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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 行业观察
文 | MFC

5 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升至

50.7，重回扩张区间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放宽，企业普遍

复工复产，6 月 1 日公布的 5 月财新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录得

50.7，较 4 月提高 1.3 个百分点，为 2

月以来最高，重回扩张区间。

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制造业 PMI

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5 月制造

业 PMI 录得 50.6，低于上月 0.2 个百

分点。

随着企业经营逐步恢复正常，制造

业生产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5 月生产

指数录得 2011 年 2 月以来最高。生产

恢复明显快于需求，受外需疲弱的拖累，

新订单指数虽较 5 月小幅回升，仍处于

收缩区间。为遏止疫情扩散，多国实施

严格措施，包括停产停业，新出口订单

指数虽有回升，但已连续五个月处于收

缩区间。

需求低迷，导致制造业企业连续五

个月压缩用工，但降幅放缓。受访企业

普遍表示，因需求不足而计划裁减人手，

部分企业则称员工自愿离职后没有填补

空缺。生产加速而企业新订单减少，导

致企业积压工作量出现自 2016 年 2 月

以来的首次下降。

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库存继续下降，

许多受访企业反映，鉴于需求低迷，同

时为了控制成本，因此重新调整了库存。

因需交付订单，以及需求低迷而致力减

少存货，企业成品库存指数下降，重回

收缩区间。

原材料购进价格连续四个月处于收

缩区间，但降幅减缓。厂商普遍反映，

金属、石油等原料降价，带动成本下降。

随着市况逐渐回稳，制造商基本维持产

品售价不变，出厂价格指数重回临界值

以上，打破连续三个月的降价趋势。

由于预期疫情改善后，全球经济状

况会转强，中国制造业界对未来一年抱

有信心，乐观度在扩张区间攀升。

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表示，

国内经济处疫情后的修复期，生产恢复

速度明显强于需求，国外疫情仍在蔓延

中，出口疲弱对需求侧形成严重拖累。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及 GDP 增

速目标，重点强调“六稳”和“六保”，

就业首当其冲。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就

业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促

就业工作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5 月财政收入下降 10% 降幅继

续收窄

财政部 6 月 18 日发布数据，5 月

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539 亿元，

同比下降 10%，降幅比 4 月份收窄 5

个百分点。这是财政收入降幅连续两个

月收窄，呈现向好态势。综合今年情况

看，1 至 5 月各月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下

降 3.9%、21.4%、26.1%、15%、

10%，呈现一季度收入大幅下降后 4 月

和 5 月持续回升向好态势。1 至 5 月累

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7672 亿元，

同比减少 12247 亿元，下降 13.6%。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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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下降 17%；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 41674 亿元，同比下降

10.4%。全国税收收入 66810 亿元，

同比下降 14.9%；非税收入 10862 亿

元，同比下降 4.9%。

5 月内燃机行业延续上月同比增

长，环比下降

5 月，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拉

动下企业加快了复工复产复市的步伐，

受汽车、工程机械等终端产品产销加速

恢复形势向好的影响，内燃机当月销量

延续了上月的同比增长，累计销量降幅

继续收窄。

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

燃机工业销售月报》数据，按可比口

径，5 月销量 391.38 万台，同比增长

6.09%，环比增长 -3.66%；1 ～ 5

月累计销量 1545.58 万台，同比增

长 -17.94%，较 4 月降幅收窄 5.94 个

百分点。

环比看，有增有减，乘用车用、商

用车用、工程机械用、发电机组用、通

机用环比小幅增长，农业机械用、发电

机组用、园林机械用、摩托车用环比下

降；同比看，乘用车用、商用车用、工

程机械用、农业机械用、船用内燃机出

现强力反弹，增幅达 19% ～ 56%，特

别是工程机械用内燃机增长达 56%，比

较罕见；累计同比看，同比降幅已明显

收窄，柴油机降幅已回 2% 之内，明显

好于汽油机降幅的 20%；商用车用、工

程机械用内燃机已小幅增长，在九大用

途分类中仍有乘用车用、园林机械用、

摩托车用、通机用内燃机累计同比降幅

超 10%。

分市场用途情况：

5 月，在分用途市场可比口径中，

农业机械用、船用、园林机械用、摩托

车用环比下降，其余小幅增长。具体

为：乘用车用增长 3.55%，商用车用增

长 5.63%，工程机械用增长 8.81%，

农业机械用增长 -4.29%，船用增

长 -6.58%，发电机组用增长 2.12%，

园林机械用增长 -16.20%，摩托车用

增长 -13.18%，通机用增长 2.09%。

与 2019 年同期比，发电机组用、

园林机械用、摩托车用、通机用同比

下降，其它各分类用途不同程度增

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长 19.74%，

商用车用增长 37.05%，工程机械用

增长 56.82%，农业机械用用增长

32.25%，船用增长 23.01%，发电

机组用增长 -7.99%，园林机械用增

长 -14.92%，摩托车用增长 -15.50%，

通机用增长 -7.04%。

与 2019 年累计比，各分类用途下

降幅度已有所收窄，商用车用、工程机

械用已正增长。具体为：乘用车用增

长 -24.25%，商用车用增长 1.46%，

工程机械用增长 1.87%，农业机械用用

增长 -0.49%，船用增长 -2.65%，发

电机组用增长 -6.18%，园林机械用增

长 -12.54%，摩托车用增长 -21.46%，

通机用增长 -31.03%。

5 月，乘用车用销售 154.12 万

台，商用车用 37.56 万台，工程机械用

10.28 万台，农业机械用 38.20 万台，

船用 0.33 万台，发电机组用 11.09 万

台，园林机械用 17.50 万台，摩托车用

119.71 万台，通机用 2.60 万台。

1 ～ 5 月，乘用车用累计销售

556.90 万台，商用车用 140.86 万台，

工程机械用 37.98 万台，农业机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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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2 万台，船用 1.21 万台，发电机

组用 43.50 万台，园林机械用 82.29 万

台，摩托车用 521.07 万台，通机用 9.96

万台。

2020 年 5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

情况

2020 年 5 月，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稳定和促进汽车消

费相关政策效应显现，汽车市场逐步恢

复，5 月当月汽车产销呈现两位数增长。

5 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4.5%

5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8.7

万辆和 219.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8.2% 和 14.5%。

1 ～ 5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78.7 万辆和 795.7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24.1% 和 22.6%。

5 月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7%

 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6 万辆

和 167.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2%

和 7%。分车型看，轿车产销分别完成

79 万辆和 77.6 万辆，其中产量同比增

长 0.4%，销量同比下降 0.9%；SUV

产销分别完成 75.4 万辆和 77.7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7.6% 和 20.1%；MPV

产销分别完成 7.9 万辆和 8.1 万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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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别下降 8.7% 和 24.6%；交叉型乘

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8 万辆和 3.9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7.5% 和 47%。

1 ～ 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595.5 万辆和 610.9 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 29.1% 和 27.4%。分车型看，轿车

产销分别完成 279.8 万辆和 285.5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31.3% 和 30.4%；

SUV 产销分别完成 277.7 万辆和

285.5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2.2% 和

20.2%；MPV 产销分别完成 25.7 万

辆和 27.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5.5%

和 51.5%；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 12.4 万辆和 1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1% 和 27.5%。

5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销售 57.1 万

辆，同比增长 0.4%，占乘用车销售总

量的 34.1%，占有率同比下降 2.2 个百

分点。

1 ～ 5 月，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

销售 226.4 万辆，同比下降 32.5%，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37.1%，占有率

同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其中，轿车

销量 52.8 万辆，同比下降 35%，市

场份额为 18.5%；SUV 销量 142.5

万辆，同比下降 26.3%，市场份额为

49.9%；MPV 销量 19.1 万辆，同比下

降 56.6%，市场份额为 68.7%。

 5 月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长 48%

 5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52.7 万

辆和 5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7.7%

和 48%。分车型看，货车产销分别完

成 49 万辆和 48.2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53.2% 和 52.5%；客车产销分别完

成 3.7 万辆和 3.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0.3% 和 7.3%。

1 ～ 5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83.2 万辆和 184.8 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 1.4% 和 1%。分车型看，货车产

销分别完成 168.6 万辆和 170.6 万辆 ,

其中产量同比下降 0.4%，销量同比增

长 0.4%；客车产销分别完成 14.6 万辆

和 14.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1.1% 和

15.2%。

5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23.5%

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8.4

万辆和 8.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5.8%

和 23.5%。分车型看，纯电动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6.3 万辆和 6.4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33.8% 和 25.1%；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 万辆和 1.8

万辆，其中产量同比增长 17.1%，销量

同比下降 16.1%；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 17 辆和 42 辆，同比分别下降

94.6% 和 86.7%。

1 ～ 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29.5 万辆和 28.9 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 39.7% 和 38.7%。分车型看，

纯电动汽车产销均完成 22.2 万辆，同

比分别下降 42.8% 和 39.8%；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2 万

辆和 6.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27.5%

和 35.0%；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09 辆和 322 辆，同比分别下降

44.1% 和 40.9%。

1 ～ 4 月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

比下降 22.4%

 1 ～ 4 月，汽车工业重点企业（集团）

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632.3 亿元，

同比下降 22.4%；累计实现利税总额

749 亿元，同比下降 50.7%。

5 月汽车出口同比下降 37.4%

 5 月，汽车整车出口 4.9 万辆，同比下

降 37.4%。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3.5

万辆，同比下降 36.2%；商用车出口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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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同比下降 40.2%。

 1 ～ 5 月，汽车整车出口 32.3 万辆，

同比下降 17.5%。分车型看，乘用车出

口 24.4 万辆，同比下降 5.8%；商用车

出口 7.9 万辆，同比下降 40.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远超行业预期

2020 年 5 月份，各企业共计销售

各类挖掘机械产品 31744 台，同比增

长 68%，远超行业预期（50%）。另

据了解，起重机械、高空作业平台等销

量都取得了突破。根据中国工程机械

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0 年 5 月，各

企业销售挖掘机 3.17 万台，同比增长

68%。

其中，国内销量 2.95 万台，同比

增长 76.3%；出口销量 2223 台，同比

增长 3.3%。1 ～ 5 月，国内各企业挖

掘机销量累计 14.58 万台，同比增长

19.4%。

其中，国内销量 13.42 万台，同比

增长 19.4%；出口销量 1.16 万台，同

比增长 20.7%。从产品分类来看，小

型挖掘机继续领跑市场。5 月，国内小

型挖掘机销量达 1.78 万台，同比增速

高达 83.7%；中挖和大挖销量分别为

7538 台和 4161 台，同比增速分别为

70.2% 和 60.8%。2020 年前 5 月，

国内小挖累计销量 8.41 万台，同比增

长 23.7%；中挖和大挖累计销量分别

为 3.35 万台和 1.66 万台，分别同比增

14.6% 和 9.6%。

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 50 强企业，总销售额达到

1972.51 亿美元

营收同比 2019 年增长 3.27%，连

续数年保持增长，但增幅明显放缓。利

润方面，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营业利润总额为 220.03 亿美元，

同比微幅下滑。本届入榜的制造商，国

外企业共有 39 家，具体包括 7 家美国

企业，13 家日本企业，3 家瑞典企业，

4 家德国企业，2 家韩国企业，1 家英

国企业，3 家法国企业，2 家芬兰企业，

1 家意大利企业，1 家奥地利企业，1

家加拿大企业和 1 家南非企业，其中，

美国公司卡特彼勒、日本公司小松，依

旧位列全球第一、第二位。

此次，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 50 强中，11 家中国企业入榜，其中

徐工集团位居全球第 4 位，较之去年的

第 6 名上升 2 个排名；三一重工、中联

重科同时进入全球 10 强，其中去年中

联重科仅排第 14 名。此外入榜的中国

工程机械制造商还包括：

柳工、铁建重工、龙工、山河智能、

山推股份、雷沃工程机械集团、厦工机

械、北方股

份 .2020 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50 强中，11 家中国企业销售额总额达

到 362.29 亿美元，

在 50 强总额中占比为 18.37%，

同比增长3.22个百分点。从销售额上看，

中国仅次于美国、日本；而受市场波动、

激烈竞争等影响，2020 年的 50 强榜单

上，美国、日本销售额占比同比均出现

下滑。

激光行业下游市场潜力不断释

放，激光器进口替代进程逐年加

快

根据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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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2020 中国激光产业发展报告》，

2019 年全球激光器市场规模为 147.3 

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9.9%，增速高于

2018 年。全球激光器行业收入规模持

续增长。从 2013 年的 89.70 亿美元增

加至 2019 年的 147.3 亿美元，年复合

增长率为 8.62%。

亚太地区为全球最主要的光纤激光

器市场，由于亚太地区集聚了全球重

要的汽车业、传统制造业和半导体行

业，对光纤激光器需求非常旺盛。根

据 Technavio 预测，2018 年亚太地区

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为 8.72 亿美元，

2021 年有望达到 13.26 亿美元，在此

期间年复合增长率为 14.99%。2019 

年我国光纤激光器市场规模为 82.6 亿

元，同比增长 6.7%。

目前，锐科激光在国内光纤激光器

的市场的占有率仅次于全球龙头 IPG，

并且公司凭借其在成本和售后的优势，

正逐年缩小与 IPG 之间的差距。据报告，

2019 年我国国内光纤激光市场 IPG 

市占率下滑至 41.9%，锐科激光约为

24.3%。

苹果计划提升 iPhone 产量，有

望带动 3c 自动化设备需求

苹果公司已通知多家供应商，计

划将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的

iPhone 产量同比增加 4％，达到约 2.13

亿部。知情人士表示，在 iPhone 的总

产量中，旧机型和包括第二代 iPhone 

SE 及 5G 款在内的新机型预计将各占

一半，苹果引领的新周期开启将有望带

动 3c 自动化设备的需求。

在显示终端应用领域，手机贡献最

大市场需求。2018 年智能手机占比达

到 71%，2019 年 OLED 面板在手机

市场中的渗透率将超过 35%，至 2021 

年将逐步取代 LCD 手机面板成为新一

代主流显示技术。

国铁建设资本金预算增加 1000 

亿元，轨交投资有望加速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逆周期调

节的重要工具，对当前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十分重要。4 月铁路公路水路

民航完成投资 2999 亿元，同比增长

18.2%。根据两会会议中相关的铁路报

告，我们国家铁路在 2019 年已经完成

8029 亿元的投资，不仅完成了全年投

资 8000 亿元的目标任务，同时创下我

国铁路投资连续 6 年保持在 8000 亿元

以上的记录。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2020 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 3.75 万亿元，比去年增

加 1.6 万亿元，且提高专项债券可用作

项目资本金的比例，中央预算内投资安

排 6000 亿元，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

金 1000 亿元。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成各

省市 2020 年投资项目主流，其中浙江

省即将落地的交通项目包括“十大千亿”

工程和“百大百亿”工程包括智慧公路、

沿海高铁、沪杭甬超级磁浮等超级项目，

总投资额达 3.6 万亿。我国高速铁路十

年 CAGR 高达 29.21%，2020 年有望

投产 2000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 2011-

2018CAGR 达 18%，未未来城轨建设

和城际高铁建设将有望在新基建政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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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下更为快速发展。

目前包括兰州、佛山、杭州、石家庄、

合肥等多地都在加快推进新一轮的地铁

规划和建设。我们预计未来两年轨道交

通投资将持续加速。

智能物流市场空间近千亿，系统

集成商迎来黄金发展期

近年来，中国电商快速发展，艾媒

咨询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中国

移动电商用户规模将突破 7 亿人。与其

同期快速增长的还有快递市场，据国家

邮政局数据，2019 年已突破 630 亿件，

快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 1.7 亿件，预

计 2020 年中国快递年业务量预计将达

到 740 亿件。

国内劳动力成本逐年提升，与发达

国家的物流仓储水平相比我国提升空间

较大，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统计，中国整

体物流自动化普及率在 20% 左右，而

发达国家为 80%，中国的智慧物流行业

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智能物流系统将

自动化仓储、自动化搬运、自动化输送、

物流管理软件相结合，能够很好的降低

人工成本，提升制造、流通效率。智能

物流的快速兴起，有望解决我国物流成

本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据中国物流仓

储协会统计数据，2018 年我国自动化

物流系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 1100 亿大

关，未来几年行业复合增长率有望保持

15% 以上，智能物流系统集成及智能物

流装备企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转子压缩机内销拐点清晰、外销

有待观察

产业在线显示，家用空调行业产销

量稳步回归常态，内销增速降幅收窄

拐点清晰。2020 年 6 月行业排产约为

1630 万台，同比去年增长 13.7%。十

家主要压缩机企业总排产 1850 万台，

同比去年增长 2.9%。下半年外销端受

海外疫情后续发酵程度、订单交付时间

等因素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其端受疫情

的影响或将暴露得更充分。

空调能效新国标七月即将落地，或

引发新轮洗牌。空调能效新国标《房间

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21455-2019) 将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空调能效新标的实施，

