工和人工卸料，

全过程需要人工参与。 

 

物料大高差翻落噪声

避免物料在运输中出现大高差翻落。 

物料直接撞击

避免物料在运输中出现直接撞击。 

在传送辊、斜槽、料箱等处未覆盖橡胶、聚氯乙烯等缓

冲材料。

采用柔性连接

管道与强烈振动的设备连接，采用柔性连接 

噪音危害防护途径

采取隔声措施

能够限制在局部空间的噪声 

对分散布置的高噪声设备，采用隔声罩。 

不需要人员始终在设备旁操作的高噪声车间和站房，采

用隔声控制（操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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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声措施

对空气动力机械（通风机、鼓风机、压缩机、燃气轮机、

内燃机以及各类排气放空装置）辐射的空气动力性噪声。采

用消声器降低空气动力性噪声。

空气动力性噪声在进、排气口装设消声器。 

吸声降噪措施

吸声设计适用于原有吸声较少、混响声较强的车间厂房

的降噪处理；降低以直达声为主的噪声，不宜采用吸声处理

为主要手段；采取隔声降噪措施仍不达标，混响声强的车间

采取吸声降噪措施。

 

高噪声作业安排工间休息

安排高噪声作业场所人员工间休息，减少接噪时间。

机床运转正常

机床运转时有不正常的尖叫声和冲击声 

标准分值为 B。按设备累计计分。 

导致机床尖叫和冲击声的原因 ：切削速度过快；刀具钝

化；被切削的工件硬度偏高；润滑不够。

护耳器的选择

企业应当提供三种以上护耳器（包括不同类型不向型号

的耳塞或耳罩），供暴露于 LAeq，8 ≥ 85dB 作业场所的职

工选用。 

护耳器的标称声衰减值与实际声衰减值： 

在选择护耳器的声衰减值时，应按照《工业企业职工听

力保护规范》的规定，按以下方法计算： 

SNR（单值噪声降低数）×0.6（如：护耳器产品标

称值 SNR 为 20dB，那么实际使用时获得的声衰减值为：

20×0.6=12dB） 

护耳器的声衰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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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给受试者特定的测试信号，受

试者戴与不戴护耳器时，两者听阈的差值。

我国采用 PNP 值（预测的噪声降低数）或 SNR 值（单

值噪声降低数）来评价护耳器的声衰减性能。SNR 值应用的

较普遍。

美国则广泛采用 NRR（噪声降低评价数）来评价护耳器

的声衰减性能。

坚持使用护耳器： 

在强噪声环境下坚持使用护耳器非常重要。在工作班中

要始终佩戴。这样才能发挥护耳器保护听力的作用。 

间断使用对护耳器保护能力的影响：在噪声环境中间使

用护耳器，就不能达到保护听力的目的。如：在一噪声环境

使用 SNR 值为 20dB 的护耳器，15 分钟不戴，护耳器的 8

小时平均 SNR 值只达到 14dB 的作用。4 小时不戴，则护器

的 8 小时平均的 SNR 值只起到 3dB 的作用。

护耳器的适应性：一般坚持使用一周左右，不舒适感基

本消失。

Ⅰ级、Ⅱ级噪声对人体的影响程度

轻度噪声危害（Ⅰ级）、中度噪声危害（Ⅱ级）对人体

听力的影响程度。

Ⅲ级和Ⅳ级噪声对人体的影响程度

重度（Ⅲ级）和极重（Ⅳ级）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程度。

正确佩戴护耳器

职工佩戴护耳器后，其实际接受的等效声级应当保持在

85dB 以下。 

轻度（Ⅰ级）和中度（Ⅱ级）噪声危害岗位员工未正确

佩戴护耳器。

       

正确佩戴护耳器

重度（Ⅲ级）和极重（Ⅳ级）噪声危害岗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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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岗位设置警示标识

轻度（Ⅰ级）和中度（Ⅱ级）噪声危害岗位设置警示标

识 

重噪声岗位设置告知卡

重度（Ⅲ级）和极重（Ⅳ级）噪声危害岗位设置告知卡 

结束语

职业危害因素监测达标 

防护设施运行有效 

无禁忌人员上岗 

岗位人员防护正确使用 

人员体检合格 

现场警示标志规范 

减少噪音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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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玛宝作为一站式供应商，致力于为行业带来全系列符合工业4.0理念的拥有高度

