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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Welcome Words

京津冀是中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有北汽、现代、长安、福田、奔驰戴姆勒、宝沃、长城、吉利、夏利、

华泰、丰田、大众、一汽、比亚迪等主流汽车主机制造商，以及数百家围绕它们的冲压、钣金、模具和设备生产商。

京津冀也是钣金件和冲压件的集中生产地，在天津、北京、廊坊、沧州、保定等地都有大量的生产企业，既

有管理规范、装备精良、工艺精湛、附加值高的大企业，自动化、信息化水平相当高，也有大量成长中的中小企业，

还处于手工操作向半自动化发展的阶段。

这些企业需要各种行业组织、供应商、同行和客户的信息，了解业内的发展动态，增进彼此的合作，但是不

同区域之间的企业面对面交流机会并不多。

为促进业内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流，我们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和冲压行业联盟联手主办了本次论坛，

邀请了十多家国家级行业协会、地方行业协会的会长、秘书长和资深专家前来做报告，也聘请了二十多位来自汽

车主机厂、设备、模具、自动化和零部件生产商的专家大咖前来做各种分享，让参会者了解金属板材成形行业的

各种新工艺、新技术、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的信息和案例，了解行业的热点和发展趋势，然后把学到的知识和

感悟带回到各自的企业。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让更多的行业同仁成为朋友和合作伙伴，共同把事业做大，让我们的行业更有竞

争力！

特别感谢廊坊市人民政府和“2017 河北廊坊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的主办方 - 廊坊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对本次

论坛的大力支持，本次聚会得以在阿尔卡迪亚这样的五星级酒店举办。

最后衷心感谢协办单位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廊坊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以及支持单位中国电梯协会、广州市钣

金加工行业协会、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协会、深圳钣金加工行业协会、香河工业和信息化局、南皮县经

济团体联合会、青县人民政府、青县电子机箱行业协会、泊头市模具工业协会、海安县锻压机械行业协会、成都

钣金加工行业协会等组织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

你们为本次会议组织了大量的龙头会员企业参会，让会议的影响力扩展到了全国范围，衷心感谢你们的辛勤

付出！

请你们继续关注《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和冲压行业联盟，我们将持续生产原创的行业资讯，组织更多贴合企

业需求的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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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赞助
Golden Sponsor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专业从事中高功率激光切割装备、激光焊接装备、3D 打印装备、激光器、数控系统与功能部

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是世界知名的全自动化激光切割与焊接成套设备供应商，国家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企业，工信部 2016 年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建设单位，激光行业国家标准制定单位，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主持单位。 

激光切割机包括 G（龙门）系列、B（悬臂）系列和 3D（三维）系列三大系列几十余种产品，激光焊接机包括机器

人激光焊接工作站系统、标准机床型激光焊接系统、定制型焊接系统、自动化生产线四大门类产品，广泛应用于轨

道交通、汽车制造、工程机械、电梯制造、农业机械等行业，在国内及五大洲拥有广泛的客户群体。        

Founded in 1996, Shenzhen, China, Han’s Laser is the largest laser process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 in Asia. As Han’s sheet 

metal division, we specialize in R&D,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high power CNC laser cutter and welder. We are one of the few 

vertical integrators in developing CNC system, precise machine tool and high-power laser generator exclusively.

By virtue of independent R&D, we have visualized the lab device into the market system, and we are very proud to be one of the few 

companies honored with ultra-violet laser patents. Upon staunch finance and technology foundation, we have scaled up our laser 

equipment from low power to the high one, by which, the complete laser processing solution could be designed and customized for 

every customer from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40 millions investments, Han’s state-of-art machining center is running over 120 CNC machining tools and detecting 

devices, such as MAZAK, MITSUBISHI and DMG, etc, it could meet over 600 laser cutting and welding systems annually. We are 

strictly in line with our quality awards, such as ISO9001-2000, ISO14001-2004, International Standard .



MFC 2017 Sheet MetalForming  Conference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4

金牌赞助
Golden Sponsor

普玛宝作为钣金加工机械及系统的领导者，其产品涵盖了激光加工、冲压、剪板、折弯及自动化等所有应用， 是该

领域内产品范围最广的制造商之一。

我司的制造工厂分别位于意大利、芬兰、美国和中国，设备及系统从这些国家发往世界各地。由我司直接领导或由

专业经销商构成的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球 70 多个国家，目前，我们的设备在全球已安装超过 10,000 台。

我司的生产线包括冲床、 激光、复合机床、折弯、 生产线和软件，涵盖了钣金加工的所有阶段。

作为不容质疑的三维激光设备领域的领导者，普玛宝提供从切割，焊接到表面处理的全面的三维激光加工解决方案。

在热成型加工领域，普瑞玛是世界上最大的三维激光切割设备供应商之一，仅在中国市场就有超过 150 台设备用于

7X24 小时的热成型生产中。

服务是普瑞玛工业各项活动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普玛宝致力于为全球每一位客户提供专业、专注、有效的

服务支持。

我司所有产品的开发都始终坚持“绿色环保”这一理念，充分考虑了可持续性和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普玛宝是米兰证券交易所上市集团 - 普玛宝的机械制造部门。

Prima Power is a leading specialist in machines and systems for sheet metal working. Our offering in this field is one of the widest 

and covers all applications: laser processing, punching, shearing, bending, automation.

Our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re in Italy, Finland, USA and China, from which we deliver machines and systems all over the world. 

Our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 is active in over 80 countries, with direct presence or through a network of specialized dealers.

With our product lines ThePUNCH, TheLASER, TheCOMBI, TheBEND, TheSYSTEM and TheSOFTWARE we cover all stages 

of the sheet metal working process.

Our family of highly advanced servo-electric solutions for punching, bending and integrated processes is the widest in the world, 

marketed under the slogan “Energy in Efficient Use”.

Undisputed leader in 3D laser machines, we are among main world players in the 2D laser segment with a wide range of top 

performance and highly efficient machines used in a multitude of fields all around the globe.

Servic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ma Power activities and are meant to give a professional, dedicated and effective support to each 

of our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ur products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our “Green Means” concept, combining sustain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Prima Power is the Machinery Division of Prima Industrie Group, listed on Milan’s Stock Exchange.