或将抬高空调制造的门槛，使得规模较

小的中小品牌在技术研发、生产研发等

各方面成本相应增加，行业可能将迎来

新一轮洗牌。据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测算，

新标准的实施将使目前空调市场淘汰率

达到 45%，同时将进一步推动空调器朝

着高效、变频的方向发展。

前四个月中国冰箱出口量增长。

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1

至 4 月，中国冰箱出口量 1633 万台，

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 3.3%，出口金额

1,345,366 万元，累计比去年同期增长

2.8%。

618 格力、美的销售可观。于 6 月

19 日，格力电器宣布其 2020 年“智惠

618·健康生活家”主题直播活动创下

102.7 亿元的销售纪录。同日，美的集

团亦宣布 618 美的系全网总销售额突破

125 亿。

3C 成交再创新高，“大促”迎

来恢复性消费

据天猫数据显示，今年 618 狂欢

节 3C 行业成交再创新高，在促销开售

后第一个小时内，天猫 3C 行业即有 25 

个品牌及品类实现10 倍以上销售增长，

例如海尔卡萨帝空调、九阳电蒸锅等产

品分别较去年翻了 50 倍与 53 倍。

此外，海尔电视销售额累计劲增

91%，其中天猫平台销售增长累计劲增

140%，苏宁易购累计增 59%。疫情所

催生的“智能健康”“机器人”等概念

新品亦集中爆发，健康、养生和高品质

商品的销量也持续火爆，成为消费动力

来源。

2020 年一季度小家电逆势飘红 

年轻人是主要用户群体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

布的报告显示，一季度小家电板块异军

突起，其中不少品种销量增长一倍以上。

专做小家电的小熊电器一季度预计净利

润在 8978.24 万元至 1.07 亿元之间，

增长 60%-90%。此外，一季度与健康

相关的小家电产品增长较多，如消毒柜

线上销售增长 51%，空气净化器增长

25%，吸尘器增长 38%。消费升级是

小家电行业发展的重要内驱动力，小家

电快速发展体现出人们的消费理念正日

益朝着追求健康、舒适、高颜值和满足

个性化需求的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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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激光牵手浙大打造“联合研

究中心

6 月 8 日下午，奔腾激光（温州）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腾激光”）与

中国工程院谭建荣院士领衔的浙江大

学机械工程学院团队签订产学研合作协

议，开启战略合作，“浙江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奔腾激光联合研究中心”揭

牌成立。

奔腾激光总经理吴让大表示，此次

合作将为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再加码，以

进一步完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发力突

破“卡脖子”技术，抓牢关键核心技术，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助推企业打造成

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单项冠军企业，持

续引领激光行业发展。

近几年，奔腾激光与浙江大学已开

展了多项卓有成效的技术合作开发项

目，为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合作，集成创

新资源，聚焦关键技术，提升创新能力，

共同推动产业技术变革，提升奔腾激光

在高功率智能激光加工领域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讲究实效的原则，成立浙江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奔腾激光联合研究中心，作为

推进产学研合作综合性平台。据了解，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拥有强大科研团

队和研发平台，拥有高端装备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浙江省先进制造技术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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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高端制造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等国

家级教育与实践基地。谭建荣院士是我

国著名机械设计与研究专家、国家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浙大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多年来他

一直从事机械设计及理论、计算机辅助

设计与图形学、数字化设计与制造等领

域的研究。

当天，谭建荣院士一行参观考察奔

腾激光位于浙南产业集聚区滨海园区的

智能制造车间，随后谭建荣院士作“大

批量定制与创新设计”主题报告，他根

据多年积淀的丰富实践经验和深厚理论

功底，结合大量案例，详细阐述大批量

定制的背景与内涵，解读人机交互技术、

装配选配技术、云服务技术等大批量定

制与创新设计十大技术和十大典型应

用，深入剖析大批量定制与创新设计发

展趋势，并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奔腾激光总经理吴让大向谭建荣院

士一行介绍企业发展和产品技术研发情

况，并就深化校企合作做进一步交流。

“获益于创新驱动发展，去年销售额突

破 10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30% 以上，未来 5 年研发费用投入从

占销售额的 5% 提升到 10%。”吴让

大介绍说，双方将围绕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远程运维技术在激光加工机床

中的应用及其他关键共性技术，联合开

展关键技术攻关，研发新一代智能化激

光切割数控机床，实现从激光数控机床

向智能机床迭代升级，全面提升产品的

智能化和自动化水平。

国产 ICU 病床远销南美洲

自 3 月新冠病毒在国外进入爆发期，

中山市奥力克医疗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奥力克”）外贸部即保持 24h

在线工作制，安排生产员工两班制，增

加生产设备提高效率等措施，将日生产

量从 80 ～ 120 张提升到 200 ～ 240 张，

至今已有 6000 多张普通病床和 1200

多张 ICU 病床的抗疫物资陆续抵达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为抗击世界疫情而努

力。

位于中山东凤镇的奥力克是目前内

地为数不多可以在本企业内完成整套病

床生产流程的企业，从塑料加工、钢材

钣金加工、焊接、喷涂到安装，全部由

企业独立完成。其产品通过欧盟 CE 认

证、美国 FDA 认证及二十多个产品外

观设计实用专利证书，长期出口至美国、

欧盟、中东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记者从奥力克获悉，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为了满足境内外订单需求，公

司一方面组织全体员工提前结束春节假

期，一方面在政府支持下，增加招聘技

术岗位工作人员，同时增加生产设备，

安排生产员工两班制，提高生产效率。

3 月份至今，奥力克已有 6000 多

张普通病床和 1200 多张 ICU 病床的抗

疫物资陆续抵达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海外运输周期较长，公司尽可能缩

短交货期，目前亚洲一般需要5到10天；

美洲大概需要 1 个月。从 3 月份到现在，

公司产品最远送达南美洲的巴拉圭、乌

拉圭。

Bystronic 与 IPG 将共同开发

下一代光纤激光解决方案

日前，瑞士百超 (Bystronic) 宣布

将与光纤激光器制造商 IPG 从一种简单

的供应商客户关系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

系，并将共同推动下一代光纤激光解决

方案的开发。

激光切割机是 Bystronic 最重要的

销售支柱。2019 年，切割 / 自动化系统

占 Bystronic 全年营业额的 65%。

30 多年来，Bystronic 一直自主

开发激光加工系统的核心光源，包括

早期的 CO2 激光器和 2005 年以后的

光纤激光器。直到三年前，Bystronic

公司停止了内部光纤激光器的研发。

Bystronic 首席技术官、管理委员会

的成员 Christoph Ruttimann 表示：

“停止自主开发光纤激光器的决定是正

确的，因为进一步开发强大的激光光源

需要公司内部没有的技术。例如，如何

实现激光光源与机器切割过程的最佳

协调，这仍然是一个挑战。”因此，

Bystronic 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激光器

供应商，而是一个能够更深层次合作的

战略合作伙伴。

IPG 是光纤激光器市场的领军企

业，由高功率光纤激光器领域的顶尖

发明家和先驱、物理学家 Valentin 

Gapontsev 在 1991 年创立，

Bystronic 是其在材料加工领域最重要

的客户之一。2018 年，这两家公司在

合作协议的框架内启动了联合开发项

目，这标志着双方从一种简单的供应

商客户关系发展成为战略伙伴关系。

Christoph Ruttimann 表示：“这为激

光光源适应我们的特定需求并为我们的

客户开发创新功能提供了机会。”

其中一项合作包括，Bystronic

技术人员将有资格在激光光源处自主

更换有缺陷的传输光纤或激光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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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 Ruttimann 强调：“我们的

客户很喜欢通过单一的联络点来解决他

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将通过提供单一来

源的综合服务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过去的几年中，光纤激光切

割机的输出功率迅速增长。两年前

Bystronic 在市场上推出了一款 12 千瓦

的系统，并将在今年 10 月推出下一个

功率级别——15 千瓦的光纤激光切割

机产品。Christoph Ruttimann 确信，

功率的竞争将会持续。Bystronic 走在

了这一赛道的前沿——这也得益于它与

IPG 的战略合作关系。

对于 Bystronic 的客户来说，过

去几年通过 Bystronic 设备实现的性

能提升，已经转化为更高的生产率和更

大的灵活性。凭借更多创新的功能，

Bystronic 将进一步提高客户的实际利

益。而与 IPG 进行思想和技术交流是产

生有价值的想法的肥沃土壤，从而推动

系统的发展。

通过与 IPG 进行战略合作，

Bystronic 找到了推动下一代光纤激

光解决方案的开发的理想合作伙伴。

Christoph Ruttimann 观察到：“在

快速发展的市场中，我们的合作伙伴提

供了先进的技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

了领先的生产力和优越的拥有成本，

Bystronic 的前景也因此变得更加光

明。”

蒂森电梯武汉分公司勇夺多个标

志性项目

如今，距离武汉正式解封已有两月

有余 ,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武汉正积极

推动经济复苏。从战“疫”中归来的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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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克虏伯电梯 ( 以下简称“蒂森电梯”)

武汉分公司斗志昂扬 , 愈战愈勇 , 在武

汉解封首月便勇夺三个标志性项目 , 并

紧随其后再次夺得两个标志性项目 , 总

梯台量达到 182 台 , 其中包括 42 台高

速梯。

超 500 亿规模！新基建下近期

建设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一览

近期，上线、开工、在建、交付、

的数据中心项目，加起来的投资规模已

高达 500 多亿！

项目：中国电信中部云计算大数据

中心（二期）

时间：5 月 3 日，正式启动建设。

投资：计划投资 7 亿元

投入使用：预计将于 9 月建成投入

使用

选址：鄱阳湖生态科技城

规模：600 多个服务器机柜

项目：湘潭市大数据中心主体工程

投资：计划投资 5.89 亿元

投入使用：预计今年 7 月可完成机

房楼主体封顶并进行设备安装

选址：湘潭高新区高新路与幸福路

交汇处东南角

规模：总用地约 33.45 亩，总建筑

面积约 5.90 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

布局机柜共 2000 架（可扩容至 2650

架）。

项目：海南州大数据产业园

投资：计划投资 21 亿元

投入使用：产业园分六年三期建设

选址：海南藏族自治州大数据产业

园

规模：占地面积 80 公顷，数据中

心共 527 个机柜，分为 4 个机房模块，

可部署 6800 台标准服务器，提供 150

万计算能力。

项目：普洛斯怀来大数据科技产业

园

投资：总投资规模将超百亿元

时间：5 月 12 日开工

投入使用：项目一期预计 2020 年

底交付投入运营。

选址：张家口市

规模：总建筑面积近 9 万平米，可

容纳近 1.5 万个标准机柜，共部署约 20

万台服务器。

项目：中国移动湖南长沙数据中心

投资：总投资 13 亿元

时间：5 月 15 日开工

投入使用：预计于 2021 年底建成

并投入使用

选址：湖南长沙

规模：总用地面积 65 亩，总建筑

面积 7 万平方米，将形成 1 万个机架能

力，超过 4 万 G 的互联网出口带宽，形

成集 IaaS、PaaS、SaaS、NaaS 于

一体的综合型云计算公共平台。

项目：长三角·平湖润泽国际信息

港项

投资：总投资 130 亿

时间：2020 年开工建设

选址：平湖市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平

湖园

规模：计划于十四五期间共建成 10

万个机柜。

项目：常山云数据中心

投资：总投资 50 亿元

投入使用：一期工程已建成交付运

营

选址：河北正定高新区

规模：占地 280 亩，建筑面积 19

万平方米，规划部署 24000 架标准机柜。

中国电信两江腾龙数据中心（二期

效果图）

项目：中国电信两江腾龙数据中心

（二期）

投资：总投资 13 亿元

投入使用：预计于将于本月底投用

选址：两江新区

规模：总计交付运营 7000 个机柜

和 10 万余台服务器。

项目：中国移动 ( 山东济南 ) 数据

中心

投资：总投资 36 亿元

投入使用：预计明年 5 月投产使用

选址：济南高新区

规模：占地 59124 平方米，建设

规模 125780 平方米，二期项目建成后

机架规模将超过 1.6 万个，具备 6.8 万

G 的互联网带宽出口。

项目：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

投入使用：A 区预计年底建成交付

选址：贵安新区

规模：贵安华为云数据中心总用地

面积约 1521 亩。

项目：湖南电信信息园大数据中心

投入使用：已投入使用

选址：万家丽路湖南电信信息园区

规模：总建筑面积近 8000 平方米，

可容纳近 1100 个 IDC 机架。

项目：西藏云计算数据中心

投资：总投资 118 亿元

投入使用：一期预计 7 月建成

选址：拉萨

规模：工程一期设计占地 11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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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1 栋综合运维楼，4 栋机房，分

二阶段建设，可提供约 1.1 万机柜。

项目：中国联通衡阳大数据中心

投资：总投资 1.5 亿元

时间：开启招标

选址：湖南省衡阳市高新区内，北

临衡州大道、东临晓霞南街、南临新光

路。

规模：一期核心局房建筑面积

10600 平方米（地上 7000 平米，地

下 3600 平米，地上 4 层，建筑高度

23.8m，标准层 1750 平米），二期管

理及辅助用房建筑面积 9800 平方米（地

上共 9 层，标准层 1050 平米，总建筑

高度 41.7m）。

5 月汽车零部件进口额下降

23.7% 汽车供应链考虑深度本

土化

2020 年突发的疫情以及中美贸易

关系的变化，正让汽车业重新审视其零

部件供应链模式。2020 年 5 月中国汽

车零配件进口金额为1912.8百万美元，

同比下降 23.7%。而来自零部件及车

企的最新态度也显示，此前广被采用的

全球化布局开始受到质疑，与此同时，

区域化与本地化成为它们短期内的新选

择。

“以前全球化发展地很好，大家不

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一旦出现情

况，我们发现国际化的供应链实际上

是有问题的。”6 月 14 日，博世 ( 中

国 ) 投资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徐大全在

2020 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表示，这种

感受在疫情期间最为明显。

据徐大全回忆，由于博世中国仍有

许多汽车电子产品及芯片需从国外进

口，这使其在国外疫情蔓延无法开工的

情况下非常被动。“这些部件的生产制

造环节，头一道工序基本上在发达国家

（欧洲、美国、日本），第二道封装测

试基本在东南亚国家，所以当菲律宾、

马来西亚不让复工的时候，当时我们变

得非常非常紧迫。”而为了保证中国市

场供应，博世只得迅速成立“全球供货

紧急小组”，把博世其他区域的货往中

国运送，这种压力到 6 月才有所缓解。

对于国际化供应链在突发状况下的

的局限性，更多零部件供应商及车企与

徐大全同样的感受。重庆迪马股份副总

裁刘琦此前曾在零部件企业任职，有着

主机厂与零部件的双重视角，“疫情期

间我跟公司搞采购的团队做了一个调

查，发现越是国际化程度高的零部件配

套商受到的影响越大，包括我们公司用

的电子产品和芯片来自美国、欧洲等地

的，因此受影响比较大。我跟合资企业

发动机厂交流得知他们恢复也比较慢。”

