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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n 包含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行业，是制造业的基础。

n 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生产企业全国有近8万家厂（点）（规上企业）

n 涵盖汽车、航空航天、船舶、军工、家电、农机、工程机械、通讯、轨道交通、电子电气、医疗装备、

能源化工以及相关的装备制造等行业。

n 产业链逐步发展完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n 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水平和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n 两极分化、强者更强（专注市场细分、差异化发展）

n 行业人才短缺现象严重

（1）金属成形行业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n 所处环境：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网络化对制造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

条的改造。

n 近期目标：力争中国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行业整体达到发达国家中上等水平，具有全部的国际行业话语权，同时

技术、设备、产品和人才等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国际竞争，公平进入国际市场。

n 远期目标：力争中国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行业整体达到发达国家前列水平，拥有的技术、装备、产品和人才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在国际行业事务中具有强烈的国际话语权的同时，公平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具有引领性的创造力。

n 专业化、差异化、精益化、模块化、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绿色化、标准化、安全化、轻量化、网络化······

（1）金属成形行业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2）锻造概况

项目名称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总产量 1016.78 1152.76 1208.11 1198.40 1349.20

模锻件 678.70 787.41 795.28 776.30 885

其中:汽车锻件 486.30 515.75 501.00 489.00 584

自由锻件 332.14 365.35 412.83 422.10 464.2

其中：环锻件 72.80 67.70 76.50 86.96 124.70

2016-2020年锻造行业总产量及分类产量             单位：万吨

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的锻造行业发展规模；
从全球锻造领域的布局看，我国锻造发展持续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2）钣金概况
2015-2020年钣金制作行业经济指标项目

项目 单位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年销售收入/人 万元/人*年 36.4 44.67 54.38 59.37 61.33 54.71
年销售收入/工人 万元/人*年 49.13 63.88 75.02 82.23 90.59 76.88
能源成本 ％ 2.09 1.51 1.54 1.19 1.58 1.57
模具成本 ％ 1.09 1.42 0.83 1.88 0.84 0.47

材料成本 ％ 36.41 34.73 34.98 34.43 34.96 47.74

人工成本 ％ 16.43 13.64 16.15 9.96 13.17 13.74
技术人员数量 ％ 13.78 12.91 16.89 14.08 17.45 14.54
利润率 ％ 7.62 7.85 6.11 8.85 8.86 10.28
万元工业产值综合能耗 吨标煤/万元 0.05 0.04 0.05 0.05 0.026 0.029

据测算，截至 2020 年底，全行业年消耗钢材约 1 亿吨，生产钣金件约 8000 万吨，销售总额 9500 亿元。
2020年我国钢材消费量达到9.8亿吨以上。中国钣金加工行业完全能够满足制造业对钣金零部件的需求。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2）冲压概况

项目 单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每人每年销售收入 万元/（人*年） 57.02 64.00 71.59 63.02
每工人每年销售收入 万元/（人*年）    82.06 88.08 103.64 86.44
每公斤材料费 元/千克     7.14 6.73 6.66 6.95
能源成本 %            1.14 2.02 1.36 1.45
模具成本 % 2.80 2.63 3.22 3.62
材料成本 %            44.82 44.50 42.60 41.55
人工成本 %            12.89 14.50 12.60 12.25
技术人员数量占比 %            12.66 14.60 21.38 14.99
效益（利润） % 6.72 5.28 8.41 5.66
万元工业产值综合能耗 吨标煤/万元           0.006

2017-2020年冲压制作行业经济指标项目

冲压行业的规模发展和产品质量支撑了汽车行业以及家电、电子通讯、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发展，整个行业
绝大部分产品实现国产化。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3）差距-锻造

• 对象：德国/法国/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俄罗斯、韩国/巴西、印度

• 设备：设备不精细，可靠性和细节不尽人意；功能部件（配套件）质量差距大或完全没有。

• 材料：质量不稳定，与国外差距较大，钢铁企业产品开发与锻造企业需要脱节。

• 技术：路线粗糙，缺少精巧，技巧。工艺数据积累不足。

• 数字化：基础技术空白，缺少材料+工艺的一体化思想和技术，没有材料数据库；现代工业应用   

                软件了解不足，应用不普及。

• 标准化：认知不足。

• 效益：人均销售额（劳动生产率低），平均落后海外1/2左右。

• 文化：工业文化没有成为行业的主导文化，反对价廉物美和低价竞争，提倡物有所值。与优秀的

             用户一起成长和尊重你信赖和可靠的竞争对手。

• 战略：企业缺少近期战略和长期战略研判和规划；需要更多战略性企业家。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3）差距-钣金

