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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勒 集 团 ：
 确保客户的竞争优势

                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2017 年 8 月 18 日，在舒勒集团新总部大楼 -12 层高的舒勒创新塔（S.I.T）落成仪式上，

州长 Winfried Kretschman 将舒勒称之为

“巴登符腾堡州隐形冠军的最佳典范。”

 其实，对于全世界的专业人士而言，舒勒并不是隐形的冠军，而是金属成形设备行业毋

庸置疑的龙头老大，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以中国人熟悉的金庸小说打比喻，东邪、西毒、

南帝、北丐的位置会有很多企业争夺排名，但是中神通的地位非舒勒莫属，它一直引领着冲压

与锻造行业的发展。

2018 年 10 月初，我们 MFC 的记者有幸在舒勒（中国）锻压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总部采

访了黄永古高级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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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舒勒集团的

情况吧。

黄永古：我们舒勒集团创立于 1839 年，总部在德

国巴登 - 符腾堡州的格平根，是成形设备领域的技术

先驱以及全球市场领航者，面向整个金属成形工艺以

及轻量化车身结构领域提供最为先进的压力机、自动

化设备、模具、工艺技术以及相关服务。

舒勒的产品跨越众多领域，客户不仅包括汽车制

造商及其零部件供应商，还有来自锻造、家用设备、

包装、能源和电力等诸多行业的公司。舒勒同时还是

造币技术的市场领跑者，并为航空航天、铁路和大口

径钢管行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目前，舒勒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达到 6600 人左右 , 舒勒是全球

顶级工业集团安德里茨集团的成员之一。

舒勒集团2017年的销售额与盈利创下了新记录，

销售总额为 12.3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98 亿元（2016

年 11.7 亿欧元），其中北美和中国市场增势强劲。

与上一年营业成绩（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

润）1.23 亿欧元相比，2017 年提升至 1.41 亿欧元，

EBITDA 率从 2016 年的 10.4% 增加至 2017 年的 

11.5%，巩固了舒勒作为德国机械与设备工程行业领

导者的地位。

舒勒总部大楼与创新塔

激光落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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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舒勒的产品情况吧。

