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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展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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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ep S.P.A 江兴太仓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优瑞卡（大连）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哈特贝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沧州瑞尔冲压制造有限公司 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嘉善美达斯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振昌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晨辉锻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新威奇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温岭精锻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润昌益友精锻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至广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大洋精锻有限公司 青岛益友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隔而固（青岛）振动控制有限公司 浙江正昌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新江南炉业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兼房高科技刀具有限公司 广东韶铸精锻有限公司 昆山龙净源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SMS Group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 南京锐罡刀锯有限公司

Iwata Saw Mfg.Co.,Ltd. 无锡东海锻造有限公司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安固隔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万陽

淄博宏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温州天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苏州新凌电炉有限公司

杭州精卫特机床有限公司 安徽明雁齿轮有限公司 西安博大电炉有限公司

昆山谷东精密工具科技有限公司 一汽锻造（吉林）有限公司 常州海睿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沧州市鑫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卡特尔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一晨模具有限公司 瓦房店轴承精密锻压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名华时代

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 福建省帆盛机械有限公司 WEPUKO Pahnke GmbH

上海晋博机电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明晖精锻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精勇精锻机械有限公司 章丘宝鑫锻造有限公司 住友

昆山泰咏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恒远百瑞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钢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iempelkamp Maschinen-und

Anlagenbau GmbH
济南鑫桥矿山机械厂 格而（上海）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美国减振技术公司 山东伊莱特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威力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LASCO 章丘市宝华锻造有限公司 江阴万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博野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章丘隆昌锻造有限公司 德国莱赫钢铁有限公司

中山市八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宏达工具有限公司 山东凯泰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远大润烯科技有限公司 玉环盛旗机械有限公司 DongSan Ind Co.,Ltd

江苏百协精锻机床有限公司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帝宝应用材料高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德美锯业有限公司 同共（湖北）精密成形有限公司
万得模模具焊接材料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上海汉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白城中一精锻股份有限公司 威泰克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栗本铁工所 南昌齿轮锻造厂 广州市德戈刀锯有限公司

上海睿池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国营山西锻造厂 中国第二重型

俄罗斯伏龙涅什重型机械压力机股份公司 上海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 青岛正大重工有限公司

Metal Forming Research Corporation 上海东芙冷锻制造有限公司 天仟重工有限公司

应达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无锡鹏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济南海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嘉善宝祥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泰林锻造科技（张家港）有限公司 浙江江鑫机电有限公司

舒勒（中国）锻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精棱铸锻股份有限公司 偃师市华信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马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锻压（集团）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久禾工业炉有限公司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温州瑞奥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力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江南锻造有限公司 济南和谐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山合金工业株式会社 上海长特锻造有限公司 埃博普感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湖北凌顶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会盛百模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方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宏达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天力创玻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丹肯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三林铝业有限公司 重庆恒锐金鼎感应科技有限公司

俄罗斯重型锻压机械股份公司 湖南金天钛业 浙江阿波罗工具有限公司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武汉市铁研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浙江晨雕机械有限公司

菲尔斯陆达福机械科技 (吴江)有限公司 杭州和源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宜兴市磁通探伤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荣泰感应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江联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百金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VACCARI SPA 青岛高而富石墨有限公司 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千里马锻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淄博诚拓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华信电炉有限公司

嘉善三永电炉工业有限公司 博德精细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锯力煌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WKB Systems GmbH 辽阳永昇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江苏德尔迈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辽阳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科远电炉有限公司 浙江龙力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高密市宏丰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沈阳麦沃克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路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晋诚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市长城机床附件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金凯达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模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慈溪益锯机械有限公司

故城县风动摩擦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苏州小野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诸城市圣阳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三造机电有限公司 瑞安市中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轩宇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辉科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惟景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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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莱恩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K MASCHINENBAU GMBH 天津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上海凯泽工贸有限公司 佛山市诺迪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河北荣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博瑞达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金沃伺服冲床有限公司 齐齐哈尔二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念初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深圳固远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 苏州青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法格锻压机床（昆山）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佛山恒泰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压力机械有限公司

连结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荣成华东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万创（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胜铭龙油压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科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凯达威尔创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松科快换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 小松産業機械（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中科莱恩机器人有限公司