刘琦在论坛发言中表示。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吴章华同样认为，疫情及中

美贸易关系变化鞥“黑天鹅”事件冲击，

使得汽车产业链的国际化慢慢开始受到

挑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业内对供应链国际

化的否定。事实上，业内普遍认为从长

期来看国际化布局仍是一种趋势，但为

了保证生产连续性，区域化和本地化或

将成为汽车业短期内的迫切选择。而这

种思路的变化，或将带来供应链一系列

的改变。

“过去我们一直在谈供应链，要最

短的距离，最好在旁边建厂。但是从这

次疫情感受到，仅仅是考虑自身供应链

的时间最短可能还不够，在考虑供应及

时性以外，可能还要考虑敏捷性。”刘

琦认为应推进供应链的本地化，这不仅

包括本地化的组装生产，还有本地化研

发以及本地化的知识产权。

另外，在中美贸易关系变化的情况

下，有观点认为，中国许多企业可能到

东南亚设厂，以解决地域政治等问题。

目前，随着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

展，越来越多的零部件可以实现本地供

应和采购，但在某些电子元件及芯片等

方面则仍有赖于进口。海关总署的数据

显示，2019 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额

为 367.11 亿美元。

疫情所带来的汽车供应链断裂风险

给业内敲响了警钟，而其所带来的供应

链布局的思路转变，或将给本土零部件

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

国内零部件车企急需提升在关键领域的

研发能力，以适应业内新变化。

国产 MINI 将至 长城 / 光束汽车

签服务协议

日前，长城汽车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下简称“集团”）与光束汽车签订服务

协议，根据协议内容，集团将向光束汽

车提供研发、工厂建设管理、生产工艺

开发、咨询等服务，交易金额达 45 亿元。

具体来看，2020 ～ 2023 年，集

团向光束汽车提供研发业务，交易金额

合计人民币 26.51 亿元，集团还将向

光束汽车采购研发业务，交易金额合计

人民币 17.34 亿元；2020-2027 年，

集团向光束汽车提供工厂建设管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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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艺开发服务，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

1.44 亿元。此外，2020 ～ 2022 年，

集团还将向光束汽车提供咨询服务，预

计交易金额上限共计人民币 5000 万元。

集团向光束汽车销售零部件等产品，交

易金额则根据具体交易合同确定。

2018 年 8 月，长城与宝马正式签

署合资合作协议，成立光束汽车合资公

司。长城计划在 2025 年以前基于 5 个

车型平台推出 12 款新能源汽车，除了

欧拉品牌、WEY 以外，合资 MINI 品

牌车型也赫然在列。

据悉，光束汽车生产的首款车型或

为基于 MINI ROCKETMAN 概念车打

造的电动车，并于 2022 年正式推出。

根据规划，该车型将只在中国生产，未

来会出口到全球进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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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轻量化方法
文 | 道依然

试验车的规格

主要参数 CAR-O CRA-M

( 长）×（宽）×
（高）mm

4978×1849×1486 4915×1821×1481

（轴距） 2799 2825

发动机样式、排气
量 L

DOHC24V V6,3.5 DOHC24V V6,3.5

Transmission 5speedA/T 5speedA/T

驱动方式 FWD FWD

Tire 225/60R16 P225/55HR17

乘坐人数 5 5

门的数量 4 4

销售地区 面向美国市场 ←

空车重量（实测值） 1846 1607

空车质量（测试值）

生产年月 2004 2005

根据有关报告表述，如果车辆减重 10%，耗油量将会降

低 3.8%。同时排出废气的 CO、HC、NOX 的百分比也将会

减少。可以明确的认为车辆轻量化是提高性能不可缺少的技

术。

以下是现代公司对车辆实施了轻量化的工作方法，提出

了减少 384 公斤重量的方案。

根据此结果对实施轻量化，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达

到多大程度的改进进行了分析。在此并通过对实例的介绍，

为实施切实有效的轻量化重要方法提出一些建议。

轻量化的提案方法

轻量化提案方法的概要

方法：购入与现代车型同样级别但轻 239 公斤的竞争车

型 M 车一辆、

      首先，在实际道路上进行测试。

      然后，再进行具体的分析、测定重量。

      调查尺寸、材质、样式。推断强度、性能，

      将数据进行比较制定轻量化的提案。

      另外，虽然不是这两辆车的实例，但是最后追加提出在几

年之内可能实现的方案。

试验车的规格

CAR-O 的尺寸比 CAR-M 大，重量重 239 公斤。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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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CAR-M 小，其他方面都基本相同。

试验车的重量

O 车比平均值重，M 车比平均值轻。计算出 O 车和 M

车的投影面积进行补正得到 200 公斤的重量差。

试验车的系统重量

表示分解的零部件的合计重量。车身（BIW+Trim）的重

量的差是 148 公斤，底盘的差是 39 公斤，动力系统的差是

32 公斤。

分系统提案的比例

全部提案的 384 公斤中最多的为车身（BIW+Trim）

110 ＋ 71 ＝ 181 公斤，底盘 91 公斤、动力系统 84 公斤。

两辆车的重量差的顺序与上述一致。

适用于此方案方法的定义

对前一页所定义的方法进行了分类“削减了 27% 的加工

余量”：，“削减配置”（“减少机能”+“减少容量”）占

22%，“换用材料”、“变换方法”占 51%。这说明轻量化

的大约一半左右是通过技术方面较难实现的“换用材料”和“变

适用于此方案方法的定义

轻量化对象 方法 备注

不恰当的设计 消减加工余量

对于市场需求过剩
的配置

消减机能（或者废除）
虽然对降低机能和容量
使之轻量化的方法存有
非议，但是能够满足市
场对质量最低限度要求

的技术是必要的。
体积的减小

可以换用轻量材料

铝化

镁化

高强钢板的采用

金属树脂化

换用其他的材料

能够轻量化 变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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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方法”以外的手法获得的。

about BIW

BIW 轻量化的方案包含消减钢板的厚度，使结构更加合

理化，其中“减少加工余量”占的比例最多。其次是使用“铝

制材料”、“高强度钢板”。主要的实例如下。

Actual examples - BIW

O 车的立柱和边框结合部分零件的构成数过多，断面过

于复杂。相反 M 车比较简单。如果全面进行构造简化将可能

减少 20 公斤的重量。组装性、焊接的可靠性也会相对提高。

在此虽然只举出中心柱和侧门框断面的例子，但实际上其余

的部位也很多。这些虽然是为了设计阶段的设计变更，但是、

广义范围的强度分析应该能够达到合理化。

为了维持钢板的强度加厚铝制板的厚度（外板 0.7 ⇒ 0.8 

或 0.9 t ）去掉防震材料也是有可能的。

像这样如果把离车辆中心较远地方的质量削减，将会提

高其运动性能。

在 CAR-O 上采用 590MPa 级别的超高强度钢板后，根

据测算减少了 10 kg。

作为更高的技术，与上图部分的 Tailored blank 和

780 ～ 1470 MPa 的 Ultra high strength steel 一同使用的

话，

有可能再减轻 10 kg 重量（Front rail 因为要吸收冲击

Energy，所以不采用）。

关于内饰的提案

各提案方法的比例



2020.6  金属板材成形

29FEATURE 专题

在 Trim 关联的提案中“削减机能”最多。（看得出由于

O 车是瞄准高档车型，因此有些配置在 US 市场是多余的）。

其次“其它材料置换（变更为异种塑料）”、“削减加工余量”。

下面列举主要的实例。

Actual examples – Trim

Seat cushion 形式与 Driver seat 同样变更。

Passenger seat 中配置的 Power adjuster（力量调节装置）

考虑到 US 市场的实际情况，废除。

关于底盘

各提案方法的比例

最多的是“Al 化”、其次是“方式变更”接着是“Mg 化”。

下面列举几个具体例子。

Actual examples – 底盘

O 车的 Double Wishbone（双横臂）由于铸铁锻造零件，

相当重。变更为一般的McPherson strut type（麦弗逊柱式（独

立）悬架）。McPherson Strut 即使是在 Sporty Sedan（运

动型轿车）上也被普遍采用，在市场上也得到了公认。并且

把 Lower Arm（（转向拉杆）下臂）由铁制材料变更为了 Al

制材料。 

O 车的 Damper（减振器）/ Spring （弹簧）在 Body（车身）

侧面装有大型的 Bracket（托架）因此较重。如果变更 Body

（车身）的安装点，那么轴的中心会承受 Damper（减振器）



30 FEATURE 专题

金属板材成形  2020.6

的反弹力，就可以废除 Bracket（托架）。相关的 Body（车身）

也需要变更。

关于动力系统

各方法提案比例

动力系统提案量的顺序为“AL 制材料”“减小容量”“减

少加工余量”。

以下列举几项具体的实例。

Actual examples – 动力系统

在基本部件的轻量化基础上有可能追加新的配置

CAR-O CAR-M 差

Engine assy 181.2 175.6 5.6

M 车中使用的轻量部件

The parts,where CRA-M is lighter

Base
Engine
parts

Cyl. body 47.5 23.1 24.4

Cyl. head 29.1 24.4 4.7

Crank shaft 7.9 6.9 1.0

Cyl. head cover 4.3 2.0 2.3

And others 他

M 车中使用的重量部件

The partswhere CRA-M is heavier

性
能
向
上
装
备
例

Timing belt to Timing chain drive 5.4 6.3

-7.4Cover for the above,plastic to A1 0.8 7.2

Variable / Valve timing control None
包含
以上

Intake manif.(w/Ind.control system 8.6 9.1 -0.5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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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车和 M 车的 Engine Assy（发动机总成）重量差只

有 5.6 公斤。但是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上述例子使用

Base Engine（基础发动机）部件，因此 O 车较轻、包含其

他的部件大约轻 40 公斤左右。相反下表表示 O 车重的部件。 

Timing chain drive（正时链驱动）, chain cover（转换）, 

Variable valve timing Control （可变配气正时和气门升程

电子控制）and Intake manifold（进气歧管）的 Induction 

control system（诱导支配系统）等。 安装比这些重量轻的

基础发动机部件后，整体的总重量减轻 5.6 公斤。

关于 Elec

各提案方法的比例

电器能轻量化的部件并不是很多，但是、离不开零部件

供应商的新技术。

在以下的幻灯片中举出几个新的具体实例。

Actual examples – Elec

现在线圈的重量使用上述的 CAN bus 等使之轻量化，粗

线圈减少到原来的一半，能够减少到 32.1×0.5×0.31 ≒ 5 

kg 。 

参考

TOYOTA 的 PRIUS 采用此方法减轻了 31% 的重量。

根据古河电器工业株式会社的展示（2005 年东京汽车展）

得到粗电线：约能轻量化 30%

细电线：约能轻量化 10% ～ 20%

结束语

重要的车辆轻量化设计方法

 “削减加工余量”；这次方案的 27% 都是这样，但是、我们

认为这些轻量化设计技术是非常重要。CAE（计算机辅助试验）

和各种模拟试验的设计是否适当，需要进行必要的检测。

“材料置换”的方案方法使用最多的是“铝制材料”。

有必要进一步熟悉铝材料特性、设计制造技术。

车辆轻量的重要企划技术

明确市场的要求，降低目标值、废除多余的规格，削减

功能。

降低功能和容量使其轻量化，虽然对这种轻量化的方法

存有一定异议，但是、能够最低限度的满足质量目标要求的

技术计划是必要的。   

设计目标尽量用物理量来正确的定义，尽量避免出现过

剩的规格和加工余量。

适当的重量分配计划：在不超过车辆总重量的目标范围

内，能够使其采用新装饰备件，来计划基本部件的重量减轻。



32 FEATURE 专题

金属板材成形  2020.6

关于模具制造ＴＢ管理
文 | 杨斌

TB 解析技术是汽车模具制造的核心技术，通过应用 TB

解析技术来提高模具在整改过程中的品质控制能力、修正对

策能力，缩短制造周期。下面详细介绍关于 TB 管理。

模具制作的流程

前提

在 T001、所有的工序都必须要保证制作品质。

在 TB 作业方面、必须要保证 T001 制作的再现和 T01

修正作业的品质。

T001 和 TB 指示的 POINT

※ 在 T001 作业方面重要的 POINT

不能放过每个工序的不良

　把握每个工序的零件品质状况（表面、寸法）

（千分表、A-TOS 的活用等）

　把握零件品质不良的原因

（工序不良解析 TRY 实施）

关于检查

（实施表面、寸法的工序解析检查）

                  

※ 在 T001 零件评价方面重要的 POINT

明确评价零件品质 V1 ～ V3

评价希望像 T001 一样严格。

检测完后，召集相关人员，共享品质状况

TB 技術

零件品质评价分为 A·B·C 级别

·A 级别：需要变更部品形状　

·A·B·C 级别说明参考后面资料

※TB 指示中重要的 POINT

明确合格率·H/W 目標＝融入修正项目

明确不良原因＝提升对策的命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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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大不良（A 级别＋ V1 不能板金）进行修正指示＝

尽早提升模具品质

预计修正时间＝明确修正周期，提升日程遵守率

扩大 TB 技术指示范围＝将技术融入修正内容和尽早提升

品质

B 技术指示范围（尺寸＋表面＋型机能修正指示）的扩大

不良等级

符合零件品质对策的等级划分。( 和零件品质评价不同 )

TB 指示的 POINT1

明确合格率·H/W 目標

Q-UP 的活用

·活用 Q-UP·明确目标

※ 为了提升合格率的 5%，哪里的不良要修正多少都要

明确

※ 为了降低 H/W5 分

哪里的不良要修正多少都要明确

※ 修正命中率也能管理

※ 修正着手率也能管理

TB 指示的 POINT2

明确不良原因

等级 判断基准 具体的实例 等级 判断基准

A

压料面需要
预留

A

为了不良对
策、部品形状
需要变更

孔的凸包化
延伸翻边的开裂
拉延成形导致的
冲击线蛇行

为了不良对策、需要
变更部品形状

通过 SIM 解
析进行判断

线偏移·开裂等

为了拉延成
形，需要更改
修边尺寸

设变 设变 设变

为了对侧改变
工序内容（斜
楔 = 上）进行
推断

造形面预留偏
移时

为了再次预留，
需要重新铸件

较大的修边展
开错误

B

在 T01 的对策
结果，需要工
艺跟踪和判断

B

需要工艺跟踪和判
断

在下次调试为
止，需要解析
调试

根据流入量变
化，确确认不良
状况变化，根据
C 压变化，确认
不良状况变化。

在下次调试之前，需
要解析调试

冲击线等在生
产车间能够进
行对策，但不
是根本对策

凹模 R 扩大等，
效果无法确定。

冲击线等在生产车
间能够进行对策，但
是不是根本对策

C
生产车间可以
对应的

同一面内的修边
尺寸变更模具生
产上，轻微的外
观不良简单的预
留

C 厂家可以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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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D 工序保险杠里面有回弹

（翘起）发生

对策

预测 PE 工序的回弹（翘起）优化进行

修正指示，提升修正命中率

※ 需要追查发生的工序

※1PE 工序保险杠里面有较大回弹，并有好转。

※2PE 工序的密封部位有扭曲

根据 A-TOS 工序解析，明确不良发生的工序，尽早发

现发生的原因

TB 指示的 POINT3

零件品质无左右差（一致率的差）

合格率：86.8%

形状：83.9%

修边：82.8%

孔：92.9%

表面 H/W：10.6 分

寸法 H/W：17.4 分

R/L 的一致率是

47.2%

参考

BP6 实绩：约 70%

合格率：83.1%

形状：73.1%

修边：93.9%

孔：88.2%

表面 H/W：9.1 分

寸法 H/W：16.4 分

形状合格率的左右差（一致率的差）比较大。

83.9%/73.1% ＝有 10.8% 的差。

※ 因此、不能采用一样的修正作业。

、形状的左右差理想是 3% 以内、5% 以上的话就要采

取行动了 ( 进行原因解析找到真正的原因）。

※ 无左右差的模具制作（提升自工程保証）

TB 指示的 POINT4

修正的优先顺序

重度不良（A 级别）＋板金无法修复

　　　　　　↓

重度不良（B 级别）＋板金工时花费很多的不良

　　　　　　↓

重度不良（C 级别） ＋ V3 ～ V3U 级别

※ 模具机能不良也要根据重度不良情况进行对应

·理解重度不良（A·B·C）级别，进行修正指示。

·板金无法修正或者是修正花费工时较大的项目也要考

虑。

TB 指示的 POINT5

正确预计修正时间

使各工序按照日程完成，

要留下证据！

使修正日程精度提升···

※ 前提条件：必须要把握所有工序能力

·正确把握不良修正时间

※ 特别是围绕设备的作业时间

例：机加加工时间 12H

↓为了能在 8 小时完成···

采用技术改进来缩短、合适的作业量等，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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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 指示的 POINT6