集成及自动化水平的世界尖端技术和智能软件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钣金加工需求。

四十余年的经验铸就,          全面的专业水准打造！360°

弯板中心 冲激光复合机 激光切割机 折弯机

冲床 冲剪复合机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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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技术集锦
文 | MFC 特约撰稿人

如何通过特殊工艺解决的超深油

底壳拉延开裂问题

在超深油底壳拉延模具的制造调试

过程中，频频出现了难以解决的油底壳

拉延极限、开裂的问题，在模具结构不

做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取得突破成为

了当务之急。

问题

超深油底壳拉延模具在制造调试过

程中，频频出现了难以解决的油底壳拉

延极限、开裂的问题。

以往的解决方法是更改模具结构，

甚至做大的改变，油底壳拉延极限、开

裂会有所改善，但无法根本解决拉延极

限、开裂，还需要在零件和模具之间垫

塑料薄膜，生产效率低，稳定性差。

不仅消耗大量的返工工时，影响交

货期，而且会有大量的生产过程的报废

和售后的索赔。

方案

通过在超深油底壳二次拉延凸模上

增加一个或多个特定的形状，在二次拉

延件的特定区域预存材料，来减少第三

次拉延后材料的变薄量，消除拉延极限、

开裂。

采用与传统方式不同的方法很容易

的消除了超深油底壳拉延极限、开裂，

避免了以往的解决方法更改模具结构，

大大缩短了数控加工机时和钳工的调试

时间，减少了刀具费用，缩短了整个模

具制造周期。模具使用过程中稳定可

靠，为超深油底壳的生产节省了废品损

失费，设备使用费，人工费，电能消耗，

以及三包索赔费用，提高了产品质量，

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提升了企业的

竞争力。 

效果

经济效益显著，避免以往的解决方

法是更改模具结构，甚至做大的改变后

的二次数控加工，大大缩短了加工机时

和钳工的调试时间，减少了刀具费用，

二次加工和钳工调整费用 500 千元。

模具使用过程中稳定可靠，为超深油底

壳的生产节省了废品损失费，设备使用

费，人工费，电能消耗，以及三包索赔

费用，报废费用 1500 千元，三包索赔

费用 100 千元。

如何解决复合方向的翻边回弹问

题

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发展，生产企业

越来越追求高效益，在汽车行业来说，

也越来越要求对冲压生产线效率的提

高，同时还要保证产品有高质量、高效

率、低成本，而实现这一要求必须包含：

高品质的模具及控制模具数量。能不能

实现高品质的冲压产品，模具冲压工艺

至关重要，因为冲压工艺要考虑冲压产

品成型性、冲压件产品的工序数、冲压

件产品的回弹等。其中冲压件的回弹是

现有汽车行业所面临的重点课题之一 ,

很多模具公司在前期的工艺设计时已经

介入回弹补偿工作，通过 CAE 成型性

分析中的回弹数据 , 在冲压工艺中给一

定的合理数据 , 消除一定的回弹量 , 减

少后期的调试整改工作量 , 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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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生产效率 , 当然合理的冲压成型性

