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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2020 中国钣金加工技术发展年会
在苏州成功举办
文 | 李建

2020 年 12 月 17 日，由 MFC《金

属板材成形》杂志主办，汉诺威米兰展

览（上海）有限公司协办的中国钣金加

工技术发展年会在苏州相城区的白金汉

爵大酒店举办，大约有来自 100 多家企

业的 150 多名钣金行业的代表参会。

本次会议是 MFC 在疫情之后在苏

州举办的第三场钣金行业的会议，依然

获得了业内的广泛支持。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宏山激光、

萨瓦尼尼、德哈哈压缩机对会议做了金

牌赞助，兰特克、祥生砂光机、汉神焊

割、领创激光、阿帕奇激光、万创、柯

乐、高能激光做了展台赞助，启东市汇

龙镇人民政府做了品牌赞助，此外云车

间和云切割两个钣金行业的互联网共享

平台是本次活动的合作伙伴。阿帕奇公

司为本次会议赞助了两百个精美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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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杯，该公司周建波总经理全程参加论

坛及企业参观，深度了解激光加工厂客

户及终端使用客户的需求。

本次年会的举办时间非常特殊，疫

情依然在反复，但是制造业屡创新高。

2020年苏州工业产值超越上海和深圳，

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城市，同时中国的

制造业总产值超越了美国、日本、德国

和韩国的总和。2020 年前 11 个月，中

国的出口也创了历史新高，东盟成为中

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两者贸易总额 4.24

万亿元，贸易顺差 5003 亿元；欧盟是

第二贸易伙伴，中欧贸易总额 4.05 万

亿元，贸易顺差 8402 亿元；美国是第

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额 3.65 万

亿元，顺差 2 万亿元；日本和韩国分列

第四和第五大贸易伙伴，贸易总额分别

是 2 万亿元和 1.8 万亿元，逆差分别为

1961 亿元和 3902 亿元。

本次会议注册代表有两百多人，但

是临到开会，还有 50 多名代表因为业

务繁忙，分身乏术。

会议在九点开始，主持人由亚特兰

传动大中华区的总经理孙炜先生担任。

广州市钣金加工协会的许昊秘书长作为

特邀嘉宾致开幕词，他提到新能源汽车

和充电桩的订单最近两个月暴涨，而铁

矿石暴涨导致的钢材波动对金属加工企

业造成了不确定性。面对不确定性，企

业只有深耕行业，相信国运，就一定有

机会。

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协会

的郭勇秘书长分享了武汉协会的情况。

湖北最近几年制造业增速非常快，武

汉的以华工科技、烽火科技、锐科激

光、长江存储等为代表智能制造，以及

小米、联想、斗鱼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及

3C公司带动了大量的新兴行业的需求。

他还分享了他参与冲压钣金行业制定

“十四五“计划的会议精神。

苏州叶氏钣金科技有限公司赞助了

本次会议参观，该公司占地两万多平米，

设备齐全，冲、切割、剪折、喷涂、辊压、

焊接等工艺齐全。

叶国斌董事长致辞欢迎各界嘉宾下

午去参观。

沧州市钣金产品行业协会的马宝柱

秘书长分享了协会的情况，目前有 66

家会员单位，会长单位是河北海捷现代

教学设备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自主品

牌的教学设备，提供智慧教室解决方案

是改领域全球前三名的公司。该协会身

处河北中捷工业园，东欧国家有很多技

术和商务合作。该协会张其海会长视野

开阔，常年在世界各地开拓生意，拟定

带领会员企业以完整的产业链去一带一

路国家投资，输出沧州地区强大的冲压

钣金制造和管理能力，在全球参与竞争。

《金属板材成形》杂志刘明星主编

分享了制造业宏观情况和各个行业的情

况。中国制造业连续九个月扩张状态，

企业规模越多，投资信心指数越高，新

订单指数 53.9%，显示需求旺盛，各方

预计 2021 年整体情况要优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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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和日本还处于 50 以下，欧洲、美