黄永古：舒勒的产品构成非常齐全，涵盖几乎所有的金属成

形领域，即使是简单地罗列介绍，也需要 100 多页的宣传册。

在舒勒所覆盖的几乎每个领域，我们基本都是该领域技术的

领导者。

按照行业划分，舒勒为如下这些行业提供解决方案：汽

车整车、汽车零部件、家用设备（家电、厨卫等）、造币、包

装（听罐）、电机电动机、铁路（冷锻 + 热锻）、航空航天（涡

轮部件、卫星、飞机外壳结构件等）、工业应用（医疗技术、

给排水行业、餐具行业、家具行业、建筑施工辅助设备、自

行车行业、建筑业、农业和林业、风力发电机组件生产、截

面成形技术、门与框架、专业垫片与磁盘的大批量生产、灭

火器、气瓶和天然气罐的制造、国防工业）、大口径钢管（螺

旋焊管、内衬复合钢管压力机）。

按照技术来分，舒勒专注于汽车业压力机技术、冲裁技术、

液压机技术、可持续成形技术、锻造技术、造币技术、包装技术、

电机电动机技术、自动化技术、模具与成形技术、电池壳体

技术。

我们提供开卷落料线、液压式压力机、传统式机械式和

伺服式压力机（多工位和级进模）、压力机的自动化、冲压线、

冲压线的自动化、试模系统、轻量化技术（热成形、内高压

和复合材料成形技术）、模具和成形技术、大型管道制造系统、

支持服务和技术中心服务。

学过历史的知道，德意志统一于 1871 年，舒勒创立的

历史比统一的德国历史还长 32 年。在长达 180 年的时间里，

舒勒一直专注于金属成形技术与创新，不断地推出新设备、

新技术和新工艺，经受住了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和行业风

险，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创新能力。

MFC：我们杂志的读者中汽车行业的占比很大，

尤其是中小零部件企业占比很大，麻烦多介绍一下

汽车相关的技术，尤其是业内比较流行的轻量化技

术。

黄永古：舒勒在整车冲压领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基本欧美

及中国主流汽车厂多是我们的用户。舒勒在汽车零部件、家

电等行业的优势也非常明显，在全球拥有庞大的客户群。

从开卷落料线开始，舒勒可以提供伺服直驱压力机落料

线，延长模具寿命，对表面敏感材料也能精密加工。

舒勒颠覆了汽车落料技术，把更加柔性的激光落料线引

入到汽车主机厂。2015 年，戴姆勒在库彭海姆工厂上了两条

激光落料线，应用了舒勒的动态流技术， 可以对移动的材料

进行高速切割，可以轻易对铝或高强度钢落料，下料的形状

尽可能接近零部件的最终形状，大大节省材料和对后续成形

模具的损伤。

更轻便、更安全、更节省是全球汽车行业造车追求的目标，

舒勒的各项轻量化技术在其中一直扮演着引领的角色。

管状内高压成形技术为设计车身结构、框架和排气零部

件的轻量化和高强度化零部件提供了无限可能。舒勒是少数

内高压压力机 热成形技术展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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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内高压技术的制造商，至今为客户提供了近 120 条包括

液压机、自动化设备和模具等完整的交钥匙生产线。

在热冲技术领域，舒勒也是绝对的领导者，采用的 PCH

（压力控制硬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 1993 年，舒勒首次

向美国福特公司交付了 3 条热冲压生产线，用于福特在欧洲

生产的 Sierra 系列汽车和在美国生产的 Mercury 系列汽车

的侧门防撞梁和保险杠，由此开启了世界高强钢热冲压的时

代。

2006 年舒勒就在瓦格霍伊塞尔设立了冲压硬化能力中

心，2016 年，舒勒又在公司格平根总部成立了热冲压技术展

示中心，对热冲压技术进行研究与展示，继续保持在这个领

域的领跑优势。

在开发新材料的加工工艺上，舒勒一直不遗余力，基本

每个季度都会推陈出新。例如舒勒与 FormTech GmbH 结成

“钛成形联盟”，联合为航空航天工业提供新一代热成形压

力机。

除了热成形，舒勒将伺服直驱技术应用在冲压线、多工

位压力机、级进模压力机及落料压力机上，滑块运动曲线可

自由编程，对高强钢进行完美冷成形；用伺服压力机和液压

机对铝合金进行成形 , 这是业内最火，也是最难的成形技术之

一，顶级汽车制造商都以此为卖点。

舒勒在碳纤维强化塑料成形领域也是绝对的领先者。

纤维强化塑料不仅让设计更加灵活，减少焊接、铆接等

工序，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减轻了零部件的重量，更加安全，

未来可能替代金属板材，用来生产汽车门及其它金属冲压件。

舒勒液压机系统适用于 SMC（模压塑料板材）、GMT（玻

璃纤维毡热塑性塑料）和 RTM（树脂传递模塑料）部件的批

量生产。宝马公司最早在其电动车 i3 上大量使用碳纤维材料，

用的就是舒勒的专用成形设备。如果碳纤维的成本能有效降

低，其应用前景不可限量。

复合材料压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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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2017 年和 2018 年，我们杂志办了一系