• 对象：日本、意大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国内钣金加工行业起步较晚，企业规模普遍较 

             小，尚不具备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的实力。发达国家几乎已经普及自动化、数字化和信息

             化生产模式；

• 设备：精度方面存在一定的差距，稳定性差；

             核心伺服电机及控制系统全部依赖进口；

             缺少可以提供完整钣金生产线和设备工艺工模具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一流企业；

             钣金后处理工序的自动化水平较低，如：打磨、装箱等，主要以人工作业为主

• 材料：原材料质量稳定性与进口材料有一定差距 / 原材料品种和供货周期不能满足要求；  

• 技术：多数核心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行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焊接精度达不到自动焊接要求，很难实现自动化焊接或造成焊接设备分摊成本太高；

             装配工艺仍是困扰行业进步、影响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最主要因素。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3）差距-钣金

• 数字化：加工生产和工模具的设计制造缺乏高效的板材成形模拟软件；

                企业信息化建设有一定的盲目性，信息化建设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造成企业资金浪费；    

                出现了适应行业特点、独立开发并迭代更新的管理信息系统，未来可能会有燎原之势

• 标准化：缺乏行业标准，加剧无序竞争，需要大力推动规模化生产才能进行标准化；

• 效益：缺乏规模化效益；客户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对价格的核算却越来越精明；

            人均销售额（劳动生产率低），平均落后海外1/3多。

• 管理：企业管理落后，中小企业往往是“家族式”管理，不注重内部管理人员的长期培养；企业  

             管理中缺少流程化、时序化管理理念，难以形成企业的核心技术。

• 战略：企业缺少近期战略和长期战略研判和规划；需要更多战略性企业家。

• 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极为缺乏，主要原因是多数钣金加工企业经营规模有限，企业对高端人才的    

             吸引力不够，二是企业缺乏人才培养意识，不注重人才的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3）差距-冲压

• 对象：美国、德国、法国、日本、英国、意大利

• 设备：冲压成形装备技术的发展支持了冲压行业的发展，高端装备及其核心元器件和部分功能部 

             件需要进口，价格高、售后困难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 材料：原材料质量不稳定，与国外差距较大，钢铁企业产品开发与锻造企业需要脱节。

             冲压材料（高强钢、有色板材等）技术不能满足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我国自主生产的先 

             进高强钢材料存在成分波动大、杂质含量高、性能不稳定、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等突出问题。

• 技术：冲压产品结构整体化、模块化，材料多元化、轻量化方面还有差距；

• 数字化：数字化、信息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比较先进的企业还没有完成数字化转型；冲压行业所

                需 CAD/CAE 核心工业软件需要进口，国产软件缺乏；设备间没有实现互联互通，没有

                实现生产过程的数字化管理；大部分冲压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任重道远。

• 效益：人均销售额（劳动生产率低），平均落后海外1/2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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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以《中国制造2025》为目标方

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为目标。

       重点发展基础核心技术，如基础材料、基础核心零部件、核心软件等，以解决

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增强板、补短板；

       提高行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占领制造技术的制高点；

       提高行业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完善产业链，培育建设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或产业园；

       坚持绿色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以人为本，重视和关爱人才，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出一条培养和留住

行业人才的新路。

      根据行业特点，制定分层次有梯度的发展规划。

（1）发展思路与目标
顺大势

强基础

促融合

优结构

可持续

育人才

重实效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走“专、精、特、新”道路，行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通过专业化和规模化提升行业竞争力，掌握核心关键

技术，解决行业“卡脖子”问题。

• 装备稳定性、可靠性明显提升，装备的核心部件和控制系统实现国产化、多元化

• 培育出细分行业专用原材料及模具材料国产化，材料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先进轻量化材料实现国产化。

• 模具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和寿命明显提高。

• 推进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工厂建设。实现绿色发展的技术路线。

• 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 建立建全行业急需的技术标准和管理标准，以标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 加强行业和企业文化建设，通过行业文化、规则、标准、技术，形成行业内公平竞争的环境。 

