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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智造

拉伸冲压行业的特点、现状及发展方向
文|马锐

我们见到的、用到的绝大多数产品都会用到冲压件，如手机、电脑、桌子椅子、门窗、床、笔、各种电器、器具等等。
几乎是所有的行业都需要冲压件。冲压的确是一个非常广、非常大的行业，包括钣金、激光切割、数控冲床、折弯机、
辊压成型、连续冲（级进模）、单冲（工程模）、精冲、高速冲、热冲压、拉伸冲压等等。而且冲压行业又带动了材料、
模具、机加工、后处理、辅助工艺材料等行业一起发展。

冲压件企业的典型发展过程
有绝对优势。冲压行业的销售比较好做，

来越大，利润越来越低，搬铁的行业就

还很弱小，大部分冲压厂都是老式的冲

客户拿来图纸，只要企业有能力做，一

这样形成了。

床（侧面皮带轮传动的那种）。那时我

般都会定点下来。这时，我们国内的企

第三阶段为 2007 年以后，可以

曾经参观过一个冲压厂，零件的转移还

业处于学习和起步阶段，一些民营企业

将它称为“价值”阶段。为什么会以

是用扁担和筐挑着走的。随着改革开放

创业，从一台冲床开始（模具都可以让

2007 年为起点呢？因为这一年苹果公

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

外面的公司来开），发展到两台、三台、

司的 iPhone 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入中国，各个行业都对冲压件有着大量

一百台……，然后又可以发展自己的模

iPhone 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讲，颠

在 1990 年以前，我国的冲压行业

的需求，当时国内的企业无论从产量上，

覆了人们的对产品的价值观。在此之前，

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无法满足。于是，

诺基亚是手机行业中绝对的王者，而且

很多外资的冲压企业都纷纷在国内设

价格越来越便宜，甚至很多都是入网送

厂。那时在中国的好一点的冲压企业主

手机。iPhone 来了之后，以 4000 多

要是新加坡企业和日本企业，台湾冲压

元的售价，大家还都趋之若鹜，熬夜排

厂算是第二梯队。但现在不同了，经过

队抢购。这是价值的一种体现，从功能

近二十年的发展，我们国内的冲压企业

和美观上讲，iPhone 要强得太多，而

在连续冲压方面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

具技术中心。现在很多的大型冲压企业

且，拿了 iPhone 手机显得特别高大上。

新加坡和日本的冲压企业只剩下品牌溢

都是在这一时期成立的。

这时，客户询价过后，他们会过来找你

第二阶段为 2000 年到 2007 年，

讨论，为什么你报 1 块而别人报 8 毛，

充分竞争阶段，可以将它称为“价格”

你的工艺和别人的有什么不同，之间的

阶段。这时，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可以做

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你比别人贵对这个

第一阶段为 1990 年到 2000 年，

了，质量也大幅得提高了。价格竞争非

产品能带来什么好处。如果有非常充分

高速发展阶段，可以将它称为“能力”

常残酷。客户拿来图纸让报价，如果报

的理由，客户也很有可能用高的价格来

阶段。这段时期产能不足，严重求大于

了 1 块钱，而其他公司报了 8 毛钱，

采购。

供，外资企业的开模能力和技术水平占

就很有可能失去这个订单。于是压力越

价了。
从国内冲压行业发展的历史上，可
以总结为这么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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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范围上来看，比较强的拉伸冲压公

几十台的普通冲床了，几乎是半个初具

与国内一些大型的冲压企业交谈

司基本上集中在德国、美国和日本。拉

规模的冲压厂的水平了。第二是拉伸工

中，可以知道，目前冲压企业正面临着

伸冲压工艺主要有几种，比如说连续冲

艺还是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德国和美

几个突出的问题。首先一个是接班人，

压拉伸工艺、传送式拉伸工艺、机械手

国的公司已经技术沉淀了几十年了，才

典型的企业都建立 20 多年了，创一代

模组式拉伸工艺、液压拉伸工艺等等。

有了现在的水平。我们中国的企业要掌

们逐渐年龄大了，而后辈却不愿意接班，

目前的精密拉伸冲压领域在国内，就如

握这种技术和工艺的设计还是需要若干

大多都不想干冲压这样的“脏”活。是

同 20 多年前的连续冲压的情景。虽然

年的时间。第三是拉伸冲压是相对很综

塞给下一代，还是找个职业经理人，是

目前德国、美国、日本的企业在技术上

合的一种生产方式，除了冲压设备特别，

一个现实的问题。另外就是转型升级，

处理领先地位，但我们国内企业还有很

技术工艺特殊外，其它的因素对它也有

经过残酷的价格竞争，几乎每个冲压企

大的成长空间和广阔的前景。当然，的

很大的影响，比如原材料、模具加工、

业都想要转型升级。于是就出现了两派

确有很长的路要走。

润滑系统等等。

观点，一个是做组装，以提高产品的附
加值和客户粘性，这样就由做零部件
变为做一个产品或半成品了，甚至组装
LED 电视机、手机模组、电器、机柜
等等。销售额一下子增长很快，而且可
以利用杠杆。苏州还有其他地方的一些
公司就是这样的，而且还上市了。但这
样做也有一定的风险，就是太过依赖某
个或某几个大客户了，如果在客户端出
现一些波动，对公司会有很大的打击。