宁波安信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斯丹迪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卢斯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铁美高自动化设备厂 弗兰卡润滑油无锡有限公司

比尔斯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拓诚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普热斯勒先进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欧兹机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J&H PRESS CO.,LTD. DIETRONIC s.r.l.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广州众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泰田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奥特林豪斯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快捷五金制品（苏州）有限公司

佛山登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凯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诺而曼环保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上海欣昶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普智汽车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南京信捷泽荣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鼎恩施压设备（扬州）有限公司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穆格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精善达伺服成形装备有限公司

斯特曼机械自动化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苏州网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伟攀（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乔森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鹤立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培菲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宇意机械有限公司 美凯优化学（苏州）有限公司

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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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拓博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兰特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市万工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凯轶实业有限公司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谊科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固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力信联合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沃尔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南京钣金行业协会筹备组 东莞市德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盘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浦莱斯精密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诺亘（上海）工业自动化有限公司 无锡新奇生电器有限公司 铭镭激光智能装备（河源）有限公司

帕玛自动化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宁波生久柜锁有限公司 无锡质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锐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华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田（中国）有限公司

意大利机床机器人及自动化制造商协会 无锡康贝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锃道研磨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毅创钣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融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安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领创先进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苏州阿姆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陕西得龙金属加工制品有限公司 深圳懒人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华工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长高成套电器有限公司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市百斯特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春旭电气有限公司 杭州江南弹簧有限公司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长沙市美宇电器有限公司 BLM 集团

上海倍伺特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任达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常州市钣金行业协会

广州亨龙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万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拓达电子机箱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特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济南锐拓科技有限公司 通快集团

西阁玛软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玥帆机械有限公司



同期活动一

中国经济与金属成形行业发展论坛

—— 18 场行业论坛，50 余场专题报告

6 月 30日前扫码预注册享免费参会！

中国经济与金属成形行业发展论坛

-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锻造会议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会议

7月 17日
13:00-17:00

W1 馆 论 坛

区

联系人:胡艳军

17810242088

一带一路与制造业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大数据与云计算 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

所

制造业目前的发展现状及挑战 工信部

锻造、冲压、钣金行业的发展趋势 中国锻压协会

锻造会场

7月 18日

M10会议室

联系人:于镇玮

论坛一：锻造下料及典型锻造零部件先进制造技术

报告题目 拟邀请单位

锻造下料方式的要求、选择及下料解决

方案

南昌齿轮有限公司

综合报告：W1 馆内论坛区（B30）

钣金分论坛：M1 会议室（W1 馆东北侧）

冲压分论坛：M3 会议室（W2 馆东北侧）

锻造分论坛：M10 会议室（W3 馆东南侧）

会议时间：2019 年 7 月 17-19 日

会议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零部件企业和院校师生：6 月 30 日前进行预

注册免费参会，现场注册听会需要收取 200/
人/场次

展商：免费参会

其他：6 月 30 日前预注册听会收取 200 元/
人/场次，现场收取 400 元/人/场次

说明：半天为一个场次



15725207921 曲轴模锻自动化技术应用浅析 一拖工艺材料研究所

中国环扎技术的创新发展 上海交大神舟汽车设计开发有

限公司

机器人打磨抛光去毛刺在锻件制造中的

先进应用

广东罗庚机器人有限公司

论坛二：锻造模具与润滑技术

模具与润滑技术发展及在锻造行业的应

用

南昌航空大学

最新模具技术在锻造行业的应用案例 上海久进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最新润滑技术在锻造行业的应用案例 上海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7月 19日

M10会议室

联系人:于镇玮

15725207921

论坛三：锻造材料应用及轻量化

节能热处理-余热热处理工艺与节能材

料-非调质钢的选择应用

东风汽车公司老科协专家委员

会

轻量化之车用铝合金锻造技术 上海交通大学

齿轮锻件常用材料和等温正火 东风锻造有限公司

论坛四：锻造自动化、信息化技术

智能工厂的发展趋势和落地实践 北京机电研究所

锻造自动化、信息化应用案例 徐工集团信息化公司

锻造模拟软件、管理系统应用案例 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冲压会场

7月 18日

M3会议室

联系人:胡艳军

17810242088

论坛一：轻量化发展及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报告题目 拟邀请单位

轻量化发展及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江苏分院

铝板冲压工艺及经验分享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提高大型冲压模具调试效率方法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钢钣金电池包箱体开发技术路线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论坛二：信息化技术发展及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工业互联网赋能智能制造以及应用
紫光云引擎科技（苏州）有限公