Prima Industrie Corporat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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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瑞（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天津市宝坻区塑料制品工业区 - 潮阳东路 17 号，占地面积 301782.9 平方米。

公司隶属于首瑞（北京）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与集团下属的北京人民电器厂有限公司、北京翠祥电器元件有限

公司、北京首瑞继保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能够为客户提供相关产品和完整的技术解决方案。

公司主要服务于工业和电力系统，致力于清洁能源电力可靠性、智能电网、洁净能源等领域控制设备设计、开发、

生产和销售，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结合集低压电气、光伏电气、核电、光伏配套、精密钣金工厂等于

一体的北方最大的钣金、电气产业基地。

First ray (tianjin)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is located in tianjin baodi district plastic industrial zone - chaoyang east road no. 17，

Covers an area of 301782.9 square meters。Companies belonging to the first (Beiji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group co., LTD，

With the Beijing people's electric group co., LTD、Beijing auspicious electrical components co., LTD、Beijing first, following 

the bartender technology co., LTD., constitute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related products and 

complete technical solutions。Company is mainly in the service of industrial and power system，Dedicated to clean energy and 

electric reliability, smart grid and clean energy control equipment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With the goal of 

low carbon economy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Photovoltaic is combined with low voltage electrical, electrical, nuclear power, 

photovoltaic, precision sheet metal factory is one of the north's largest sheet metal, electrical industry base。

金牌赞助
Golden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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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简称“CPTEK- 兴锻”）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18 日，公司位于风景秀丽的江苏溧阳

天目湖畔，注册资本 8000 万，总投资近 2 亿元，规划占地 135 亩。公司拥有中日锻压行业资深专业技术和先进管理

经验的团队，其中日本资深专家 5 人，专注于伺服压力机的核心技术创新，聚焦伺服、冷温挤压、多工位及周边自

动化装置的研发制造，积极推进新型压力机设备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据技术的深度融合。CPTEK 以技术为先

导、产品为依托、质量为根本，向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定制服务。在核心技术方面，CPTEK 攻克了伺服电机直驱、

多电机同步控制、系统集成控制、远程诊断与维护等多项关键技术，并和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攻克了低转速大扭矩伺

服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和控制等核心技术，形成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公司先后取得 8 项发明专利、数十项实用新

型专利及近 50 项软件著作权。为保证品质，公司斥巨资引进了三菱卧式镗铣床、三菱龙门五面加工中心、激光跟踪

仪等关键加工及检测设备。公司建成伺服冲压、自动化锻压生产线、金属塑性成型工艺三个研究所，还设立了江苏

省智能伺服锻压工程技术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和江苏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建立了产学基地，设立了

研究生和博士后工作站，研发能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客户提供锻压设备的同时还基于客户产品加工需求提供包

括模具、自动化、系统集成的“一揽子”服务，实现交钥匙工程。CPTEK 自主研发生产的伺服冲床、变频冲床、多

工位冲床、冷温挤压肘杆式和多连杆式冲床等系列产品已经得到了国内外知名客户的一致好评。 

"CPTEK" is created by Jiangsu CPTEK Servo Technology Co.,Ltd which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2011 .The company located by 

Tianmu lake, Liyang Jiangsu, has registered capital of 80 million and total investment 160 million RMB, and plans with an area of 135 

mu. Consist of a senior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nd management team which deeply love the metalforming enterprise and have many 

yeas work experience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metalforming industry, the company is leaded by the man which has more than 10 

years management experience in Japanese famous press brand, and supported by China Precision Technology Limited, NISHIDA 

SEIKI Co., Ltd and Beijing CTB technology CO., Ltd with strong funds and technology. We aim for introducing the most advanced 

new metalforming equipment such as servo press, multi-station press, cold or warm extrusion press etc and automation assembly 

to the market, providing the most cost-effective solution of advanced metalforming for Chinese automobile, home appliances, 

electronics and other industries. And We are also devoted to create medium-to-high end national brand for metalforming 

equipment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 credibility first, customer first”, CPTEK provides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cordial 

services to worldwide customers.

金牌赞助
Golden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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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66 年，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占地面积 1670 亩，现有员工 5300

余人，注册资本 1 亿元，资产总额 24 亿元，是目前国内规模、品类、综合制造实力领先的锻压机床制造企业。 

集团致力于冲压、锻造、折弯、剪切、激光加工等各类中高端金属板材加工设备的开发研制，下辖扬力机床、扬力重机、

扬力精机、扬力数控、扬力液压五个事业部，拥有 80 万平米现代化标准厂房及各类高精尖加工装备，具备年产铸件

10 万吨、钢结构件 20 万吨、整机 5 万台套的生产能力和中高端金属板材加工成套解决方案的提供能力，为了实施技

术和产品创新，集团设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组建了技术力量雄厚，软硬件精良的省级工程中心，下设压力机、

重型机床、精密机床、数控机床、液压设备研究所，与国内外众多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扬力

集团先后获得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217 项，国家及省、市级科技进步奖 12 项，承担部、省、市级各级科技计划

项目 38 项，成为全国数控金属板材设备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和国家锻压机械压力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核心企业。 

 Established in 1996 and currently head quartered in the Hanji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Yangzhou city, with 

6000 employees, 106.6 hectare, registered RMB 0.1 billion, now total assets of RMB 2.2 billion. 

 Yangli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every metal forming machine for punching, shearing, 

bending and laser cutting. Following our company cultures as strategies (Brand, Quality, Taste), we have established a top class 

technology team to create a national leadership brand.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aerospace, automotive, appliance, hardware, 

coinage and other production industries. These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regional countries, for example, Europe, USA and 

Southeast Asia, etc. 

 Yangli has five fully owned or holding divisions, Yangli Heavy Duty Machine Tools Co., Ltd., Yangli CNC Machine 

Tools Co., Ltd., Yangli Precision Machine Tools Co., Ltd., Yangli Hydraulic Machine Tools Co., Ltd. and Yangli Machine 

Tools Co., Ltd. as a modern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lines, network sales and integrate 

service. To creat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Yangli has established a provincial engineering center with the highest 

technology and superior software and hardware. We have divided into press research institute, heavy duty press research institute, 

precision press research institute, CNC press research institute and hydraulic equi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total 5 institutes. And we 

have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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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数控钣金成套设备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经过多年

的不懈努力，已成功研发并生产了 HR 系列折弯机器人、HRL 系列激光切割机上下料机器人、HRP 系列数控冲床上

下料机器人、HRS 系列剪板机上下料机器人、智能化钣金柔性加工生产线、HB 系列闭式数控折弯机及 HS 系列闭式

数控剪板机等设备。

恒佳，“恒”乃“持之以恒”，“佳”即“精益求精”。展现恒佳人的智慧，持之以恒，秉承精益求精的精神，不

断提高自己，提升公司的产品质量。

经过数年的不断发展，恒佳公司生产的数控机床产品以其高可靠性、高精度和高性能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恒佳

将始终贯彻“创新、专业、进取”的理念，致力于打造智能型钣金生产线，争创行业领先品牌。

Yangzhou Henga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research,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CNC 

sheet metal equipment, produce and processing of various types of electrical cabinets and hardware. After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the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produced the HR series bending robot, HRL series laser loading robot, HRP 

series punching loading robot, HRS series shear loading robot, intelligent flexible sheet metal processing production line , HB series 

closed CNC bending machine , HS series closed CNC shears and other equipment.

