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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首届冲压深拉伸创新技术论坛在

苏州成功举办，空前火爆

2017 年 11 月 29 日，初冬的苏州寒意袭人，但是在苏州市相城区的白金汉爵大酒店的 336 会议室却热闹如春，450 多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深拉伸行业的代表济济一堂，参加由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冲压行业联盟和中国薄板成形研究会

牵头主办的“全国首届冲压深拉伸创新技术论坛”。

 8 点 40 分，广州市钣金加工协会的许昊秘书长致开幕

辞，他首先肯定了 MFC 团队的创新精神和高效执行力，在

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制作了两本杂志，参加了工博会，又

组织起这次会议，邀请到如此多的业内专家和参会代表，

充分体现了对市场的把握能力。

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协会郭勇秘书长分享了工

业设计和创新的话题，他希望拉伸这种高技术含量的工艺

能应用到更广泛的范围，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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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深拉伸有几大特点：设备昂贵，资本投入大，自

动化水平要求高；技术含量高，需要经验积累。目前是德

国和美国做得最好。深拉伸是一种综合的冲压工艺。目前

国内冲压行业的人均年营业额约只有 35 万人民币左右，而

拉伸冲压公司可以达到 100 万人民币，发达国家同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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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拉伸冲压公司原材料的占比则低

于 40%。深拉伸工艺在中国的应用前景还很广泛，技术进

步的空间还很大。

之后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的杨宾高工做了“超深

油底壳总成产品的开发与制造”。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20.8 万平方米，

公司拥有员工 2028 人是国内一流的具有商用车整车及乘用

车整车模具及零件研发与制造能力的企业。

杨工主持了东风康明斯、上汽菲亚特、神龙汽车等多款

车型油底壳的开发制造项目，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是

这个领域的资深专家。

他结合自身的实际工作情况，介绍了油底壳冲压的模拟

分析、模具模块化设计、调试、焊接混流生产、总成气密检测、

清洁度检测及包装防护等全流程的难点，以及他们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如何取得质量提升、成本下降的成功案例。 

第三场是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的张清林总

经理带来的“金属成形拉伸中的伺服冲压工艺之优势”的

报告。

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秘书长许昊

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

协会秘书长郭勇

创迈精密金属成型（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锐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清林

东风模具冲压技术有限公司总工杨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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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西田总投资近 2 亿元，占地 135 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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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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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图文兼茂地介绍深拉伸工艺的八种常用的形式，分

析了材料、模具、润滑等因素在深拉伸中的影响，然后详

细介绍多工位拉伸和级进模拉伸的优劣比较，介绍了大量

的多工位拉伸的典型案例；最后他花了很大的篇幅，用大

量的测试数据详细介绍伺服压力机在深拉伸的行业的应用。

第四场报告是蚌埠金威滤清器有限公司的范杰副总工

程师带来的：金威滤清器冲压深拉伸技术研究报告。金威

滤清器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生产、销售车用空气、机油、

燃油滤清器的专业公司，职工 1800 余人，生产建筑面积

20 万平方米。主要产品分为五大类二十个系列 5000 多个

品种，适用于汽车、内燃机、工程机械、农机等，年生产

能力 6000 万只（套）。

范总展示了该公司拉伸的各种复杂工件，分享了他们综

合使用各种单工序和复杂工序，尽可能减少拉伸工序数量

和提高材料利用率和零件质量的经验。

第五场由上海交通大学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研究院陈

军教授带来“超高强度钢冲压回弹预测与补偿及稳健优化”

的报告。

陈军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

研究院院长，模具 CAD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模

具技术研究所所长。他用了大量的图表展示了他在回弹、

精细模面设计、材料和模具变形、工艺优化、模具减重等

领域的科研成果。

下午会议由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张士宏研究员主持，做了

题为“中国深拉伸冲压技术的现状及趋势”的报告。

 他首先简要介绍了国际板成形组织 (IDDRG) 的结构和

国际会议的情况，然后介绍了深拉伸新材料（铝合金、镁

合金、钛合金、金属基复合材料、复合板）、工艺新进展，

包括脉动充液拉深技术和冲击液压成形，数据化和定量化

的分析。

下午第二场是由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郑海华

模具科科长做的题为“家电产品深拉伸技术及自动化生产”

的报告。

始创于 1979 年的老板电器是上市公司，有 3500 万户

家庭用户，在吸油烟机市场销售名列前茅。

郑科长简要介绍了老板电器的产品和发展历程，详细介

绍了他们在集烟腔拉伸里取得的成绩，在集烟腔、灶台底

盘和网罩的冲压自动化改造经验：自动化后，人员大大降

低到原来的 12%-25%，效率增加到原来的 3 倍，并且良

品率大大提升。

金威滤清器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范杰

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研究院院长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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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第三场由德国的西德克精密拉深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沃尔夫冈总经理做题为“德国 STUKEN 国内外深拉伸