司

高速冲压智能工厂生产和工艺 博瑞达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智能化单元、生产线、车间、工厂建设

及应用案例
德国 SK 公司

冲压成形智能化仿真与模具设计技术
华中科技大学材料与模具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

7月 19日

M3会议室

联系人:胡艳军

17810242088

论坛三：伺服技术及机器人发展及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伺服技术发展进展及其在冲压行业的应

用

深圳固远特种机器人有限公司

机器人发展及其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广东省仨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



报告人简介（部分）

小松伺服压力机以及应用案例 小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论坛四：激光技术发展及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激光技术在冲压企业的应用案例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技术及装备在冲压行

业应用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钣金会场

7月 18日

M1会议室

联系人:李晨东

15525216626

论坛一：激光技术发展及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报告题目 拟邀请单位

激光技术发展及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

激光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案例 苏州东胜机械有限公司

论坛二：伺服折弯技术、伺服数控转塔冲床及模具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的

应用

伺服折弯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伺服折弯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案

例

江苏亚威用户

伺服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应用案例 万马电子医疗有限公司

7月 19日

M1会议室

联系人:李晨东

15525216626

论坛三：精益化钣金加工

精益化钣金加工及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

用

深圳市固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精益化钣金加工及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

用案例

固美特用户

欧洲钣金技术及其泛谈 东莞市德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论坛四：信息化、传感器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压电式传感器如何应用于钣金弯曲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材料与工程

学院

钣金企业智慧工厂建设方案 苏州盘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发展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案例 盘根用户

陈守介，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东风汽车公司副总工艺师，原任东风汽

车公司副总工艺师，是东风汽车公司有突出贡献专家、东风汽车公司质量标兵。

获得东风公司重大科技成果奖六项；刊登发表科技论文 20 余篇；出版“淬火

介质”专著一本。



王以华，研究员,1986 年赴美访问研究。1989 年创办中日合资企业“上海

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主研科研成果获得国家发明奖，上海市

技术进步奖，中国专利发明创造优秀奖等 10 多项大奖；主研“LD5 叶轮等温

模锻”获航天部科技进步 1 等奖。

庄百亮，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及装备研究工作，近

年来，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骨干先后承担完成工信部高档数控机床重大专

项、科技部 973 项目、国家国际合作项目等 10 余项研究任务，发表文章 19 篇

（包括 SCI 2 篇，EI 3 篇）。

谢斌，现任南京康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安徽康尼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法人、总经理，同时兼任南京工业大学机械学院产业教授，南京工程

学院材料系教师及创业创新辅导老师，入选中国锻造协会智囊库专家。主要从

事精密塑性成型技术的研究，及企业管理工作。

吴晓春，教授，博导。现任高品质特殊钢冶金与制备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上海大学材料工程系主任，是我国“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高

品质模具钢锻材关键技术开发”、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性能

工模具钢及应用”项目的首席专家。

张如华，南昌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与业务专长为金

属塑性成形工艺与模具技术。取得的创见性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金属精密塑性成形工艺方面、新模具机构设计方面、材料成形性能方面、机械

学科教学方面、锻造企业技术管理方面。

夏占雪，中国一拖公司工艺材料研究所一级专家，洛阳市九三学社一拖

一支社主委，多年来一直从事锻造工艺、工装模具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工作，在

精密模锻成形工艺、工艺装备一体化技术应用、锻造自动化生产线设计等方面

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中国锻造行业的优秀技术专家。

孙勇,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锻压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数字化车间系统及智能制造核心装备的研究

工作，作为技术负责人，承担过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数字化

智能化铝合金熔铸生产线及能效监测系统研究”。

江绍成，曾在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工厂担任技术工作，担任非标准设备的

设计和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等工作，曾主持过包括四条机加工自动线在内的

20 多项大型非标设计和技革项目。先后曾在铁道部上海华铁置业公司、上海交

大神舟汽车设计开发有限公司、无锡大桥轴承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担任技术顾

问等工作。



柳玉起，现任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形与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主要从