也是必不可少的 , 有很多产品需要很大

的翻边高度时 , 当翻边方向与冲压方向

小于一定的角度后 , 就需要采用斜楔翻

边的方式 , 而这时候斜楔翻边要求斜楔

的仰角角度很大。以后地板为例 , 两侧

的直翻边达到 26mm 左右 , 因为是左右

对称，则无法采用旋转产品的方法来改

善翻边方向，如此高的垂直翻边 , 单纯

的采用垂直翻边 , 回弹问题根本是无法

解决的，而必须采用先垂直翻边，再用

侧整形的方式解决回弹（原来模具采用

拉延、修边冲孔、翻边、侧翻边四工序），

如果考虑斜楔翻边，采用预留 5 度左右

回弹角的情况下 , 斜楔仰角达到了 85

度。这时候对上模压料板及模导向行程

要求很大，结构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

下 , 采用复合方向翻边形式（采用拉延、

修边冲孔、侧翻边三工序）, 就很好的

解决了翻边回弹问题，同时可以减少一

套模具、减小斜楔角度、结构也简化了

很多。 

技术内容

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汽车后地板

左右对称两侧存在很高的翻边，采用一

个工序的模具来实现，在冲压件生产时，

回弹成为一个很致命的问题，目前我们

采用复合翻边的工艺及结构形式，轻易

的解决了回弹问题及模具结构的简化问

题。而所谓的复合翻边图行程图：斜楔

在翻边开始大约 38mm 的过程是垂直

翻边，后边 6.4mm 时才真正为斜翻边，

但斜楔行程很小，通过水平行程 3mm

达到侧整的目的。通过验证，后期调试

翻边回弹状态合格且一次性通过调试。

效益

采用三工序模具，减少一套整形模

具，模具重量 15 吨左右，铸件成本 60

万左右，标准件使用 15 万左右，设计

成本 4 万元，编程成本 2 万元左右。加

工成本 6 万左右，调试成本 14 万左右，

只是在模具厂开发一套模具的成本就在

100 万左右，对于客户的一个车型项目

来说，模具后期维护、占用一台压机生

产等后期生产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另

外采用三工序的模具，生产效率也高了

很多，三工位都可以完成，对生产线的

压力减小，有很明显的效益。

如何密封钢板油底壳法兰面的结

构

背景

由于钢制油底壳纯平密封面上紧螺

钉后，密封面起伏变形，受力的部位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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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不受力的部位隆起，油就从隆起的

部位渗出，所以设计开发金字塔凸台结

构密封面的油底壳。因此研究设计了一

种金字塔凸台结构的密封面结构。

技术内容

技术内容：研究设计了一种金字塔

凸台结构的密封面结构。

创新点：借助冲压回弹补偿的原理，

对密封面隆起部位做反向补偿，抵消变

形。

具体实施方式：半年多的时间 3 次

试验调试金字塔凸台的高度和面积后，

采用金字塔凸台密封面结构的钢板油底

壳不再泄漏。

使用金字塔凸台密封面结构的钢板

油底壳的开发步骤：

在油底壳密封面上设计金字塔凸台

密封面结构。

在模具上冲压成型，并作表面油漆。

效益

该金字塔凸台密封面结构应用在发

动机油底壳生产上，油底壳的泄漏故障

为 0。

如何在模具调试中避免长线修边

凸模伤刃口

近几年在大型冷冲件长线修边模具

的制造调试过程中，经常出现凸模伤刃

口的问题难以解决，在模具结构不做大

的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取得技术突破，是

业内共同的难题。

存在问题

大型冷冲件长线修边模工件在制造

调试过程中，解决凸模伤刃口的问题，

常规的解决方法是更改模具结构，不仅

消耗大量的返工工时，而且影响交期。

解决方案

在凹模镶块上增加多个特定的形

状，从而缩短开始修边时凹模镶块与板

料的接触线长，达到凸模避免伤刃口，

这些特定的形状需通过适用性的不断调

试得出。

采用以上与传统方式不同的方法不

仅能很容易的避免调试过程中伤刃口

（补救方法：重新补焊后数控加工，费

工费时），而且杜绝了不得已更改模具

结构的传统做法，大大缩短了返修加工

时间和调试的时间，减少了刀辅具费用，

缩短了修边模具的制造周期。

效果

经济效益，避免以往的解决方法更

改模具结构，甚至做大的改变后的二次

数控加工，大大缩短了返修加工时间和

调试的时间，减少了刀辅具费用，二次

加工和调整费用大约 2000 千元 / 修边

摸，降低了修边模具的制造成本，缩短

了修边模具的制造周期。

金字塔凸台密封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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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冲工艺成本核算的十二个问题
文 | MFC 特约撰稿人