国和韩国在 50 以上扩张状态，德国是

欧洲主要经济引擎，英国也还不错，法

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稍逊色，美国复苏

的信心指数随着疫苗开始接种和拜登即

将入职而强烈反弹。

具体到行业，前十一个月，商用车、

工程机械、农用机械、造船、发电机组

获得 17％以上的增长率。新能源汽车虽

然未超过同期数据，但是 11 月产销增

加 75.1% 和 104.9%，燃料汽车同比

增加了 7.2 倍和 28 倍。

通过上市的钣金企业新北洋、宝馨

科技、世嘉科技、通润装备等公司前三

季度财务报表分析，以钣金为主的企业，

营收大部分下跌，利润一半微跌，一半

暴跌，行业利润增速同比多下滑严重。

来自日立电梯的李战平总监分享了

疫情后电梯行业生产发生的变化。2020

年前九个月，电梯总产量为 89.3 万台，

同比增加 4.2%。目前，中国电梯保有

量总数 780 万台左右。2019 年，中国

电梯产量 117.3 万台，注册厂家 757 家，

排名第一的超过 10 万台，份额加速向

头部企业集中。他说加装电梯和电梯维

保和旧梯改造是新的增长点。

阿帕奇激光的阮飞工程师用大量详

实的数据，证明了 IPG 激光在安全保护、

安全检测、抗衰减等方面的领先性，并

列举了很多实际应用案例。

宏山激光的成军总工程师分享了该

公司新发布的二维激光切割机、切管机、

板管机、自主研发的切割头、切割系统、

折弯机、智慧云等的最新情况。作为业

内龙头企业之一，宏山在核心零部件坚

持高品质，在工艺开发上推陈出新，深

耕细分的具体应用。

沧州市融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杨

冠一总经理分享了小批量多品种的 ERP

管理心得。该公司的很多订单是 100 件

以下的订单，物料一次性定制，产品结

构复杂，BOM 表格需要好几页，下料、

钳工、折弯、焊接、打磨、喷涂和装配

等工序复杂。

该公司一直致力于精益化和阿米巴

管理，基于金蝶软件开发了适合钣金企

业的 ERP 系统，大大提升的管理的效

率，180 人的企业创造了 8000 多万的

产值，成本和利润核算精确到订单和部

门。

萨瓦尼尼中国的赵备经理分享了后

疫情时代智能化钣金装备的发展，用超

级精美动画演示了该公司各种生产线的

工作流程，以及如何实现最先生产。

萨瓦尼尼的生产系统能够预知异

常、自动库存补充、材料质量问题预警、

实时安全监控；灵活，可柔性换型和自

适应排产规划，快速切换产品生产，根

据现有设备和布局灵活配置；此外还有

生产参数、客户需求预测变化实时对接、

订单追踪透明；不断的工厂产能、设备

利用率、自动化生产和物流，减少人工

决策的优化；以及全新的传感器采集数

据，与客户和供应商数据交换和对接，

优化部门间合作等智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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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数字和动画分享了大量案例，

尽管已经接近饭点，但是所有的代表都

被精彩的报告深深吸引。

下午第一场报告是由嘉兴云切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的邓奇总经理带来的

“云切与兰特克共同打造的切割共享平

台”。

这是是基于互联网 C2M 平台和云

计算，依托钢板集中采购，集中套料，

集中切割，按需生产，智能物流配送等

行业优势为基础，打造的集客户定制、

工厂制造、供应商协同、物流运输服务

和在线金服一体化的全产业链云平台。

客户可以像淘宝一样，上传自己的

图纸和参数，获得报价，在线下单，然

后有客户接单，按期保证质量交货。

杭州亿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梁帆

副总分享了“工业设计助力装备产业发

展”，该公司在装备制造业有大量应用

案例，结合机床的产品功能，进行颠覆

式的可以制造出来创新，以高颜值和易

用性帮助客户提升产品档次，大幅增加

产品价格和销量。

德哈哈压缩机江苏有限公司的销售

总监陆金华先生做了题为“让一‘切’

称心”的专题报告，并在讲座结束后进

行了新品发布揭幕仪式。

陆总介绍，激光切割行业是一个新

兴快速崛起的行业，广泛用于金属加工

的方方面面。空气压缩机是激光切割机

必备的零部件，用来压缩氧气、氮气或

者空气，吹掉金属熔渣，保护激光切割

头通畅，防止熔渣依附在镜面上。用氧

气为了助燃，帮助激光加速穿透金属，

提升切割效率；用氮气则为了获得更加

光滑的切面，减少挂渣。

在 2016 年以前，本土激光器崛

起之前，激光切割机的价格动辄一两

百万，压缩机在大功率激光切割机的整

体成本中占比并不高，它的重要性也往

往不为激光切割机及用户企业所了解。

德哈哈在 2016 年成立了国内空压

机行业第一个激光切割事业部，专注于

激光切割机用空压机的研发和制造。通

过大量调研激光切割机和切割用户，德

哈哈发现激光切割中经常出现的挂渣、

切不透、少镜片、烧镜筒、水油多等问题，

持续造成宕机，输出功率衰减，生产效

率下降，用户需要经常更换镜片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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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购买更加纯净的气体，每年产生大

量的损耗和人工成本。

这些问题往往被设备厂家和用户认

为是气体、激光器、切割头、传导光纤

等部件和耗材的问题，认为每半个小时

清理一次镜片是行业常态。

德哈哈认为，很多时候，这些问题

的原因其实是空气压缩机的质量不过

关，让别的部件背了黑锅。通过深耕激

光行业，德哈哈开发出激光切割机专用

压缩机，有效干燥空气中的水分，尽可

能分离油水，清洁空气中的粉末，不给

后续切割环节添堵；通过控制压力和流

量，精准控制切割的效率。

报告结束，在现场 80 多名业内嘉

宾到见证下，由 MFC《金属板材成形》

杂志营销总监王思杰先生主持的德哈哈

新机发布会在酒店一楼大堂举行。

广东宏石激光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成

军先生、德哈哈压缩机江苏有限公司总

经理潘晓峰先生、广州市钣金行业协会

秘书长 & 广州市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

公司总经理许昊先生、武汉·中国光谷

精密制造行业协会秘书长 & 武汉光谷机

电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勇先生共同

为 CPBZY15 型空压机进行的揭幕。

新品发布结束后，代表们乘坐大巴

向南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五十公里之

外位于吴江汾湖高新经济开发的叶氏钣

金科技有限公司。叶国斌总经理毫不保

留地让代表参观了各个车间，并详细解

答各种问题。

叶氏钣金服务的行业众多，其中电

梯是主业，赶上这几年电梯行业大爆发，

公司获得超常规发展，工艺手段完善，

并且在外地新建开设了分公司。

参观结束，大部分代表返回酒店，

参加了由宏山激光赞助的丰盛晚宴，抽

出了五十份奖品，将现场的氛围不断推

向新高，也为本次年会画上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