事汽车覆盖件成形理论与数值模拟技术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国家‘九五’攻关和国家数控重大专项等项目，以及多项企业合作课题，并

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研究。

徐亚国，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制造中心总经理和公司副总经理。制造管

理涉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管理、生产管理、采购管理和质量管理。重点关注：

1.订单在生产环节的全程跟踪管理；2.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改造；3.引进 ERP
管理系统 4.产品工艺规范和质量把控；5.现场管理。

江叔通，高级工程师，南昌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技术开发部部

长，江西省塑性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齿坯自动化锻造、机械加工自动

化和模具制造等方面的设计和开发。参与省级项目 1 项，主持市级项目 3 项，

发表论文 15 篇，拥有 1 项发明专利和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王飞，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时拥有武汉大学经济双学位。曾就职于世

界五百强工业制造企业，和世界工业制造巨头企业有长期交流合作经验。现为

广东罗庚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Josef Hafner,Bruderer AG 副总裁，研发部总监，毕业于瑞士圣加伦工程技

术大学，一直从事高速精密冲压机研究开发，本次 Josef Hafner 将展示高效智

能冲压工厂的工艺特点。

殷迪凯, 小松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锻压 SE 工程师，工机大等项目多

所高校兼职研究生项目导师，江苏理工大学材料分院项目导师。主要从事伺服

压力机，精密压力机，冷锻压力机，冲压自动化整线方案开发，生产智能化集

成系统研究，多次赴日参与成形及冷锻技术研究，主持完成多个知名企业锻压

成形项目研发以及成果转化项目。

罗仁平，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历任模具工程师、主管、经理、高级经理，

车身系统总工，现任制造工程部车身系统总监.在冲压领域从业 20 年，精晓冲

压核心零件的冲压工艺和模具制造技术，对全车身铝板零件冲压工艺开发及优

化有实战经验。

张俊恩，东风锻造有限公司锻造厂首席工程师，研究员级高工.主要研究方

向：锻件用材料与锻件热处理工艺，热锻模具材料与热处理工艺。在“锻造与

冲压”杂志发表多篇论文，企业标准“渗碳钢锻件等温退火冶金质量评定方法”