TB 技术指示范围（尺寸＋表面＋型机能修正指示）的扩

大

职责

尺寸精度提升＝ TB 技術

NO 不良内容 页 规格 测定值 NG 点 超差点数 等级 H/W 工数

1 外轮 4 ～ 5 ±0.5 ～ 1 -2 ～ 3.4 2028…2056 8 V2 2

2 外周 3 ～ 4 ±0.7 -0.8 ～ -1.1 2014/17/26 3 V2 1.1

3 外轮比较值 3 ～ 4 ±0.5 1.5 ～ 2.2 50001/0004 2 V2 -

4 外周比较值 3 ±0.5 0.9 50002 1 V2 1.5

5 修边 6 ～ 8 0.5 ～ -1/±1 2 ～ -2.5 2302…2171 17 V2 5.5

6 形状 3/7 ～ 8 ±0.5 ～ 1 5.5 ～ -2.0
2208/2130…

3163
12 V2 2

7 孔位 10 ～ 11 ±0.5 1 ～ 2.2 29005…29020 6 V2 2.6

8 孔径 10 ～ 11 ±0.1 -0.3 ～ -0.4 29014/019 2 V2 1

9 标识 12 1 0 29037 1 V2 0.5

10 比较值 13 ±0.5 -0.6 ～ 1.0 57006/010 2 V2 0.6

11 3D 测量值 2004/6/9 ±0.5 ～ 0.7 -0.9 ～ 0.7 2025 ～ 2207 4 V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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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表面精度提升＝ TRY

※ 模具机能不良＝ TRY

現在的职责分配

·寸法精度提升

　　　　↓

　TB 技術指示

·表面精度提升

　　　　↓

　TRY（現場）

※ 没有使用一元管理。

根据修正内容导致表面精度恶化和尺寸精度恶化等情况

发生

·TB 修正指示·TB 技術的一元管理很有必要

TB 管理的提案

明确合格率、H/W 目标＝活用 Q-UP 管理

明确不良原因＝导入 A-TOS 活用和工序解析

零件品质没有左右差（一致率的差）＝·活用 R/L 检报

和提升一致率

·管理各工序的自工程保証完成率和提升

重度不良（A 级别＋ V1·无法板金）进行修正指示＝

T001 完成时，和相关人员针对优先顺序进行共识

正确预计修正时间＝在把握工序能力基础上管理、分配

符合工序能力的作业量

TB 技术管理范围的扩大＝尺寸·表面共同进行修正指示

为了开展ＴＢ业务管理（为了 Q·T 达成），我提议尽

快实施以上 6 项内容，希望能尽快导入并规定窗口负责人。

结束语

以上是 TB 管理的要点，只要掌握 TB 技术，熟练应用

TB 技术，对模具质量的提升，模具周期的缩短，会用意想不

到的效果。

NO 不良内容 判定 等级 H/W 工数

1 凹凸 NG V2 2

2 凹凸 NG V2 1

3 凹 NG V2 0.5

4 凹凸 NG V2 0.5

5 R 不顺 NG V2 0.5

6 凹凸 NG V3u 0.1

7 凹 NG V3u 0.1

8 凸 NG V2 0.5

9 凹凸 NG V2 0.5

10 滑移线 NG V3u 0.1

11 R 不顺 NG V2 0.5

12 凸 NG V2 0.5

13 凹凸 NG V2 0.5

14 凸 NG V2 0.5

15 凸 NG V3u 0.1

16 凹凸 NG V2 0.5

17 缩颈（凸包处） NG V2 0.5

18 毛刺多处 NG V2 0.5

19 压伤 NG V2 0.5

20 压痕多处 NG V3u 0.1

21 凹 NG V2 0.5

22 压痕线状凹 NG V3u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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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B 技术解决修边翻边整型类模
具外观缺陷
文 | 刘明星

目前模具公司所承接的都是汽车大型外覆盖件，客户对

外覆盖件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如何提高外覆盖件钣金合格

率、减少返工返修工时、缩短现场调试周期是模具公司面临

的重大课题。

在模具制造、调试过程中，制件表面质量缺陷大部分发

生在拉延模的调试过程中。我们对拉延模件外观的调试、质

量管控以及相关问题的整改都有一套相对完整的应对方案。

但是在模具生产调试中，后工序模具产生的制件外观缺陷也

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难点，而且往往也不容易找到其产生的更

本原因，相关对策的制定实施也更加困难。 

如何提高现有的设计、加工、制造技术，将尽可能多的

问题在模具设计、加工阶段解决，降低现场钳工的调试难度

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现状

在模具品质提升阶段，需要反复出件、检测、分析不合

格项出现的原因、制定修正对策、加工、调试后再出件检测。

一轮调试出件平均需要 10 ～ 15 天。

在应对尺寸合格率提升有各种检测手段，如利用检具测

量、三坐标测量、蓝光扫描等分析调研尺寸偏差数值以及尺

寸超差原因，找到后直接进行修正，结果相对明显且可控。

在进行外观钣金质量提升时，问题会变得特别复杂。首先，

外观质量判定依据为质量检查员的主管判定，是特种技能，

一般人员难以掌握。其次，外观缺陷产生原因分析判定相对

复杂，需要综合考虑模具状态、成型工艺、制件成型状态等

因素。最后修正外观缺陷对于现场操作人员的机能水平有相

对较高的依赖。所以在外观缺陷修正时会比较频繁的出现同

一缺陷反复修正、调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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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性能及关键指标

对现场普遍出现的一些外观缺陷引起的返工返修进行分

析，找到其产生原因，尝试在设计加工阶段进行预留、补偿，

消除或减少在品质提升阶段的返工返修工作量。

修边刃口凸模啃刃口的解决 

修边啃刃现象

经过现场多个啃刃口情况的关联对比，我们发现啃刃口

的模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啃刃口的位置都是凸模；

啃刃口的凸模都是锐角。 

修边啃刃原因分析

一般冲压件修边时修边凹模与凸模只有 0.05mm 间隙。

如图所示，冲孔凹模镶块在完成板料切断时受到板料水平方

向分作用力 F1 的作用，F1=F×sinθ，进而在冲裁时位置发

生偏移，致使凸模刃口被啃坏。如右图所示， F1 确认为啃刃

口的原因。

修边凹模镶块受到的板料作用力 F 的大小与冲裁开始时

凹模镶块与板料的接触线长成正比。要减小侧向力 F1，就要

减小凹模镶块与板料的接触线长。 

现阶段防止啃刃口对策及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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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刃口设置位置规定 

通过对现场多起实际问题的分析，我们找到一种简单易

行的应对方案。在有较大侧向力的部位上，设定防侧向力的

波浪刀 , 让波浪刀先于其它刃口切入，起到减小侧向力的作用，

消除凹模啃刃现象。同时在使用条件、设置位置及标准形状

都做了相应的标准化规定。

现阶段波浪刃口在修边模的应用

 

通过在设计阶段将此波浪刃口加入到模具设计中，彻底

消除了在现场出现的凹模啃刃口现象，并且极大降低了相应

位置的修边毛刺等级，大大减少了修边类模具调试难度和调

试周期。

翻边 R 处面歪的解决

翻边 R 处的表面缺陷

 

 

外表件翻边模部位局部 R 处面歪（凸凹不平），局部叠料，

修改轮次较多，对模具调试人员技能要求高。手工钣金费时

费力，还达不到外观质量要求，严重影响整车装配外观品质，

客户验收时不能接受此类缺陷。

翻边 R 处的表面缺陷原因分析

通常的翻边模结构及运动方式，凸模在进行翻边时，初

始状态因接触的宽度很小，在向下运动时，翻边处零件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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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向上拱的状态，这样当翻边完成后，就会在 R 边缘处出

现面歪现象 .

翻边 R 处面歪的解决方案

虚线表示翻边凸模进入过程，状态 1 压料板压料 , 凸模准

备下行；状态 2 凸模进入与零件接触，翻边开始工作；状态 3

凸模完成翻边。

在凸模结构设计时，凸模结构＝ A 部＋ B 部，A 部的翻

边型面与零件相同直接裁剪出，而 B 部的型面 , 则需要按翻

边的冲压方向作出然后向裁剪出来。即 B 部辅助型面的方向

与冲压方向一致或者夹一定角度，这需要根据零件翻边高度

及翻边夹角确定角度大小。这样零件接触时宽度增大，翻边

时型面不会向上拱，成功消除面歪及 R 蛇形。

翻边 R 处面歪的解决方案

因不同产品此类工序内容存在差异，所以不能在前期设

计中建立统一的解决面歪、蛇形缺陷的凸模、凹模标准结构。

基本解决原理相同，仅需要对不同制件、不同翻边形状、

不同翻边高度时相应位置的凹模形状应做出相应变化。 

变角度预弯凸模可以任意改变翻边接触的先后顺序。

变角度预弯凸模可以任意改变翻边预弯凸模接触的角度。

变角度预弯凸模可以消除和减轻不是因垂直翻边带来的

翻边缺陷（面歪 R 蛇形等）。 

变角度预弯凸模通过改变翻边接触的先后顺序及角度来

消除翻边缺陷。

变角度预弯凸模技术在翻边模中的应用

所有零件广泛推广使用此技术，减轻和部分消除了翻边

R处的面歪缺陷。节省了大量钳工对此类缺陷的调试返修次数。

狭长类整型型面的弯曲变形研合技术的使用 

狭长斜楔整型型面处的难点

在模具制造调试中，整型镶块的研和是整型类模具调试

工作的基础，必需要有充分的研和率才能保证模具调试状态

和零件品质的稳定，且对模具稳定性及零件品质有着重要影

响。所需工时占此类模具调整工时的四分之一左右。 

 

侧围与顶盖搭接处的长斜楔及制件此处法兰起皱 

狭长斜楔整型型面处研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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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合不良出现后常规做法是靠山面加垫或者型面烧焊后

重新手工研修，工作量大，需要反复上压机验证研修结果

此类整型镶块研合的难点主要有：

整型面过长，整型面难以保证同步。

斜楔机构超长，整型所需力量大，受模具结构限制，吊

楔与活动凸模的强度不足，导致斜楔机构、活动凸模产生变形，

致使整型镶块型面与活动凸模研合率低下。

受限于模具结构限制此处钳工研修时空间小作业性不好 ,

费时费力 , 多数情况下需要反复拆卸斜楔进行研修，研修质量

无法一次保证。

狭长类整型型面弯曲变形技术的提出

利用强度分析软件对狭长类整型斜楔进行受力变形分析。

由最终输出结果可以看出整个斜楔变形趋势及各个部位的变

形量（主要关注整型型面变形）。

狭长类整型型面弯曲变形技术的应用

  

通过进行型面预弯变形补偿，极大提高此类整型型面的初次

研和率，减少钳工研配工时，提高压机使用效率，保证零件

品质。

通过此技术的应用，此类整型型面初次研合时型面的研

和率显著提升，由 3 ～ 5 轮研修调整提升到 2 ～ 3 轮即可完成，

有效提升研配工作效率。 

2 年侧围顶盖狭长类整型型面研配工时统计

本技术用在狭长类整型模具的整型型面研合，包括侧围、

顶盖、长梁类等零件的整型序中，侧围平均提升研配效率

54.6%，顶盖平均提升研配效率 50.6%

后工序压料板强压的引入 

压料板虚研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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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围风窗位置处法兰，翻边整型工序同时存在，压料面

较小，且形状较复杂，极易出现拽料、制件串动造成的零件

几何尺寸超差、表面质量缺陷。最终在调试过程中，此处补

焊后将局部型面料厚间隙减少 0.20mm 后重新加工，研配调

试后，此处缺陷成功消除。 

压料板研合存在的难点及原因分析及压料板强压的引入

现场压料板研配存在的难点主要有：

在拉延成型时板料流动不均匀，造成制件不同部位料厚

不一致，图紫色区域；

压料板由氮气缸提供压料力，受模具结构限制气缸提供

的竖直方向的压力与工序内容所处位置的压料面不重合，有

可能导致局部压料力不足，研合不充分；

大部分压料板用导板导向，存在间隙，压料力分布不均

匀时会使压料板偏载，型面偏移，无法压紧板料；

在有翻边整型工序内容时，需要较大压料力、翻边处压

料面必须紧研，防止出现拽料、制件串动造成的零件几何尺

寸超差、表面质量缺陷；

如果出现必须保证的区域无法压紧，则必须研修其它所

有面（或者烧焊后重新数控加工、研配）来保证此处压紧，

耗费大量人力压机资源增加模具研配工时。 

压料板强压的使用范围

压料板强压在所有后工序模具展开，方案成熟稳定，标

准依据现场反馈不断修正更新，大大提高压料板研配效率，

有效防止部分类型缺陷的产生。

翻边时的型面变形

浅拉延件常见的翻边翘曲

顶盖天窗翻遍后平行差超差

以机罩外板翻边解析翻边型面线长变化导致的型面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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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边过程翻边多料起皱会使翻边法兰波浪不平，翻边

型面凸起翘曲；翻边少料法兰处板料被拉开，相应的会对表

面板料有应力的传递，导致翻边面下塌。

浅拉延件常见的翻边翘曲的解决

产品特性已经决定了不能对产品进行修正（加缺口或者

加吸料筋）来解决，所以只能在现有条件下通过翻边模调试

解决。通过增加翻边镶块接触板料的时间差来解决此类问题，

在翻边线长缩短区域时通过将翻边镶块中央部位吃入量减小

使两端位置首先接触，中央部位最后接触板料，迫使两端位

置翻边后材料逐渐向中部推动，使板料向中部补充，减轻翻

边面处的塌陷量。

先后翻在前期 MP 策划中的应用

MP 设计阶段加入对翻边处先后翻

在 MP 策划设计阶段对可能出现型面翘曲变形的位置进

行说明，由 TB 解析人员结合零件特性和 CAE 模拟结果对型

面预留和先后翻的位置及数值进行指示说明，在模具加工前

加入，避免调试阶段的返工返修。

带角度翻边产生的型面凹陷

相当于小范围内对制件实施先后翻

图示位置为斜楔翻边，结构设计时将此处翻边型面按照

通用标准将此处型面设计为所有型面同时接触。因此处型面

带有角度，翻遍后翻边多料，造成型面特征形状附近出现凸凹。

最终通过手工修正翻边型面与制件的接触时机，成功消

除此处型面凸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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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范围及规则

通过对问题分析我们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制定了相

应的前期对策。θ 在 60 度以上时，在斜面进行垂直方向的翻

边，设置翻边镶块从底部开始接触板料。使凹模尽量按照垂

直于制件型面的方向接触板料，从而避免此处制件表面凹陷

的产生。

特殊情况下凹模吃入两的设定

较窄部位翻边

无压料板翻边成形

宽度狭小部位的两侧翻边成形，下图 W 小于 80mm 时，

会发生制件的窜动，所以两侧的吃入量一定要一致，即使翻

边长度 L1、L2 不同，吃入量 A、B 也要一致。

无压料板时的翻边成形，如下图所示，如果进行无压料板

的翻边成形，模具上行时可能将制件带起，甚至引起制件变形，

因此要尽量减小吃入量。从翻边末端开始的余量为 5mm，吃

入量 A 减小到最小。

创新点

采用安全刃技术在模具结构不做大的改变的情况下，从

前期彻底避免了凸模啃刃口问题。

变角度预弯凸模可以任意改变翻边凸模与板料的接触时

机和角度，解决外表件翻边部位局部 R 处面歪（凸凹不平），

局部叠料外观缺陷。

在模具压料板型面加工时加入型面预留量，使压料板型

面产生不等料厚间隙，解决因压料板虚研出现的各种表面缺

陷，同时有效的减少模具研配和调整工时。

针对狭长类整型型面依据模具结构特点，结合强度分析

软件模拟结果，对整型型面进行预弯变形后再数控加工的研

合技术。

针对现场翻边序出现的型面变形问题，通过调整翻边凹

模接触时机减轻或消除相对应的外观缺陷。

TB 解析技术在后工序模具制造、调试中的应用，将模具

调试、返修经验数据化、标准化，在模具设计阶段，提前对

可能出现的风险做出相应对策。将以往在钳调调试阶段的不

良消除在模具设计、精细化模面制作阶段，由机械加工的经

过预留处理的模面来体现钳工的经验数据。

同时可保证模面质量，减少调试阶段对钳工成熟经验和

技能的依赖，降低调试整改频次，有效缩短了模具的调试周期，

提高了冲压件的尺寸、钣金品质。

结束语

通过 TB 解析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模具调试中取得了巨

大的成效，大幅提高了首次出件的合格率及钣金质量，减少

了品质提升阶段的返工返修次数和返修工作量，为企业带来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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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田：与客户共同发展
文 | 刘明星、李建

