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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冲压深拉伸暨首届高速冲压
技术论坛在无锡成功举办
文 | 李建

2018 年 11 月 22 日，雨过天晴，无锡白金汉爵大酒店

的 396 ～ 398 会议厅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0 名

专业人士济济一堂，参加由《金属板材成形》杂志举办的“MFC

第二届冲压深拉伸创新技术论坛暨首届高速精密冲压技术论

坛”。

根据会后统计，其中深拉伸行业的代表大约 180 多家

企业的 400 多人，其中设备、材料、模具、自动化、润滑油、

科研院所等供应商大约占 30%，60% 来自专业的冲压零部

件厂商及主机厂的冲压部门，10% 左右代表来自汽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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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主机厂；高速冲压行业有 50 多家企业的代表近 100 人参会，其中供应商和

冲压件生产商的比例大约是一半对一半，因为首次举办，持观望的企业较多，未

能来参会；同时采用拉深和高速冲两种工艺的也有十几家企业。

本次会议共有 16 家单位的专家做了行业和技术报告，会议的第二天大约两

百多名与会代表参观了参观无锡微研股份公司、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

学院以及无锡精智模具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本次会议继续成为金属冲压深拉伸领

域最有影响力的专业盛会，并且开创了国内近八年来首个高速冲领域的专题会议。

会议在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中开始，之后由无锡模具行业协会会长、无锡微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明磊女士致辞，她代表协会热烈欢迎这一行业盛事在无锡

举办，促进无锡本地的企业和外地企业交流，并欢迎与会代表参观该公司。

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的许昊秘书长介绍了中美贸易战对会员企业出口和

订单的负面影响，他担心订单可能永久转移到东南亚去，并且感觉各行业主机厂

强者愈强，留给供应商和零部件商的议价空间越来越小，一个新兴行业的红利窗

口期越来越短，所有的企业都要密切保持对市场和技术的敏感度。

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协会郭勇秘书长盛赞了 MFC 团队的会议创新

蔡明磊女士致辞 许昊秘书长演讲

郭勇秘书长演讲 马锐总经理演讲

性和专业性，然后讲到湖北正在成为冲

压钣金行业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产业

转移，武汉成为 3C 电子、通信、激光

等高科技行业的制造中心，孕育着大量

的商机。

马锐总经理对拉伸行业进行了深度

分析，他提到汽车的零部件拆散有 4 万

件，其中冲压件占到六成，而拉伸件又

是这里面技术含量高的零件。最近两年，

国产研发和生产的汽车拉伸件的比例逐

年显著增加，不再是简单地按照图纸加

工，这显示了本土企业水平在明显提升。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有 487 家，这些

拉动了电池和深拉伸件的销售，但是他

认为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其中 95%

的车厂可能会消失。2018 年，中国汽

车的增速第一次显著降速，可能行业拐

点已经来临，自动化驾驶会加剧汽车产

量的降速。他提到电池的价格降价非常

快，电池的技术还在演变，成本更高的

固态电池可能随着制造成本的降低，在

十年内取代现有主流的三元锂电池，这

些都对深拉伸产生深远影响。他还提到

小家电和日用消费品正在加大使用拉伸

技术，使得了拉伸工艺的应用范围更广。

全能精密部件（浙江）有限公司韩

光义技术经理，对新能源电池钢壳高速

拉伸条件与生产中常见问题进行精彩的

分享，从材料选择、模具设计制作、工

艺开发、表面处理等等都有大量的解决

问题的思路分析和经验总结。

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周

昆总经理就环保新形势下冲压拉伸行业

产品清洗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演讲，他认

为传统的水性清洗和传统碳氢清洗能耗

和废料都很难满足新的要求，该公司新

周昆总经理演讲 中国深拉伸行业联盟发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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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的单槽式碳氢化合物真空超声波清

