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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压力机龙头企业全面展示汽车业压力机技术、冲裁技术、液压机、

锻造技术、造币、包装、电机电动机、自动化和工艺技术。

黄色巨人展示专为锻造、冲压和钣金行业涉及的上下料机器人，及

耐高温、软浮动承受振动的手爪。

国产机器人巨头展示金属成形机床数控系统、交流伺服系统、电液

伺服系统和工业机器人。

栗本铁工所

日本百年栗本公司已成了高速锻造行业的领头军，展示曲柄式热 /

温模锻压力机。

国内中频加热设备的重点企业，展示中频感应透热成套设备、调质、

淬火、熔化设备，IGBT 超音频感应加热设备、内循环水冷系统。

国内高速圆锯机和弯管机生产商展示各种高速圆锯机和弯管机。

布洛姆燃烧器

艾伯纳

美国专业的燃烧器制造商，为锻造加热和热处理提供高效、低能耗

的蓄热式烧嘴、低氮化物烧嘴、冷 /热空气烧嘴、辐射管烧嘴等。

奥地利专业燃气或者电加热工业热处理展示退火炉、淬火、回火线、

管材、棒材、线材热处理线等。

沈阳普森

老牌棒料剪刀专业生产厂商，展示 X-Q42 系列自动棒料冷剪线，广

泛用于轴承、模锻、紧固件、无缝钢管等行业。 

博大电炉

专业中频感应加热设备制造商，展示晶闸管中频变频器、透热炉、

中频感应熔炼炉、中频感应热处理设备。

远大石墨

国内锻造石墨乳龙头企业展示石墨乳、防护润滑剂、高纯石墨制

品、石墨粉、石墨乳雾化器、喷枪、脱模剂。

博德精细化工

德国百年企业展示石墨基润滑剂、白色磷酸盐润滑剂、ECO 环保可

快速降解润滑剂。

德国巨头展示锻 造几乎所有类型的压力机，包括自由锻压力机、径

向锻造压力机、操作机、模锻压力机、电镦机、螺旋压力机等。

新威奇

国内电动螺旋压力机龙头，依托华中科技大学的技术力量，主要产

品是数控电动螺旋压力机，用于完成模锻、切边、校正等工艺。

富升锻压

老牌锻压机械生产商，展示 J53 系列双盘摩擦压力机（德国哈森公

司双电机驱动原理）和 J58K 系列数控电动螺旋压力机。

瓦轴集团的子公司 , 汽车轴承锻件，机床电机轴承锻件，, 军用航

天轴承锻件、风电轴承锻件，每年开发新产品 500 多种，为瑞典

SKF、日本光洋提供轴承锻件，为美国、意大利等国出口优质环形件。

威普克潘克

德国锻压设备生产商，液压传动系统领域龙头，主要展品自由锻压

力机、模锻压力机、锻造操作机、挤压成型机、特种专用压力机。

潍坊西水

一家专门从事机器人和机械手自动化系统集成与研发的高新技术企

业，展示锻造、搬运、码垛、焊接、喷涂等自动化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

德美锯业
展示高速切管机、高速切棒机、各种全（半）自动有色金属切割机。

展示感应加热成套设备及热处理生产线，以及连续加热设备。

金辰机械

源自济二技术，展示各种温热锻造压力机，冷挤压压力机，精压机，

闭式单点、双点压力机等等。

锻压设备专业厂展示热模锻机械压力机、离合器式螺旋压力机、压

砖机、碾环机、双盘磨擦压力机，以及各种型号的辊锻机。

三化实业

来自德国的全新环保水性产品，实现脱模、冷却、润滑三合一，完

全适用于曲轴、连接杆、铸锻件、无缝钢管、铝轮框等生产线。

展示德国锻造压机、冷压精整压机、立式液压花键压机、液压冲床、

自动化冲压生产线、自动化锻造生产线、锻造、冲压线自动化改造。

辛北尔康普

展示锻造压机、平板金属成型压机、管道成型压机和液压成型压机，

产品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AJAX-CECO 公司 1875 年创立于美国，生产锻造压力机、各类电锤、

管子镦厚机等设备。

西贝通达

专注大功率伺服驱动器的专家 , 引进先进电机控制技术，共同开发

了 TDSV 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产品功率范围覆盖 22kW ～ 800kW。