钣金设备行业有不超过十

个的全球性跨国大公司，在中

国都有布局，MFC 有幸陆续对

这些企业进行了报道。本期采

访的日本天田集团在行业内是

泰山北斗一样的存在企业，是

在全球钣金行业发展史上能写

下相当篇幅的公司，对中国钣

金设备和钣金加工企业的发展，

乃至整个行业的走向都起到了

深远的影响。

2020 年 1 月和 6 月，

MFC 的记者在上海青浦工业园

的办公室，对天田（中国）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天

田国际工贸（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山本浩司先生进

行了当面以及书面的深度访谈。

MFC：首先，请您请给我们读

者简单介绍一下天田的整体情

况，如发展历史、组织机构、企

业规模、营业收入、应用行业、

全球网络、员工情况、AMADA

中国等。

山本浩司：株式会社天田创建于

1946 年，是全球知名的金属加工机械

跨国公司，是日本主板东证一部的上市

公司，主要提供钣金设备、切削研磨设

备、压力机和精密焊接四大领域的装备

以及与之相关的控制机器、软件、周边

自动化、模具、机床附件、消耗品及服务，

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

根据年报，2019 年财年（2019 年

4 月 1 日～ 2020 年 3 月 31 日），株

式会社天田的营收是 3200 亿日元（约

合人民币 212 亿元），在全球机床销售

额中排名第五，其中 71% 的营收来自

钣金行业、8.9% 来自微焊接行业，6.0%

来自压力机行业，2.1% 来自磨床行业，

剩下 0.4% 来自其他。全球拥有员工

9531 人。

截止 2020 年 5 月，株式会社天田在

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有 93 家子公司，服务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天田总部在神奈川县伊势原市，钣

金机械在静冈县富士宫工厂生产，压力机

及自动化设备在伊势原市工厂生产。

天田在 1983 年就向北京机床电气

厂出口第一台数控冲床，是最早进入中

国的外资企业之一，也是现在中国钣金

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之一。

目前，天田中国生产基地在大陆有

北京、上海、连云港和广州，上海的青

浦基地从 2013 年建设，总共占地 43000

平米，建筑面积 29000 平米，在全国各

地 17 家分公司都有事务所，能对全国各

地的客户提供全面及时的服务。

MFC：AMADA 产品线构成是

怎样的？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山本浩司：我们的产品有钣金加工、

切削和钢结构加工、压力机加工、磨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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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四大类，一千多个品种。此次我主

要讲和贵杂志读者相关性最大的钣金行

业的产品。

天田可以涵盖钣金整个工艺链的核

心产品，我以流程逐一做简要介绍：

钣金企业接受订货之后，我们可以

提供下列产品和服务：

第一步，天田提供 3 维 CAD/

CAM、2 维 CAD/CAM 和 Dr.ABE_

BEND 等辅助程序，将订单产品的数据

和图纸制成机器程序的数据，这些数据

通过公司内部局域网发送到机器；

第二步，准备加工的金属板材，天

田提供自动仓库（MARS）存取原材料；

第三步，对板材切断加工环节，天

田提供 AT.F 系列、DCT 系列剪板机高

效精确裁剪各种材质的板材；

第四步，进入到落料工序，按照图

纸要求，将材料切割出零部件形状，并

通过模具成形百叶窗、浅拉伸、滚筋、

滚剪、压印的特殊工序。

这个环节的下料设备具体包括：

数控冲床及自动化：我们提供全

自动解决方案包括自动化程度从高

到低的 EM-ZR 系列、双伺服直接

驱动 EMM Ⅱ 系列、AC 伺服驱动 

AE2510NT + MP2512L 数控冲床，

以及与之配套的自动下料装置（RMP-

NTK）、自动送料装置（ASR-N）、

自动存储系统（AS-NTK + ULS-NTK）

和自动仓库（MARS），满足不同消费

能力和加工应用场景的客户需求；

激光切割机及自动化：我们有高效

光纤激光加工机升级款 LCG3015AJ 

II、LCG3015AJ 的最新升级款机型

LCG3015AJ Ⅱ、全球化高效 LCG-

3015AJ、全球化高效 LCG-3015 系

列、光束可变自动更换喷嘴的 ENSIS-

3015AJ，以及与之配套的叉式自动托

盘交换装置（ASF/ASFH）、多工作台

自动交换系统 (AS)、激光材料装载机

（MPL）、交换工作台（LST）和天田

提供自动仓库（MARS）。所有的激光

切割机都可以局部或者整体组合升级成

自动化生产线；

数控冲床 + 光纤激光切割复合机：

天田有紧凑型 LC-C1AJ 系列、标准型

EML-AJ 系列和高端型的 ACIES-AJ

三大光纤激光和数控冲床的复合机。

复合机兼具数控冲和激光切的切割

和成形的特点，实现了更高的冲切率，

无论是多品种少批量加工还是按需生

产，都可仅通过这一台设备完成下料工

序所有的加工和处理工作，包括后续的

攻丝等操作。同时 , 通过节省空间的自

动模具更换装置 PDC，可在激光加工

过程中更换模具，并通过 ID 模具功能 ,

实现模具的数字化管理。

第五步，落料后进一步加工，去除

毛边、切削螺纹等工序，包括切角机、

攻丝机、型钢加工机、去毛刺机、AMS

系列收纳库、型钢加工机用模具；

第六步，折弯机及自动化，按照图

纸对前面加工好的板材进行折弯加工，

折弯是钣金的核心工艺，天田提供超级

丰富的选择：

对应多品种少批量 HG-1003ATC、

高精度折弯机器人系统 HG-1003ARs、

HG-1303Rm、搭载混合驱动系统

高速·高精度 HG 系列、新型折弯中

心 EP 系列、高速·高精度伺服 EG-

6013、全自动钣金折弯加工系统 EG-

6013AR、3D 全自动 · 高精度折弯机

H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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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折弯机对应不同行业、不同尺

寸、不同精度、各种材质的反弹特性都

有最优的解决方案，用户还可以选配

Bi-J（自动折弯角度修正系统）、安全

光栅、自动跟随装置、工件传感器定位、

负荷控制、TDS 不等厚板检测系统、机

器人满足高品质、高效率的需求。

最后一步，焊接和装配工序，焊接

并装配完工的零部件，做成产品，这部

分以及工业润滑油等消耗品不展开讲了。

对于数控冲、复合机和折弯机，天

田在业内是毫无争议的领导者，在中国

市场竞争最激烈的激光切割机领域，

AMADA 有诸多独创的技术，能给客户

诸多便利 。

激光切割的原理是从材料顶部用激

光照射，熔化材料之后，用辅助气体吹

走熔渣。材料和板厚变化之后，激光的

焦点随时在变化，实际加工过程中，激

光切割机并不能发挥出标注的功率。所

以，一般激光切割机要更快地切更厚的

材料，主要靠增加激光器的功率实现，

功率的数字军备竞赛一样不断被刷新，

但是大功率意味着价格剧增和可靠性的

存疑。

AMADA 掌握光纤激光器技术，

可从核心的硬件和软件层面进行优。快

速提升大功率获得的成本和收益对比之

后，对于精打细算的钣金用户而言，并

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要特别介绍的是，天田在业

内首创了 LBC 技术（光束轨迹控制技

术），简单而言就是通过种种优化，第

一优先考虑激光的聚焦直径，实时调整

光束轨迹，保证输出的激光能量专注于

切割点，激光穿透达到金属下表面。在

同等功率下，也能保证最高达到两倍的

切割速度和不亚于二氧化碳激光的切割

斜度和光洁度，而且不使用大口径喷嘴

也能做到切割件不粘连，这样减少辅助

气体的使用，最大可以降低 75% 的加

工成本。

这个技术有高产能模式、高品质模

式和大割缝模式，满足客户不同产品的

加工需求。

大部分的产品都是天田在业内原

创，同样的机床，我们提供不同设计、

多种结构、多种配置供客户选择，解决

不同行业的特殊痛点。同时机床最终是

由工人才操作，所以在安全性、易操作

性、经验传承性等方面，天田作为日企

优良传统的集大成者者，在业内做到了

极致，体现了我们对人的尊重。

除了这些具体有形的产品之外，天

田还提供 IoT（物联网）的智能制造技术，

可以作为下一个问题展开讲。

MFC：天田早在 2004 年，就

业内最早一批提出了数字化钣金

工厂的概念，最近五年一直在国

内的展览会力推数字化钣金工厂

和 IoT V-factory 的概念，这

对钣金企业到底有什么意义？

山本浩司：天田的 IoT( 物联网）技

术 V-factory（可视化工厂）由两部分

组织：钣金客户内部的 IoT V-factory

网络和钣金客户和 AMADA 之间的 IoT

服务支持体制。

客户端 V-facotry 包括监控、工厂

管理和生产工艺三个模块，工厂的设备、

模具和软件全部联结，通过大量的传感

器，实时获取各种参数反映当前的设备

信息和工厂远转信息，用 AR（增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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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将生产现场直观地展示出来。

工厂的管理者、营销人员、现场操

作工人、仓库管理员等人员都能从中获

取自己需要的信息，比如富余产能、材

料 / 电 / 气使用情况、生产进度、可否

插入紧急订单、更新最新设计、更换机

床配件、补充耗材、及时交付已经完成

的订单等等。如果出现问题，是卡在哪

个环节，软件上清清楚楚地展示出来，

并且自动调整或者停机，将故障和损失

压到最低。订单的加工进度也可以开放

给钣金客户的用户，当最终产品出现质

量问题，钣金客户也可以通过这套系统

回溯加工过程，查明原因，厘清责任。

实施 V-factory 之后，钣金企业甚

至在实际加工之前，从 CAD 设计制图

到加工模拟也采用了 VR（虚拟现实）

技术，在编程阶段就选定最适合的加工

工艺，通过开工的准备离线化，即使是

一个没有经验的工人，照着程序和虚拟

提示动画操作，无需试制，就能稳定生产。

客户与天田之间的 V-factory 新

服务体制是高附加值的综合售后服务中

心，包括 IoT 服务和 IoT 顾问模块。客

户的设备远转和维护数据加密传输到云

端服务器，天田的人工智能加以管理和

分析，提醒客户及时预防和预知保养，

对一些故障可以远程诊断和修复，或者

安排服务人员上门维修和补充备件，保

证客户连续稳定生产，提高设备稼动率，

减少冗余产能的储备和浪费。

基于客户的加工大数据，天田会给

出优化方案，帮助客户从工艺改善，到

工厂改革，降低成本，并且实现智能化、

可视化和自动化生产，应对产品多品种、

小批量、短交期的挑战，大大提升产品

的良品率。

自 2018 年 5 月，天田开始力推可

运用 V-factory 平台的加工机，已经有

近 150 多家企业开始 IoT 的尝试。如果

一个钣金客户小富即安，那么普通的设

备也能满足，如果他想在未来获得持续

的竞争力，甚至成为行业领导者，那么

IoT V-factory 是正在兴起的而且可以

预见的成功之路。

MFC：天田用户主要在哪些领

域？市场分布在哪些区域？有哪

些典型的成功案例？

山本浩司：天田集团的机械设备广

泛应用于各类金属加工行业，包括：手

机、空调、餐具、金属库房、电脑、金

属家具、文具、电梯、桥梁、汽车、工

程机械、农用机械、金融机械、广告牌、

售货机、物流柜、厨房设备、游戏机、

电力柜、通信机柜、控制柜、医疗器械、

航空、新能源、厨房及食品机械、机场、

铁道等交通设施等，包括各种用到钣金、

冲压、钢结构加工、微焊接的行业。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AMADA

并不是单纯地直接销售设备，并提供直

接售后服务这么简单，我们希望希望了

解客户可见和未知的难点，组建专家团

队，从客户产品的特点出发，对客户的

整体情况和期望进行全面的调查，找出

问题的核心，提供投资效果最大化的定

制化解决方案，并与客户建立强大的互

信关系，持续帮助他们建立竞争力，贯

彻我们“与客户共同发展”的理念。

多年来，天田以中国沿海地区的客

户为中心拓展事业范围，工厂和事业部

也在华东、华南、华北和华中。近年，

随着国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市场的扩

大，西南和西北内陆地区的客户群也在

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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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的 37 年里，中国已

有 5000 家以上的客户购买了天田的设

备，很多企业成长为各自领域的隐形冠

军、上市公司和行业巨头。我们通过与

世界各地的客户共同精进加工技术和加

工革新，为提高服务效果而不懈努力。

今后，在中国乃至全球，我们依然以此

为前进方向，不会改变。

我们的成功的案例数不胜数，有兴

趣的读者可以索取纸质版的《钣金加工》

内刊或者查看我们的官网和微信订阅

号，上面有我们亲自采访的各行各业的

精彩案例和新产品、新工艺资讯。

MFC：AMADA 最近几年有

哪些行业并购 , 并购的逻辑是什

么？这些并购的企业的产品会在

中国市场推出吗？

山本浩司：所有的并购都是为了让

工艺链产品线更加完整，更加强大，让

客户从天田获得一站式服务。2019 年，

天田并购冲压自动化的龙头企业欧立美

克，将之与天田压力机部门合并，提供

完整的冲压自动化生产线以及弹簧加工

机械。整合后的冲压板块年销售额也在

12 亿元人民币，在日本的伺服压力机领

域，天田也是第一梯队的主流厂家。

2016 年前后，AMADA 持股光学

巨头 Lumentum 公司，合作共同开发

光纤激光器，用于激光切割机和激光焊

接机。

2014 年，天田就把精密激光焊  

接领域的驰名公司米亚基纳入集团  

旗下，2016 年又收购欧洲焊接系统  

MacGregor 公司，在从切割到焊接的  

加工技术完美融合。天田米亚基在国内

也有很多服务网点，提供精密电阻焊接

设备以及激光加工设备的销售和技术服

务， 为中国客户提供最优加工解决方案。

MFC：中国市场上有很多跨国

的钣金设备企业参与竞争，同时

国内的设备企业也很多，竞争非

常激烈，AMADA 能给客户带

来哪些独特的价值和竞争力？

山本浩司：中国确实是世界上钣金

设备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在折弯机、激

光切割机和自动化领域都诞生了一些很

有竞争力的公司。但是，未来顶尖的钣

金企业之间比拼的是综合服务能力，仅

仅在某一个环节，某个性能很强，并不

能增加客户的竞争力。

天田是业内少数几家能提供完整的

全工序设备、模具和软件解决方案的综

合服务提供商。天田在业内有庞大的用

户群和设备存量，有数以万计的熟练

操作 AMADA 设备的工人和精通各种

AMADA 程序进行开发的技术人员。天

田在华已经建立的服务体系之完整，在

业内也是名列前茅，选择天田，也就选

择强大、周到和及时的售前和售后服务。

这是我们的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

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自动化、智能化

和物联网的扩展，对于天田客户而言的

切换成本和学习成本是最低，而运用全

球最先进加工技术和生产系统获得收益

则是立竿见影。

现在随着人员成本上升，同时年轻

的熟练工人在减少，钣金企业必须要减

少对人员和经验的依赖，减少设备故障

宕机，减少重复工作，减少调试时间和

试制品生产 ; 钣金企业的材料占到总成

本绝大部分，减少浪费，尽可能提高材

料利用率就意味着增加利润，需要从设

计、排版、套料、搬运、夹持、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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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环节优化才能达成；要实现在钣金

