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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机床产销报告
翻译 | 李建

2021 年新冠疫情持续延烧，韦氏

字典选出当年度全球最热议的词汇即

为疫苗，从选字当中即可推敲出疫苗对

全球影响的深远性。

IMF 所发布世界经济展望（WEO）

报告推估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约

6.1%，并表示世界各国在经过一波又

一波的疫情与封锁，经济表现始终跛脚

难行，也因此疫苗成为左右经济复苏的

重要关键。各国经济体质的强弱在疫情

侵袭之下拉距更为鲜明，不论在经济危

机的处理或是获取疫苗的能力上都存

在极大差异，不均衡的经济复苏衍然而

生。

全球在阴云密布的经济情势之下，

多数已开发国家实行财政刺激政策，藉

以扭转停滞不前的困境，如美国拜登政

府提出美国救援方案投入 1.9 亿美元，

以及 1.2 兆美元基础建设法案大规模密

集的经济刺激计划等，希望扩大美国复

苏力量；欧盟则推出马拉松式的财政计

划—欧洲复苏基金，拟拨付逾 500 亿

欧元资金给予成员国，以期能淡化疫情

的冲击，让欧洲经济重返常态；日本则

是持续追加财政支出，作为应对经济下

行风险的支撑。相形之下，新兴国家无

特别额度能够执行大规模财政刺激，再

加上疫苗接种率上升缓慢，导致疫情反

复发生，使得经济复苏之路面临多重阻

碍。

在各国政府与央行政策支持以及疫

苗接种率提升的带动之下，全球经济终

于得以迎向曙光，不过前进的步伐却

引人担忧，这是由于先前美中贸易战所

引发的限制性贸易政策负面影响未减，

再加上疫情所引发供应链中断，缺人、

缺料与缺柜等危机之下，使得制造供给

跟不上市场需求，需求推动的通货膨胀

则成了双面的刀刃抑制了经济前行的节

奏。

Gardner Publication,Inc. 于近期

发布全球机床产销调查报告指出，在

图 1 图 1 全球机床消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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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德国的产值相较 2020 年微幅滑落之