展示美国尤利金焊接合金技术，针对模具堆焊修复，模具设计制造

的高新技术企业。

晋博机电

从事精密冷锻模具的设计，制造，加工，精密锻造生产线的规划成

形压力机及其自动送料装置，自动冷却润滑装置的销售等。

名华时代

展示韩国 KOREA LUBE 的温、热锻用的脱模剂与特殊润滑剂产品、韩

国 A-GANG 公司（自动化设备专业厂）的自动化设备、代理进口锻造

设备（锻造压力机，棒材剪切机，全自动步进梁，辊锻机等）等等。

上海道宏 超硬高速圆锯自动切割机，为精密锻造精确下料。

三井造船

日本高端感应加热炉制造商，向中国市场提供各种锻前坯料加热装

置，特殊用途加热炉和各种感应加热用电源、被加热材料的供给装置、

加热线圈，准确控制加热精度。

瓦卡里

电机直驱螺旋压力机可用于各行业的钢、黄铜、铜、铝及钛材料的

模锻和校正工序，可提供全自动锻压生产线，包括感应加热炉、工

件装 /卸机械手 /模具可自动润滑的机器人等。

涉及移动、民用、锻造、SMC、航天、挤压、木产品和油田等各个领域,

公司瞄准制造液压泵、阀、阀块、电机、控制及相关设备这一小众市场。

国内综合型锻压设备公司，展示吸收德国 EUMUCO 技术的热模锻压力

机、闭式双点切边压力机、棒料剪切机、机械手、楔横轧机。

主要从事锻压设备和石油天然气设备制造商，展示热模锻自动机和

自动线、平锻机、和液压机所需四锤头锻造装置级其他设备和技术。

青岛青锻

国内规模最大的螺旋压力机制造企业，展示各类电动螺旋压力机和

摩擦压力机。

丰诚精锻

掌握冶炼、锻造、热处理、精加工全产业链，展示 J58K 系列数控电

动螺旋压力机。

是德国隔而固公司的子公司，主要提供弹簧阻尼隔振系统。

韩国顶级的热模锻压力机及冷挤压机制造商， 展示高性价比的锻造

设备。

锻件龙头
企业集中
展示

黄岩江鑫、江苏森威、中国二十二冶集团精密锻造、文登恒润、南

汽锻造、温岭精锻、上海运良、超宇机械、神力索具、芜湖禾田汽车、

温州宇通锻造、东安精工、太平洋精锻、银东模锻、上海交大中京、

东海锻造、东芙冷锻、南昌齿轮、大丰市中德精锻、莱索、创精温锻等。

中德港合资企业展示锻造用石墨脱模剂、润滑剂。

展示各种高速冷锯设备、高速圆锯机、锯片研磨机、德国热熔钻等。

普威特涂层

展示德国进口的普威特（PVT）等离子真空技术有限公司的先进涂层

设备，全套镀膜涂层加工生产线，包括涂层设备，清洗线，前后处

理设备及实验室检测设备。

榎本機工

日本的锻造机械专家展示伺服电机驱动螺旋压力机、超高速摩擦螺

旋压力机、全自动锻造生产线、热模锻压力机。

博野
精密

展示各种金刚石锯片、金属加工冷锯、飞锯、铝合金锯片。

CNC 金属高速圆锯机，棒材切断机，型材高速圆锯，多工位锯机

山西晨辉
展示规格为 0.3 － 200 吨在锻锤和自由锻压力机上的操作机。

展示石墨润滑剂、脱模剂、防护涂层。

老牌锻压设备龙头企业，展示数控全液压模锻锤、自由锻压力机

意大利巨头展示锻造电动螺旋压力机、操作机、厚板切割、钻孔技术。

展示非标定制的专业锯切设备的设计和制造。

工业炉窑巨头，展示各种加热炉、热处理炉。

展示国外顶级的模具焊材配方及生产工艺。

展示分区控制 IGBT 锻造加热系统。

楠精工锻造模座、快速换模装置。

宣化正昊 展示楔横扎压力机。

久禾工业炉
专业展示各种热处理设备。

展商亮点（上）

德国舒勒 富乐斯多

凯泰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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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压力机内的工件轧环机和车轮轧机