列的冲压会议，其中和深拉伸、高速冲、内高压等

技术含量高的特种冲压类论坛，都很火爆，也请您

介绍一下舒勒在这些领域的情况。

黄永古：中国是全世界最大、发展最快的新能源汽车大国，

2018 年前 9 个月的新能源车的销量突破了 70 万辆，快达到

2017 年全年的销量 , 这给舒勒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不管是什

么流派的电池路线，都需要用到海量的金属电池壳拉伸件，

以特斯拉 Model S 为例，单车采用了 8142 个电池。

深拉伸和电机定转子冲压，都属于高速冲压的范畴，都

要求生产效率要极高，设备、模具、自动化装置、软件等要

配合得天衣无缝，不能有丝毫差错，只有少数厂家掌握了核

心技术。

高速冲

电机冲片的经济型生产取决于零部件的形状与生产的规

模，需要多种不同的模具与机床技术，舒勒可以提供从小批

量到大批量的解决方案，高速稳定生产公差接近零的零件。

图示提供的数据为单个冲槽模、复合冲槽模和级进模的应用

范围。

深拉伸

舒勒自创立之初就开始研究深拉伸技术，技术沉淀最为

雄厚。舒勒一直致力于生产出拥有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和探寻

更加高效的电池解决制造方案，通过在整个供应链中寻求电

芯、模块、电池、汽车和存储系统各制造商的通力合作，实

现最佳的效益。舒勒的电池生产线，每分钟能生产 200-500

个电池内芯。2017 年下年，舒勒卖给韩国三星一条电池生产

线，生产铝拉伸壳体的电池，工艺集成度非常高，和生产效

率提升了至少五六倍。这种生产线，我们也开始在中国推广。

舒勒的造币技术每分钟可以达到 850 枚的生产效率，基

本占据了全球 70-80% 的造币市场。此外，金属易拉罐的生

产也是一个技术含量高的寡头垄断市场，每分钟的冲次达到

上千次，舒勒也是其中仅有的几家具有竞争力的厂商之一。

舒勒的高速冲能够适应愈发复杂的电机冲片几何形状，从而实现
更高的能源效率

舒勒热冲压技术作为轻量化汽车结构的经济型解决方案
已奠定了其全球市场地位

舒勒将电动汽车压力机 Smartline ≡ V 3.8 的工作台从
3.3 米增加至 3.7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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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我们拜访过很多冲压零部件企业，都以拥

有舒勒的设备和生产线为终极目标。大家都知道

舒勒的设备好，但是觉得贵，汽车主机厂可以承

受得起，但是零部件企业压力就比较大。不知道

对此，舒勒是否有应对措施？

黄永古：这个问题非常好。舒勒并不是只固守金字塔尖的

市场，事实上，在好几年前，就开始布局把产品线下沉，进

入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中国市场以非主机厂的新增投资，

还是传统机械压力机为主，所以我们理解客户之所需不但提

供传统的解决方案，同时又提供给最新技术的解决方案，以

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

中国的冲压市场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利润极其稀薄。

我在 2011 年左右做市场调查的时候，很多冲压企业的净利

润率在 20% 以上，现在则普遍在 5%，甚至连 5% 都没有，

靠卖废料走量，这固然需要一条稳定的生产线。更重要的是

需要用柔性的、智能的生产线生产更加有附加值的冲压件。

舒勒一直致力于让客户更有竞争力，不仅仅是造出优质的机

床和整线，还要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给客户。

为了进一步优化性价比，普及伺服压力机的应用，舒勒

把最畅销的 MSP 系列的双伺服压力机引入到大连生产，向

全世界销售，估计明年初就会开发布会，也借此机会，把这

个好消息提前分享给大家。

在德国汉诺威的 EuroBLECH2018 展览会上，舒勒首

次展示了全新的 MSP 400 伺服压力机，为多种汽车、家电

等各种应用场景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在级进和多工位模式下

都可使用，可加工厚板，特点是柔性强，高精度、智能、快

速和安全。

伺服直驱技术保证了生产的高精度。MSP 系列压力机拥

有两套独立驱动系统并同步运行、可自由编程。通过将压力

机立柱中的压力点相连接，设备的刚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无间隙、免润滑传动系统由高动态性的伺服电机、制动模块

以及带有连杆、肘接头和滑块组成。设备采用两个这样的传

动系统对称安装，并通过驱动控制进行同步，能够真正输出

设计公称力的冲压力。

得益于它的高动态性伺服电机，MSP400 每分钟可

以完成 70 冲次的单摆行程，滑块行程 60-300mm，冲次

速度在 3-70 次每分钟，性价比很高，投资比上一代伺服

压力机要小，在国外市场深受用户欢迎。MSP 系列目前有

CSP100、MSP200、MSP400、MSP630 和目前最大吨

位的 MSP800 机型，最大公称力达到了 800 吨，MSP1000

和 MSP1250 也很快要推向市场。

中国的零部件企业对伺服压力机接受度低的一个原因，

不是不认可它的好处，而是担心用不起来或者用得不好，因

此舒勒针对设备的操控设计了直观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操

作员可以从预装的运动曲线中进行选择，或对其自由编程。

MSP 压力机设备

针对常用加工的五种预编程
滑块运动曲线可极大简化 
MSP 400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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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助手”软件通过小视频和文本说明引导操作员按步       
骤完成设置流程。