在知乎和微信公共账号上，有一个

很不错的平台叫：ABC 成本分析，经

常请一线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分享不同行

业的成本分析，有主持人、记录员和点

评人，还有连线在线答疑。这种分享不

一定像学院派那样严谨，但是分享内容

实际操作性强，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 

聆听详细的回放录音和 PPT。经授权

同意，本期整理精冲的总结，一位叫

MONICA 的女士分享。

精冲过程中落下的是废料吗？

答：齿圈压住的是废料，反顶的部

分是工件，工件是冲完落下去的。精冲

是融合传统冲压（折弯、翻边、浅成形）

和冷挤压体积成形的工艺。

含碳量小于 0.35% 的低碳钢，

类似这种抗拉强度达不到 600

兆帕的材料，适合精冲吗？

答：适合精冲。精冲选材料是看功

能要求，有些产品并不需要承受太重的

载荷。

精冲材料需要良好的塑性、低屈强

比、高延伸率和良好的组织结构，一般

抗拉强度在 600MPa 或 700MPa 以下。

含碳量小于 0.35% 的钢材，可直接精

冲；含碳量（碳当量）0.35%~0.7%，

需进行球化退火。常见钢材有低碳钢：

DC03 和 DC04 等，低合金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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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H420LA 和 S500MC，调质钢：

16MnCr5 和 42CrMo 等。

精冲工艺成本测算包括哪些？

答：成本测算需要考虑排样设计、

冲压力的计算、压力机选择和后处理工

序的成本。

排样设计：需要工序定义，分析零

件特征及精度要求，需要做穴数选择，

确定零件形状及产量需求，还需要定义

搭边值，比如关键数字“0.6，1，2”，0.6

是指产品特征的尺寸跟料厚的尺寸比的

极限。假设料厚是 1mm，那么如果孔

的大小在 0.6 以下就不具性价比了。较

软的材料可以适当加大极限值，而较硬

的材料需要适当降低极限值。

就意味着精冲的尺寸加工极限相对

较小，就是指搭边和连接处需要 1 倍料

厚作为工艺排样的搭边值。2 就是在精

冲非常薄的材料的时候，比如 1mm 厚

的材料，那么搭边考虑 1 倍料厚就太薄

了，至少要 2mm。

冲切周长是成本核算非常重要的概

念，在后续的计算中会经常需要用到这

个数字，这是需要做精密冲压的全部周

长。如果是分几步进行冲压的话就需要

分开考虑每一步的冲切周长。

冲压力的计算：对冲切来说注意的

是抗剪强度。由于抗剪强度在材料性能

表里一般没有定义，因此在计算时通常

按照 80% ～ 90% 抗拉强度 = 抗剪强

度来进行计算。在冲裁力的公式中的 0.9

系数就是用来计算抗剪强度。

零件面积关系到反顶力的计算。反

顶力即单位面积需要承受多大的力才能

保证材料不流动。

齿圈压力是精冲相较于普通冲压而

言特别需要计算的部分。齿圈压力中 Hr

代表齿圈高度，在 VDI 3345 中可以查

到相关数值，图示的公式是一种比较安

全的算法。反顶力中的 2 ～ 7kn 也是通

过材料可以查到，根据材料的软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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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不同的数值。精冲模具非常紧凑，

