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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易机械：推动伺服热成形发展
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从 1990 年代，日本的压力机厂商开

始研发大容量、大扭矩和低转速交流伺服

电机，应用在压力机上，对冲压工艺产生

了巨大变革，其他国家的压力机制造厂商

也在 2000 年之后陆续跟进，很快欧洲在

制造和使用情况都能和日本分庭抗礼。

在中国，伺服压力机经过产学研各界

的广泛推广，但是对本土设备商和本土用

户而言，这一新技术并没有获得广泛的应

用。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善，其中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是协易机械，这家国际程度极

高的台湾压力机制造商的参与。

2020 年 3 月 MFC《金属板材成形》

很荣幸就机械伺服压力机的应用问题再次

采访了协易机械的郭挺钧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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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刘明星、王思杰、李建

协易机械集团

总经理 郭挺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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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据您了解，机械伺服压

力机的起源源于什么样的历史背

景？

郭挺钧：机械伺服压力机的商业化，

是市场需求和相关配套技术成熟的结

果。 冲压零部件一直面临着减轻重量的

需求，对于汽车或者航空业用户而言，

减重意味着巨大的能源成本的节省，从

而让成品更有竞争力。减重可以通过变

小或变薄实现，但是又不能损失强度，

这样要么让结构更复杂，比如零件一体

化，减少连接，要么用高强钢、铝合金、

镁合金等高强轻质材料替代普通钢材，

这些材料的成形机理、成形速度和工艺

往往很难用传统的压力机实现。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当时多品种、小

批量共线生产，以及节约生产线数量的

直接投资和占地投资成为压力机用户迫

切的需求。

最初的思路是通过设计结构更复

杂、工位更多、强度更大的模具，或者

是液压机成形，进而出现了热冲压成形

某些结构件。

但是当所有的方法都不能实现稳

定、高效压力机某些零部件的时候，就

必须要对传统机械压力机进行革命化的

升级了，伺服压力机的设计理念事实上

早就产生了。正好这个上个世纪 90 年

代，伺服压力机需要伺服电机、驱动结

构、控制系统和电脑软件等核心制约因

素都相继成熟了，于是伺服液压机和机

械伺服压力机相继出现，并且得到日本

下游汽车巨头的扶持，形成几大技术流

派，各有优势。

伺服压力机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滑块

运动曲线可调，而且是可视化的精确控

制。传统的压力机的滑块速度是刚性输

出，速度曲线不能控制，只能简单控制

合模高度、每分钟打击次数和缓冲垫压

力几个参数而已，冲床基本是只能生产

有限品种和材料的专用机床。

伺服压力机的出现，可以说解锁了

冲床的诸多限制，在下死点能滑块逆转；

还可以设定加压过程中，像液压机一样

保压；在下死点缓进快出，既提高了拉

伸精度，最大可能消除冲压工艺固有的

皱褶、裂纹和反弹等难题，又保证了生

产效率。

所以，人们称伺服压力机为第三代

压力机，是压力机界石破天惊的发明一

点不过分。

MFC：据我们了解，伺服压力

机现在是日本和欧洲不管是设

计、制造和使用情况都领先中国

大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

和家电生产中心，您提到的需求

和硬件条件难得不具备吗？为什

么实际的应用迟迟没有起来？而

协易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多精力做

伺服压力机？

郭挺钧：伺服压力机的不管是什么

驱动结构和电机种类，原理都很好理解，

但实际制造出一台可靠好用的压力机设

备，并不是驱动方式改成伺服电机或者

油压伺服泵驱动这么简单，要解决的技

术难点实在太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

从硬件讲，最核心的是低速高扭矩

的大功率伺服电机，这好比一台飞机和

汽车的发动机，最顶尖的压力机公司大