我们的锻造技术保证全球客户满意度

www.sms-meer.com

SMS Meer 的锻造和压制产品推动世
界：它们不仅应用于喷气推进装置的涡
轮叶片，也应用于汽车驱动组件和风
力发电设备的滚动轴承。在这些市场
上，SMS Meer 锻造技术业务领域的
创新工艺能够保证效率和制成品的可再
生性——这都归功于最高的精确度和最
低的废品率。SMS Meer 与客户一起研
发满足未来要求的解决方案。

质量是连接我们的纽带 – 我们与客户
在执行每个项目时都一再证实了这一
点。我们共同研发为业务伙伴在竞争环
境中创造优势的解决方案。归功于我们
与客户的良好合作 , SMS Meer 成为了
国际重型机械及设备制造领域的领先企
业。

SMS_AZ Produkt Schmiede_ZH_DIN A4_rz.indd   1 30.05.14   13:08

拉斯科（北京）成形技术有限公司   Lasco Beijing Forming Teconology Co., Ltd.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三区甲302号华腾大厦1706A室      邮 编：100021

Add:1706A Hua Teng Mansion NO.302 JinSong Sanqu,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1, P.R. China

电 话Tel：010-87730378  68731775      传 真Fax：010-87730379

LASCO卓越技术——缔造锻造企业利润神话

    无论行业内提出的成形工艺要求如何苛刻，LASCO公司始终能够满足用户的需

求，提供值得信赖的成形机床。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设备的先进技术，同时也依靠

设备的可靠稳定性。我们为锻造车间提供单机、生产线和和自动化装备。作为设备

制造商，LASCO公司的设备经过了数十年不同环境下的验证，可以采用高端的方法解

决几乎所有的成形任务。来自LASCO公司的设备和生产线的设计理念是让用户以低投

入换取高利润，设备高度精确运行，时间很短，几乎没有停机时间，维护简单，故

障率低，并且拥有先进的技术工艺，例如LASCO公司的直驱式电动螺旋压力机，与

其他厂商设备相比较，所需能量更少，用户可以长久的维持竞争优势获取更多的利

益。特别是在中国, 多年来，大量的LASCO设备每天高效运转证明着其卓越性能。

    为了满足用户的特殊要求，我们优化了产品性能。我们提供多种服务，包括液

压驱动构建，分散工艺控制和自动化系统。在与世界范围内的服务网络相联后，我

们实现了客户所希望的设备多种灵活性。

    始于1863年，140多年的企业历史造就辉煌。

■  电液锤

■  锻造、板材成形及粉末冶金液压机

■  螺旋压力机

■  楔横轧机及辊锻机

■  电镦机

■  专用设备

■  自动化系统

▲ HO-U液压双动电液锤

▲ 专用设备 ▲ 自动化装置 ▲ 显示控制

▲ 配有变频控制系统的

   SPR螺旋压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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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工业
S T E E L  T H I N K I N G

成功源自1930年，

自那时起，

菲赛普为锻造行业

设计、制造了

大量锻造设备

和系统

S系列
高速棒料圆盘锯

CADDY系列
机械式棒料冷剪机

DD系列
直驱式螺旋压力机

总部位于意大利瓦雷泽市的菲赛普(FICEP)公司，是锻造设备和系统的领先制造商，客户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菲赛普为
锻造行业提供系列完备的加工设备。菲赛普公司在中国香港和广州分别设有官方代表机构。敬请联络：
意大利 - 电话：+39-0332 876111 传真：+39-0332 462459     邮箱：ficep@ficep.it
香港    - 电话：+852-2544 6888 传真：+852-2544 5123     邮箱：info@ficep.com.hk
广州    - 电话：+86-20-83752871 传真：+86-20-83881779     邮箱：ficep-guangzhou@ficep.com.hk

自动操作机
和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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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著名的金属和材料工业所用熔化、

