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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开始调试

据了解，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

期）第一阶段已于 10 月 15 日进入调试

阶段。

按照最初的计划，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一期）第一阶段的施工将分 A、

B 两阶段实施，A 阶段完成整车四大车

间——冲压车间、车身车间、涂装车间、

总装车间及配套工程的建设，已完成；

B 阶段将完成座椅生产区域、动力系统

车间、电机车间的建设，预计于 2020

年 3 月完成。

在最新的环评信息中，记者留意到

上海超级工厂在建设过程中出现部分生

产工艺变动，包括取消 B 阶段的电机、

座椅以及动力系统中的集电器和外壳的

生产，冲压车间取消底围壳和顶盖的冲

压制作，而涂装车间和动力车间分别拟

设置电泳工艺实验室和动力系统实验

室。

虽然生产工艺和设备有变，但环评

报告称，最终上海超级工厂（一期）的

生产品和产量不发生变化。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上海有史以

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于 2019 年

1 月 7 日正式破土动工。该项目将分两

期实施，项目总投资 140 亿元，一期

建成后年产 15 万辆纯电动整车，生产

车型为 Model 3，未来还将生产新车型

Model Y。此前特斯拉 CEO 埃隆·马

斯克表示，预计在 2019 年年底前上

海超级工厂将实现每周生产 1000 至

2000 辆 Model 3。

扬力集团新研发智能化冲压生产

线可实现无人化生产

扬力集团自动化团队的 8 位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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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切尔内市海尔工业园忙着安装

智能化冲压生产线。预计 10 月 28 日，

这条生产线将正式交付使用。值得一提

的是，该生产线将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端

制造深度融合，实现了无人化生产。

“整线配备 2 台伺服液压机、3 台

机械压力机、7 台六轴机器人，集成了

MES（制造执行系统），实现了从自动

上料到多工序冲压、自动传递、成品输

送、废料收集等全自动无人作业，是为

海尔量身定制的符合国际互联工厂和智

能高端制造要求的柔性冲压生产线。”

扬力集团总工程师仲太生介绍，“这条

生产线平均每分钟可做 3 个箱体，是家

电行业箱体类冲压速度最快的智能化生

产线。”

2019 年当地时间 7 月 5 日，位于

越南同奈省的海尔滚筒洗衣机制造工厂

举行投产仪式。工厂所有自动化冲压生

产线全部由扬力设计、制造、安装、交付，

这也是越南家电行业自动化程度最高的

生产线。

“智能智造是未来十年机床行业发

展的风向标，未来的设备将变得更加‘聪

明’。”仲太生表示，“我们将给每台

机器戴上‘生命手环’，随时监测机器

的工作状态，收集大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为产品创新提供更多素材，实现产业链

协同创新，同时为宏观决策提供更多支

撑。”

神户制钢开发出高强度热冲压钢

板并将被欧洲汽车首次应用

日前，神户制钢宣布开发出用于

汽车框架用热冲压钢板 ( 淬火后强度达

到 1.5GPa)，并在加古川钢工厂开始

量产。神户制钢已拥有最高抗拉强度为

780MPa 以上超高强钢。2017 年开发

的热成形冷轧钢板，可用于车身结构，

并具有高可加工性。神户制钢继续将加

强汽车领域研发，持续扩大产品范围。

新开发的热成形钢将首先被欧洲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 Gestamp 所采用。

热成形钢是通过高温加热、淬火来

提高强度的加工方法，被认为是能够兼

顾美日欧轻量化和碰撞安全性的关键技

术之一。与现有的热成形钢相比，淬透

性得到提高，零件制造阶段冲压生产效

率提高了 6 倍。另外，加工后冷却不均

而引起强度不足的问题能够在冲压工序

进行修剪，省略了冲压后的激光切割工

序。此种材料还通过镀锌处理具有高耐

蚀性，提高了适用范围。

大族智能装备 LION 系列光纤激

光切割机荣耀发布

10 月 12 日，大族智能装备 LION

系列“中国红”版光纤激光切割机发布

会在湖南大族智能装备制造基地盛大举

行。同日还举办了大族智控湖南研发中

心揭牌仪式、中南大学与湖南大族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揭牌仪式。

新品发布：LION 系列“中国红”

光纤激光切割机荣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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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总经理陈焱

在致辞中表示，LION 系列新品由大族

激光智能装备联合旗下子公司自主研

发、设计制造、建设运营，历时 4 个月，

首推出两款具有“中国红”外观、高品质、

紧凑型产品，旨在推进激光切割机普及

规模，拓展激光加工应用场景，让所有

制造型企业都用得上切割机，为各行业

客户、科研院所、高校等创造价值和效

益。目前，该系列设备已在客户现场成

功应用，将加速激光设备国产化进程，

助力民族工业智造升级。

据了解，湖南大族智能装备根据钣

金加工市场特别打造的 LION 系列“中

国红”光纤激光切割机，具有完全自主

的知识产权，配备大族激光自主品牌光

纤激光器、光纤专用切割头、数控系统

等核心器件，并充分发挥光纤激光效率、

质量和柔性优势，保证激光加工的高速

度、高精度、高效率，高可靠性。具体

优势包括：“模块化设计，操作便捷；

自主核心光源，智能控制；经济高效地

切割各类板材；显著降低采购与运行成

本。”