和“U401 变速箱齿轮用渗碳钢”主要起草人。



6月 30日前扫码预注册享免费参会！

刘程林，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三维五轴产品线总监，多年从

事高功率激光行业市场销售与产品运营，历任华工激光法利莱切焊事业部西北

大区销售经理、切割产品线华南大区产品总监，现任华工激光智能装备事业群

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产品总监。主要负责高功率激光加工系统集成、激光加工

工艺方面的市场推广和销售工作，参与了多项高端激光加工技术及其装备的产

品研发工作。

郭伟，紫光云引擎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的资深咨询专家，在电子信息

行业、装备制造行业、钣金行业、模具行业、注塑行业、企业流程优化再造、

信息系统管理、信息安全管理、数据分析 BI 等方面具有近 13 年的工作经验，

熟知企业信息化战略方向的实施。

赵定安，嘉善美达斯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德国 Schwer+Kopka 监控

器及 MES 系统中国负责人，2014 年自德国引进 Schwer+Kopka制造过程监控器

及工厂设备联网自动化管理系统，推广中国制造 2025、德国工业 4.0 观念，五

年来的努力获得了用户及上汽通用汽车的认可。

赵春华，现任无锡冠航软件有限公司程序开发高级工程师、项目总监、常

务副总。专注于锻造行业的 MES 软件个性化定制与研发。负责项目合同的审

批、客户需求分析与项目评估、项目方案的制定与审批、项目团队管理，项目

进度跟踪。

邢凯，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总监，从事激光行业市场销售

与产品运营近 8 年，历任华工激光法利莱切焊事业部东区产品经理、华中大区

销售总监，现任华工激光智能装备事业群市场总监，主要负责高功率激光加工

系统集成、激光加工工艺方面的市场推广工作，参与了多项高端激光加工技术

及其装备的产品研发和工程项目管理。



同期活动二

2019 年国际金属成形零部件采购会

为了加强锻压行业供应商与相关采购商之间的沟通，我们安排供采双方进行一对一商务洽谈，

使供应商更好地把握国内外采购商的需求、战略以及采购动向，使采购商更直接地找到高品质供应

商，中国锻压协会拟定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2019 年国际金属成形零部

件采购会（以下简称“采购会”），欢迎各锻造、冲压、钣金相关采购商及供应商踊跃报名！

地 点：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 W3 馆论坛区 B30

邀请对象：锻件、冲压件、钣金件零部件供应商及采购商

主办单位：中国锻压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锻压网、《锻造与冲压》杂志社有限公司

二、会议日程

7月17日（星期三） 9:00-10:00 参会代表报到

7月17日（星期三） 10:00-12:00 采购商与供应商一一洽谈

7月17日（星期三） 12:00-13:00 午餐

7月17日（星期三） 13:00-16:00 参观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

三、拟邀请采购商名单

1、利纳马集团 2、吉凯恩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3、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4、采埃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 6、蒂森克虏伯

7、TTI Metals 8、常熟达涅利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9、博世力士乐（中国）有限公司 10、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

11、意大利布雷博（Brembo） 12、江西同欣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3、加特可（广州）自动变速箱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14、林德(中国)叉车有限公司总部

15、航天三江集团 16、久益环球（天津）采矿设备有限公司

17、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8、山东奇威特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9、期埃施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20、中机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固安分公司

21、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 22、爱驰汽车

23、豫北凯斯特隆(新乡)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4、上海汽轮机厂

25、摩缇马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26、上海西门子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27、日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8、唐思精密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29、福田采埃孚轻型自动变速箱(嘉兴)有限公司 30、金益成（太仓）轴承有限公司

31、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32、南京高精传动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33、中国重汽集团济南铸锻中心 34、开封空分集团有限公司

35、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37、富顺安建汽车零部件东莞有限公司 38、常州百亿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9、深圳市恩加壹供应链有限公司 40、上海威克迈龙川汽车发动机零件有限公司

41、东风本田发动机有限公司 42、鋐基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43、东莞市柯林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4、小鹏汽车

45、浙江力邦合信智能制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46、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7、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48、众泰汽车

49、卡特彼勒 50、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51、广西开元农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2、青岛集成机械

53、上海通用 54、哈尔滨电机厂

四、会议联系人

罗文会女士 13241483540

电邮：luowenhui@chinaforge.org.cn

五、会议费用（含会议费、餐费、资料费，不含往返交通和住宿费，每个企业限两人）

□会员会议费 2200 元/企业 □非会员会议费 2900 元/企业 □采购商免费□零部件展商免费

mailto:luowenhui@chinaforge.org.cn


同期活动三

2019 中国国际锻造、冲压、钣金制作新技术及设备

滚动发布会

2019 中国国际锻造新技术及设备滚动发布会

2019TPP-Forging

地点：W3 馆内技术论坛区 免费参加

联系人：张明伦 15533608476
日期 时间 题目 演讲单位

7 月

17日
主题：锻造下料、检测技术和装备

13:00-13:30
如何降低下料锯切成本 浙江阿波罗工具有限公司

13:30-14:00
复杂锻件三维测量与精度检测技术 武汉惟景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14:00-14:30
Simufact仿真软件在锻压零部件中的应用 西模发特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14:30-15:00
高速圆锯机在锻造行业的应用 浙江晨龙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7 月

18日
主题：锻造模具及润滑技术

10:00-10:30
锻造润滑的发展现状及其应用 青岛远大润烯科技有限公司

10:30-11:00
玻璃防护润滑剂在金属热加工行业中的应用 北京天力创玻璃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11:00-11:30
模具 3D打印再生全自动工作站 济南和谐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11:30-12:00
名华时代脱模剂的应用 沈阳名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主题：先进锻造装备技术

13:00-13:25 数字化，锻造行业面临的挑战 SMS Group

13:25-13:50
精密辊锻技术在锻压自动化中的应用 山东千里马锻压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13:50-14:15
威普克潘克先进锻造设备发布 威普克潘克系统（沈阳）有限公