Henga, "Heng" is "persistence" and "Jia" means "keep improving". Show the wisdom of the Henga’s employees, perseverance,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excellence, constantly improve ourelves, improve the company's product qualit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Henga’s CNC machine tool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a number of customers for 

its high reliability ，high precision and high performance. Henga will always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 professional, enterprising" 

philosophy, to build intelligent sheet metal production line, striving for industry-leading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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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颜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凭借尖端科技力量，研发、生产、销售工业机器人，为广大用户提供焊接、

切割、打磨、包装、组装、搬运等各种不同功能的工业机器人，以及相应的成套解决方案。 致力于为中小制造型企

业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人工及综合生产成本， 努力实现“无人”工厂，为用户和社会创造价值。

儒道数据分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位于深圳国家高新区技术园内，是一家由管理专家和 IT 精英共同创办的

创新型企业。公司致力于企业智能管理系统的开发、企业服务平台的设计和开发、企业数据分析与应用、企业大数

据应用平台的推广、数据管理咨询服务等。公司采用先进的软件开发技术，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版权的儒道 PGS 智

能 ERP 管理系统、儒道供应商管理平台、儒道品质实时监控系统、儒道微信营销系统等，该产品系统具有创新的盈

利模式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儒道分析研发的 PGS 智能 ERP 管理系统既是先进管理模式的固化和升华，也是中小企业收集和存储数据、对企业数

据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的高效工具，它可以将企业的数据资源转变成数据资产，为企业提供持续的核心源动力，让

更多的中小企业成为卓越企业。同时创造性的将各企业数据资源汇聚到儒道搭建的儒道网大数据应用平台上，再借

助最新的挖掘技术，实现全面的大数据应用，彻底改变了企业传统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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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世国际是一家集钣金加工的设计、研发、服务的供应商，凝聚 40 余年经验的意大利精密钣金加工技术，并结合中

国巨大产能，为客户提供钣金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包含自动化辅助系统设计、机器人单元，自动化应用和自动化

生产线等整厂自动化解决方案。产品涵盖

LAG Group is a company who designs, develops and manufactures machines and plants for sheet metal processing as well as special 

automations  in the field of robotics, we perfect combine China manufacture capacity with more than 40 years Italy sheet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offer to our customers solutions with a valid technology content, including automated auxiliary system design, robot 

units, automation applications and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s, and other factory automation solutions

50 年以来柯乐公司以其顶尖的技术闻名于矫直矫平技术领域。

柯乐公司的总部位于德国南部巴滕符腾堡州的 Lahr 市。现拥有员工 150 多名。具有技术传统的柯乐公司已然发展成

为了行业内可靠的合作伙伴。

全球范围内超过 6000 台成功运转的矫直矫平机证明了柯乐的技术领先性。

柯乐公司可以提供单机设备，也能够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提供整条自动生产线的最佳设计方案。

For the 50 years the name KOHLER has stood for advance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levelling.

The renowned company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Germany has become a reliable partner in the field of levelling technology. At the 

headquarters in Lahr 150 people are employed. This technological lead is shown in over 6000 KOHLER machines built that are 

successfully operating all over the world.

The KOHLER production program offers optimum solutions, no matter if you need an individual machine or an automated 

product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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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领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苏州昆山，毗邻上海，交通十分便利，是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首批重点引

进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专注于大功率激光加工成套装备的研发丶制造和销售，包括大功率激光切割机丶激光焊接

机和多功能激光加工设备，为客户提供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激光加工系统解决方案。为更好地服务北方市场，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9 日在沧州成立领创激光的北方基地，采取研发丶生产丶销售丶服务一体化的经营策略，因地制宜，开

启领创激光“大北方市场”新格局。

Suzhou Lead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is a one of China’s leading providers of high power laser processing machines for the 

sheet metal industry and its headquarters are located in the High Tech Development Zone of Kunshan, a city close to Shanghai. The 

company counts with more than 200 employees and two manufacturing plants: one in Kunshan, which specializes in high power 

laser machines and one in Cangzhou, in the north of China, where most of the company’s medium power-level laser machines are 

built.

CmCtw 為“a Consultant of Moulding Concerned with the Technology of Welding”的第一个字母缩写，中文就是“ 一个

关于科技焊接的模具顾问”。自 2003 年确定品牌方向以来，不断引进各国先进技术，缩小各种主观与客观条件造成

的隔阂，甚而改善与创造。 自主的模具堆焊技术 ，从引入氩焊修复模具，到激光微创精密补焊模具，到球墨铸铁高

硬度刀口制造，到汽保焊模具装甲堆焊……回首一望，蓦然惊觉 CMC 总是勇于尝试未知领域，勇于承担技术创新。

对一个工业品牌而言，技术创新当然是首要的，然而 CMC 的营运创新也同样精彩：依循着合理价格引入世界技术的

原则，CMC 拆除了海外集货代理的通路成本，运输时以客户的便利为主要考虑；沟通时以真诚为本，降低时间成本；

企业文化以信任为本精练为纲，减低的管理费用；积极运用电子数字科技，减少地里位置的遥远；co-creat 的理念，

让 CMC 共有化……勇于创新的 CMC，把自己送到你手中－－－－ CMC 十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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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维特（天津）五金销售有限公司（RIVET）是广州市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销售公司，公司生产

各类抽芯铆钉、铆螺母、压铆件和铆接工具的专业公司，目前已拥有先进的一整套铆钉、铆螺母生产设

备和数十台自动车床，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公司采用先进标准生产的“RIVET”

牌抽芯铆钉、铆螺母和压铆件产品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从公司成立起，罗维特（RIVET）的技术革新就带领了铆接领域的发展趋向并不断推动其发展，目前主