多要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伺服电机，不会

出售给竞争对手。

如果从日本和德国进口伺服电机，

很难以有竞争力的价格拿到大功率的电

机，或者超过一定功率的电机，给钱也

买不到。即使高价买到进口电机，你成

品的价格就没有竞争力，同时也因为不

掌握电机的核心技术，不能根据应用场

景的不同进行根本的改造，只能依赖电

机供应商，这样很麻烦，产能不够的话，

得到的支持不可能让人满意；如果扶持

本土的供应商，销量不够，他也不敢投

资，也没有机会试错成长起来；而在市

面上也有成熟机型的情况，推出的机型

失败，很可能摧毁了潜在用户的信心。

很多同行试水之后，感觉水太深，纷纷

退出。

伺服压力机从面世之后，价格居高

不下，但迟早会成为主流的压力机是业

界的共识。作为一家有志于开拓全球市

场的压力制造商，协易如果不投资伺服

压力机，就是放弃未来。自 2005 年起，

我们在桃园成立了伺服冲床研究中心，

2010 年左右又与日本顶级伺服电机设

计公司合资，共同开发协易专用的伺服

电机。

这家公司拥有日本伺服压力机开山

鼻祖的成员，对电机设计、传感器、机

械控制系统、冲压工艺都有二十多年的

经验。

协易伺服压力机专用伺服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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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放弃基于市面主流的用金属切

削机床用的伺服电机的研发思路，研发

出更合适冲压加工特点的电机，设计理

念更先进可靠，配上协易强大的制造

能力，我们于 2011 年在日本的 MF-

TOKYO 展上展示了首台 200 吨的小吨

位直驱伺服压力机。这台机床经受住了

日本同行和用户最苛刻的挑剔，获得日

刊工业新闻的报道，最终打入日本市场。

之后持续推出 400-800 吨的中吨位，

继而 1000 吨以上的大吨位伺服压力机，

又陆续获得了欧洲商用车主机厂和德国

一流零部件的订单，提供用于生产车顶、

车门等覆盖件的流水线。

对工艺，协易也投入大量的研究，

也和客户以及高校研究所有大量合作，

针对不同行业积累了大量的模拟数据和

应用解决方案。

对于欧日压力机厂商而言，协易已

经是不容忽视的强劲对手，掌握伺服电

机这个核心大杀器之后，拼质量，拼价

格，拼交货期，拼工艺，我们都底气十足。

而且我们的服务中心也开到了欧

洲、美洲和东南亚，直接聘用当地的工

程师，毫无障碍地与客户探讨生产难题，

通过实际讨论、成形模拟、分析说明后，

一同研究出最佳的生产方式。

MFC：我们关注到国外伺服压

力机同行基本是用来冷冲压，而

协易在大陆力推的是热成形伺服

压力机，而热成形最顶尖的品牌

都是油压机实现的，这是什么原

因呢？

郭挺钧：很多客户都问到这个问题，

这有一些误区，协易也做冷冲的伺服压

力机，目前出口全球市场的机器中也有

35% 以上是伺服压力机，我们在大陆也

有销售冷冲伺服压力机。

中国是世界的制造中心，压力机行

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也是世界第一，所以

冷冲压的利润率很低。不同于欧洲和日

本的制造业强调生产计划性，保证平衡

生产，中国市场对冲压件的价格和交货

期极其敏感。比如这次疫情，中国的厂

商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口罩、

额温枪、呼吸机等防疫物资的产能，几

天的交货期延迟就能导致价格的巨大差

别。

所以，对于本土冷冲企业而言，几

乎所有低附加值的产品都能用现有的机

械压力机配合模具来解决，而目前的利

润可能不足以支持进口的伺服压力机生

产线、新工艺开发、学习切换、模具更

换等带来的切换成本。而高附加值的冲

压件，如果利润率和订单不足够大，他

们又不会去投资成熟伺服生产线。以汽

车业为例，一级零部件企业基本是外国

巨头，他们的高附加值的冲压供应商也

是合资或者独资企业。

事实上，也有华南市场的客户使用

了低价的并非真正意义的伺服压力机之

后，生产效率和精度反而不如传统生产

线，更是加重了市场对伺服压力机应用

前景的担忧。

但是随着协易的伺服压力机的量产

和口碑的树立，我相信大陆厂商也跟着

全球一样，习惯使用伺服压力机，并能

据此重新构建获得竞争力。

而力推伺服热成形，有两个考量：

中国最近几年环保政策趋严，轻量化成

为行业热点。中国是全世界热成形最成

功的市场，也是体量最大的市场，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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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冷成形高强钢的日系车，也开始在