感应加热及热处理设备专业制造公司

·汽车工业 ·工程机械 ·冶金及铸造 ·航空航天 ·能源 ·海洋工程 ·手工具 ·石油工业 ·风电行业

· 高效节能，省电10%以上；

· 串联谐振电源技术，实现电流的精确监测和线圈

   闭环恒电流控制，保证输出功率和加热温度稳定；

· 全波整流，任何负载下电源功率因素达0.92以上；

· 任何负载直接快速启动；

· 高效可靠的感应电源，功率范围5KW-1500KW，频率范围500HZ-400KHZ；

· 各种标准的一体化感应加热设备，MICROSCAN、STATISCA、INDUCTOSCAN、UNISCAN、VSM-95系列等标准机床；

· 广泛应用在曲轴圆角淬火、凸轮轴淬火、轮毂轴承轴杆及内滚道淬火、回转支承内外滚道淬火、轴件淬火等领域；

· 各种非标感应加热设备设计和制造；各种感应器的设计、制造和维修等。

· 线圈适应坯料直径宽一倍；

· 谐波畸变污染很少；

· 频率自动跟踪技术；

· 三维模拟软件设计线圈的加热曲线；

· 设备运行稳定可靠，寿命长。

CHINA

美国应达集团创立于1953年，是由分布全球的近100家公司组成的跨国集团，是世界上著名的专业感应加热设备制造商。

应达工业(上海)有限公司是美国应达集团在中国的独资子公司，在中国上海和无锡有2个生产基地，员工近600名，车间

总面积60000平方米。

基于应达集团多年的丰富经验，客户从我们一家公司就可以获得全球先进技术的各种感应加热的设备及服务，具体应用

于感应淬火、回火、锻造和挤压加热、热装、带钢加热、管线材加热等热加工领域。

应达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50号

邮编：201203

无锡应达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无锡新区锡梅路92号

邮编：214028

联系人：唐永君 13916224844 (锻  造)

        陈  勇 15021111016 (热处理)

电  话：(86-21)38953220

传  真：(86-21)38953229

Email：tangyongjun@inductotherm.com.cn
             johnchen@inductotherm.com.cn
http://www.inductotherm.com.cn

锻造透热设备：

◆ Uniforge一体化锻造感应加热炉

◆ 大功率坯料感应加热炉

◆ 长棒料感应加热炉

性能及技术特点：

感应淬火机床：

    大功率坯料感应加热炉由于整线全自动控制，设备可靠性和技术要求高，国内一些标志性的项目大都选择应达集团的

    加热设备，如内蒙古一机5400kw、一汽长春锻造3800KW、上海爱知锻造3650kw、文登天润曲轴2800KW和6000KW、山推

    2750KW和2000KW、桂林福达5400KW、4000KW等共7套、湖北三环股份4000KW、济南重汽3400KW及6800KW、陕西法士特2

    套4200KW、山西锻造6000KW和4000KW等项目。

    我们集团中英国Newelco、比利时、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公司的连续长棒料感应加热炉以其先进的技术优势，在世界范

    围内享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在中国市场从我们集团进口的棒料加热炉多达近50套，应用于热剪、轧制和高速镦锻线上

    的长棒料加热炉，广泛分布在各大汽车锻造厂、各大轴承厂和众多的标准件厂。2012年，我们在国内为几家标准件企业

    制造的数套1500KW，为长春巴勒特提供的2850KW和为湖州美普兰提供的6000KW用于高速镦锻机上的长棒料感应加热炉，

    把该项先进技术在国内的转化和应用推向了一个新高。

500KW一体式锻造感应加热炉

1000KW全自动锻造感应加热炉 2x1400KW锻造感应加热炉 2000KW长棒料感应加热炉 立式通用淬火机床

卧式通用淬火机床感应线圈2x4200KW锻造感应加热炉

上海应达

无锡应达

料箱翻斗 步进式上料机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曹路镇民雪北路 128号    邮编：201209 
Add:  128N. Minxue Road,Caolu Town,Pudong,Shanghai,201209,China 
Tel: 86-21-68723278 
Fax: 86-21-68723279 
                                                                          

布洛姆燃烧器（上海）有限公司 
Bloom Combustion Products (Shanghai) Co.,Ltd. 

 
 
 总部位于美国的专业燃烧公司，其牢固的扎根于钢铁业、制铝业、锻造业及其他行业 

Based in US specialized combustion company with the primary basis in Steel,Aluminum,Forge 
and other basic industries globally 

 
 专门针对用户需求的定制产品基于专业的燃烧实验室及经验丰富的燃烧工程师的专业工作以保证所

有产品完全适应客户的专门需求 
Customized engineering combustion products based in professional combustion lab and 
experienced combustion engineers to best suit customers 

 
 通过不断地开发与革新技术而成为世界上低 NOx技术的领导者 

World leader of low NOx technology with it’s dedicated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to lower 
the NOx emission 

 
 独特的蓄热式烧嘴技术以其极高的燃烧效率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燃料的耗量，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排

放，是杰出的节能减排技术 
Unique regenerative burner technology provides lowest fuel consumption and lowest emission 

