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属板材成形  2022.8

6 Memorandum 主编备忘录





2022.8   金属板材成形

15观察 OBSERVATION 



月刊 / 每月 25 日出版

2022 年第 8 期

 

编辑部顾问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王桂萍  会长 / 广州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郭勇  秘书长 / 武汉·中国光谷精密制造行业协会

王禄华  秘书长 / 昆山市模具工业协会

林雅杰 总经理 /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胡庆苏  秘书长 / 成都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刘金廷  会长 / 南皮县工业经济联合会

唐霞辉  博士生导师 / 华中科技大学

南添  总经理 / 首瑞集团

程希强  总裁 / 天津宇傲集团

许昊  总经理 / 广州市罗维特五金紧固件有限公司

蔡茂城  副董事长 / 任达集团

孙炜  总经理 / 亚特兰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张清林  总经理 /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张世顺  董事长 /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胡瑞  总经理 / 大族激光智能集团

常勇  董事长 / 广东宏石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陈浩  副所长 / 东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内部刊物，欢迎传阅

客户服务 CUSTOMER SERVICE

   出版：金属成形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MetalForming Consultation Ltd.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 36 号院 2 号楼 8 层 91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nternational Standard Serial Numbering: ISSN2475-2134
Copyright@2017 MFC.All rights reserved.No por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covered by 
the copyright herein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means-graphic, electronic,
echanical, photocopying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金属成形商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2022 年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复制和转载