华大量使用热成形件，与之相关的投资

空间还很大。尽管在下滑，热冲的利润

率还是比冷冲要可观得多，从热冲切入

是我们的战略考虑。

不过，用伺服替代油压热成形，也

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之前采用油压机热

冲是当时机械伺服压力机的技术和市场

容量都不够好，现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了。

热成形的主要客户是汽车行业，产

量巨大，热冲一直为人诟病的就是：它

的生产效率太低，每分钟只能冲 3 ～ 4

个零件。现在用协易的伺服压力机，在

每个冲次保压 5 ～ 7 秒的情况下，我们

可以提升到每分钟冲 5 ～ 6 次，至少

提升 20％～ 30% 产能，理想状态提升

50%。其中伺服马达加速驱动滑块向下，

然后停止，大约也仅仅需要 1.6 秒，可

以产生 1200 吨压力，保压让高强钢冷

却硬化；结束后，同样利用伺服马达加

速驱动滑块向上停止，完全打开模具，

也只需要 1.6 秒，这个过程中，取件机

械手和送料机械手可以密切配合，缩短

1.8 秒的取放料时间。

这样一条伺服热冲线可以抵

1.2 ～ 1.5 条油压线，而且节拍的加快，

也节省了零部件在加热炉里的等待时

间，以及低转速时的电力回收再利用，

都节省能耗成本。同时，油压机在下死

点持压时，会消耗大量能量以维持压力，

但协易伺服压力机可将下死点时的马达

负荷降至零，这是因为下死点持压的机

构，会像伸直肘关节的手一样撑住，可

在不使用马达的情况下保持模具压紧的

状态，当脱离这个状态的瞬间，便会再

度启动马达。

目前我们客户实测的结果是同样的

产能条件，伺服线能节省 25 ～ 50% 的

电能，我们的 1200 吨伺服压力机正常

能耗能将至 50 千瓦每小时以下。

好处还不止效率和能耗，伺服热成

形件的质量也显著提升，热冲时，金属

板材一接触模具就开始冷却，尤其是形

状上较有深度的零件，其温度差的影响

将会更大，伺服压力机相较于油压机的

冲压速度较快，可以抑制这项温度差的

影响，并稳定工件质量，进而达到减少

不良的结果。

我们在 MF-TOKYO 2019 东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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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成形展上展示的新一代 200 吨伺服压