 
 随叫随到、细致周到、专业的标志性服务让所有客户放心 

On call, meticulous and cautious plus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satisfy all customers 

 

 
(BLOOM锻造行业工业炉) 

应用于钢铁及汽车工业中的
卓越技术及独特的解决方案

并且，艾伯纳的供货范围从热成型加热炉到与之相关的
自动化技术全部包括，且均由艾伯纳公司独家提供。因此，
独立的技术研发工作由位于奥地利林茨的艾伯纳总部完成。

热成型加热炉

更安全，更轻量，更经济

通过热成型工艺的处理，可使形状及其复杂的车身部件
更薄更轻,但与此同时性能却更稳固。不仅如此，从环保角度来讲，
无论从一直以来的制造工艺还是对材料的回收再利用，
经过热成型工艺处理的钢铁部件要比其他种类的轻型结构件

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EBNER

EBNER
艾伯纳工业炉(太仓)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太仓市北京东路82号，215400

电话: (+86) 512 / 5357 - 6868

传真: (+86) 512 / 5357 - 6867

email: sales@ebner.cn

艾伯纳驻外办公室

艾伯纳驻外服务中心

卓越的技术成就独特的解决方案

 

 

 
南昌齿轮锻造厂位于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以生产汽车、农机、

工程机械锻件为主的专业化企业。企业占地面积有 100 亩，现有员工 600 余人，

总资产 1.8 亿元。 
     工厂拥有 300T—1000T 摩擦压力机组生产线 7 条；750kg—3T 自由锻生产

线 2 条；2T、3T、5T 模锻电液锤生产线各 1 条；精锻齿轮生产线 2 条；2500
吨热模锻机组和 3150 吨、4000 吨高能螺旋压力机组生产线各 1 条；扩孔碾压、

楔横轧生产线 5 条。 

    热处理等温正火生产线 4 条、箱式炉 7 台；各类检测设备 30 台。年生产能

力：锻件 3 万吨；精锻齿轮 100 万件；工程钢圈 3 万套生产能力。 

 
企业以“诚信经营，追求品味，持续发展，回报社会”为核心价值观。导入

精 益 生 产 理 念 打 造 各 项 管 理 基 础 。 按 照 ISO/TS16949 ： 2002 、 
OHSAS18001:1999、ISO14001：2004 标准建立质量、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竭

诚为国内外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电话：0791-3876888                 传真：0791-3876899 
网址：www.ncgear.com.cn            邮编：330044 



行业活动6 观众网上预登记，将有机会赢得精美奖品！

请登录：www.china-metalform.com

    2014 年 4 月 17 日，由中国锻压协会、

北京机电研究所、浙江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中国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瑞安市锻铸行

业协会联合举办的中国锻压行业发展研讨及

锻压、热处理自动化技术装备科技成果推介

会在瑞安钱塘阳光假日酒店成功举办。本次

活动是 2014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的推广活

动之一。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副书记、副局长卢智

远；中国锻压协会张金秘书长；北京机电研

究所李亚军副所长；瑞安市人民政府冯华东

副市长；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常

务副理事长谢谈研究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共有来温州市各地 100 多家企业的 140

多名参会代表参加本次科技成果推介会。据

瑞安市锻铸行业协会吴建鑫会长介绍，瑞安

的西部是锻造和铸造企业的集中区域，拥有

锻铸企业近 200 家，分布较散，在本地超亿

元企业有 5、6 家，小微企业占多数。瑞安

市山地居多，工业用地紧张，类似于跃进、

三联、龙虎等十几家龙头企业在湖州得清、

安徽芜湖等地有新工厂，总产值超过本地上

百家中小企业的总产值规模。瑞安比较凸出

的问题是工业用地昂贵，有四分之一的规模

以上企业无地或缺地，制约发展规模。在潘

岱、汀田、桐浦集中的小微企业多无土地证

和房产证，设备较少，融资困难。瑞安的工

业发达，用电量大，锻造企业自近几年用煤

改用电后，一年大约有半年时间处于控电状

态，产能不能充分利用。

    此次活动是协会坚持了五年的创新形

式，深入地方、联合地方政府和协会一起合

作做行业工作。中国锻压协会精选的专家报

告、技术讲座、组织研讨，地方组织参会企

业，送行业资讯、先进技术、国家政策等到

产业集中区域，为行业精准服务，同时也扩

展行业影响力。

    中国锻压协会展览部刘明星主管在现场

详细介绍了 2014 年 9 月 16 － 19 日在北京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的中国国际金属