用户在下游客户设计阶段就介入，快速

拿出设计方案，快速组织生产，高效、

稳定交货，帮助客户获得先机。所有这

些问题，二三十年前在日本和欧美市场

都经历过，AMADA 已经有全球积累的

海量的经验数据和方案来应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去年

开始，要求使用 AMADA 的 VF 设备和

IoT V-factory 技术，提升上述综合能

力的中国客户越来越多。

MFC:AMADA 在中国以卓越

的品质和良好的服务著称，请问

AMADA 的企业文化是什么样

的？

山本浩司：天田的核心价值观包括：

与客户共同发展、通过事业对国际社会做

贡献、培养创造和挑战的实践者、高道德

标准和守法经营、珍惜人和地球环境。

这些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每一个天田

员工的思想和行动中，站在客户的视角

创造价值，不满足于现状、不停探求更

好的方法，把谋求事业活动的改善和提

高成为常态，合法竞争，保护环境，对

当地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福利做出贡献。

MFC：AMADA 是一个全球公

司，对各国行业都有了解。中国

的钣金行业有哪些独特的特点？

这次新冠疫情对钣金行业会来哪

些变化？

山本浩司：我到达中国之后，走访

了很多客户，对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增速、

吸收技术的速度、支付宝和微信等电子

支付在社会普遍应用带来的便利、互联

网的繁荣、技术迭代的速度以及企业家

对事业勃勃雄心都让充满了震惊和钦佩。

中国政府对环保的日趋重视，年轻

工人对工作安全和工作环境改善的强烈

需求，用户对产品个性化的追求、企业

对精细化管理的日渐重视，这些都是天

田擅长的领域。

这次新冠疫情对全世界的经济造成

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出口也受到了很

大影响。但是中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

经济的韧性非常强大。在中国政府推出

了新基建的大战略之后，来自 5G、大

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新能源

汽车、电力、轨道交通行业、建筑相关

行业的客户咨询显著增加，他们迫切要

为这些即将爆发的行业储备技术和资质。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天田帮助客

户接纳了从料库到编程，再到日程管理

的全工序自动化系统，让这些客户在行

业里脱颖而出。

今后，天田将继续倾听中国客户

的声音，加快帮助中国客户建立 IoT 

V-factory 的智能化生产方式，建立高

效、柔性、环保、人性化的制造系统 ,

让他们面对海量的生产和个性化柔性化

生产都游刃有余。

最近十几年来，天田几乎每年都举

办“AMADA INNOVATION FAIR( 天

田创新成果展示会）”，其中 2011 年

在中国的世博展览馆 20000 多平米的

一号馆举办。AMADA 的创新展是业内

规模最大的企业自办展览会，展出集团

内各事业部最新的产品、工艺和服务，

邀请全世界的客户前往参观。最近几届，

V-factory 的成果显著，迭代进步日新

月异，我们真诚邀请中国客户更多了解

这些技术，构建与传统钣金制造完全不

是一个维度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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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的薪酬制度规划省思
编译 | 李建

疫情导致公司营业额下滑，员工拿

不到奖金，要不要调低业绩 / 绩效目标

呢？

公司现在亏损，能撑多久都不知道，

能拿到底薪就不错了，哪还有奖金可

拿！

最近很多公司都面临类似的状况，

平常公司业绩好、产量高时，根据公司

的薪酬制度，每个月能拿到若干业绩奖

金或绩效奖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营业额大受影响，奖金自然也缩水，甚

至只能拿到基本底薪，更严重的可能要

减薪、放无薪假、裁员。对公司而言，

这些都是不得已的求生存措施，对员工

而言，收入减少，是攸关日常生活的大

事。

奖金的规划设计是薪酬制度至关重

要的一环，以往之所以会制订奖金制度，

主要是从激励的角度为出发点，当达到

公司设定的期望绩效目标时，员工就能

拿到额外的奖金，但经过这次的疫情之

后，相信很多企业老板和高层管理者会

更加深思：如何重新规划薪酬制度，以

因应未来不可预期的业务衰退时的成本

压力。这是在激励之外也要更多一些未

雨绸缪的思考规划！

疫情之后的薪酬规划思维

企业的薪酬规划必须以“人事总成

本”的角度为出发点，人事总成本＝薪

资＋劳健保＋加班费＋奖金＋福利，人

事总成本有些是固定的，有些是可变动

的，所谓固定的人事成本包括薪资、劳

健保、劳退提拨、加班费，这些是必须

要合法，依照政府法令规定的，而奖金

和福利则是可变动的。换一个角度来区

分，薪酬制度规划也可以分为职务薪资

与工作绩效薪资二种，所谓的职务薪资

是担任该工作职务所支付的基本薪资项

目，包括底薪、主管津贴、专业津贴等等，

工作绩效薪资则是根据工作绩效而变动

的薪资项目，包括业绩奖金、绩效奖金、

产量奖金、年终奖金等等。

这次疫情期间发生了一些过去未曾

遇过的状况，特别是隔离期间相关的薪

资和成本损失，甚至有可能将疫情期间

列入必须给薪的立法，这些对未来企业

经营的成本压力绝对是增加的，因此在

有些人事成本项目必须符合法令的前提

下，企业只能在固定与变动的成本项目

之间的分配进行重新思考规划了！

奖金和福利，哪一个比较重要？

从人资管理的角度，奖金和福利当

然是越多越好，员工会更认真工作，离

职率能降低，更容易招募到员工，经营

获利很好的公司，自然是奖金多且福利

又好，但有多少公司能成为人人称羡的

幸福企业？扣掉必须符合法令规定的固

定人事成本后，要如何以有限的预算规

划奖金和福利呢？从法令的角度，没规

定给多少奖金和福利，但从公司经营的

角度，奖金会比福利来得重要！因为奖

金是与工作绩效相连结，做出好的成绩

就给多点奖金，就不好自然就没有奖金，

而福利通常是跟工作绩效较无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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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当公司的预算有限时，一定会

先删减福利预算，多留预算空间来做奖

金的规划。

风险因子与保障因子

在规划薪酬制度时，还要考虑到公

司的经营风险和员工的工作保障，这二

项是相对冲突的，因此规划公司薪酬制

度的人选必须要有中立客观的立场和态

度，要清楚哪些薪酬项目是须以公司经

营的风险为主要考虑，哪些薪酬项目是

员工基本的工作保障。原则上，风险因

子较重要的薪酬项目是要具可变动的弹

性设计，保障因子的薪酬项目就是固定

的、必须合法的。

最近一些公司以疫情影响或业务衰

退的理由而减薪，从合法及合理的角度，

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从合情的角度，

如果是保障因子的薪酬项目被减少了，

员工的基本生活保障会受到较大的影

响，会降低工作士气，这时候要员工共

体时艰、共渡难关，恐怕会有更大的反

弹吧。

绩效奖金的比重会增加

“高底薪 + 低奖金”和“低底薪 +

高奖金”的抉择没有绝对的，端视公司

业务性质而定，原则上，客户关系越是

长期稳定交易的形式，通常趋向高底薪

+ 低奖金，客户关系属于短期个别交易

的形式，就比较适合低底薪 + 高奖金。

但经过这次疫情，无论是长期稳定的客

户，或是短期交易的客户，都有减少的

状况，从公司经营的角度，不可抗力的

风险因子更高，为确保公司经营的安全，

将会预留更多预算给绩效奖金相关的薪

酬项目，缩减固定性保障因子的薪酬项

目，因此“低底薪 + 高奖金”的比例将

会提高！

奖金制度的规划日后会更加有弹

性，对公司而言，甚至直接用按件计酬

的非雇佣关系模式，不必支付固定薪资

相关费用，然而这样的模式所衍生出适

法性相关的管理问题，也将是一大重点，

例如二代健保相关扣缴作业等。

无论公司的薪酬制度如何规划，都

必须让员工清楚明了，制度不是写得越

复杂表示越专业，而是要让基层员工看

得懂，才是真正专业的制度规划。总之，

这次疫情过后，绩效相连结的奖金制度

重新规划，会是一项重要的思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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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绩效考核问题真是伤脑筋，该

如何订定合理的绩效评核项目和目标？

即使有了明确的项目和目标，又该如何

考核才公平客观？老板和主管又不断提

高每年的目标，员工感觉永远被追着跑，

何处是尽头？……

经常会有客户老板或主管问我：该

如何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其实这是他

们心里一直想的事！无论绩效达成状况

如何，好就是好，坏也改变不了，过去

的就过去了，眼光还是要展望未来！他

们之所以会问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认为

目前的工作绩效不如他们的期望，想看

看是否有更好的方法能再提升绩效。

很多公司都有制定 KPI 目标管理，

即使没有设定明确的 KPI，也会以营业

额、产量和获利来作为评估绩效的标准。

追求更好的经营绩效和工作效率，永远

都是企业管理最重要的目标，即使是 A

级企业，也还是会努力往 A+、A++ 进步。

公司每一个部门都有其职责所在，每位

员工也都是努力认真做好本份工作，但

为何老板和主管们似乎永远不满足，不

断地要求更好的绩效呢？他们不断要求

更好的绩效，最终目的是希望能替公司

多赚点钱。

份内工作的认知

现实上，老板主管们认知的绩效和

员工想的是不一样的！哪里不一样？说

老板想的绩效跟员工不一样
编译 | 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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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了就是对份内工作的认知不同。举例

来说，员工每天工作八小时，当透过一

些提升效率的方法或训练后，能够在七

小时完成。此时，老板和主管们会想：

多出来的一小时可以再做些什么？因为

公司是支付八小时的薪资成本；而员工

是认为：我努力在七小时完成了八小时

的份内工作，如果另一小时还要我多

做，那应该要加薪吧！看到差异在哪里

了吗？当然，如果因为员工的绩效提升

能让公司多赚钱，加薪或给奖金应该不

是问题，反之，如果因为工作绩效不好，

造成公司损失或该赚的钱没赚到，这就

是老板和主管们最头痛的问题了，他们

是这样想的：把份内工作做好给加薪发

奖金，做不好的成本和损失都是公司来

承担。

效率的实际意义

字典上的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内所完

成的工作量，公司管理上这个工作量是

指有效合格的产出，这应该是很清楚的

认知，不是你花的时间越多就应该获得

越多的薪资报酬，在同样的时间内，合

格的产出越多，这才是工作的价值所在。

生产制造部门一直都在追求更高的生产

效率，如何减少不良品、机器取代人工

等等都是；间接单位的工作效率该如何

界定呢？从老板主管的角度，如果三个

人的工作可以用二个人来完成，且不会

出差错甚至做得更好，这就是效率提升

了，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一个人的薪资成

本！不只是一般行政后勤部门是这样，

连业务部门也是，三个业务的业绩，如

果能够二个业务做到，那第三个业务不

是裁掉就是再增加业绩目标。

以前在企业服务期间，经常碰到公

司缩减人力的政策，透过组织重整、作

业流程整合、先进机器采购、信息系统

导入等方法和教育训练，减少了部分人

力，但原来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留下

来的员工觉得工作量增加了，常常会这

么说：公司应该把节省下来的薪资拨一

部分给我们加薪才对吧！这样讲也没

错，这就好像说薪资行情是 26000 元，

但公司只给最低薪资 23100 元的问题

一样！到底公司该不该因为工作效率提

升而加薪？这要看当时公司的经营状况

而定，如果公司处于亏损的状态，提升

效率只是减少亏损，并不会增加营收，

这种状况还要公司加薪就有点为难了。

但如果因为效率提升而使公司营收增

加、利润增加，相信大部分的老板们是

很乐意加薪、给奖金来鼓励感谢员工！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关注

在市场拓展的业务面，忽略了一些内部

管理的问题，等到业务成长趋缓或出现

亏损，才回头检视成本，特别是人力成

本，因为各种成本中只有人力成本是公

司比较可以自我控制调整的项目。因此

人会是老板们的绩效提升重点！有的公

司会以如何提升现有员工工作绩效为方

向，让员工能够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更多

的合格产出，在未来业务范围增加务状

况不需要这么多人力，能省则省。

要如何将绩效纳入公司的薪酬制

度？

很多公司在规划绩效管理制度时，

偏重在营收增加的积极面，业绩或产量

是主要的绩效评核项目，但往往做得越

多，赔得越多。前面已提到成本也是老

板们对绩效考核的重点。在薪酬制度规

划作业中，可以用以下的步骤去思考绩

效管理和奖金：

从公司总成本的角度，一定要给的

固定成本薪资，应该要做到何种程度的

基本绩效？

这个基本绩效不是指目前的绩效，

而是老板、主管和员工都认同的未来绩

效。实务上这个未来绩效的指标是经过

大家讨论的妥协结果，虽不满意但能接

受的可达成的目标。

接下来是变动成本的绩效奖金，也

就是超过基本绩效的部份。

公司愿意提拨的额外奖金。这部份

要给多少，主要看老板的意思了。

实务上会碰到一个问题：绩效不是

单一部门的成果！

例如业务部门会说，需要生产部门

的配合才能达成业绩目标；生产部门会

说产量达成需要采购部门配合；无论大

家怎么争执，都不能脱离一个框架：公

司总绩效是否达成？，只要公司总绩效

没达成，怎有个别部门发给绩效奖金的

道理？公司要的是团队合作，不是本位

主义，因此绩效奖金必须跟公司绩效和

跨部门团队合作相连结。

俗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

个勇夫不是自己爱怎么跑就怎么跑，必

定是有一个明确的完成目标。公司经营

也一样，如果绩效目标订得让员工觉得

看得到却吃不到，老板一点诚意都没有，

那还不如不要订；但如果绩效目标订得

随手能摘到，老板肯定不答应；双方各

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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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决定放无薪假之前，应先做的三
件事
编译 | 李建

新冠肺炎疫情何时了？对全世界经

济造成的重大冲击是必然的，企业倒闭

潮和失业潮也已陆续发生中。这段时间

有几位朋友问我：公司突然宣布放无薪

假，合不合法？如何跟公司争取薪资权

益？也有经营旅行社的朋友，他公司员

工主动跟他说：老板，我们的存款还够，

四月份不要领薪水。同样都面临到经营

存亡的关键时刻，劳资关系却大不同。

很多企业面临营收骤减的经营压

力，不得不采取裁员、减薪、无薪假等

因应措施。现在是现金为王的时刻！有

越多现金流的公司就能撑得越久，相同

地，有越多现金存款的人就能承受越大

的冲击。公司有没有足够的现金收入进

帐，是盈是亏，公司能撑几个月，大家

其实都很清楚，要坐等公司倒闭、想领

资遣费和失业补助，还是同舟共济、共

体时艰，一起努力渡过这个艰困时期，

只在劳资双方的一念之间啊。

每一家企业都希望赚钱，不会希望

裁员、放无薪假，甚至倒闭歇业，但在

这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影响之下，船沉

了，楼垮了，覆巢之下无完卵，对大家

都不好。从员工的角度，现在要找新工

作是难上加难，创业也要有足够的现金；

从公司的角度，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

产，尽全力让公司撑过去，非到最后关

头，不要轻言放弃。如果公司一下子就

以因疫情影响为由，宣布放无薪假，相

信多数员工会不知所措，引起一些劳资

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公司决定无薪假

之前，建议应该要先做到以下三件事，

这样能让多数员工愿意与公司共体时

艰，减少对立冲突。

主管们以身作则，率先减薪

公司希望员工能共体时艰，放无薪

假之前，必须先做到主管们先同意减薪，

如果连薪资较高的主管都不愿意以身作

则，率先减薪表达同舟共济的向心力，

如何去要求其他员工呢？而且应该等主

管们减薪至少一、二个月后，再考虑实

施其他员工的无薪假措施。员工人数不

多的中小企业，老板和其在公司担任主

管的家人，应该也先自我减薪甚至不领

薪，展现雇主的经营决心。

删减不必要的非薪资费用

在现阶段无法有效开源的状况下，

只能以节流的方式，并确保不影响员工

薪资之前提下，删减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来保持更多的现金。例如取消非薪资的

各项福利和补贴、减少差旅频率、改以

大众交通工具、减少营销广告费等等。

如果公司的一些成本支出照常执行，有

钱打广告、办聚餐、提供福利，如何让

员工相信公司真的面临很大的经营成本

压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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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现金的财务措施

除了节樽成本外，应收帐款和应付

帐款也可以努力争取到现金，业务部门

向客户提出提前收款的请求，采购部门

向供货商提出延后付款的协商。也许这

些请求会被拒绝，也许需要支付部分利

息，如果你公司过去的信用良好，相信

会有一些客户和厂商愿意支持，但如果

不去谈判协商，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现在真的不是计较的时候！如果劳

资双方都只顾到自己，没有互相体谅的

同理心，不能共同携手渡过这段时期，

只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法条相争，实非双

方之福啊。现在公司面临生死存亡关头，

员工也担心收入减少，倒闭对员工是最

坏的结果，对公司老板则未必是，在倒

闭之前，如何在无薪假和裁员做抉择，

也是两难啊！如果你公司现在还能正常

营运，是劳资双方的福气，要惜福；如

果你公司已受到明显的冲击，请不要急

着抢救生圈跳船，因为你在大海里的存

活机率也不会比在这艘破船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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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工作会成为常态吗？从远距离工
作谈企业的移动能力
编译 | 李建