司

14:15-14:40
高速精密压机及典型产品 佛山路盛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14:40-15:00
科达全自动金属成形压机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15:00-15:30
金属零件冷挤压成形技术研究 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7 月

19日

主题：锻造自动化、信息化技术与装备

10:00-10:30
高压除磷在锻造行业的应用 南京力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0:30-11:00
锻压自动化及电炉自动化的应用 无锡盛宝嘉科技有限公司

11:00-11:30
杰瑞智能生产管控平台解决方案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11:30-12:00
锻造全流程仿真控制技术及其交大申模 20
年数字化制造之路

上海交大申模计算机系统集成有

限公司

主题：锻造加热及热处理技术与装备

13:00-13:30
先进的锻造加热及热处理技术 苏州工业园区久禾工业炉有限公

司

13:30-14:00
有色金属成形前的感应加热技术 应达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14:00-14:30
感应加热在大锻件中的应用 重庆恒锐金鼎感应科技有限公司

2019 中国国际冲压新技术及设备滚动发布会

2019TPP-Stamping

地点：W2 馆内技术论坛区 免费参加

联系人：贾亚莉 13693165077
日期 时间 题目 演讲单位

7月 17
日

主题：冲压轻量化技术及装备

13:00-13:25 高速热冲压成形液压机及生产线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3:30-13:55 轻量化材料成形技术与伺服装备 天津市天锻压力机有限公司

14:00-14:25 新能源动力电池包冲压成形箱体技术路线和

发展趋势

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

14:30-14:55 轻量化材料 比尔斯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7月 18
日

主题：伺服冲压技术及装备

10:00-10:25 伺服技术在冲压生产线上的应用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0:30-10:55 通过优化提升多工位压力机性能 西班牙法格赛达公司

11:00-11:25 电液伺服技术对伺服冲压生产线的影响 穆格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11:3011:55 稀土永磁伺服电机在伺服压机上的定制化应

用

佛山登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主题：机器人及信息化技术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13:00-13:25 冲压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电子等行业的应用 宁波中科莱恩机器人有限公司

13:30-13:55 冲压最新自动化解决方案 斯特曼机械自动化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14:00-14:25 3000t 多工位生产线的应用 苏州青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4:30-14:55 吨位仪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

司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1wgZjcpWngUIf_6L45FyNGzbtGAYG5QqiuFX2JzIbnkHmwzR_sPvJNuZ79rAL1D&wd=&eqid=95b94b8100028e1d000000035ce78cef


7月 19
日

主题：激光技术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10:00-10:25 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技术及装备在冲压行业应

用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0:30-10:55 激光切管与弯管的完美结合 意大利 BLM 机械设备（上海）有

限公司

11:00-11:25 三维激光切割在冲压行业的应用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11:3011:55 三维激光切割设备在热成形行业的应用 普玛宝钣金设备（苏州）有限公

司（待定）

2019 中国国际钣金制作新技术及设备滚动发布会

2019TPP-Fabricating

地点：W1 馆内技术论坛区 免费参加

联系人：郭晓心 13810289495

日期 时间 题目 演讲单位

7 月

18日
主题：伺服转塔冲床、折弯机及模具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10:00-10:25 伺服转塔冲床在钣金行业中的应用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10:30-10:55 先进技术，创新工具 深圳市瑞特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11:00-11:25 先进折弯模具的应用 江苏文拉折弯机模具系统有限公

司

11:30-11:55 先进折弯解决方案 埃威迪（黄石）数控技术有限公

司

主题：激光技术、柔性生产线及机器人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13:00-13:25 激光技术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13:30-13:55 激光切割技术及装备在钣金行业中的应用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4:00-14:25 钣金自动化解决方案 深圳懒人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14:30-14:55 智能化钣金工厂设计规划 维特罗伯特机械（苏州）有限公

司（待定）

7 月

19日
主题：信息化技术、钣金辅助工艺与装备在钣金制作行业的应用

10:00-10:25 钣金企业智慧工厂建设方案 苏州盘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30-10:55 轻量化铆接技术与紧固件解决方案 一浦莱斯精密技术（深圳）有限

公司

11:00-11:25 全自动点胶机在钣金行业的应用 洛阳市锐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11:25-11:55 精益信息化工厂顶层设计 深圳市固美特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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