因此虽然单个模具的金额绝对值不高，

但是相对模具大小来说偏贵。

压力机选择：法因图尔和森铁工是

目前中国市场上最常见的设备厂家。

TEEP-Total Effective 

Equipment Performance 即完全有效

生产率，简单来说就是除了 OEE 之外

还包含了设备利用率。TEEP= 设备利

用率 *OEE，其中设备利用率中包含了

计划停机时间。精冲的 TEEP 一般在

55 ～ 65% 之间，如果供应商能做到

70% 以上说明供应商实力很强。精冲的

TEEP 低是因为精冲对模具的镶块损耗

相当高，需要花时间来频繁更换镶块，

而且拆卸精冲模具镶块是比较麻烦、耗

时较长的，因此如果供应商的 TEEP 较

高，则说明该供应商的模具的结构设计

能力，对模具选材和保养以及加工精度

这几方面能力都很强。

精冲模具常用模具刃口材料及寿

命：模架一般寿命是 150 万～ 1500 万

冲次，凸模单次刃磨一般寿命为 3 万～ 5

万冲次，凹模单次刃磨一般寿命为凸模

的两倍，刃口可磨削次数 10 ～ 20 次。

精冲后处理工序：

去毛刺，用砂光机或者震动研磨；

热处理用于渗碳、渗氮、碳氮共渗，发

黑

校平，一大型平板件，平面度

要求 0.02 ～ 0.4mm/100mm9；磨

削，高精平面度要求，平面度要求

0.005 ～ 0.02m2/100mm2；机加工，

根据产品特征计算；

清洗，有喷淋式、超声波清洗和碳

氢清洗等；攻螺纹，有手动和半自动选

择；防锈包装。

如果材料选择使用合金钢，则需要

使用热处理。在江浙沪一带，热处理大

约是 8 ～ 10 元 / 公斤，如果知道装炉

量的话也可以按照 2000 ～ 3000 元 /

炉来计算。

校平机一次需要两台设备同时在 X

方向和 Y 方向一起校平。

清洗方式按照清洁度要求从低到

高，排序为喷淋式＜超声波清洗 < 碳氢

清洗。

精冲的模具里面有流道吗，是用

来散热的吗？

答：有流道，但不是用于散热，而

是用于注油的流道。相比普通冲压，精

冲时精冲油必须百分之百覆盖住冲压材

料。在材料上方采用油泵喷油，而材料

下方则需要在做厚板高强板冲压时在一

些镶块上打孔来进行高压注油。

精冲模具非常紧凑，因此虽然单个

模具的金额绝对值不高，但是相对模具

大小来说偏贵。

精冲油的成本是怎么计算的？

答：相比普通冲压，精冲过程使用

油的用量非常大，成本相对也比较高。

不同于普通冲压所用的稀油，由于需要

在高压下形成一层油膜起到润滑和散热

的功能，因此精冲油的粘度非常高，不

易挥发也不可回收。一桶油如果做普通

冲压大约可以用 1 年，而做精冲只能用

大约两个月左右。此外精冲油的单价是

普通用油的 2 倍价格。在做成本核算时

可以按照平均产能来算，假设一桶油用

2 个月，算出这两个月的平均产成品数

量，作为间接材料分摊进产品成本中。

料带定位孔径最小直径有什么标

准吗？对成本有什么影响呢？

答：定位孔直径对成本影响不大，

与产品厚度和板材大小、形状有关，从

工艺上更关注搭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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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带上的废料成本怎么计算的？