要产品有：开口型抽芯铆钉、封闭型 ( 防水型 ) 抽芯铆钉、双鼓型抽芯铆钉、拉丝型抽芯铆钉、灯笼型抽

芯铆钉、钢结构抽芯铆钉、大帽沿抽芯铆钉、彩色抽芯铆钉、击芯铆钉、环槽铆钉、拉花（开花）铆钉、

快速铆钉、铆螺母（拉帽）、压铆螺母、压铆螺柱等，产品材质有铝、铜、钢、不锈钢等。罗维特（RIVET）

产品已在飞机、船舶、汽车、机械、家具、箱包等领域被广泛使用。

江苏耐玛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氮气弹簧研发、制造和销售的专业化企业。公司在氮气弹簧的结构、

耐磨性、密封性及加工工艺方面拥有十四项国家专利技术，是科技创新型企业。

公司以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为生产管理核心，以 PED97/23/EC( 欧盟产品质量安全 ) 标准为产品生产标准。公

司拥有专业的氮气弹簧技术研究人员、检测人员和非常专业的制造型技术人员，且拥有高精度的数控加工设备、抛

光设备和检测试验设备，具备年生产模具专用氮气弹簧 5 万支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定制特殊规格的

氮气弹簧。

目前我公司在氮气弹簧一些关键性的指标（活塞杆硬度和光洁度方面）均已达到或超过进口的品牌氮气弹簧的水平。

同时在密封件元件上，也是采购于世界知名的专业制造密封件公司，在密封件制造技术方面处于世界的前列。从而

保证我们的氮气弹簧更加的安全、耐用和可靠。

我们会不断地努力、持续地改善，设计开发和制造出更加出色的氮气弹簧。我们也坚持自信、自强、创新和争先的

企业理念和坚持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我们期待与您共同创造出中国模具行业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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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固泰科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属香港上市公司 KFM 金德控股有限公司旗下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经营自动化立体仓库、自动化上下料设备、CNC 加工中心等系列产品，

专注于制造业钣金加工智能柔性生产领域，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一站式供应商，是广东省机械模具

科技协会、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柔性制造生产线”获得深圳市科创委“应用示范”项目，具备独特的核心

竞争力和先进的研发技术，是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媲美的高品质、高技术、高水准的设备。

COMPANY   BRIEF

Goltec Shenzhen affiliated to Hong Kong public-listed KFM Shareholding Co., Ltd(HK3816), is the hi-tech company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s, focusing on sheet metal fabrication by means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approaches, we mainly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the products such as: automatic material-

feeding/off loading equipment, FMS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 , ATS(automatic tridimensional storehouse), 

CNC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etc., we satisfy our customers with a packaged solution and one-stop service.We 

are the member of Guangzhou Machinery Moul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and the member of Shenzhen Machinery 

Executive Directorship Association.  

Our “intelligent flexible production system line” of our IP ownership has won over the title of “application 

example“ project granted by Shenzh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thanks to our uniqu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hich can be comparable to the similar products of overseas competitors 

in terms of high quality, high-tech and high precision cap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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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瓦尼尼 - 金属板材加工的先行者

作为集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用于钣金加工的柔性化设备和系统的专业公司 , 萨瓦尼尼拥有全系列的多

种柔性化加工设备，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钣金加工设备和系统，包括冲压、折弯、光纤激光切割机，

FMS 线，自动化软件。全球化的进程下，萨瓦尼尼集团在 30 多个国家直接向客户服务。

创新，能力，服务是萨瓦尼尼集团柔性自动化和钣金加工的宗旨。早在 1963 年，萨瓦尼尼集团就开始设计、

制造、销售和服务于高性能的钣金加工系统。现在萨瓦尼尼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可靠并创新的应用

解决方案。

目前这些解决方案已被世界公认为钣金加工领域的最先进技术之一，包括：P4 和 P4lean 多边折弯中心；

P2Xe 紧凑型多边折弯中心；S4 冲剪复合中心；SL4 冲压光纤激光切系统；FMS S4+P4 高速板材柔性生产；

L3 和 L5 光纤激光切割机；B3 液压折弯机；ROBOformER 机器折弯单，复合型立体料库及工厂综合物流

集成系统。这些解决方案奠定了萨瓦尼尼在全球领导的基础。

Salvagnini: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 all fields

The Salvagnini Group designs, builds and sells flexible systems and machines for processing sheet metal: punching 

machines, panel benders, press-brakes, fiber laser cutting machines, FMS lines, automatic store-towers and software. 

Thanks to its global presence, the Group offers direct customer service in more than 3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novation, competency, service. Three words that describe Salvagnini’s activity in the field of flexible automation 

and industrial machinery for processing sheet metal. The Salvagnini Group was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selling and 

servicing up-to-the-minute modular and flexible high-performance machinery and systems as far back as 1963. As a 

result, Salvagnini is able to offer the customers of today highly optimized and customized solutions.

14

MFC 2017 Sheet MetalForming  Conference



MFC 2017 Sheet MetalForming  Conference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15

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15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MFC 2017 Sheet MetalForming  Conference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16

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MFC 2017 Sheet MetalForming  Conference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17

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MFC 2017 Sheet MetalForming  Conference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18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 整体日程安排

18

8 月 30 日全天报到

   8 日 31 日上午 全体会议主会场（盛会廊坊厅）

   8 月 31 日下午
   9 月 1 日上午 分会场一：汽车冲压分论坛 分会场二：钣金制作分论坛

   9 月 1 日下午 企业参观冲压路线：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参观钣金路线：首瑞（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时间 内容 单位

   08:40-08:50 廊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致辞

   08:50-09:00 河北省工信厅副厅长宣布 “2017 河北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和
“MFC2017 金属板材成形论坛”开幕

   09:00-09:30 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及数据分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陈士华秘书长助理

   09:30-10:00 中国环保政策、形势及环保机械的发展现状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王亦宁 秘书长

   10:00-11:00 与会代表全体参观 2017 河北装备制造业博览会（茶歇交流）（全体有大巴负责接送）
10：10 全体出发，10：40 全体回酒店

   11:00-11:30 柔性激光钣金加工生产线
大族科技智能装备集团

王晓华 北方区运营总经理

   11:30-12:10  

全国各协会会长、秘书长简单介绍各协会情况（每个协会领导 5-8 分钟时间）

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王桂萍 会长

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郭武龙 执行副会长 \ 秘书长

武汉 · 中国光谷精密制造协会 郭勇 秘书长

河北省南皮县五金机电商会 刘金廷 会长

冲压行业联盟  陈钦鹏 发起人  

河北省泊头市模具工业协会 何福生 秘书长

河北省青县工信局  李白 副局长

   12:10-13:30 自助午餐（一楼 爱琴海西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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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下午——汽车冲压分会场日程（今御宴厅）