力机搭配特殊模具成形 980MPa 的高

强钢板，以往要使用多台压力机渐变成

形，现在一机一模进行成形加工，显示

了伺服压力机的工艺优越性。

MFC：协易的伺服热成形压力

机能做到什么规格？已经有哪些

成熟的客户？

郭挺钧：协易推广伺服热成形技术

是最近两年的事情，已经实施的生产线

有三条，分别在美国、墨西哥和中国，

是日产、丰田和本田的一级供应商拥有。

接洽中的业务有十几条，可以说目前大

陆的主要的热成形投资意向，我们都有

参与。基本上是两条协易伺服生产线的

产能能对应 3 条油压机的生产线，综合

考虑加热炉生产线 + 激光切割机 + 厂房

/ 土地 / 人力 / 耗材等成本，估计节省上

亿元的投资。

我们的现在能够设计制造的伺服压

力机达到了 2400 吨，而已经销售的热

成型应用机型达到了 1200 吨。我简要

介绍一下伺服压力机的技术情况，以

SDE4-1200 为例，公称力 1200 吨，

可以精确设置加工曲线；传动形式是四

点、龙门、四柱、偏心齿轮结构，精度

高，技术成熟，结构坚固，受力均衡；

公称力行程是下死点以上 13mm，压力

足，能量高，不受调速影响；行程长度

1000mm，偏心齿带动，带导套，上下

平稳；最高空转 30SPM，低转速大扭

矩高能量，可实现各种编程，可以配各

种机械手搭配使用；主伺服电机是 4 颗

伺服电机，控制精准，制动快，保压几

乎不耗能；制造精度 JFMA1 级，世界

顶级水平；滑块和底座刚性万分之一，

支撑更高效。

协易伺服压力机电控系统可以完

整对应 BECKHOFF 倍福、Siemens

西门子、MITSUBISHI 三菱、Allen-

Bradley AB 等系统。

MF-TOKYO 2019 东京金属成形展 980MPa 高强钢板冲压品

1200 吨压力机 SEYI 伺服压力机 一般高速液压机

生产周期 ( 秒 ) 12 ~ 10 20 ~ 15

冲次 / 每分钟 5 ~ 6 3 ~ 4

生产冲次 / 每小时 300 ~ 360 180 ~ 240

生产冲次 / 每年 1.9~2.3 万 1.1 ~ 1.5 万

估计利润 / 每年 $2100000 $1300000

额外获利 / 每年 $800000

假设条件：18 小时 / 天，312 天 / 年，获利 / 每件 1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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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您对中国的热成形市场

怎么看待？还有伺服压力机应用

前景有什么展望？

郭挺钧：伺服压力机发展只有 20

多年，成长空间还很大，工艺应用场景

还非常广泛。比如伺服压力机减少了对

模具的伤害，模具制造和维修成本下降，

使用寿命增加，未来或许 3D 打印模具

也能适用。

伺服压力机无飞轮的机构设计，以

及在成形时减速，大大降低了噪声和震

动，同时消除了油压机的油污和气味，

改善了冲压工厂的工作环境，保护工人

的健康，对于劳动力结构改变的中国大

陆市场尤为重要，这对 90 后和 00 后新

生代操作工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也正在研究如局部加热或局部

焠火的工艺，因冲压效率提升，成形后

材料仍处于高温状态，还可以加入模内

冲孔攻丝的需求，甚至用压力机直接冲

裁飞边，节省激光切割机的投资，提升

生产效率，减少成品工序，降低制造成

本。

目前协易和国内外诸多友商一样，

都在努力降低伺服压力机的使用门槛，

帮助勇于吃螃蟹的伺服压力机用户构建

竞争优势，示范效应正在显现，我相信

伺服压力机的春天已经到来。

和日本同行比，我们缺乏下游主机

厂深度的合作支持，这使得我们在前期

推广遇到较大的阻力，但是同样我们不

用背负主机厂的种种技术束缚，可以给

不同的车系供应商提供我们的产品和技

术，

考虑到我们冠绝全球的品质控制和

成本控制能力、不受限制的核心部件供

应资源，我相信协易会是伺服压力机市

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能够帮助中国的

本土冲压企业以高性价比使用世界第一

流的伺服技术，有效提升产品成形性及

精度、延长模具寿命、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噪音和震动，能够对高强钢、铝镁

等合金材料冲压成形，当然也更加节能

环保。

本次疫情对汽车行业产生了巨大的

冲击，德国和日本的整车厂都不得不停

产，一天损失高达几亿美金，纷纷寻求

政府的资金支持，未来汽车产业链所有

的厂商都更加要注重投资回报率。我们

对伺服热成形的成本优势是基于实际生

产进行了精准的模拟，我相信用户会从

我们的合作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疫情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对车的

安全性提出更高要求，高强钢、镁铝合

金等新材料的应用比例会更高，这些都

是会带动热成形的新一轮投资。

MFC：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我

们对协易的品牌，伺服压力机和

热成形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

郭挺钧：协易的使命是“创新科

技运用，丰富人类生活”，希望通过

MFC 的平台，让更多客户了解我们，

让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帮助到千千万万的

冲压企业和从业人员。

协易热成形客户实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