答：废料是回收的，并且市场的

回收价格是很透明的，比如废钢网可

以查询。今年的废钢回收价格大约在

1500~2000 元 / 吨，同时需要扣除送

到钢厂的运输费用约 150 元 / 吨。

精冲的保养费用比普通冲压高很

多吗？

答：并没有很高。因为精冲停机并

不是设备的维护保养，而是模具需要更

换镶块进行保养。精冲生产瓶颈是在模

具上而非设备上。

精冲卷料的头尾料报废是怎样

的？

答：包含两种报废。第一种是普通

报废，跟普通冲压一样，板材卷料每卷

的最外一层不能用，内圈的 1 圈到 2 圈

基本不能用。第二种是技术报废，调试

和每一次的 set up 时所产生的的报废。

精冲工艺中一般纯材料报废大约占比是

1% ～ 3%，而技术报废需要结合材料、

零件、工艺等整体考量。

精冲对油的要求较高，能否对油

的选择做说明？

答：关于精冲油的选择，我觉得理

解成如何确保精冲良好的润滑冷却。精

冲油跟普通冲压油差别比较大的一个特

点是粘度大（四十摄氏度下粘度 115 左

右），保证极高压下模具和成形材料之

间依然有一层均匀的油膜。关于油品选

择，各品牌供应商都有自己为数不多的

精油油种类，可以直接找供应商（福斯、

北衫、嘉实多）进行专业咨询。另外，

如何给油，模具上如何储油也非常关键。

精冲设备一般都配有单独的油泵。一般

三毫米以下的材料，只是上面涂油就好，

厚一点的材料，需要在模具内部设置注

油孔，为下表面也涂油。两害相权取其

轻，粘度高的油很难清洗，但可以保证

良好的润滑。润滑做得好，模具每次修

模寿命可以翻番，因为冲压模具修模成

本与设备成本占比很高，所以润滑对成

本影响显著。但清洗成本本来就不大，

清洗普通冲压油和清洗精冲油的成本差

别很小。

卷料冲制后产生的边角料如何在

各产品中分配准确？

答：废料准确分配的问题，原材料

废料有以下几种，卷头卷尾废料，一般

指卷料的最外圈 + 最内两圈，这个每卷

都有；调试报废，一般指换型调试时用

料，根据产品难度，精冲来讲 10 ～ 20

模次，稳定的话占比很少；还有正常生

产报废，这个是个统计数据，根据产品

难度，一般 0.3% ～ 1% 左右，还有

一种报废叫破坏性测试报废，比如螺纹

扭力测试等，要根据检测频次和每次数

量确定，一般每四个小时三件左右。所

有这些报废的成本都需要均摊到良品上

面。

是如何控制冲压油对产品的污

染，减少后续清洗工序成本增

加？

答：目前精冲工艺见过的清洗是不

可避免的，如果是说的含氯油的污染，

现在福斯已经有不含氯的 WISURA 

FMO 5020 精冲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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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下午，宏山激光举办云

端新品发布会，HS-TX65 PLUS、

HS-TH65 PLUS 两款机型同步登场，

针对金属成形市场重型、中小常规型型

材加工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此外，宏

山激光亦正式推出了“云端 1.0 智能系

统”，为用户带来云端智能的便捷体验。

TX65 PLUS，硬拳出击重型型

材加工

启创于 2006 年，十四年的技术专

研，宏山激光具备成熟软件开发和控制

器开发优势，全面掌握数控系统、精密

切割头、高速传动系统等核心技术。继

全自动智能上料系统、三维五轴坡口切

割、超重型管材切割设备后，本次宏山

激光推出 TX65 PLUS 切管机，针对

500kg，325mm 管径重型管及槽钢、

角钢、H 型钢等异型管提供智能解决方

案，再次震撼行业用户。同时，TX65 

PLUS 配备高速变焦智能切割头更带来

高速穿孔、双边切割体验。

型材革命，云端智能新体验
——宏山激光多款新品齐发
文 | 宏山激光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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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65 PLUS 四卡盘“真零尾

料”切割

多功能负载型材切割。针对中小常

规各类型材，TH65 PLUS 切管机沿用

TL500 首发的四卡盘设计，同时亦支持

双卡盘、三卡盘选配。成就 6 米管材整

管精准切割，配备智能分拣下料，真正

呈现“零尾料”品质。

云端 1.0 智能系统 邂逅便捷新

体验

本次线上发布会，宏山激光首次推

出“云端 1.0 智能系统”，揭秘了云系

统提供的一系列便捷体验。以用户体验

为中心，云端系统能够智能实现设备“健

康管理”，建立现场设备模型，关联设

备云端数据库，帮助用户实时查看设备

情况，更能第一时间掌握设备故障信息。

设备故障报警实施分级推送机制，云端

赋能售后技术与用户在线解决现场故障

问题。

拒绝虚无的放大，追求十足的把握。

专注品质，更信奉数字化的严谨。宏山

激光将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发展驱动力，

聚焦激光机器人、多轴联动专业切管、

精密焊接、数控折弯、智能自动生产线

等板块，进一步深耕金属成形智造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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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24 米超长幅面光纤激光切割机
落户海外重要客户！
文 | 海目星市场部