近来因新冠肺炎疫情，在家上班、

远距工作成为很夯的话题。一些公司实

施了分流分时工作的防疫措施，但分流

分时跟远距工作是不同的概念！许多人

认为远距工作将逐渐成为企业常态的工

作模式，真的会吗？看看你公司或周边

的亲朋好友，有多少比例现在是在家上

班、远距工作？

远距工作只是辅助，不是常态！

不可否认地，如果疫情越严重，在

家上班的人数会越多，等到疫情缓解后，

在家上班的应该还是会回归到在公司上

班的正常模式。所以，这种因应疫情的

远距工作只是暂时性、短期性，不会变

成未来常态的工作模式！远距工作的出

发点是“工作需求”，要从公司实际需

求来考虑决定，包括运作需求和管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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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我们看看远距教学和远距医疗，已

发展运作很多年了，到现在也不是教学

和医疗的常态主流，就只是一种辅助，

补强主流模式的不足。其实远距工作早

就存在于某些工作，尤其是独立的自由

工作者，但对绝大多数的企业而言，远

距工作也只会是辅助的方式，无法取代

现有的工作模式而成为常态。毕竟老板

和主管的想法是关键，他们通常是要「看

到」你在工作才安心，除非他们非常信

任你的自律能力，相信你在家上班仍可

以如期交出好的工作绩效。

那些工作适合远距工作？

从企业的运作管理来看，远距工作

的管理效度可能会降低，但至少要能确

保工作的有效产出，不会因远距工作而

降低产出的质量、数量和速度，如果能

因此而提高效率当然是更好；所谓的产

出是能看到具体的工作成果，因此产出

是公司考虑远距工作的重要因素。例如

生产制造部门必须有人操作、维修机

器，仓储运输部门要有人开车、搬货，

实体店门要有人销售服务，实务上很多

工作根本不可能实施远距工作。每家公

司的运作模式不同，有哪些工作才适合

远距工作？这就要回归到工作的本质和

职掌，可以利用信息科技工具，不需要

绑死在公司就能独立进行且能有有效产

出，包括：

⑴移动性工作：外勤业务、上门服

务等；

⑵跨区 / 跨国性工作：国外业务、

国际贸易、采购、在线客服等；

⑶知识性工作：设计、企划、财务等；

⑷实施远距工作的真正目的。

上述的工作本来就可以进行远距工

作，但平时还是要在公司上班工作，为

何要在疫情时期才实施远距工作？最大

的目的还是担心群聚感染！我们试想：

当疫情缓解后，公司还会继续让哪些人

员进行远距工作？这才是企业实施远距

工作真实的长期需求！

如果你现在就被要求在家上班，却

发现没什么工作可做，主管只是要求做

一些无关紧要的报表、报告，感觉是没

事硬找事给你做，开在线会议时也不需

要发言，傻坐在视讯镜头前等着会议结

束……那就表示你其实不适合远距工

作。如果公司是全面性、公平轮流地实

施远距工作，那实施的目的应该就是防

止群聚感染和降低营运成本；如果是选

择性地让部分人员在家上班，而你的工

作明明不适合远距工作，为何公司主管

还要求你远距工作呢？这种放牛吃草的

远距工作，可能就有考核的成份了，你

会不会是主管眼里的鸡肋呢？

建立企业的移动能力

从企业实际的长期需求而言，思考

如何建立公司的移动能力，比谈远距工

作如何变成常态，还更务实且有意义！

前面已说过，因为因应疫情而远距工作

是暂时性的，公司因此花大钱购买了一

些信息应用工具，等到疫情过后才发现

这些昂贵的设备工具是久久才用到的闲

置资产。所以我们应该以长远的眼光，

思考如何建立公司的移动作业能力，据

以采购相应合适的科技应用工具。

我所谓的企业移动能力，不是全面

改造的全新工作模式，而是正常作业模

式的辅助、补强的备案，透过移动能力

的建置部署，可以不受地点场所的限制，

随时地启动或暂停，藉以提升作业管理

效率而不会影响正常的运作；采购相关

科技应用工具会是必须的，建置成本自

然也是决策的重点之一，多比较了解几

家厂商还是不能省略的过程。

上述适合远距工作的人员来说，他

们在公司以外的地方工作，如何确实掌

握工作时间和具体成果是最重要的二项

管理议题，公司应具备适合这二项管理

的应用工具，例如有些公司会用钉钉汇

报位置以做为打卡记录，很多传统的信

息应用工具有地点和设备的使用限制，

这样不但增加远距工作的使用成本，更

会让远距工作的员工感到不方便，降低

了远距工作的管理效能，故建置公司行

动能力时，无线网络和云端科技的应用

是必须的。

简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现在相关应用工具的费用也不贵，

连中小企业也能不必花大钱就建立一套

机动性高、无地域限制的行动作业能力，

除了能提升作业效能，还可强化紧急应

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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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的心声：我可以理解你没有我懂，
但绝不能接受你没有我努力
编译 | 李建

Andy 你要不要跟简单跟大家分享

一下最近 IC 产业的趋势？在一个例行

会议中，主管随机点了一位小组成员，

打算测试一下他平常有没有做功课，只

见被点名的同事眼神闪烁地给了几个言

不及义的答案……

我当时超火大，差点想当众问他：

到这个以科技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团队

已经半年了，而且你还负责每天节录重

要新闻，每个月的趋势分析也做了好几

回了，怎么到现在仍然对于趋势没有半

点掌握？未免也太不努力！不过后来我

还是 hold 住了，只淡淡地建议他先自

己去多了解一下，再来找我讨论。

看着坐在我对面的资深主管，一边

和我一起喝着咖啡，一边唱作俱佳地描

述着最近某次会议的情况，偶尔露出白

眼翻上天的表情，我虽然忍俊不止，却

也听得到她心里的潜台词：换作是我以

前，哪敢跟主管说没听过、不懂、这个

行业很难了解等一听就知道是用来掩饰

自己不努力的借口。当从主管嘴里听到

了不熟悉的专有名词，一定是先把名词

抄起来，然后自己偷偷上网查资料或是

问人，就算做完研究后依然对于问题一

知半解，得请教主管，至少可以问出个

稍微有深度的问题…

你可能会问：干嘛这么麻烦？靠自

己需要花更多时间摸索，能搞懂的也有

限，还不一定是正确答案，一开始就问

主管，不是比较有效率吗？ 

同样是面对自己不熟悉的任务，有

人自己先试着消化问题，想出可能的处

理方式再请主管为自己加分，另一种人

则是把问题原封不动地亮在主管面前，

等主管告诉自己要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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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显示出一个人为了做好工作的

自发性及努力，后者除了懒散以外，还

有把主管当秘书的嫌疑。换作你是主管，

你也应该会给前者比较高的评价吧？

因为“我可以理解你没有我懂，但

绝不能接受你没有我努力”是多数主管

的心声。

主管之所以能坐上今天的位子，多

数凭借过去的经验和好表现，主管当然

必须要比员工懂得多，多数的主管也应

该把帮助属下成长看做自己主要的责任

之一，但如果你把主管当成学校的老师，

那就是个偏差的观念了。

毕竟你付了学费到学校学东西，不

管你再怎么没有学习精神，多数老师都

很难真正放弃你，但主管和你都同时都

是公司的员工，如果你自己都懒得学习

了，那主管有什么不得不帮你的理由

呢？

况且，如果你没有为了解决问题而

努力过，不但浪费了大好的学习机会，

对于别人的观点也只有全盘接受的份。

当一个人变得愈资深，靠自己努力

克服困难的能耐就愈重要，因为当你爬

得愈高，能够帮助你的人只会愈来愈少；

而你的主要工作，也会从做好既定的事

渐渐变成随时随地解决不在预期中的问

题。

分享几个我自己的成长经验。2004

年，我从公关代理商跳槽到外商银行担

任企业公关，除了负责公司整体的形象

维系之外，也要协助企业金融、投资银

行、私人银行等一般消费者所不熟悉的

金融业务之推广。

没有一点金融或经济背景的我，甚

至得读完整份总体经济报告，并把重点

写成新闻稿。

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当时到

处请教金融圈的前辈及当时的主管们，

希望快快缩短学习曲线，但他们看不到

的是在请别人帮忙以前，我用了洪荒之

力搞懂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要怎么找对

的人问对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轻重缓

急。

因为我很清楚，只有自己最能帮自

己，面对自己的问题，自己永远要做那

个最努力的人，才能让身边的人有帮助

你的施力点和意愿。

类似的情况，在我前往上海加入一

家以服务科技业为主的国际公关公司时

又重演。在那之前连半导体业上下游供

应链都搞不太清楚，被授予的第一个任

务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公司和某半

导体客户间危危欲坠的关系。

你可能会问：主管帮了你什么？，

当时的主管帮了我许多，包括了帮助我

加速了解这个客户的状况、争取在客户

面前表现的机会、争取公司内部的资源

等等，但他再怎么帮我，都不可能代替

我 K 完过往的陈年档案以及每一封公司

和客户往来的 email、代替我读完每周

十份以上的报纸杂志，快速累积对当地

媒体的了解、更不可能帮着我这个空降

的外地人，证明自己值得其他比我了解

半导体产业和中国市场的同事们的尊重

与支持。

类似上述的一次次撞墙期，不断在

我的职涯中发生，主管和别人帮不了我

太多，因为那是专属于我的撞墙期，突

破和成长的唯一方法，是靠自己不断地

尝试冲撞堵在眼前的高墙，而不是在一

边等别人把挖土机开来救我。

每次打完一场仗，我都非常谢谢那

些不帮我太多的主管们，因为他们给了

很大的空间，让我磨练自己荒野求生的

能耐。更让我体领悟到珍贵的一课：面

对自己的问题，你永远应该是那个最努

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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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全球激光产业趋势
文 | 邱庆龙

因应国际产业需求的发展，激光产

业与技术开始往 5G 半导体、智慧车辆

制程需求发展，国内激光产业以发展多

年，已经深具基础，但是为持续跟上国

际脚步，激光技术自主化需要加紧进行。

本文将分析目前国外激光产业发展趋

势，并介绍国际激光智能制造的概念与

应用，让读者明了国际激光产业发展趋

势，作为未来发展参考。

激光应用打造光制造世代

激光的产生是透过外在能量激发共

振腔内的介质产生光子，再藉由共振腔

的结构将光子数量放大输出，所输出的

激光束可以藉由控制方式产生不同作用

时间长度的激光光束，用以进行加工、

检测、侦测、影像处理等工作。过去几

十年激光最主要的应用是以光通讯与光

储存为主，例如CD/DVD光盘机读取头，

近几年因为激光源技术的突飞猛进，激

光加工应用已经超越光通讯与光储存成

为全球激光最大的应用领域，再加上激

光源的可控性，使得激光可以很容易与

自动化模块或设备链接，透过系统整合

成为材料加工的利器之一。

2019 年全球机床工具市场为

831 亿美元，同期全球激光加工系统

营收约 179 亿美元，约占机床市场的

21.5%，但激光加工系统在材料加工

领域扮演重要的角色，由欧洲 Optech 

Consulting 的数据显示 ( 图 1)，近 20

年 (1998 ～ 2018) 机床产业其复合年

增长率是 4.4%，激光加工系统的复合

年增长率 9.4%，为 2 倍速的稳定增长。

根据全球激光产业指针杂志《Laser 

Focus World》与《Industrial Laser 

Solution》的统计，2019 年全球激光

源的营收为 151.3 亿美元，比前一年

(2018 年 ) 小幅增长约 1.7%，如图 2。

相较于 2017 ～ 2018 年全球制造业景

气高增长，2019 年反而在加工应用方

图 1 全球激光源市场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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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呈现一个小幅减少的现象，这个现象

可以从图 3 加工用激光源营收看出。在

《Laser Focus World》与《Industrial 

Laser Solution》前一年的产业预测与

观察认为，贸易战争对全球制造业产生

不小的影响，但是对于主要的激光源及

设备制造商而言，因为已经发展成为制

造场所分散的跨国公司，分散生产已经

成为各主要公司的对应策略，但是在

2019 年真正面临到贸易战与关税带来

的影响时，部分激光应用领域正处于不

小的衰退当中，造成激光加工应用领域

整体表现下滑。特别是对于大功率激光

源，随着 2019 年市场的紧缩与中国市

场的饱和，大功率激光源单价正在下降，

加上机床市场减弱，紧紧靠着 6kW 以

上的大功率激光源支撑市场。2020 年

全球遭遇疫情冲击之际，对于长期采用

低单价相关零件模块 ( 如 50W 以下的

激光源及其光路组件等 ) 的激光设备，

其供货程度会受到影响，相对的国产激

光设备以精微激光加工设备为多数，多

数采用欧美日精密模块零件，因此预估

在光电半导体应用的激光精微加工市场

部分将不受太大影响。

全球激光源最大应用市场“材料

加工”

从图 4 的激光源应用市场数据来

看，材料加工 ( 占 33%) 已经是全球激

光源最大的应用市场，未来随着制造业

的需求不断增加，材料加工用激光源市

场将有持续的增长空间。根据《Laser 

Focus World》的看法，目前材料加工

所使用的激光源以光纤激光源为主，其

次是直接二极管激光源 (Direct Diode 

Laser) 因应高功率 (>1kW) 加工市场

的高占比而逐年增长。在高功率加工市

场方面，2019 年市场规模约为 29.7 亿

美元，为全球最大激光源应用市场，国

际市场预测未来将持续引领增长，其中

以金属切割为高功率加工最主要的应用

领域，2019 年约有 20.9 亿美元，比

2018 年增长 1%，其主要原因在于目

前高功率激光源因为竞争缘故，激光功

率规格不断的提高，在数年前普遍常见

的 1 ～ 2kW 功率已经被 3 ～ 4kW 激

光源取代，而更多配备 4 ～ 6kW 以上

的激光切割机更是不断的出现在市场

上，这样的增长与进步将会带动金属加

工产业制程上的变动，好处是对应用端

而言，产品的制作更加快速、质量更加

优良、成本可能降低，坏处是对加工厂

而言，将会造成杀价竞争与设备竞赛造

成的成本垫高，因此未来几年，激光功

率的提升将会是金属切割应用领域发展

的焦点。高功率加工领域其次的应用是

金属焊接，因为 2019 年全球金属焊接

市场需求大增，从 2018 年 13% 占比

提高到 18% 占比，其原因在高功率的

金属焊接在未来的新能源车产业将会有

大量的应用机会，特别是针对电池组件

与系统的加工及高刚性车体焊接等加工

应用，预估将会有大量的增长机会，这

图 2 全球激光源市场产值

图 3 全球加工用激光源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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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象可以从 2019 德国慕尼黑激光展

当中，许多厂商展出激光焊接用的蓝光

激光源，Nunuru、Laserline 更展出千

瓦等级的蓝光激光源观察到激光焊接应

用的增长。

在微加工市场方面，2019 年全球

激光微加工市场规模大约为 13.4 亿美

元，稍微下降 8.8%。目前激光微加工

最大的应用市场仍在光电半导体 /PCB/

显示器等产业，特别是新兴的 5G 通信

及自驾车产业需求。市场上对于 5G 高

速通信的期望在以高频、紧致的电子元

件满足工业 4.0 智能制造产业需要的

高速实时数据交换，需要新兴技术针对

高频基材、复合基板等功率半导体进行

高效率高良率的加工，另外，高速精密

金属加工的需求也随着上述应用制程中

的需要而增加，特别是金属模具的高速

精微切割与焊接。另一个在激光微加工

应用领域受注目的是，显示产业的吸

睛产品 Mini-LED/Micro-LED，加上

OLED 显示器的需要，相关制程技术所

使用的激光源也跟着快速发展起来，正

由于如此，皮秒、飞秒等级的脉冲超快

激光源成为此产业应用的主要激光源，

加入传感器与精准光束控制的模块搭配

超快激光源，正提供光电显示器产业一

个高速发展的解决方案。

慕尼黑国际激光展一窥激光制造

趋势

全球激光产业的指针展览，两年一

度为期四天的国际激光展 (Laser World 

of Photonics2019) 于德国慕尼黑展开，

全球激光的发展趋势通常可以从这个两

年一度的展览当中看出端倪，2019 年

的展览当中有两大重点，分别为激光加

工在智能制造与电动车的应用。

在此次展览的研讨会”Laser 

Material Processing”当中，激光源

领导厂商 Coherent 发表如何透过软

件仿真与建模，将激光加工过程中光束

与材料的作用机制与各种参数的变化做

预测，以降低加工过程所耗费的大量时

间，同时可提升加工良率与加工质量。

Coherent使用激光丝化技术加工玻璃，

透过模拟比较不同的光束行径与丝化，

发现丝化的构成处于动态不稳定现象，

而切割表面比较粗糙的玻璃可以得到更

好的丝化效果。因此对于激光导入智能

制造上，透过仿真预测、拓朴优化及在

线量测的整合，将带来激光智能制造的

虚实整合趋势。

由于电动车有望成为下一代汽车产

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而汽车的能源、动

力将成为关键因素，马达与电池就变得

非常重要，激光加工在电动车上有比传

统汽车更多的应用空间。在会展中，激

光源领导厂商 Coherent 与 TRUMPF

皆展出激光在电动车上的应用概念。激

光加工在汽车上应用涵盖相当广泛，包

含后车厢盖、车身、照后镜玻璃、电池

图 4 2019 全球激光源应用领域及材料加工用激光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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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电池芯、电动马达、安全气囊、