成形展的筹备情况，本届展会得到了业内的

高度认可，大约有 400 多家业内龙头企业参

展，同期将举办丰富多彩的行业活动。

    会议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即让与会的企

业与专家们更多的交流，促成产学研项目的

合作，同样，分享一些制造相关技术问题，

为企业提供最快速的诊断和帮助。类似的活

动，中国锻压协会将持续在全国各地举办。

    张金秘书长介绍了行业研究室的调研情

况，中国锻压协会行业研究室每年对自由锻、

模锻、冲压、钣金、封头行业重点企业进行

经济数据调研。调研数据经统计分析得出行

业经济运行数据，计算出行业运行年度平均

指标，形成年度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分析报告。

该报告，是国家掌握锻压行业发展走势的信

息和数据来源，为制定国家产业政策提供了

必要的支撑，也是企业认清自己在行业中的

水平的最好参照物。

    北京机电所的蒋鹏、张浩、钟志平、李

江国、从培武、赵彦启、王占军等教授分别

对锻压自动化、电动螺旋压力机、AFDEX 智

能模拟软件、MP 系列热模锻压力机、真空

热处理工艺及设备、精冲技术及工艺装备、

热处理技术和装备进行了详细介绍。

    最后，特别感谢浙江省瑞安市锻铸行业

协会吴建鑫会长、廖启楷秘书长和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塑性工程分会谢谈常务副理事长对

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中国锻压行业发展研讨及锻压、热处理自动化技术装备
科技成果推介会在温州瑞安成功举办