General Editor 总编 

Executive Chief Editor 执行主编

Editor 编辑

Senior Art Designer 资深设计

Advertising Director 营销总监

Advertising 营销经理

Exhibition Advertising 展会营销

Customer Manager 客户经理

Circulation Director 发行主管

Digital Circulation 电子发行

刘明星 liumingxing@mfc-china.org

李建     lijian@mfc-china.org

陈凌     chenling@mfc-china.org

陈洁     mfc@mfc-china.org

王思杰 wsj13522255542@mfc-china.org

陆双杰 lushuangjie@mfc-china.org

王琳璘 mfc-home@mfc-china.org

王琳璘 mfc-home@mfc-china.org

李建     lijian@mfc-china.org

王海娟 web@mfc-china.org





2022.8

观察         

08 MFC行业观察

新闻         

16 业界新闻

专题        

30 全球机床产销报告

34 美国机床市场趋势

38 数字化刀具管理方案

42 汽车零部件的智能制造之路

封面       

46 奔腾激光：高端激光智能装备的领跑者

产业   

56 印太经济架构下对区域制造与工具机产业

          潜在影响

60 往天空及宇宙扩张的市场

64 机床企业如何掌握制造韧性

悦读   

68 现场员工管理：主管说话之道

技术   

72 超高功率激光器将迎来“5”时代

会展   

78 2022MFC第三届金属冷挤压

          与精冲技术论坛日程

信息

90 MFC推荐企业

目录 CONTENTS













ꡒ䙕칗ڃ                  
뽏督葶ⶍ楲协貚

홓덑蹎

홓덑蹎

홓덑蹎

N⢍쾑㩧詞
葶g㡨썟葶⁏ꡒ
⢍쾑协끳⡗첑

킏ꡒ啓䍑뽾❠킏ꡒ
葶驛䵏빼Ꙟ

羟溏⡗羟慧뽾
❠킏ꡒ癑ڃ
ꡒ葶ٴ㱐
膉ꕣ톏蹎　ǿ

艙問䵢محلꦋ羟溏
킏ꡒ葶뽾❠킏
ꡒ㵜محلཛྷ

羟溏⁏ꡒ葶쭥
沏빼Ꙟ

㩏൧㕵㩧葶ٗ桔
킏ꡒ膉㵜محل빼
湸し沏扣㩎羟溏
ٗ桔킏ꡒ

艙問ٜ㩏൧㕵㩧
葶쭥沏䲈빼
沏扣鎏祝

ជ溏ជ䙧콑ᾐ㩧葶
빼콑ᾐ푫

㤀㠀ᝒچ㨀콫沏N桔
搢⼀㘀　Ꙟ
㔀㠀ᝒچ㨀콫沏N桔
搢⼀㌀　Ꙟ

㸀㸀 㸀㸀

㸀㸀

㸀㸀㸀㸀

㸀㸀

㸀㸀 㸀㸀

ᰠ 콫沏N桔 १ ⼀㘀　Ꙟ ᴠཡ獔䁷쁎䡎

  㤀㠀ⴀ䠀吀ᝒچ      㔀㠀ⴀ䠀倀ᝒچ

⁏ꡒ첀首             搢 愀爀挀洀椀渀               搢㈀ 愀爀挀洀椀渀

 鎏祝浢      㔀　─ꨥ᪐譏     ㈀　─ꨥ᪐譏

 鶘ᙙ瞃綏          璏ᅔ魒                   ⵎ璏ᅔ魒
                                   ☀葟ᅔ魒               ☀ⵎ葟ᅔ魒          
                                               
                        



智能化的软件和编程；动态化的排产和监控；
板料冲、割、剪、折和搬运全程柔性自动化，
这造就了萨瓦尼尼钣金生产解决方案无与伦比的高效和柔性。



2022.8  金属板材成形

33专题 FEATURE



2022.8  金属板材成形

37专题 FEATURE



2022.8  金属板材成形

45专题 FEATURE



2022.8  金属板材成形

67产业 INDUSTRY



金属板材成形  2022.8

70 READING 悦读



2022.8   金属板材成形

71悦读 READINGDeburring machine specially designed for laser cutting parts
专门为激光切割零件设计的去毛刺机

SG1030-NG+JS

去毛刺机

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彭安路53-1号      电话：0571-88524368      联系人： 龚先生  1396808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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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ODEL

极 具 效 率 极 厚 板 材 极 致 环 保 极 低 成 本

奔腾激光（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  意大利（EL.EN）控股

集 团 总 部 地 址 ： 温 州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滨 海 园 区 海 桐 路 3 9 8 号

咨询热线

400-0587-567

奔 腾 超 高 功 率 激 光 切 割 机
强势突破 

PENTA 40KW ULTRA-HIGH POWER LASER CUTTING MACHINE
STRONG BREAKTHROUGH

奔 腾 激 光 - 全 球 创 新 之 光

40KW
越·无极限

微
信
公
众
号



84 EXHIBITION ＆ CONFERENCE 会展  

金属板材成形  2022.8



85 会展 EXHIBITION ＆ CONFERENCE

2022.8  金属板材成形



86 EXHIBITION ＆ CONFERENCE 会展  

金属板材成形  2022.8

全自动上下料切管机

激光上下料机器人  （ALG）

 ALC系列激光上下料机器人

APF冲床上下料

ALW上下料合体料库

双列库

半自动切管机上料（3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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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INFORMATION 信息

部分优秀金属板材成形加工企业

永庆车辆配件有限公司常州润拓不锈钢有限公司

常州天力兰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FC  NO.00003MFC  NO.00002

产品

精密钣金、精密模具、精密仪器仪表、配件、电子通讯设备、

机械电器成套设备、各种机柜产品

制品分类

钣金

生产设备

通快 1040 激光机、ByJin3015 激光机、庆源 1530 激光机、

普冲设备、数控冲床、折弯机、矫平机

产品

各种型号不锈钢薄板，平板中厚板，不锈钢圆钢，钢管，型

材

产品

汽车钣金件

制品分类

钣金

生产设备

大型激光切割机，进口精细等离子切割机，水射流切割机，折弯机，

剪板机，卷圆机等

制品分类

钣金

地址：常州武进常武南路 408 号

联系人：严元超      电话：0519-86539310

手机：18015058148

地址：常州新北区西夏墅镇纺织工业园

联系人：朱经理     电话：0519-85088851

手机：1368520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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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6

MFC  NO.00497 MFC  NO.00498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 668 号