拉伸冲压的优势和特点
为什么我们目前在拉伸冲压这一个
小的分支却做的不是很好呢？主要的原
因有几点：一是设备很贵，传送式或机
械手模组系统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
业，自动化水平很高，一台设备至少得
几百万人民币，多者甚至几千万美金。
这时候当我们投资的时候就会掂量掂
量，几百万以上才能买一台小小的拉伸
设备，而用这几百万就可以买十几台或

根据报告显示，目前国内冲压行业
的人均年营业额约只有 30 万、40 万
人民币左右，而拉伸冲压公司可以超过
100 万人民币，在国外这个数字就更
高了；还有，目前国内普通冲压行业原
材料占营业额的比例约为 70%，甚至
更高，所以大家俗称冲压行业是在搬铁，
更有一些公司冲压件还真是论斤称着卖
的，而拉伸冲压公司原材料的占比则低
于 40%，在国外这个数字就更低了。

再加上现在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产品市
场下行，或者新产品没跟上，就会给公
司带来风险，一些公司就是这样关门的。
另外一派则走的是技术升级的路线，做
其他公司不能做的产品，拥有其他公司
没有的技术，这样虽然销售额不会突然
爆发，但是会稳步增长。市场的风险相
对较小，因为这个客户不用，也会有其
他客户会用到。而拉伸冲压就是技术领
域的明珠之一。
一般像是连续冲压或者单动冲压或
者钣金。我们中国的企业已经相当强了，
无论在模具设计制造、大规模生产还是
产品价格，我们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
精密拉伸冲压只是广泛冲压行业中的很
窄的一条，但在全国的范围上来讲，能
做好拉伸冲压件的公司还不多；从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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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需求及市场需求