2014 中国航空材料成形技术研讨会
暨航空材料成形委员会会议成功举办

    2014 年 4 月 22 日由中国锻压协会主办

的“2014 中国航空材料成形技术研讨会暨

航空材料成形委员会会议”在成都举办。本

次会议是航空领域四年一届的盛会，有 100

余家企业，180 余人参加。参与会议的嘉宾

有：中航工业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曹春晓院

士、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韩

克岑、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部

长石随林以及西安飞机设计研究院材料所副

所长陈蓬。

   首先是中国锻压协会韩木林副秘书长致

开幕词，指出了锻造技术的发展对航空制造

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近几年对航

空装备轻量化和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锻

件生产的技术瓶颈逐渐凸显，在大型复杂整

体结构件方面，过去的粗放式生产已经不能

适应整个行业的发展。因此如何在低成本的

情况下生产出高质量的锻件成为整个锻造行

业面临的问题。

   其次是中国锻压协会航空材料成形委员

会主任委员曾凡昌先生做第三届航材委工作

汇报，主要介绍了航材委的成立、发展以及

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了航材委的发

展离不开企业与中国锻压协会的大力支持。

    最后是由中国锻压协会张金秘书长代表

中国锻压协会提名第四届航材委机构组成名

单，并由第三届主任委员举手表决通过。

    会议的第二部分是技术报告，分别由北

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曹春晓院士做名为“提升

锻压能力、发展航空材料”的报告；中国商

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韩克岑副院长做名为

“中国商飞锻件生产过程控制要求和锻件许

用值获得”的报告；中国商用航空发动机有

限责任公司石随林部长做名为“商用航空发

动机对锻件的需求”的报告；中航工业一飞

院材料所副所长陈蓬做名为“航空材料应用

进展及展望”的报告。

   4 月 23 日下午的报告，各相关企业分别

从设备、材料、软件模拟、高等院校四方面

做了报告。

   4 月 24 日的报告主要有西安安泰叶片技

术公司介绍的“航空锻造叶片反回弹技术、

贵州航宇公司介绍的“难变形合金大型异性

环锻件整体制造技术等 7场报告。

   最后全体代表参观了中国第二重型机械

集团万航模锻有限公司。

   中国锻压协会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 -15

日在包头召开的中国国际自由锻会议，在协

办单位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大力

支持下顺利召开。来自 95 家企业的 140 名

参会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5 月 13 日，会议特别邀请了哈尔滨电机

厂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

公司、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

机厂、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等自由锻件采购

用户，与自由锻企业共同探讨产品采购要求

及市场发展情况。面对行业形势，国内先进

的重机厂也纷纷在报告中阐述企业所面临的

困难及应对措施，引起很多参会企业的共鸣

与启发。

   在 5 月 14 日下午的自由讨论环节，更多

的参会代表参与到行业发展的讨论中，表述

自己对企业及行业的看法，同时也呼吁政府

应大力扶持行业发展，为企业的生存及发展

开辟绿色通道。

   5 月 15 日上午，参会代表一同参观了内

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近距离观摩

了 3.6 万吨挤压机及 1800 吨径锻机的生产

情况。

   中国国际自由锻会议每 2 年一届，重在

讨论行业发展趋势及最新生产技术，指引企

业发展。此次会议的圆满召开为 2016 年国

际自由锻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中国锻压

协会将继续为行业发展不懈努力。

中国国际自由锻会议顺利召开

《说出你的故事》结集出版
    2013 年 12 月，在张金秘书长的倡导下，中国锻压协会团支部和工会牵头发起了“说出

你的故事”征文活动。征文对象包括协会秘书处及旗下的三个实体机构：北京富京技术公司、

中国机械中等专业学校和《锻造与冲压》杂志社有限公司的所有 78 名工作人员。活动共征

集到 80 多篇文章，经过编辑人员 3 个多月的辛勤校对和编辑，《说出你的故事》终于结集

面对行业出版了。这次征文既是为了让我们的员工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小结，彼此增进了解，

同时也是让行业人士对协会秘书处及其实体机构的工作人员多一份理解和信任。

   印刷版已经邮寄给会员单位，感兴趣的企业和个人可索取电子版。



同期活动 7观众网上预登记，将有机会赢得精美奖品！

请登录：www.china-metalform.com

      金秋九月（2014年9月16日-19日），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如期召开，届时来自

26个行业25,000多名专业观众将云集北京

顺义新国展。感谢您参与此届盛会，并长久支持协会工作！

      如何吸引专业观众关注、莅临贵单位的展位？如何与专业观众互动，并长期保持友好

关系？如何利用微信等新媒体营销方式，增强行业的宣传度？恰好“BINGO联起来”是主

办方推荐优秀展商的官方观众活动。作为金属成形全产业链的专业展会，现征集“锻造设

备”、“锻造零部件”、“钣金设备”、“冲压设备”、“周边设备”五大类展商，加盟

BINGO联起来活动，总额25名，先到先得，额满为止。

1、关于观众“BINGO抽奖卡”

展前预热：互联网线上推广，并定期参与微

博、微信、展会官方网站互动活动。线下伴随

主办方邀请、展报和展前预览等书面宣传，向

专业观众发放“BINGO卡”，介绍BINGO加盟

企业的主营产品。

展中互动：专业观众访问“BINGO加盟企业”

展位后，可获得专属盖章，集满纵向五个纪念

章后，可到主办方专设的区域换取纪念品。

展后联系：盖章时留下的名片，可以最大程度

的了解专业观众的商业信息。

2、“BINGO卡”参与费用

为了提高参与企业知名度，协会特采用两种赞

助形式，一是提供1000份市场价格不低于20元
的商务礼品，并赞助10000元费用；二是赞助20000元费用。

3、“BINOGO卡加盟企业”将获得如下支持：

（1）获得独有的新闻宣传，企业需提供展品新闻、展位信息、企业LOGO等信息；

（2）获得2枚纪念章（设计方案需双方沟通）和足够的印油储备，以及盖章区标牌（用于

展会现场便于观众确认盖章地点）。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报名截止日期：2014年8月10日 。
活动联系人：闻晓旭  电话：010-68465045 邮箱：wxx@chinaforge.org.cn

  第九届“神工奖”（优质锻件毛坯评奖和优质冲压件、

钣金件评奖）活动将在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现场上举

行，中国锻压协会组织教育培训及专家服务中心的专家们，

依据一整套科学公开的评选体系，认真评选各参评的产品。

  其中，9 月 16 日全天专家莅临各参评企业的展台对零部

件现场评审，9 月 18 日下午主办方和专家组共同为获奖

企业颁发证书及奖牌。所产生的“优质奖”和“表扬奖”