联系人：顾先生      电话：0519-83250759   

手机：13775219606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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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常州市贝赛特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冠群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水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骏琥机械有限公司

MFC  NO.00499

MFC  NO.00501

MFC  NO.00500

MFC  NO.00502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生产设备

专业钣金加工设备

生产设备

激 光 切 割 机 -BYJin 3015 （ 百 劲）、 激 光 切 割 机 - 

DNE-F1000 （迪能）、数控冲床 - Amada358King、

数 控 折 弯 机 - Amada HFE170-4、 压 力 机、 压 铆 机 - 

HAEGER 618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西路 73 号

手机：13776850328

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685 号

联系人：高先生

电话：13984344914

产品

各种钣金件

产品

汽油机油箱、柴油机油箱、启动总成、 导风罩、启动杯、

消声器冲压加工件件和各类机柜、机箱、结构件等钣金件

制品分类

钣金加工

制品分类

钣金、冲压

生产设备

大中型行车，激光焊接机、激光切割机、数控折弯机，自动

弧焊机、氩弧焊机、激光切管机等

生产设备

江苏金方圆折弯机、通快转塔冲床、通快切割机等

产品

各种工作台、货架、橱柜、物流设备、工具柜等

产品

设备机架、 设备外壳、 工控柜体、 控制机箱、 精密零件、 

组件总成

地址：江苏常州市新北区天山路 36 号

手机：13921040289

电话：89 0519 85970920

地址：中国江苏常州市常州市武进湟里镇村前街 502 号

联系人：薛益平     手机：13961225159

电话：86 0519 8376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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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常州荣良电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九玖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宏宇车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博凯电机配件有限公司

MFC  NO.00503

MFC  NO.00505

MFC  NO.00504

MFC  NO.00506

产品

家用电器配件、冲压件（特色生产各类枫叶用：平衡块）、

仪表配件制造、塑胶加工

产品

机械零部件、五金件、冲压件、车辆配件、模具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自动车床、普通车床、仪表车床、各类专机、高精度真空热

处理炉、自动攻丝机、剪板机、日本冲床﹑对焊机等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加工设备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魏村新华村

联系人：董先生      手机：13506114712

电话：0519-85711982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路 46 号

手机：13584346700

产品

汽车的内、外饰件、钣金、冲压件、保险杠总成、挡泥板等

零部件

产品

各种电机轴、电机配件、电器件、机械主轴，特种空心钢铆

钉、铜铆钉、铝铆钉、锣栓等，各种规格扣紧螺帽（电力材

料）、各种冲压件加工、铝压铸件、中小型塑料加工件等
制品分类

冲压

制品分类

冲压

生产设备

注塑机数台、冲床数十台，100T ～ 1000T 液压机数台，

激光切割机器人，一条半自动电泳喷粉生产线，一条手动油

漆喷涂线，焊接生产线一条

生产设备

专业冲压加工设备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小河镇兴镇路 236 号

联系人：邵国新

电话：0519-83338901

地址 : 江苏省常州市洛阳镇

联系人：姜建忠      电话 :0519-88791013

手机 :1801508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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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柯乐精密矫平机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凤城路5号8号楼603室，200093
联系电话：陈先生 18621006967     E-mail:info@kohler-germany.com.cn
公司网址：www.kohler-germany.com

扫码关注柯乐公众号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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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BER 驱动解决方案

STOBER 驱动系统由减速器、电机、

驱动控制器以及电缆组成，具有模块化

结构，可自由扩展 - 适用于量身定制、紧凑且

功率强大的设备方案。

欢 迎 关 注

STOBER 官方微信

斯德博驱动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STOBER Drive Systems Technology (Taicang) Co., Ltd.
太仓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娄江北路 8 号 3 幢
电话：0512-5320 8850
www.stoeber.cn   sales@stoeber.cn

·  减速器
·  减速电机
·  伺服电机
·  驱动控制器和电缆

一应俱全
完美适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