2020 年 3 月 6 日，海目星激光自

主研发的订制机型 HF24030 超大幅面

光纤激光切割机面世，落户海外重要客

户！

严谨的装配

HF24030 光纤激光切割机于

2019 年 11 月份投入研发，研发团

队根据客户所需，从设计到安装短短

60 天胜利完成。超大幅面的工作台

24000mm×3000mm，切割板材有效

长度可以达到 24 米长，3 米宽。床身

采用分段式拼装结构，实现超长超宽切

割行程，提高了加工作效率及材料的利

用率。切割以及抽风区域分别使用单独

模块设计，实现高效的抽风方式，整体

结构能满足万瓦级要求。

如此超大幅面机型能让大型设备生

产行业在零部件加工上、配套生产上带

来极大效益，如船舶行业、工程机械、

电力行业等。

这台 HF24030 超大幅面光纤激光

切割机采用业内首创的浮动结构，不仅

降低了设备制造过程中的加工难度、安

装调整难度及热效益影响，还提高了整

机传动精度的稳定性，从而延长机床的

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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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目星（江门）激光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BJBG 技术中心研发团队坚持不

懈，克服了重重困难，通过不断努力，

不断改进，最终获得满意的成果。

每一次新的挑战都体现出我们海目

星人对产品的完美的追求，每一台设备

都充满着海目星人的血和泪。我们致力

开拓更智能、更高效、更稳定的产品，

结合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技术来满足每一

个客户的需求，争做全球工业激光与自

动化智造第一品牌！

整装待发：品质当先，服务至上

大幅面光纤激光切割机的成功面

世，使公司发展迈向新的台阶。海目星

激光在机械系统和控制系统的优化、操

作方式的精简和系统研发不断突破，海

目星人不畏艰辛，勇于担当，拥有极强

的专业化精神和责任心。    

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海目星激光，

选择中国制造。海目星激光始终秉持“改

变世界装备格局，推动人类智造进步”

的使命，坚持以客户为关注焦点，以“为

客户创造价值”为己任。

      未来，在不断的实践创新中，海目

星激光将继续用心为各行业提供先进的

智能化解决方案，积极推进产品研发和

创新发展，不断改进服务模式，让每一

位客户体验到最贴心的服务，与客户携

手并肩，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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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优秀金属板材成形加工企业

苏州市鑫特升机械有限公司苏州泳格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昊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MFC  NO.00003MFC  NO.00002

产品

不锈钢钣金加工件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3000 吨数控折弯机 、德国通快 6KW 激光机、河北沙洋刨边

机 、3000 吨冲花机、卷板机、各类钣金加工设备

产品

精密钣金，及机箱加工产品的批量生产及组装

产品

机械、无纺配件、五金制品、钢材、不锈钢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

生产设备

8 轴光电数控折弯机、数控冲床等钣金加工设备、卷板机、

大型压力机、大型焊接平台、二保焊、氩弧焊机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东宏路 15 号 1 号厂房

联系人：张经理     手机：18913553427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任阳环镇南路 28 号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0512-52079505

手机： 15995919812

产品 制品分类 生产设备

加工区域分布图
江苏省

3

江苏省

1

2

MFC  NO.00210

MFC  NO.00211 MFC  NO.00212

地址：无锡市北环路 118 号东方钢材城一期 12 幢

联系人：孙经理     电话：0510-66900641

手机：1305738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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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54

苏州华园精密板金有限公司 苏州鑫玛泰五金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聚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鑫思艺工贸有限公司

MFC  NO.00213

MFC  NO.00215

MFC  NO.00214

MFC  NO.00216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HFC4020 数控激光切割机 (IPG2000W 光纤激光器 )、

ET-300 数控冲床、PR6C150*4100 数控折弯机等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下塘街 6 号 

联系人 ：朱春华     电话 ：0512-65905040

手机：13801545484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黄桥村

联系人：翁先生     电话：0512-81667860 

手机：13073315118 

产品

精密钣金件

产品

五金冲压件 , 铝压铸件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日本村田 201、45T 数控冲床、东洋精工折弯机、三菱、

马扎克 3D 激光机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设备

产品

钣金件

产品

钣金标准件和非标件 , 五金冲压件及特殊零配件

地址：吴江黎里镇黎民北路（临沪大道路口）333 号

联系人：凌先生     电话：0512-63623388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亭平路 598 号

电话： 0513-85696518

手机：1516286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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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98