领创激光引领“北方光谷”的发

展

10 月 16 日，“北方光谷”高端智

能装备论坛暨领创激光全球开放日在沧

州市运河区激光产业园开幕。

由领创激光及运河区工信局、商务

局、园区管委会主办的“北方光谷”高

端智能装备论坛暨领创激光全球开放

日，在沧州市运河区激光产业园开幕。

活动现场，200 余名名行业专家、激光

智能装备行业企业高管和投资方代表齐

聚一堂，共同把脉激光产业的未来发展

方向，推动沧州激光产业创新发展、高

质量发展。

北方激光产业发展在 2016 年以“北

方光谷”的概念被提出，2018 年被列

为沧州市“五大新引擎”之一，同时也

是河北省重点发展产业。经过几年的发

展，“北方光谷”已逐具规模，在北方

乃至全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据悉，领创激光作为沧州运河区激

光产业园重点引进企业，自落户沧州以

来，有效推动了沧州高端智能装备行业

的强劲发展。尤其是企业与意大利普玛

宝战略合资后，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以及三

维切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激光行业

智能化生产和智能化装备的标杆性企

业，带动沧州激光产业跨越发展与提档

升级。

宏山激光将从全国区域空间布局

走向全球

9 月 17 ～ 21 日，中国国际工业

博览会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

办。作为是一家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激光

智能装备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宏

山激光也在此次展会期间展示了多款新

产品。MFC 记者有幸采访了宏山激光

技术副总成军，就激光设备行业发展以

及高能激光的战略布局进行探讨。

自 2018 年以来，全球市场经济成

长动能平淡无力，受到汇率及不确定性

因素影响，不少制造业均面临衰退的负

面压力。“大家知道 2019 年经济大环

境都不好，整个机械行业都在下滑，严

重影响到激光行业，激光行业行业平均

下滑 20％左右，但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

下，宏山激光 2019 年上半年业绩增长

20％。公司业绩逆势增长有几方面的原

因。第一，全员努力；第二，与管材有

关的切割机出货量增加，第三，大功率、

高功率的技术突破。”成军对 MFC 金

属板材成形之家表示。

与国内同类企业相比，宏山激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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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在于核心技术的突破。成军表示，

“我们致力于单元核心技术的研发，比

如宏山激光切管机具有数字卡盘、数控

系统、切割头、工艺数据库等核心技术，

能帮助客户解决问题。”

对于国内外激光行业发展，成军指

出，自从光纤激光器诞生以来，中国激

光切割机企业比国外企业发展更为迅

猛，第一次在激光切割机方面实现弯道

超车。中国企业的优势是在于产品性价

比高，但在技术研究方面还存在一定的

差距，比如通快研发人员有几千人，在

基础单元、系统、工艺、切割头等方面

研究非常透切。所以，中国激光企业必

须要沉下心，加强基础方面的研究，不

要盲目去模仿别人的东西。

关于未来布局，成军表示，“在市

场营销方面，第一，宏山激光在广东省

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接下来会在国内的

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进行布局，形

成全国性销售网络。第二，在不同国家

制定不同的销售路线，目标是成为一个

全球性的公司。在产品线方面，宏山激

光要不断完善产品线，为客户的钣金加

工提供整套产品解决方案。”

2019 全球电梯制造商 10 强出

炉 中国仍处增长期

10 月 10 日，“2019 全球电梯制

造商 10 强”在北京发布。10 家上榜企

业中，有 4 家来自欧美，4 家来自日本，

1 家韩国企业和 1 家中国企业。作为唯

一上榜的中国企业，康力已连续两年入

围 10 强。

数据显示，受世界经济和建筑市场

影响，虽然当前全球及中国电梯市场仍

处于调整阶段，但在已经过去的 2018

年，“全球电梯制造商 10 强”仍然保

持稳定发展，实现总销售额 586.39 亿

美元，同比小幅增长 2.3%。

目前，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电梯

市场，也是全球最具活力、最富潜力

的市场。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每年超

过 80% 的新增电梯来自于中国生产，

截止 2018 年，全球电梯保有量约为

1580 万台，中国占比重约为 40%。随

着 2019 年中国市场的稳健发展，这一

比例将进一步增大。

来自电梯产业不同领域的资深人

士，从全球及中国市场、供应链、维保

等方面全面剖析当前电梯行业的现状以

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关人士表示，现阶

段，中国电梯行业体量庞大，而且依然

处于增长期。随着更细分的需求被发掘，

未来，中国电梯行业的价值空间将持续

提升，全球电梯市场的格局，也将在

“中国力量”的影响之下，被重新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