这样大大降低了设备操作的门槛。

“智能助手”软件通过小视频和文本说明引导操作员按

步骤完成设置流程。同时，它还会对输送装置与滑块曲线进

行优化，并根据间距实现最大化的产出率。在过去，这一复

杂的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而现在，借助电子助手可以

轻松完成。

MSP 系列的压力机有很多的创新。MSP 400 压力机采

用了智能释放功能：当检测到过载时，滑块会自动按照预定

的路径反向运动，从而消除了对模具与压力机上的应力。

MSP 系列通过集成更多的传感器（如加速度传感器、振

动传感器与压力机传感器），实现对系统进行综合条件监控，

并在控制系统中进行显示，可以预防计划外停机的发生，并

提高系统的生产率。此外，通过工艺流程与条件数据还可以

对所生产的零部件实现完整的质量控制。

与传统压力机的压力点位于滑块上方不同，MSP 400 的

压力点在工作台区域以外。这样，设备可以吸收非常高的偏

心载荷，即在进料侧与出料侧可以增加约 25 % 的压力。因此，

在第一模具阶段就也可对高强度材料进行加工。

我们希望这个系列机器不仅仅带动舒勒中国的业绩，也

希望让伺服压力机在中国的中小冲压企业中真正用起来，将

舒勒压力机的技术优势转化成企业竞争力。

MFC：最近几年全球最火的工业 4.0 的概念是德

国率先提出的，舒勒也是参与者之一，在冲压领域

有哪些相关的进展介绍给我们读者呢？

黄永古：因为时间有限，我今天没有展开讲舒勒的自动化技

术和车间规划，如开卷、上料、输送、横杆机械手、横杆机器人、

换模系统、堆垛、矫平、涂油、光学对中等等，有很多舒勒

独创的技术，拿到了业内的多项大奖，并且成为行业的标准。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些舒勒的智能冲压车间的概念，这

是舒勒在工业 4.0 时代下提出的解决方案。这个智能联网的

未来冲压车间借助先进的传感器收集数据，并与执行机构配

合，可以准确地对意外停机进行预测并提前发出警告。它能

够帮助客户确保生产力、提高所生产的零部件质量，同时降

低能耗需求。因此，对于成形技术领域，智能冲压车间能够

有效提升可靠性与成本效益。该系统不仅可用于新型设备，

同时也适用于现有设备。

智能诊断 - 数据记录

类似飞机的黑匣子；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数据会被

自动连续保存。发生故障时，通过回溯性分析可以确定故障

原因，如软件错误或部件损坏。借助快速故障分析可以提高

设备的使用率。

条件监控 - 维护优化

通过对设备组件的变更、磨损和损坏情况进行监控，实

现维护流程的优化。为此，在定期进行的设备测试运行中，

对震动数据、扭矩曲线和能耗进行测量、存储和比较。工艺

流程监控会在实际的生产流程中对原始数据进行收集。目前，

我们正在针对预测性维护开发相应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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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监工 - 完全控制

该模块所收集的原始数据与用于条件监控的数据同样重

要，但是有一点不同：前者的收集过程发生在实际生产流程中，

而非测试运行中。可接受的零部件质量与数量是否符合预期？

压力与振动是否正确？如何调整参数能够使周期完全同步？

目标是增加流程的可靠性从而提高设备的使用率，以及提高

产能与零部件质量，减少设置时间。

能耗监控 - 注意：高压

该模块会对所有系统相关能耗和能源质量数据进行存储

和分析。能耗与具体的运行条件有着怎样的关系？什么时候

出现最佳状态？什么时候发生电压波动？不仅能够节约能耗

成本，也能够在早期检测到潜在的电网质量问题。

综合设备效率 - 实时响应

OEE（综合设备效率）是十分重要设备指标。它提供了

关于开机率、性能和质量的实际值相对目标值变化的相关信

息。100% OEE 表示设备在整个生产周期内，以最大生产

率进行生产，且所生产出零部件没有不合格产品。任何中断

或故障都会减少生产周期内的合格零部件生产量，从而降低 

OEE。通过持续的参数记录实现与设备周期同步的实时响应。

零件质量跟踪 - 完整的质量记录

通过对设备组件的变更、磨损和损坏情况进行监控，实

现维护流程的优化。为此，在定期进行的设备测试运行中，

对震动数据、扭矩曲线和能耗进行测量、存储和比较。在出

现任何质量问题时，持续的记录可以提供十分有价值的数据。

工艺流程监控会在实际的生产流程中对原始数据进行收集。

这些概念即将全部付诸实践。舒勒与保时捷在 2018

年 10 月宣布，将联合建立智能冲压车间，采用舒勒全新的 

Servo 20 技术，最大生产节拍将从每分钟 18 冲次提高到 

20 冲次。新冲压车间将利用先进的技术，高度灵活地生产复

杂车身零部件，生产重点为铝合金车身面板以及小批量生产，

未来目标是在“预见性维护”和“智能生产控制”等方向树

立新的标准。

如果读者对舒勒中国即将推出的 MSP 系列双连杆伺服

压力机的发布会有兴趣，可以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和官网，

可申请到实地考察，并聆听技术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