13:30-14:00 当前国内汽车模具发展状况及上汽大众技术
发展特点及供应商体系简介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王洪俊 高级工程师

14:00-14:30 金属锻压成形智能制造实践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仲太生 总工程师

14:30-15:00 汽车铝车身的模具开发技术应用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模具事业部 
陈惠滨 总监

15:00-15:30 茶歇交流、展位参观

15:30-16:00 大型多工位伺服压力机在丰田工厂实际应用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靳宝明 主管

16:00-16:30 汽车轻量化材料产业政策研究解析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科技成果转化联盟
陈玉涛 常务副理事长

16:30-17:00  “e-f@ctory”助力智能制造 ( 工业自动化 ) 三菱电机自动化 ( 中国 ) 有限公司
王博 自动化高级工程师

17:00-17:30 先进激光焊接技术在汽车行业应用 焊接销售总部 王祥总经理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18:30-21:00 晚餐 凭券入内

9 月 1 日全天——汽车冲压分会场日程（今御宴厅）

09:00-09:30 冲压自动化、轻量化技术
在江淮汽车的应用和展望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冲压工艺部

马国礼 经理

09:30-10:00 金属成形工艺和汽车轻量化的发展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车辆工程
陈浩 副所长

10:00-10:30 茶歇交流、展位参观

10:30-11:00 汽车中小零部件的伺服冲压自动化解决方案 江苏 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张清林 总经理

11::00-11:30 新形势下汽车厂与冲压供应商的发展合作之道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冲压工艺科
米占丰  科长

11:30-12:00 工业 4.0 之路，冲压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安道拓（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全球最大的座椅生产商）
潘德军 冲压经理 

12:00-13:00 自助午餐（一楼 爱琴海西餐厅）

13:00-18:00 冲压企业参观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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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1 日下午——钣金加工技术分论坛（盛会廊坊厅）

13:30-14:00 钣金精益生产的实际应用案例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金俊琪 原副总经理

14:00-14:30 我国电梯行业与钣金、冲压行业的机遇 中国电梯协会  张乐祥秘书长

14:30-15:00 基于 OEE 理论的钣金企业智能化之路 美国 MATE 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 
孙炜 东亚区经理

15:00-15:30 茶歇交流、展位参观

15:30-16:00 首瑞电气柔性化生产的经验分享 首瑞 ( 天津 ) 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南添 总经理

16:00-16:30 数字化管理与节约型车间 苏州贵翔精密钣金制造有限公司
温俊彪 总经理

16:30-17:00 阿米巴和精益管理的实际应用经验分享 沧州融力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杨冠一 董事长

17:00-17:30 LAG 机械手折弯在电器柜行业的应用 索凌电气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黄涛声  高级工程师

18:00-21:00 晚餐 ( 凭券入内 )

 9 月 1 日全天——钣金加工技术分论坛（盛会廊坊厅）

09:00-09:30 普玛宝智能柔性生产线在工业 4.0 的应用 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邓达志 总监

09:30-10:00 大数据时代下的工厂管理 苏州市浩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晏高鹏  总经理

10:00-10:30 茶歇交流、展位参观

10:30-11:00 信息化是科学排产的有力推手 中电科技（三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李前  总经理

11:00-11:30 论一个潜力股的崛起之路   武汉光谷楚创空间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郭勇 董事长

11:30-12:00 萨瓦尼尼 S4+P4 柔性生产线实际应用分享 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郭帅 厂长

12:00-13:00 自助午餐（一楼 爱琴海西餐厅）

13:00-18:00 钣金企业参观 首瑞（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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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集
Proceedings

普玛宝作为钣金加工机械及系统的领导者，其产品涵盖了激光加工、冲压、剪板、折弯及自动化等所有应用， 是

该领域内产品范围最广的制造商之一。

我司的制造工厂分别位于意大利、芬兰、美国和中国，设备及系统从这些国家发往世界各地。由我司直接领导或

由专业经销商构成的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球 70 多个国家，目前，我们的设备在全球已安装超过 10,000 台。

我司的生产线包括冲床、 激光、复合机床、折弯、 生产线和软件，涵盖了钣金加工的所有阶段。

作为不容质疑的三维激光设备领域的领导者，普玛宝提供从切割，焊接到表面处理的全面的三维激光加工解决方案。

在热成型加工领域，普瑞玛是世界上最大的三维激光切割设备供应商之一，

仅在中国市场就有超过 150 台设备用于 7X24 小时的热成型生产中。

服务是普瑞玛工业各项活动中一项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普玛宝致力于为全球每一位客户提供专业、专注、有效

的服务支持。

我司所有产品的开发都始终坚持“绿色环保”这一理念，充分考虑了可持续性和生产力的协调发展。

普玛宝是米兰证券交易所上市集团 - 普玛宝的机械制造部门。

Prima Power is a leading specialist in machines and systems for sheet metal working. Our offering in this field is one of the widest 

and covers all applications: laser processing, punching, shearing, bending, automation.

Our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re in Italy, Finland, USA and China, from which we deliver machines and systems all over the 

world. Our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 is active in over 80 countries, with direct presence or through a network of specialized 

dealers.

With our product lines ThePUNCH, TheLASER, TheCOMBI, TheBEND, TheSYSTEM and TheSOFTWARE we cover all 

stages of the sheet metal working process.

Our family of highly advanced servo-electric solutions for punching, bending and integrated processes is the widest in the world, 

marketed under the slogan “Energy in Efficient Use”.

Undisputed leader in 3D laser machines, we are among main world players in the 2D laser segment with a wide range of top 

performance and highly efficient machines used in a multitude of fields all around the globe.

Servic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ma Power activities and are meant to give a professional, dedicated and effective support to 

each of our customers all over the world.

All our products a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our “Green Means” concept, combining sustain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Prima Power is the Machinery Division of Prima Industrie Group, listed on Milan’s Stock Exchange.