些年他们逐步都开始在国内设厂生产，

立、发展和壮大，从而才能有效的带动

一开始肯定是 CKD 零部件进口然后国

我国拉伸冲压的整体发展，才能使我国

户或者说是市场向我们采购产品或服

内组装，接下来一定是零部件国产化。

的拉伸冲压行业赶上和超越美德等强

务，已经由过去的零配件采购向价值采

这就需要一批高水平高层次的拉伸冲压

国。需要加强此生态链上各个环节上的

购来转变了（这里不单单是指拉伸冲压

件供应商。这样的国产化项目以及国内

公司或生产厂，但并不是说每个公司需

件）。现在，越来越多的研发基地在中

研发的新项目的增长甚至远远大于汽车

要发展的很大才叫好，成千上万人的规

国建立和扩大，包括许多世界级的研发

产量的增长速度。

模并不适合这里，小、专、精是拉伸冲

由于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我们客

另外，汽车的电动化、电子化、智

压行业生态链上的公司的特点。拿德国

原来手机是两年更新换代一次，后来变

能化是一个大趋势。在电动汽车上，电

来说，大家都知道德国的面积相当于中

为一年换代一次，再后来变为半年换代

池、电机和电控代替了燃油车的发动

国的一个云南省，但它有数百万家中小

一次……前期的技术参与成了各大公司

机、变速箱和传动系统。智能化的前提

型企业，很多都是“小、专、精”，德

的期望。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服务。

一定是电动化，因为燃油车对信号的响

国的精密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强的。曾经

我们的客户对他们的产品的功能和装配

应时间为 500 毫秒左右，这时间对于

参观过一家德国拉伸冲压厂，它有一个

很专业，而我们供应商则对我们的工艺

以 60 公里每小时行驶的汽车来说，是

产品是这样生产的，先用高速连续冲床

过程和产品优化设计非常熟悉，我们可

8 米左右的距离；而电动车的响应时间

生产出杯状毛坯件，一出八还有一出十

以帮他们设计拉伸冲压件。这样设计出

为 30 毫秒以内。在新能源车上，拉伸

地生产，然后用磁力传送带将所有的毛

来的产品既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而且

冲压件的潜力也是很大的。首先，在电

坯件沿着车间的顶部传到 4 到 6 台内

还易于加工，达到工艺和成本的最优化。

池上，特斯拉以前用 18650 电池（就

置机械手传送式冲床里进行进一步的拉

再拿苹果 iPhone 手机为例，当年乔布

是直径 18mm，高度 65mm 的圆柱型

伸成型，每台拉伸冲床的速度在 250

斯来到康宁，让康宁帮忙为 iPhone 设

电池），引领了全世界的电池供应商争

次每分钟，这个精密拉伸件一年的需要

计和生产防刮花屏幕，这是一次大胆的

相模仿；从 Model3 开始，特斯拉开

量超过 1 亿件，而在生产的过程中几

尝试，现在，防刮花的大猩猩玻璃已经

始用 21700 电池，这也必将引起一场

乎不需要专职的操作工在一旁。想象一

成为了高端手机的首选屏，为苹果和康

风潮。而这些电池的外壳都是拉伸冲压

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宁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件。电机对拉伸冲压件的需求也是显而

中心。产品的迭代速度越来越快。比如，

拉伸冲压件的市场前景是非常广阔

易见的。

的。在家电行业、建筑行业、五金行业、
汽车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其中，拉伸
冲压件在汽车上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拉伸冲压的综合性要求

除了车身以外，几乎所有的重要系统都

拉伸冲压是一个相对很综合的一种

在用。而且，拉伸冲压件在汽车上大部

加工方式。能生产出品质高价格优的产

分都用在较为核心的功能性系统上，要

品，除了拉伸的模具工艺及生产控制之

求是比较高的。拉伸冲压件市场增长将

外，原材料、模具材料、拉伸生产的辅

远高于中国汽车产量的增长速度，因为

助材料都对拉伸有一定的影响。因此，

除了可以跟着中国汽车产量的增长外，

在考虑拉伸冲压这个行业时，应该超出

更大的因素是国产化项目。我们知道若

普通冲压的思维范围，全面地考虑拉伸

干年前，像大众、通用等等超大型的车

冲压所有相关的可变因素。同时，各个

企所用到的发动机、变速箱、离合器、

方面的研究和掌握，能很大程度上促进

ABS 等等核心部件都需要进口，但这

在此生态链上的各个方面的公司的建

金属板材成形

2018.1

产业 INDUSTRY

53

冲压行业的互联网 +
这两年“互联网 +”的概念和想象
越来越流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以及各地方政府，各路企业都在讨论进
入或已经进入到这个大潮流中。“互联
网 +”的确是一个大趋势。但是，对于
我们这个传统行业的中间产品生产商来
讲，我们的上游供应商是像宝钢这样的
巨无霸型原材料生产企业，客户也基本
上是大型的装配配套企业或者系统生产
分和一般机械性能已经足够了，可拉伸

商，我们没有自己的终端产品，甚至我

伸冲压公司后，我们发现，虽然拉伸冲

冲压用的原材料还要有其它的相关指

们生产的零部件都不是我们设计的。对

压是冲压领域里很窄的一个分支，但他

标。这就是为什么国外会有 DDQ（深

我们这样的传统企业，如何去做“互联

们每家都不相同，拉伸工艺不同，设备

拉伸质量）的原材料特性了。另外，模

网 +”，模式是什么？这可能是一个难

侧重有不同，模具设计不同，产品范围

具材料，在拉伸冲压中，还要研究模具

题。但是，没有“互联网 +”的模式，“+

不同，甚至其产品应用领域也各不相同。

材料的对润滑、表面油膜附着、挤压冲

互联网”还是值得考虑的。建立基于云

他们都在健康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百

击的平衡、甚至温度变化的影响，等等。

计算的管理系统，整个公司将实现现场

家争鸣、百花齐放，希望我国的拉伸冲

拉伸冲压后的产品，由于加工硬化，材

无纸化管理，网络化监控，IT 化沟通，

压行业将来也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和层

料流动变形等，其机械性能和物理特性，

然后配合整个工厂自动化改造，这将使

次。

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如何可

公司管理和运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现

以预测出这些变化”，等等。这些理论

在，传统企业的管理已经超越了物流、

工艺，研究方向就需要涉及到各个方面，

如果能和我们的实践相结合，并能指导

材料流、工艺流的阶段，下一个趋势，

包括原材料、模具材料的特性和选择、

我们的生产实践，我们在这一领域就可

是要用信息流改造我们的公司。做这件

拉伸冲压后产品的变化及特性等等。比

逐步超越德美等一流的公司了。

事就是将来大数据时代的一部分，也是

研究了德国和美国的几家典型的拉

拉伸冲压的综合性超过普通冲压的

如，对于普通冲压件来说，原材料的成

将来无人工厂的前提。拉伸冲压的技术
和工艺条件，将使信息流改造公司变为
可能。
相信几年后我们中国也能有一些冲
压公司能够成为精密拉伸冲压行业的领
导者。就如同连续冲压在国内发展历程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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