外，其余国家的产值都是增长，产值增

加的区间落在 8% 至 35% 不等。全球

机床生产排名依序为中国、日本、德国、

美国、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瑞士、

奥地利与西班牙。

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升，经济走向

复苏的基调更为清晰，在地缘政治与疫

情干扰的影响下，以中国、美国及欧

洲为中心的企业主为避免供应链发生

断链的困境，提高对于设备投资的意

愿，以支持强化重要供应链的安全与韧

性。2021 年日本机床产值约 106.4 亿

美元，占全球机床产值 12.5%，相较

2020 年增长 7.5%，就日本机床国内

外市场订单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只可

惜因疫情反复冲击使得原物料与零部件

供给短缺、物料运输受阻，导致机床生

产延迟，产值成绩的突破受到限制。

德国在疫情持续的影响之下，使得

欧洲供应链情势紧张，许多的货物无法

如期交货，特别是驱动德国经济增长的

汽车制造业尤其严重，传统车与电动车

的关键零部件半导体、芯片短缺，迫使

生产程序因而中断。根据德国联邦交

通管理局（KBA），欧洲最大经济体

德国 2021 年注册新车共 262 万辆，

较疫情爆发的 2020 年少了 10.1%。

2021 年德国机床产值约 106.3 亿美

元， 占 全 球 机 床 产 值 12.5%， 相 较

2020 年微幅下滑 0.9%。

2021 年全球机床出口排名前十位

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德国、日本、中国、

意大利、中国台湾、瑞士、韩国、美国、

西班牙及比利时，排名的顺序仅西班牙

与比利时前后更动之外，其余各国并无

美国在 2021 年疫情扩散的较为严

重，但机床消费总额却也创下历年第二

高的佳绩为 107.8 亿美元，相较 2020

年增长 20.8%，增加约 18.5 亿美元，

促发经济增长的关键包括，拜登政府祭

出多项的刺激方案，以及维持接近零的

利率，进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扩大

资本支出与产能，美国解封需求让美国

机床需求订单满载。

机床主要消费国家排名当中又以俄

罗斯增长表现最为亮眼，2021 年机床

消费总额为 34.3 亿美元，相较 2020

年增长 57.7%，增加约 7.8 亿美元。

由于俄罗斯经济对能源依赖极深，因此

当疫情遏制措施放松与投资活动反弹

时，天然气与石油需求与价格也逐渐回

升，进而带动了俄罗斯国内制造业和以

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行业，让机床消费订

单快速增长。

中国台湾地区机床消费排名虽然下

滑一个名次，但整体的机床消费总额其

实是增加，2021 年中国台湾机床消费

总额为 18.3 亿美元，相较 2019 年约

增加 2.9 亿美元，约增长 18.9%。相

较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台湾疫情防

守严密，且受惠于国内市场需求动能回

温，使得国内外厂商都提高在台的投资

意愿，因此不论在外贸、投资、消费等

面向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

2021 年全球机床生产总额约为

851.3 亿 美 元， 相 较 2020 年 增 长

16.4%，虽然仍低于过去全球生产均

值，但产值回升的幅度已显示产业的低

谷已悄然度过。2021 年机床生产排名

前十大国家的产值约占全球机床产值近

88%，而这些主要机床生产国当中，

2021 年无论从消费、生产、出口、进

口相较于 2020 年都有大幅度增长。全

球机床消费总额从 2020 年 717 亿美

元增长至 2021 年 803 亿美元，消费

总额增加近 12%；全机床生产总额从

731 亿美元增长至 2021 年 851 亿美

元，生产总额增长约 16%。整体来看，

成绩表现相当丰硕也为机床产业带来乐

观的希望，不过在面对难以臆测的未来

应将 COVID-19 最糟的情况放在前行

的后视镜当中予以警惕。

检视 Gardner 产销报告统计资料，

2021 年全球机床主要消费前十大国家

和地区依序分别为中国、美国、德国、

意大利、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

中国台湾与土耳其，过去排名前十大消

费国之消费总额占全球机床消费比重

约 75%，2021 年排名前十大消费国

和占全球机床消费比重则大幅跃升至

80%。从整体排名升降变化来看，意

大利与日本一进一退排名互换，俄罗斯

消费排名从第 9 位推升至第 7 位，而

印度与中国台湾则是各退一个名次。

就中国而言，2021 年机床消费总

额为 279 亿美元，相较 2020 年大幅

增长 23%，增加约 53 亿美元。中国

在 2020 年因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拉动

经济增长的三项重要引擎投资、消费、

出口瞬间熄火，中国机床总体消费更下

探至十年来新低，所幸 2021 年中国疫

情获得控制，全面复工的中国供应链还

挟着欧美因疫情无法生产的转单需求，

在出口供给一路猛冲之下，当年度中国

贸易规模在全球市场的占比创历史新

高，贸易顺差一举突破 6 兆美元，同

时也带动了机床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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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的变化。

相较于 2020 年，2021 年全球机

床主要出口国皆为增长之势，首先来看

德国，2021 年机床出口总额近 77 亿

美元，相较 2020 年出口总额增加 3.1

亿美元，增长幅度为 4.3%，主要出口

产品分别为综合加工机、锻压 / 冲压成

型机床及放电、激光、超音波机床；其次，

日 本 2021 年 机 床 出 口 总 额 为 71.6

亿美元，相较 2020 年出口总额增加

11.2 亿美元，增长幅度为 18.1%，主

要出口产品分别为综合加工机、车床及

放电、激光、超音波机床等；接续，

中国 2021 年机床出口总额为 53.3 亿

美元，增加 10.5 亿美元，增长幅度为

24.4%，主要出口产品分别为放电、

激光、超音波机床、锻压、冲压成型机

床及车床。

2021 年全球机床进口排名前十位

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美国、德国、

意大利、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韩

国、中国台湾与加拿大，主要进口国和

地区当中除墨西哥进口总额呈现衰退的

情况之外，其余各主要进口国家之进口

总额都是增长。

其中，又以俄罗斯的进口排名大幅

跃进 9 个名次，翻倍的增长幅度最为

亮眼，2021 年进口总额为 13.8 亿美

元，增加 6.9 亿美元，主要进口产品

则分别锻压、冲压成型机床、综合加工

机与车床；在意大利的部分，排名也向

前迈进 3 个名次，2021 年进口总额为

14.9 亿美元，增加 5.1 亿美元，增长

幅度为 51.6%，主要进口产品则分别

车床、综合加工机与放电、激光、超音

波机床；在土耳其的名次虽持平，但进

口增长也有不错的表现，2021 年进口

总额为 14.3 亿美元，增加 2.9 亿美元，

增长幅度为 24.8%，主要进口产品则

分别综合加工机、车床与锻压、冲压成

型机床。

IMF 首席经济学家 Gita Gopinath

指出，目前全球持续复苏，但受到疫情

大流行阻碍，动能稍显疲弱。这场大流

行的疫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关键环节中

断的情况远比预期持久而且难解，许多

国家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急速上升，经济

前景的变量风险增加，政策权衡变得更

为复杂，因此产业应朝向跨生态系的多

样性发展，以减少制造供应链大洗牌造

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