技术发展现状”的报告。

西德克由胡伯·西德克 (Hubert Stüken) 创办，目前

在三大洲都设有生产驻地，员工人数超过 1000 名。西德克

是享誉全球的深拉伸专业企业，2006 年在上海投资设厂。

 2017 年西德克在德国总部大约 810 人，1.41 亿欧

元销售额，人均产值约合人民币 137 万；美国 103 人，

2300 万欧元，人均销售额约合人民 172 万；捷克 175 人，

1300 万欧元，人均约合 58.6 万；中国 95 人，600 万欧元，

人均 49.8 万元。

集团销售构成中，汽车占到 70%，电气 5%，电子 7%，

家电和水暖各 6%，模具 4%，其他 2%。

下午第四场由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的蒋海泉副镇长

介绍启东的产业情况。

我们主办方《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的华东运营中心就落

地在南通启东的汇龙镇，得到了该镇的大力支持，并且得

到了会议的晚宴赞助。

启东是靠近上海最近的城市之一，陆地面积 1208 平方

公里，总人口 112 万，工业基础发达，在全国百强县中排

名 22 位左右，最近承接上海的转移产业，发展非常迅速。

启东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电子、海洋工程及重装产业、通用

行业、制药和旅游休闲行业都很发达。

下午第五场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的施永飞董事

长做的报告“冷挤压成形新工艺在金属拉伸制品生产中的

应用”。

启力专业制造冷挤压压力机，主要有卧式冷挤压压力

机、立式多连杆肘杆式冷 ( 温）挤压机、闭式压力机三大系

列，拥有国内外 2000 余家企业用户。

施总用大量的图片和视频案例，比较了深拉伸和冷挤压

工艺的不同特点，详细介绍了用冷挤压工艺来生产手机后

盖、汽车滤清器等材料、模具和设备应用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大学塑性成形技术与装备研究院院长陈军

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蒋海泉

西德克精密拉深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沃尔夫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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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施永飞

东莞市麦迪工业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建华

最后东莞市麦迪工业装备有限公司的邢建华总经理做

题为“深拉伸各种工艺与模具开发技术”的报告。

麦迪在冲压行业内拥有强大的资源，根据客户需求可以

提供从 冲压设备，模具到整套自动化设备的整套解决方案

及交钥匙工程，多年的行业工作经历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邢总认为深拉伸行业对单品的数量和质量要求是越来

越高的，压力机和模具都呈现专机化定制化的趋势，展示锂

电池拉伸的大量工艺视频和图片。他介绍说拉伸自动化的项

目实施难度和复杂度比普通冲压高出不少，如何做到稳定、

高效生产有很多难点要克服。他们在汽车电机壳、高速散

热马达等产品有各种成熟的解决方案。

分享环节：让每一家参会企业都露脸

报告结束后，由马悦总经理主持，由现场的 400 多名

参会代表分别进行分享，各自干什么，有什么需求，能提供

什么服务，这个环节非常精彩，分享活跃，大量的采购需求、

技术难题、专家咨询服务需求在这个平台分享出来。

晚宴由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赞助，苏州格莱富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赞助了抽奖礼品，国一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赞助了红酒，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的意大利

美女邓爱莉女士主持了晚宴。26 桌客户，大约 300 人参加

了晚上的活动，观看表演，深入交流，促进友谊。

企业参观：苏州三维毫无保留，倾情接待

11 月 30 日，260 多位参会代表分五拨参观了苏州三

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郭宏林总经理无保留地开放所有自动

化生产线，开动所有的机器，一度让工厂的气压不足。这

些开放的措施让参会代表看得很尽兴，流连忘返，大获启发。      

苏州三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精密模具研发和

关键零部件冲压为一体的专业金属成型制造商。截至今日，

公司已围绕深拉伸连续冲压，精修边连续冲压和冷锻造连

续冲压等领域，申请并获批发明专利十余项，实用新型专

利二十余项。

这是多年来中国极少数专门针对拉伸企业召开的专题

研讨会，得到了业内上下游企业的大力支持。

只有像热冲压、精冲和深拉伸这种技术含量高的加工企

业，才能在强势的原材料商和用户之间获得一定的话语权。

在新能源汽车等行业的巨大需求下，深拉伸加工吸引了

众多普通冲压企业纷纷加入，生产各种电池壳、电机外壳、

汽车零部件、家电、食品、五金、化妆品、军工等深拉伸

冲压零部件，获得了不错的效益。

目前并没有针对深拉伸行业的完整统计，但是从业内人

士普遍的反馈，这是一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拉伸企

业遍布全国各地，为新能源汽车和 3C 行业提供数以亿计的

拉伸件。目前在长三角地区已经有美国创迈、德国西德克、

微研、怡得乐这样顶尖的外资背景的企业，也有苏州三维、

和林精密等一批本土优秀模具及冲压加工企业。 

感谢启东市汇龙镇人民政府、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赞助 ! 感

谢苏州三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接受企业参观 ! 感谢安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绍兴佶福机械有限公司、苏州格莱富机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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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环节

参观环节

技有限公司、江苏耐玛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苏苏德涂层有限公司和上海罗维特铆钉制造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展台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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