Prima Industrie Corporate Video

普玛宝作为钣金加工机械及系统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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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制造 2025”、“工业 4.0”发展战略背景下，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瞄准智能制造发展方向，前瞻布局、

快速部署，积极进行左右延伸、垂直整合，努力实践，不断推进包括精密机床、核心光源、功能部件与控制系统

的技术创新与集成应用，已完成从提供单台设备到提供一整套高端激光装备解决方案的转型。

作为国家首批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单位，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一方面致力于提供自动化、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

助推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另一方面，加大“信息化”与“智能化”建设，着手打造智能化工厂、企业云平台，

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制造实力。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自 2011 年研制成功国内首条 FMS 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以来，推动激光自动化技术不断革新，

获得市场广泛认可与极大赞誉，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为国内激光切割机实现自动化组线提供了标准范例。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ALU4020FMS 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如图所示）等智能装备经过特殊设计、量身打造，支

持无人生产、批量生产与精益生产，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电梯制造、客车制造等行业，直至今日，

依然是目前激光行业最高效的柔性制造技术与优异的生产方式，因为该自动化、智能化解决方案不仅为革新了生

产方式与制造工艺，而且极大提升了用户生产效率与企业产能，满足用户需求，实现快速增值。2017 年，大族激

光 FMS 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荣获由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颁发的“自主创新十佳”奖。荣誉背后，评选组深入用

户企业、实地调研，为奖项注入“真金白银”。   

ALU4020FMS 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多台光纤激光切割机与自动上下料系统联线

产品概述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自主研制的 FMS 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是一套能够把多台激光加工机床、分拣单元、自动

上下料机械手、原料集成品存储单元与智能控制系统等组成的柔性激光加工系统，使得激光加工与智能制造系统

高效组合，实现板材加工高度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自带生产监控管理系统，能实现激光切割过程中的智能化、

信息化管理，从而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明晰车间的整个生产过程及保证日后的统计分析；实时监控生产现场、

达到生产现场透明化。

产品技术亮点

光纤激光切割机组

光纤激光切割机其以众多颠覆性的光学特性，以及“多、快、好、省”的性能特点，为客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

益。它的光学特性是指光纤激光光源的模块可以组合叠加，使激光功率变大从而实现更高激光功率的应用；光纤

柔性制造技术助力企业智能化变革

论 文 集
Proceedings

文 /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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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可以在最小 200mm 曲率半径进行曲线传播，使得柔性更好；还可以实现远端近端光斑不会因光程差而变化，

从而使切割精度更高。而“多、快、好、省”中的“多”是指不仅可切割碳钢不锈钢，而且能切割铝、铜及钛的

合金材料；“快”是指切割速度飞快，是传统激光速度的 1-3 倍；“好”是指故障率更小几乎可做到免维护；“省”

是指运行成本低到传统的 1/3。多台光纤激光切割机可与自动上下料系统实现完美匹配，最大限度提高生产率、

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助力用户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G3015F 系列光纤激光切割机作为大族激光明星产品，具有“高精度、高速度、高稳定性”等优势，综合性能领先，

在同行业中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更为突出，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凭借精益求精、苛求极致的“工

匠精神”，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将光纤激光切割机不断进行优化升级，现今 HF 高速智能系列与 8KW、12KW

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隆重推向市场，占据市场竞争制高点。

自动上下料系统

实现从生产排产、排版编程到原材料存储、原材料上料、切割、切割后工件及废料的转运，实现自动化和按计划

加工。

实现从板厚 0.8 毫米到板厚 20 毫米的自动上下料转运。实现加工后的板材能够集中存放

配备自动装料装置 / 卸料装置；用真空吸盘搬入材料 , 用叉子搬出切断后的板材 , 能够实现与生产系统的对接，

执行生产计划，实现生产管理；

配备高低位双层分拣台，实现切割下料后工件集中叠放。分拣台可移动到分拣区，便于人工集中分拣，分拣台配

备 2 组，避免出现集中出料，导致等待。

设有安全防护栏，各种安全联锁开关，确保机器安全使用。当整个系统中的一台激光切割机出现故障时，自动上

下料系统可以针对没有故障的一台激光切割机进行上下料作业，并保证进入工作区域维修人员的安全。

系统启动之后，激光切割机可以实现工作台交换、寻边、切割等一系列循环动作，实现机床自动运行。操作方式

可选择自动模式，切割循环自动进行，也可选择手动模式，完成一个切割循环。

安全防护栏

系统外围布置有安全防护栏，各种安全联锁开关，将上下料区域包围保护起来，确保机器安全使用，保证进入工

作区域维修人员的安全。

FMS 产业化前景

FMS 激光切割柔性生产线具有全自动化生产、智能化生产管理、无人值守功能；优化生产工序流程，提高企业管

理自动化水平和利润；降低工人劳动强度与人力成本；自动上下料系统，操作方便，可在无需大量追加投资的条

件下为新产品开发提供制造解决方案：既可解决各种批量多品种加工自动化问题，又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降低

了企业人工成本。因而，将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结语

本柔性制造技术与先进装备的多项指标刷新了国内同类产品记录，填补了国内 20mm 厚板大幅面、自动化柔性激

光切割系统的空白。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引领世界技术潮流的背后是核心技术的突破、是不懈努力的见证，

是自主创新的锲而不舍，并将一往无前，开创激光智能新时代，改写世界激光竞争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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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社会对产品的功能与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产品更新换代的周

期越来越短，产品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高，传统的大批量生产方式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不仅对中小

企业形成了威胁，而且也困扰着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大批量生产方式中，柔性和生产率是相互矛盾的，

只有品种单一、批量大、设备专用、工艺稳定、效率高，才能构成规模经济效益；反之，多品种、小

批量生产，设备的专用性低，在加工形式相似的情况下，频繁的调整工夹具，工艺稳定难度增大，生

产效率势必受到影响。为了同时进步制造产业的柔性和生产效率，使之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条件下，缩

短产品生产周期，降低产品本钱，是终使中小批量生产能与大批量生产抗衡，柔性自动化系统便应运

而生。

柔性制造系统是由统一的信息控制系统、物料储运系统和一组数字控制加工设备组成，能适应加工对

象变换的自动化机械制造系统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英文缩写为 FMS。一组按次序排列的机

器，由自动装卸及传送机器连接并经计算机系统集成一体，原材料和代加工零件在零件传输系统上装卸，

零件在一台机器上加工完毕后传到下一台机器，每台机器接受操作指令，自动装卸所需工具，无需人

工参与。

自动化趋势的推动，深圳市固泰科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在 2012 年正式投入资金研发钣金柔性生产系统，