产品赢得到了国内外用户和国际采购商的关注和认可，更

有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开拓国内外市场。

  本次展览会将对参评展品提供展柜集中展示，请参评企

业准备样品，最迟于开展前一天提交给主办方。如零件太

大，可放置于自家展位，仅提供图片和卡片展示。请参评方提前将参评展品的关键参数和

亮点的卡片填写清楚，提供给邀请到现场的各家媒体，以扩大评奖的影响力。

（往届获奖名单可登陆 www.china-metalform.com 查看！）

联起来！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作为业界最具

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行业展览会，对于新技

术和新产品的了解和交流是展览会期间最重

要的环节。通过在展览会期间各参展商及应

邀观众的互动，锻压行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将

会更快的应用到实际的锻压生产领域，从而

快速的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

力，进而更大程度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创造更多的产业利润。因此，中国锻压协会

特在展会期间将举办金属成形新产品、新技

术发布会，为有志于展示新技术，推广新产

品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提供一个最好的

平台。

金属成形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须知：

1.时间：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19日， 

2.发布会地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中

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现场

3.申请资格：参展企业，展团的行业协会、

地方政府也可申请项目推介。

4.形式：每位演讲者限定在20至30分钟内。

每一家参展商限定一场，特殊申请由主办方

酌情而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完全免

费。

5.演讲内容：锻造、冲压和钣金设备、材

料、模具、自动化设备、辅助材料、零件等

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

6.工作流程：展商填写《展商手册》相应表

格→通过网络提交报名至组委会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会议时间：2014年9月14-16日   会议规模：预计参会人数为500人

中国国际锻造会议暨全国锻造企业厂长会议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是国内锻造行业最

为权威的国际交流盛会，也是国内最为重要的锻造企业首脑峰会。目前已经成为同行业及

相关行业同仁建立联系、交流经验、达成合作的完美平台，吸引了全球业内厂商的广泛关

注和积极参与。                                      联系人：彭琳（13488864216）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锻造会议

暨2014年全国锻造企业厂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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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路线

    观众可乘坐915、915支2、915支3、916、918、923、934、936支、936区、942支、

955、970、980、987等公交线路至顺义马连店或花梨坎公交车站下车，步行前往新国展参

观。

从北京站到达场馆：北京站乘24路至东直门站，换乘915路至顺义马连店站下车。

从北京西站到达场馆：北京西站乘823公交车至东直门站，换乘915路至顺义马连店站下车。

从北京南站到达场馆：北京南站南广场乘106路至东直门站，换乘915路至顺义马连店站下

车。　

从北京北站到达场馆：北京北站步行至玉桃园站乘运通104至丽都饭店站，换乘915路至顺义

马连店站下车。

地铁路线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位于北京顺义区，从市区搭乘地铁可以保证您方便快捷到达场馆。换

乘注意：无论您从北京的哪个站点进入地铁乘车，均须汇聚到望京西站转乘地铁15号线后约

10分钟即可抵达新国展。

从北京站到达场馆地铁线路：出北京站步行20米进入北京地铁2号线—东直门站换乘地铁13

号线—望京西站换乘地铁15号线—新国展站下车即到; 

从北京西站到达场馆地铁线路：出站后右行至北广场乘83路（或特2路）—长椿街路口北街

（一站，约8分钟）—步行至地铁2号线 —（往宣武门方向）东直门站换乘地铁13号线—望

京西站换乘地铁15号线—新国展站下车即到。 

从北京北站到达场馆地铁线路：出站后步行约20米—地铁2号线西直门站—（往积水潭方

向）东直门站换乘地铁13号线—望京西站换乘地铁15号线—新国展站下车即到。   

从北京南站到达场馆地铁线路：北京南站乘地铁4号线—宣武门站换乘地铁2号线—（往和平

门方向）东直门站换乘地铁13号线—望京西站换乘地铁15号线—新国展站下车即到。 

地铁10号线周边线路：10号线任意入口—芍药居换乘地铁13号线—望京西站换乘地铁15号

线——新国展站下车即到。 

地铁13号线周边线路：13号线任意入口—望京西站换乘地铁15号线—新国展站下车即到。 自驾车路线

自驾车观众可经以下路线至新国展停车场或空港工业园停车场步行入场参观：

A、汤立路-定泗路-机场北线-火寺路（天北路）-新国展停车场 

B、京承高速-机场北线-火寺路（或天北路）-新国展停车场

C、京顺路-枯柳树环岛-顺平西路-新国展停车场

D、顺平路-枯柳树环岛-顺平西路-新国展停车场（顺义平谷方向） 

E、京密路-枯柳树环岛-顺平西路-新国展停车场（密云怀柔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