洗设备有很多创新，替代甚至超越了进

口同类设备的性能。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的总编刘明

星先生，用详实扎实的数据描述了深拉

伸和高速冲相关行业的发展情况。机械

制造是中国出口创汇的大行业，2018 年

7 月征收 25% 关税的 500 亿美元的商

品，以及 2018 年 9 月加征 10% 关税的

2000 亿美金的商品中，有半数的行业和

深拉伸以及高速冲相关。目前只有电子

冲压行业受到的冲压较小，整体利润、

营收都在增加。而家电、汽车等主机行

业基本处于停滞微增的状态，增长的亮

点来自出口来拉动。

电池、电机等行业的上市公司进入

洗牌阶段，不再是全行业同涨同跌，而是

顶尖的公司的盈利和营收在增加，而处

于劣势的企业可能因为用户的产品失败，

如苹果新一代的手机的滞销，而利润和

营收巨减。

整体的趋势是，因为担心贸易战升

级，制造业在 7 月之前，出口大增，透

支了订单，之后外国进口商在观望，导

致出口订单全面压缩和滞后。制造业除

了新风送风、空气净化、铁公基相关的

工程机械、新能源车相关产业链等之外，

大部分行业的数据都不乐观。

上午最后一场报告，由明勖（东莞）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王泰国总经理，从行

业宏观和技术微观带来了一场极具震撼

力的分享。他认为未来的高速冲压工作，

考验着冲床下死点： 必须在不同运行速

度、温度条件下，维持最基本下死点精度； 

过去行业内冲床企业之间是做得较好或

是较不好的差别，未来行业内是能做或

是不能做的差别；大型高速冲床也要达到中小型冲床一样的高速和精度要求。

之后，他用大量的实验数据分析如何控制高速冲床精度，如何用速度、加速

度控制高效生产拉伸零部件。他认为拉伸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随着设备加工能

力的提升，拉伸工艺覆盖的产品将越来越多，电子、汽车组件类，作为绝缘功能、

导通功能的部件，因为拉伸的表面完整性，还是有大量的机会转移到拉伸工艺上。

下午的论坛隔离为深拉伸论和高速冲两个分论坛，会议室的后部是相通的，

很多代表站在中分线，同时关注两边的演讲。

因为下午的讲座更接近技术分享，不再一一展开继续，仅罗列题目，有兴趣

的读者可以和《金属板材成形》杂志或作者联系，索取演讲的相关资料。

在会议的最后环节，所有的参会代表都各自做了发言，并分成四组进行了深

入交流。

由 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和创迈精密金属成型 ( 苏州 ) 有限公司、苏

州三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公司发起成立“中国深拉伸行业联盟”，现场及会后

有二十多家单位发回表格成为发起单位，域名为 www.china-deepdrawing.org

的官网即将开通，有兴趣的深拉伸全产业链的企业都可以申请加入。

11 月 23 日上午，MFC 组织了三辆大巴，连同十多辆自驾车近 200 名代表

分三批，参观了无锡微研股份公司和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 / 无锡

精智模具技术研究有限公司。

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核心产品为：以空调翅片模具、汽车座椅滑轨模具、

王泰国总经理演讲 小组讨论

深拉伸模具工艺与相关技术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 

高速冲行业的现状与未来 

博瑞达机械 ( 苏州 ) 有限公司

典型深拉伸零件模具设计案例

 瑞安市井然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高速冲自动化解决方案 

梵姆科机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冲压深拉伸成形极限准则与模具智能化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高速冲模具及工艺特点   

宁波鸿达电机模具有限公司

伺服多工位锻冲挤压拉伸工艺案例介绍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高速冲压自动化应用案例分析 

中山市兆力庆机械有限公司

提升深拉伸油底壳密封面的平面度

演讲单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薄板精密结构超声辅助冲裁成形 

哈尔滨工业大学

铁芯的叠层技术和模具设计 

无锡捷进精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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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子接插件模具、马达铁芯模具

为代表的精密模具，精密工装夹

具、量检具、汽车零部件自动化

生产检测装备，高精度汽车零部

件金属冲压产品，以及其他定制

类精密零部件等。

　　公司占地面积为 50 亩，在

职员工 400 名，与东芝、特灵、

开利、大金、舍弗勒、江森、博

格华纳等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形成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机

电工程学院设有两个江苏省重点

专业群——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群、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群。

学院拥有总面积 1 万余平方米、

设备价值 3000 余万元的实验实

训室，设备先进，被中国模具工

业协会确定为中国模具人才培养

基地。与瑞士 GF、日本三菱、

德国西门子、海克斯康、福耀玻

璃、北京精雕、武汉益模等一流

企业合作共建培训中心。

无锡微研管理水平很高，

厂房极其整洁有序，不像是一个

工厂，而像是高精尖的研究所；

而江苏信息职业学院则给代表们

很大的惊喜，学校的设备不亚于

一个规模以上的制造企业，学生

能直接在一流的国内外设备上实

际实习和对外加工，实际应用能

力极强，当场就有参会代表询问

如何录用学生，如何派遣员工来

学习。

深拉伸和高速精密冲压是

冲压技术里投资大、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相对较高的工艺，在中国新能源汽车、3C 消费电子、家电、厨具等行业带动下，

正在蓬勃发展，用来生产海量的电池壳、电机定转子、散热翅片、接插件等金属冲压件。

这两个工艺的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非常专业，分布比较零散，要召集起来开会和交流并

非易事。

作为下游大用户，汽车行业的趋势明显：燃油车增速持续放缓，新能源车则一飞冲

天。2018 年 1 ～ 10 月，全国汽车产销 2283 万辆和 228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0.39%

和 -0.06%；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8 万辆和 8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0% 和

75.6%。一辆新能源小汽车用到的电池单元高达 8000 个以上，用的大大小小的电机有

50 个以上。新能源汽车带动的拉伸件和高速精密冲压件的需求是巨大而且快递增长的，

与会代表应该庆幸在快速增长的行业占得一席之地。

5G 技术也将于 2019 年投资启动，由此带动新一代的手机、穿戴设备、无限娱乐、

VR、智慧能源、无线医疗、无人驾驶、无人机、智能制造等行业将孕育大量的发展机会。

只有早做技术和产能储备，以及行业资质认证储备，才能分享到新一代通信技术带来的

红利。

最后诚挚感谢金牌赞助商明勖（东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

有限公司、苏州市洁力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和展台赞助商协易科技精机 ( 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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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井然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无锡龙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金澳兰机床有限公司、无锡瑞埃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沃尔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和上海罗维特铆钉制造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赞助！特别

感谢博瑞达机械 ( 苏州 ) 有限公司对本次高速冲论坛的特别赞助！感谢你们为行业提供的

优质产品和服务！

感谢无锡微研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微研精密冲压件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对本次活动的参观赞助！感谢无锡模具行业协会任建伟秘书长为本次论坛提供的

大力支持！

参观微研 参观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