经历两年时间的摸索，在 2014 年正式向市场推出钣金柔线生产线，到 2017 年，钣金柔线生产系统成熟，

已遍布华东、华南、西南市场。

  客户现场

（1）金德精密配件（苏州）有限公司钣金加工车间内建设一

条钣金智能柔性生产线，由原料仓储中心、堆垛机、5 套自动

化上下料系统、5 台数控冲床、控制中心组成；原料仓储中心

设计 16 列立体仓库，每列 10 层仓位，共计 160 个库位（含

6 个接口）；每个仓位载重 3T，一套仓储中心共计存放板材

462T 板材；堆垛机可根据下发单据数据自由调取物料，无人

化调度生产；自动化上下料系统根据下发过来的物料及单据和数控冲床执行自动化生产，减少人工干

预生产；控制中心负责整个柔性生产线的生产调度，数据交换，与公司内的 ERP\MES 进行数据交换，

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生产；

走向智能化生产 -- 钣金柔性制造生产系统
深圳市固泰科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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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钣金加工车间内建

设一条钣金智能柔性生产线，由原料仓储中心、

堆垛机、2 套自动化上下料系统、1 台数控冲床、

1 台激光切割机、控制中心组成；原料仓储中心

设计 10 列立体仓库，每列 10 层仓位，共计 100

个库位（含 3 个接口）；每个仓位载重 3T，一

套仓储中心共计存放板材 291T 板材；堆垛机可根据下发单据数据自由调取物料，无人化调度生产；

自动化上下料系统根据下发过来的物料及单据和数控冲床执行自动化生产，减少人工干预生产；控制

中心负责整个柔性生产线的生产调度，数据交换，与公司内的 ERP\MES 进行数据交换，实现数字化、

智能化生产。

柔性生产系统的优点：

第一，柔性度高，能适应多品种批量生产，应变能力大，满足市场的需要；

第二，设备利用率高，可 24H 不停机工作，同样的时间完成超额的产量，减少劳动成本；减少待机时间，

机床在备料时可实现同步生产，人员在换班或吃饭时，机床不停机，延长机床运行时间；

第三，产品质量高，自动化上下料，防止产品碰划伤；

第四，减少仓库面积，合理运用空间；

第四，在生产过程中产品的每道工序均由软件来进行管理，可更直观的查看生产状态，进行快速排产

调度，从而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与用户 ERP 对接，库存管理一目了然，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工厂都开始了工厂的升级转型，它们大量引入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设备来提高工厂

的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劳动成本。一种新的生产模式正在逐渐出现在中国工厂未来的工厂将是投

入少的劳动成本以获得更高的效率，未来制造业可以通过工厂物联网，实现网络化定制模式。

在工业 4.0 热潮中，有许多以“智能”为主题的定义随之而出，而对制造业的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无

疑是“智能工厂”的出现。智能化工厂已经不再是概念式的模式，智能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当今世

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发展智能化生产技术。中国也将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深圳市固泰

科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在制造业发展中，不停摸索，专注智能制造柔性生产领域，坚持自己的发展方

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高端智能领先品牌。

                                                                          

                                                                                                                                                          原文较长，请扫描二维码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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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钣金数字化智能工厂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制造 2025》提出，“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的智能装备、智能工

厂等智能制造正在引领制造方式变革”，要围绕控制系统、工业软件、工业网络、工业云服务和工业大数据平台等，

加强信息物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国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构建信息物

理系统参考模型和综合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测试验证平台和综合验证试验床，支持开展兼容适配、互联互通和互操作

测试验证。”当前，《中国制造 2025》正处于全面部署、加快实施、深入推进的新阶段，面对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合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理念、新模式，迫切需要研究信息物理系统的背景起源、概念内涵、技术要素、应用

场景、发展趋势，以凝聚共识、统一认识更好的服务于制造强国建设。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钣金工厂的数字化发展目

标是什么？为了实现数字化战略目标，企业所需要的核心能力和资源是什么？在减少产品上市时间，减少设计修改，

降低生产费用以及库存，实现精细化管理提升产品质量，企业应该做什么，如何做？

当前，钣金数字化智能制造处于萌芽状态，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老板意识到自动化设备带来的红利，在人工成本越来

越高，利润越来越薄的前提下，自动化设备能够有效的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但是，企业在生产管理过程中常常遇到

一些困惑。

     无法实时跟踪订单的生产进度，现场异常问题发现、处理滞后，造成交货延期；

     订单排产的过程复杂、由人工手动排产，调整困难，造成效率低下；

     生产过程缺乏可追溯性，难以满足客户对产品质量管理的需求；

     缺乏有效手段跟踪关键设备的综合利用率以及停机原因；

     缺乏有效手段收集员工的实际工时并进行绩效评估；

     各工作中心间信息传递滞后，降低了整体效率；

     缺乏防错防呆、物料拉动等工具支撑；

     自动化设备无法与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数据集成，造成信息孤岛。

二、钣金数字化智能工厂架构

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制造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生产领域的、信

息化领域的、自动化领域的，因此需要建立顶层框架来进行思考。笔者研究

参考了众多工业 4.0 框架体系后，提出的针对钣金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三级分

布式控制系统（DCS）模型，通过制造执行系统（MES）对人、机、物、料、

环等生产要素进行生产调度、设备管理、物料配送、计划排产和质量监控而

构成的智能车间。 

钣金数字化智能工厂构建的重点，是根据当前企业现状从精益生产维度、运营管理维度以及 IT 信息化维度，分解智

能制造时代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和数字化企业的层级关系，面向落地和实施。 

最底层是自动化车间，主要是自动化设备，由数控冲床、激光、折弯机、机器人、AGV 小车、传送带等构成的智能

柔性生产线。中间层是数字化工厂，一般的话是由控制系统和运营系统组成，有 MES、数据采集与监控系统（SCADA）、

ERP、PDM、OA、CRM、APS、WMS 等等。最上层是数字化企业层，包括精益管理和有关数据分析的服务，比如设

备的数据的分析，订单数据、产能数据分析，营运数据分析等等的服务。核心解决三大领域的问题，分别是数字化工

浅谈钣金数字化智能制造工厂规划
深圳市固泰科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图 1 钣金数字化智能制造工厂框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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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战略规划、数字化工厂详细设计和数字化工厂运营实现。

三、钣金数字化智能工厂的设计

钣金数字化智能工厂基于信息化的平台，融合 ERP、PDM、APS、MES、

TPM 和编程等应用软件系统，旨在帮助企业打造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的

立体全方位工厂。通过多信息流的交换，员工知道产品和材料知道该去哪

儿，设备知道该做什么，管理者随时随地知道工厂状况。结合自动化技术

和设备的应用后，只需要工程师在办公室将图纸和工艺做好后，通过 PDM

和编程软件系统自动将程式编好传输给机床，APS 高级排产系统通过 ERP

的对接下达生产任务给机床加工，MES 系统实时地执行和反馈整个状况，

TPM 系统实时地监控设备的生产状态，达到实现无人化生产的目标。

1、精益生产规划

以前在接触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的时候，脑海里第一浮现的大多是工厂里的传感器、大数据、机器人之类的。