传动元件、塑料件、传感器、照明设计、

驾驶舱等等，目前大约 50% ～ 70%

的汽车零件是使用激光制程完成。与传

统汽车相比，激光可以达到精微细准的

超细致加工，在马达与电池组件的焊接

制程上将扮演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应

用于电池组件的非铁金属焊接技术，例

如更适合焊接铜、铝金属的蓝光激光源

及其焊接设备也有展出，未来这些激光

系统将会大量应用造汽车产业的生产在

线。

激光朝高值整合及智慧化发展

从激光产业与激光展览的趋势来

看，未来近几年主要的激光技术将会随

着 5G 通信、高亮度固态显示器、自驾

车、新能源车等产业的发展扮演重要的

角色，因此无论是高功率激光或是超快

激光，其切割焊接等技术都将成为不可

或缺的技术一环，也将辅助推动这些产

业的增长。例如：因应 5G/6G、车电等

所使用的 SiC 或是 GaN 等高硬度载板

的激光超精微加工；新能源车新型态电

池电极或是薄壳的精细激光焊接；甚至

高功率激光切割 / 焊接可以缩短金属钣

金件加工时间等。

从目前国际上主要的加工应用来

看，激光技术不仅为工业制造领域的核

心技术之一，也正在不断的高速发展，

逐步取代部分传统加工制程技术，成为

制造业倚靠的对象。因应现今各主要工

业国家积极推动制造产业智慧化政策，

激光源由于具备高度的可控性，无论是

连续输出的 CW 激光或是脉冲输出的

Pulse 激光，均可以透过控制方式精准

输出激光光束，也由于这个特性，使得

激光控制可以很容易与设备系统的控制

模块整合。再加上激光具备高精密加工

特性，激光加工之应用领域范围广泛，

举凡工业制造上的雕刻、切割、焊接、

表面处理等，皆因有激光制程之导入而

促进传产升级，在人事成本、产量与产

值上具有明显加工优势，也使得相关业

者对于激光设备之需求愈发精细与多

元。另一个激光应用的方向是智能制造，

结合感测与模拟预测，可以与其他传统

加工设备或模组串联组合，透过高速物

联网的联机，搜集传送数据与影像数据，

形成一个具规模的智慧制造产线网络。

虽然激光源本身市场规模较小，但其为

驱动下一代制造业发展之核心力量，能

改变整体制造产业之制造型态，带动产

业进入新一代高科技世代，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

激光在制程应用方面不仅单单是激

光加工制程，因应技术发展与产业需

求，已经朝向整合方面发展，随着工业

4.0 及智能制造，国际上已经出现具备

激光加工的智能示范工厂出现。目前国

际大厂纷纷投入智能化激光设备开发，

如日本 MAZAK 的设备具备智能化准

备功能、监测功能及切割功能，透过制

程智能化，从准备到加工到实时监测提

供全智能化，提高加工质量。另外如

DMGMORI 提供从规划到生产维护全

功能的解决方案，其他如三菱电机激光

设备导入 AI 辅助功能优化加工参数以

提高产品质量。德国 TRUMPF 在美国

芝加哥创建一个智慧示范工厂，将传统

机床、激光积层制造设备及激光加工设

备利用物联网串联起来，并导入监测感

测模块，优化制程参数，缩短从客户规

格到产品产出的时间，示范了人、机器、

自动化装置与软体的智能协作。

光制造是精微加工重要利器

未来激光制程技术在制造业将扮演

重要角色，而激光可以透过高度整合扩

散到半导体、车用电子、车用电池、航天、

医材等具创新性及竞争性的产品制程，

以因应市场对高端新产品制程与对应设

备的迫切需求。虽然激光产业也受到疫

情影响，但各国际激光大厂也正在研发

新的制程技术，以因应全球制造业将来

的需求，待疫情过后产业复苏时，将会

带动全球激光产业平稳回复，因此对未

来激光产业的发展，多数专家仍抱乐观

态度，也认为激光产业将朝向智能化高

度整合发展。

面对国际产业的发展，未来中国的

设备厂商可借由激光高值应用整合技术

之导入，提升加工产业之制程速度与质

量，满足国内产业的需求，其对应推动

之做法包括：

建全我国光制造技术自主能力：深

耕创新激光源与关键零部件技术，协助

国内具潜力厂商发展高阶激光源及激光

关键零部件。

带动机床设备业及应用端产业布局

投资导入激光技术：透过激光源与激光

加工系统进行智能化整合，取代国外高

单价高能激光，促使现有激光上中下游

倍数增长。

建构光制造产业生态链：透过智能

专家系统协助，提升激光智能整合能力，

并链结产学研合作，提供业者技术养成，

协助厂商运用激光技术开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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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重工与宏山激光强强联合 

助力提升中国制造品质与效率

文 | 宏山激光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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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宏山激光 TL500 超

重型激光切管机正式交付三一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并顺利投产。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为响应中国制造

2025 计划，经多番考察与对比，三一

重工最终决定引入 HS-TL500 采用激

光切割的作业方式替代传统加工，以提

升机械生产环节中对重型槽钢切割加工

的质量精度及产出效率。

早在 2006 年，宏山激光便投身于

激光智能装备事业。作为以技术创新为

核心驱动力的企业，宏山激光不断加大

对专业人才引进、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

聚焦激光机器人、多轴联动专业切管、

精密焊接智能自动生产线等领域，进一

步横向拓展和纵向深耕。依托于成熟的

软件开发和控制器开发的优势，宏山激

光全面掌握数控系统、精密切割头、高

速传动系统等核心技术，创造了诸多行

业记录。

此次交付的 TL500 超重型激光切

管机具备专攻超大管与超长管的数字化

液压卡盘与数字化气动卡盘，创新四卡

盘技术应用与用户共同突破 12 米长管

材与 426mm 大管径的精密全自动管材

三一重工与宏山激光强强联合 

助力提升中国制造品质与效率

文 | 宏山激光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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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作业。此外，可根据用户实际生产

需求，灵活切换“零尾料切割模式”与“双

卡盘高效模式”也是TL500 的一大亮点。

开启双卡盘高效作业时，设备两侧卡盘

切割循环开启可实现双管切割不间断，

攻克重型管材上料时长占用问题，非生

产时间为“0”，让生产效率赢在起跑

线上。

民族品牌是国家的名片，是国家软

实力的重要体现。正如两会上提及的“提

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作为科技创新

的根基和源泉，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

究好比科技创新的“深蹲助跑”，决定

了科技创新能够跳得多远。同样是民族

品牌，三一重工与宏山激光专注品质，

坚持以技术创新为发展的驱动力的理念

可谓不谋而合。奋进十四年，宏山激光

扎根智能装备领域，以用户价值为中心，

提供金属成形智能装备解决方案。

目前，宏山激光在国内拥有四个

标准化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总面积超

80000 平方米，并在德国汉堡、日本千

叶、中国苏州、济南设立全资子公司，

在青岛、宁波设立分公司，在激光机器

人、多轴联动专业切管、精密焊接智能

生产线等多个领域实现柔性制造与数字

化分级管理。宏山激光产品已在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稳定运行，在精密

器械、汽车配件、厨卫五金、电子电气、

智能家居等行业拥有广泛的标杆客户范

例，伯恩光学、温氏股份、格力电器、

万和电气、南牧机械、星光农机、白云

电器、永新股份、中鼎股份等。

未来，宏山激光也将加大技术投入，

深耕金属成形设备领域持续创新，争取

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

础和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贡献一份智造力量。

普玛宝作为一站式供应商，致力于为行业带来全系列符合工业4.0理念的拥有高度

集成及自动化水平的世界尖端技术和智能软件解决方案，满足客户的钣金加工需求。

四十余年的经验铸就,          全面的专业水准打造！360°

弯板中心 冲激光复合机 激光切割机 折弯机

冲床 冲剪复合机 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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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优秀金属板材成形加工企业

昆山昌本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苏州辛普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旺升钣金有限公司

MFC  NO.00003MFC  NO.00002

产品

激光切割、数控折弯、钣金加工及生产各类金属钣金零部件，

专业生产焊接件、钣金件、五金加工件，公司对外承接各类

板金加工业务（标准钣金件与非标钣金件）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大型激光切割机、大型数控折弯机、艾克数控折弯机、数控剪

板机、205 米悬挂烤漆流水线、铣床、卷圆机、机器人焊接设

备等

产品

激光切割、数控折弯、焊接成型、钣金加工、自动化设备及

流水线钣金加工、各类金属钣金零部件、冲压件、焊接件、

冲孔网板、五金加工件

产品

各类钣金外壳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

生产设备

大族 4000W 大功率激光切割机 G4020F，亚威 250T4100MM

数 控 折 弯 机 BPH-250， 阿 玛 达 100T3100MM 数 控 折 弯 机

RG-M2 1003，数控冲床及各类先进钣金生产设备

制品分类

钣金

生产设备

数控冲床机、数控折弯机、光纤激光切割机、精密薄板专用

焊机、切管机、液压机床、自动化喷塑生产线、氩弧焊机、

气保焊机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生田工业坊 1 期 4 号楼

联系人：沈经理     电话：0512-69392159

手机：13862075547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陆扬杜家路 396 号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512-36853180

手机：18051898466

产品 制品分类 生产设备

加工区域分布图
江苏省

3

江苏省

1

2

MFC  NO.00243

MFC  NO.00244 MFC  NO.00245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荡湖路 228 号

电话：0512-66398867-803

手机：1894422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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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福群精密钣金有限公司 昆山市鸿亚金属制品厂

苏州伟良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联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MFC  NO.00246

MFC  NO.00248

MFC  NO.00247

MFC  NO.00249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设备

生产设备

数控剪板折弯机、进口数控切割机、数控冲床等

地址：苏州市望亭鎮苏锡路 88 号

联系人：邓经理     电话：0512-6508516

手机：13862109171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大市盛浜路 8 号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0512-57258698

手机：13913278638

产品

钣金件、精密冲压零件

产品

冲压件、小型模具工装检具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液压冲床，各式层压机，拉丝机、慢走丝、快走丝以及各种

先进的检验测试设备

生产设备

CNC 加工中心、线切割、铣床、磨床、摇磨钻床、车床等

成套模具制造设备；同时有数控剪板机、压机、冲床等成套

冲压及五金制件造设备，并有齐全的检测设备

产品

电脑机箱﹑机柜﹑音响﹑笔记本﹑伺服器﹑电源供应器﹐

手机﹑导航仪﹑ DVD 外壳﹑液晶背板﹑ TV 背板﹑前框﹑

卫浴设备组件及各类钣金件、铝挤﹑塑料样品

产品

各类不锈钢制品、电箱控制柜、机床机架、烤箱与曝光机的

钣金加工、电镀设备的钣金加工与各类非标钣金加工产品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香山工业园

电话：+8651266380971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木东路 8039 号

联系人：查爱珍     电话：0512-66296088

手机：138062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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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北村精密器材（太仓）有限公司 巨明法兰毛坯厂

苏州量维钣金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飞亚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MFC  NO.00250

MFC  NO.00252

MFC  NO.00251

MFC  NO.00253

产品

连续模精密模具、金属产品的冲压加工，从模具设计制造、

产品冲压加工、清洗、表面处理（外发）、选别、捆包、纳

品，提供一条龙服务；同时，也从事来料加工及委托加工等

产品

法兰毛坯、冲压件加工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高速精密冲压机 18 台（25T~500T）大部分为日本品牌、

日本进口高速铆钉机及开丝机 20 台、光学自动测定仪 3 台、

热处理机 1 台、精密磨床 5 台、铣床 2 台、全自动清洗机

1 台等

生产设备

先进的冲压设备和相关配套设备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岳王临港南路 525 号

联系人：陆小姐

电话：051253308201-806

地 址：聊城蒋官屯镇季海工业园

联系人：王经理     电 话：0635-8885971

手  机：18865215721

产品

机械、电子、电力、通讯、电器、仪器仪表等行业配套的各

类电柜、机柜、机箱、机械外壳交换机箱和各种货架、广告

牌及非标钣金冲压件

产品

各类电子冲压件

制品分类

冲压、钣金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钣金和冲压件加工、激光切割机、多工位数控冲床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设备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经济开发区临沪大道 3380 号

联系人：缪会刚     电话：0512-63248298

手机：13912701666

地址：昆山市玉山镇城北五联路 883 号

联系人：张颖

电话：0512-55191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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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0年起，FORSTNER秉承一贯的卷料轻松处理及实现长期投资回报的宗旨，
开发生产专业卷料处理设备。

该生产线可以装6个料架，每个料架最大承重7t，
让6种不同材料轻松切除，最大宽度为1500mm。

卷料处理非常平稳顺畅，板材被轻柔对待，避免不必要的材料挤压和压痕。

您生产通风系统？储物柜？机柜？还是其他产品？
FORSTNER卷料系统将给您的生产带来新的活力和更高的产能。

我们的多头料架系统不会在材料上留下痕迹，
并且在少于1分钟完成全自动卷料更换。

6头料架对于绝大多数工厂
都可覆盖80%的材料需求。

FORSTNER先进的卷料校平技术避免了停留压痕。
自动卷料更换已作为标配好几十年。

在出料台上自动监测板料平整度，在被整合和传送到冲压，
折弯或其他加工设备前。

专属于您的开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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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服务

尊敬的读者：为了提高杂志的编辑质量，更针对性地为您提供信息服务，我们特推出读者评刊活动。
在此非常希望得到您的配合，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请把您感兴趣的广告划 “√”。

内容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篇文章感兴趣？（请在□内打“√”）

广告反馈：
您对本期杂志中哪些广告感兴趣？（请在□内打“√”）

读者个人信息（必填）   
                                       
姓　　名：                                      企 业 名 称：                                                  电子邮件：

部　　门：                                      职　　务：

通信地址：                                                                                                   　　邮　　编：

联系电话：                                                                                                   　　传　　真：

主要产品 / 业务：

□ MFC 行业观察  　　　

□业界新闻

□汽车轻量化方法

□关于模具制造 TB 管理

□基于 TB 技术解决修边翻边整型类模具外观缺陷

□天田：与客户共同发展

□疫情之后的薪酬制度规划省思

□老板想的绩效跟员工不一样

□公司决定放无薪假之前，应先做的三件事

□从远距离工作谈企业的移动能力

□主管的心声：我可以理解你没有我懂，但绝不能接受你

没有我努力

□展望全球激光产业趋势

□三一重工与宏山激光强强联合 助力提升中国制造品质与

效率

□扬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埃威迪（黄石）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普玛宝钣金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领创先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萨瓦尼尼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嘉兴柏慕机电有限公司

□德哈哈压缩机江苏有限公司

□深圳迪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三河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西阁玛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常州市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偲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吉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中科莱恩机器人有限公司

□广州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

□阿库校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

□苏州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协易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田（中国 ) 有限公司

□故城县风动摩擦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钰翔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或拍照  发送至：lijian@mf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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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连续全球首发25000W、30000W超高功率激光切割机 
Continuously release the world's first 25000W and 30000W super ultra-high power laser cutting machine in 2019.

www.bodor.com
400-991-7771邦德激光·全球化

50+
全球运营中心

2000+
全球员工超过2000人

15
全球服务机构

300+
售后服务团队

200+
专业研发团队

20+
员工来自20多个国家

150+
产品远销150多个国家

掌握 核心科技20000W 
30000W

截止6月份，邦德激光万瓦级产品累计销量突破150台 冠领全球

全球激光智能解决方案提供商
Global laser intelligent solution supplier

By June, the cumulative sales of Bodor laser's ultra-high power products have exceeded 150 sets which was the top supplier in the world .

HAVE A COMMAND OF 20000W AND 30000W CORE TECHN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