昆山福尔瑞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张家港宝洋冲压件有限公司

苏州艾豪金属制品厂 苏州聚生精密冲件有限公司

MFC  NO.00217

MFC  NO.00219

MFC  NO.00218

MFC  NO.00220

产品

精密冲压模具及零件、精密冲压件、精密塑胶模具及零件、

自动化设备及零件、精密工装夹治具等

产品

电子产品冲压件、五金冲压件、汽车冲压件、五金工具冲压

件、等各类五金冲压件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日本 WAIDA 光学曲线投影数控磨床、德国 PETEWE 光

学曲线投影数控磨床、日本 Seibu 慢走丝数控线切割、日

本三菱 CNC 数控放电机、日本 FANUC CNC 数控加工中

心、精密成型磨床、大水磨、铣床、中走丝、细孔放电机等

生产设备

先进的冲压设备和相关配套设备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荷花浜路 58 号

联系人：郑先生     电话：0512-57627085

手机：13773160768

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长兴西路

联系人：唐经理     手机：15062501868

产品

冲压件，机加工件，拉伸件，焊接件，钣金件，注塑件，五

金加工件

产品

各类精密五金冲压件、注塑件、模具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及钣金设备

生产设备

冲压设备（YAMADA、KYORI、协易、协荣）、线切割、

铣床、磨床等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凤凰泾村湘渭路 1 号

联系人：薛先生     电话：0512-65715609

手机：13862550550

联系人：杨先生

电话：0512-67378182

手机：1391351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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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0年起，FORSTNER秉承一贯的卷料轻松处理及实现长期投资回报的宗旨，
开发生产专业卷料处理设备。

该生产线可以装6个料架，每个料架最大承重7t，
让6种不同材料轻松切除，最大宽度为1500mm。

卷料处理非常平稳顺畅，板材被轻柔对待，避免不必要的材料挤压和压痕。

您生产通风系统？储物柜？机柜？还是其他产品？
FORSTNER卷料系统将给您的生产带来新的活力和更高的产能。

我们的多头料架系统不会在材料上留下痕迹，
并且在少于1分钟完成全自动卷料更换。

6头料架对于绝大多数工厂
都可覆盖80%的材料需求。

FORSTNER先进的卷料校平技术避免了停留压痕。
自动卷料更换已作为标配好几十年。

在出料台上自动监测板料平整度，在被整合和传送到冲压，
折弯或其他加工设备前。

专属于您的开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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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尊敬的读者：为了提高杂志的编辑质量，更针对性地为您提供信息服务，我们特推出读者评刊活动。
在此非常希望得到您的配合，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请把您感兴趣的广告划 “√”。

内容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篇文章感兴趣？（请在□内打“√”）

广告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些广告感兴趣？（请在□内打“√”）

读者个人信息（必填）   
                                       
姓　　名：                                      企 业 名 称：                                                  电子邮件：

部　　门：                                      职　　务：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主要产品 / 业务：

□ MFC 行业观察  　　　

□业界新闻

□解析 2019 年美国机床市场

□日韩机床——精实智能制造的实践策略

□企业永续经营之利器——互换性设计

□两厢汽车顶盖尾部起皱工艺优化

□协易机械：推动伺服热成形发展

□车门内板模具开发关键步骤研究与应用

□保证职业健康 - 减少噪声伤害

□特殊技术集锦

□精冲工艺成本核算的十二个问题

□型材革命，云端智能新体验——宏山激光多款新品齐发

□重磅！ 24 米超长幅面光纤激光切割机落户海外重要客

户！

□扬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埃威迪（黄石）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领创先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国机展览有限公司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柏慕机电有限公司

□德哈哈压缩机江苏有限公司

□常州市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迪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西阁玛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常州市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偲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吉科技有限公司

□瑞铁机床（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科莱恩机器人有限公司

□广州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

□阿库校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扫描或拍照  发送至：lijian@mf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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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东赤石岗龙丰路1号B栋（鑫辉鸿运科技园）
ADD:1st Floor,Building b,No.1,Longfeng Rd.,Longgang District,Shenzhen

Tel:+86-755-84889269        Fax:+86-755-84889769

E-mail:sale@haigei.cn        www.haigei.cn 扫码关注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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