好像觉得跟我们的成本管理，人员绩效组织发展没有太多的关系，但其实数字化工厂是一个整体，各个细节各个

层面都融合在了一起，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专家在讲智能制造是仅仅是针对生产领域，这属于是认知上的狭隘，智

能制造是产品和生产模式的变革，包含了从研发、产品设计、生产规划、工艺规划、生产执行以及服务交付等整

条企业价值链的优化。

简单归纳，数字化工厂规划是这么一个迭代过程，首先是精益生产的规划，精益生产的工具和方法非常多，是非

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包括车间管理、防差错系统、全员生产维护、低成

本自动化、工厂可视化、持续改善、价值流分析等等。去收集需求相关的、

产品相关的、工艺相关的、物流相关的，安全相关的信息，再往下要做

分析归纳，这里面包括产品族分析、库存矩阵分析、工艺流程分析和价

值流分析。根据分析归纳的结果，首先做宏观布局规划，其中包含功能

区域规划、功能区面积需求计算以及各功能区布局组合优化。然后是微

观布局规划，包括工作站设计、生产线设计、生产单元设计、站间物流

设计。最后是验证和决策，可以通过仿真模型的设计来辅助最终决策。

价值流分析是企业在做数字化工厂规划很关键的一个环节，“数字化工厂”拆开 了看是由

“数字化”和“工厂”组合而成的，首先得有工厂、有业务才能谈得上数字化。工厂业务的优化是数字化的核心目标，

不能舍本逐末。价值流分析就是要把企业的生产理顺，企业需要知道产品的客户需求节拍和各个工序的生产周期，

通过节拍和生产周期的比较分析，可以明确需要改进的环节，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调整。价值流分析改进

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缩小生产周期和生产节拍的差距，然后通过生产线平衡（Line Balance）对生产线的全部工

序进行负荷分析，分析完了就会清楚哪些地方需要降在制品库存？哪些地方需要建立看板？哪些工序是要合并的？

哪些加工周期是需要缩减的？通过调整工序间的负荷分配使各工序达到能力平衡，作业时间尽可能相近，最终消

除各种等待浪费现象，提高生产线的整体效率。

2、信息化规划

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展，会涉及到越来越多的信息化平台，不同的平台，

图 2 钣金数字化智能制造工厂规划

图 3 钣金数字化智能工厂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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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平台

之间需要做数据的集成和打

通 , 对于企业来说是存在很

大风险的。ERP 和 MES 之间

需要传递什么数据？ ERP 和

PDM 之间需要传递什么数

据？ PDM 和 MES 之间的数

据交互又是如何？ MES 会给

SCADA 传递什么指令，得到

何种类型的数据反馈？如果这些数据交互没有梳理清楚，那么上了信息化就又是建成了一个个的信息孤岛，不能最

大化发挥信息系统的价值。涉及到企业生产管理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规划好匆忙上线，不仅不会提高效率，还会

因为生产流程的打乱影响产品交付和客户满意度。

2.1 ERP 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包含销售管理、财务管理，办公室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物料管理和 OA 信息管理等。针对钣金行业的管理模式量身打造，达到无纸化办公的

效果。销售管理可以自动导入客户的 EXCEL 订单，并流转到生产任务单的时候进行分

解，老产品直接跑 MRP 需求，并直接下生产指令给 MES，新产品转工程部门进行图

纸和编程处理。

2.2 PDM 工程产品设计管理：工程师只需要画图和设定工艺路线，其它工作交给系统自动做。接到任务后，工程师可

调用类似产品图纸快速修改（参数化设

计），直接出 BOM 和工程图，自动对新

物料进行编码，图纸和每一个物料一一

对应。编程人员可以调用 3D 图纸直接

在 RADAN 软件中自动编程，或者通过

Solidworks，Autocad 做的展开图在编程

软件中进行编程，减少展开花费的大量

工作量。专用编程软件在编程过程中能

够优先使用边角料，提升材料的利用率。

2.3 MES 系统：

 

图 7 PDM 工程模块 图 8 自动编程

图 9 MES 系统架构 图 1 0   MES 主要功能特点

论 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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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ERP 模块

图 5 信息化规划流程图图 4 信息化规划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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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APS 智能排产

2.5 车间现场无纸化

APS 和 MES 将生产指令下达给每个班组或者每台机床，员工扫自己工牌上的条形码

或二维码后就可以登录到自己的任务界面，点击调出生产任务单，只需要扫码就可

以调出图纸和 SOP 等文件，并在员工界面完成开工、报工、完工、送检和周转等工

作指令。

2.6 设备数据采集与监控

将数据采集器，条码打印机，传感器，扫描仪等硬件集成于平台，实时收集和呈现生产数据，并形成报表。

2.7 电子看板：

实时呈现各种数据报表，可根据天成要求定制。

图 1 1  车间操作界面

图 1 2 数据采集 图 1 3 设备监控系统
图 1 4  手持平板

论 文 集
Proceedings

图 1 5  电子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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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质量监控平台：

可以每日、每周提供报表并产品追溯。 

3、自动化规划

钣金自动化是指机器设备、系统或过程（生产、管理过程）在没有人或较

少人的直接参与下，按照人的要求，经过自动检测、信息处理、分析判断、

操纵控制，实现预期的目标的过程。在数字化工厂规划领域，核心的三

大规划内容分别是生产自动化规划、物流自动化规划、现场总线规划和与

MES 系统的对接。

钣金自动化目前主要集中在下料设备的自动化（自动板材立体料库、

上下料机械手、分拣码垛机器人，视觉检测）、折弯机器人和焊接

机器人。自动板材立体料库和上下料机械手能够让一台设备两个人

的配置减少到一个人看多台设备，甚至无人化的 24 小时连续生产，

也适应多品种少批量的生产模式。

折弯和焊接机器人适合少品种多批量的生产模式，对于大部分钣金厂来说还达不到推广应用的时机。

图 18 单塔料库激光柔性生产线

图 19 折弯机器人和焊接机器人

图 17 自动化规划整体方法

图 1 6 质量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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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玛宝作为钣金加工机械及系统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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钣金工厂的精益演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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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翔数字化管理与节约型车间 (1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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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EK- 兴锻在实现中国制造梦想》张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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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tory 助力智能制造 - 廊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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