• 利用好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行业信息化水平，计算机模拟技术普及应用

（1）发展思路与目标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材料：传统材料品质提升（超大型钢锭、空心钢锭、细分行业定制）；

               新材料开发，满足特殊工况需要；

               参照国外先进材料标准，制定和完善我国金属材料行业标准；

               材料精准本构模型的研发，提高CAE仿真的精确度；

               锻造用环保防护润滑剂、保温涂料、高温防护涂料，提高锻件的表面质量

• 装备：现有锻造设备的升级改造，重点围绕传统锻造设备的“三化”升级改造；    

              随着产品路线转型的需要，开发满足新技术产品要求的设备；

              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锻造装备的研发（难变形合金、粉末高温合金等温锻造液压机）

              鼓励通过资产、技术多种形式与国外知名企业合作，实现高端设备配套能力弯道超车；  

              加强国产锻造设备的出口能力建设；

（2）锻造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工艺技术：向新材料锻造技术发展，加大有色金属锻造和特种锻造工艺的开发和使用力度

                     向精密锻造方向发展，常规锻造升级为精密锻造

                     冷温热锻造复合工艺，代替后续机加工工艺；

                     大型锻件构筑成形技术研究。

                     板锻工艺与模具研究。

                     多向模锻技术推广应用

                     材料冶炼-加热-锻造-热处理-机加工-热处理一体化工艺。

                     锻件余热连续热处理技术

• 模具技术：加强对模具材料技术的研究 / 热模锻高温模具材料的研制和推广(600℃以上)。

                      模具表面热处理技术研究  /  模具润滑防护技术研究

                      3D打印模具技术研发  /  模具修复与再制造技术

  产学研结合，分工明确，协调发展

（2）锻造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

      装备自动化升级，“机器换人”工作，全面实现锻造全过程自动化；

     自动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数据采集与应用分析研究：

    （1）锻件热态在线检测系统和缺陷智能识别（2）锻件热态标识记录及识别

    （3）锻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  （4）专家管理系统

    （5）全流程在线能耗数据采集系统

    （6）基于AI算法的智能诊断模型，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准确的故障预测

    （7）覆盖全工艺链的质量数据在线提取与数据资源库建设

（2）锻造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人才：

    解决企业人才方面，需要因地制宜、因时施政、因事育人。

    人才类型：

    （1）材料、成形工艺、力学等基础学科人才

    （2）既懂锻造工艺又懂锻造设备、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复合型人才；

    （3）新材料及新工艺开发人才；    

    （4）高端模具调试人员、设备维护人才；

    （5）锻造行业急需的技术工人、工匠型人才；

    （6）具有与国际客户沟通能力的国际型人才；

    （7）懂管理、会经营、具有多学科知识的管理人才；

    （8）全球化经济下具有战略头脑的领导者。

 提倡“工匠精神”/ 呼吁国家出台人才政策，引导科研院校的高端人才向企业流动

（2）锻造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材料：

    国产材料制约了冲压技术的快速发展；

    提高现有材料质量，开发高性能材料，关键核心材料实现国产化并稳定供应；

    具体包括：

    （1）铝镁合金、钛合金、超高强板、热成形板及复合板材等轻量化材料的开发应用；

    （2）厚度公差控制在±0.01mm超精密高强度冲压板材；

    （3）精冲材料的开发以及精冲材料质量的稳定性

    （4）航空铝合金及高温钛合金材料研发

    （5）超宽、超薄等极限材料的研发

    （6）研发适应深拉深成形的高强不锈钢和高强钢板

    （7）热冲压成形板研发。

加强与材料厂家的合作，共同开发满足冲压需求的材料。

（3）冲压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装备：

• 冲压装备基础零部件国产化。（电气液控制系统元器件，电磁阀、传感器、伺服电机及伺服控制系

统、液压拉伸垫、大功率变频驱动器等）

• 冲压装备高性能节能液压系统。（能量利用率从10～20% 提高到 50% 以上，实现节能减排） 

• 开展设备关键零部件材料方面的研究，争取国产材料也能达到进口同等品质。（多杆伺服压力机的

高速重载螺旋传动副中的关键零件丝母材料实现国产化，替代进口；应用于高速精密压力机主轴的

高速重载精密滑动轴承耐磨减摩材料及涂层的研制。 

• 重大装备的其他关键零部件研发

     （机械压力机低惯量高可靠性液压离合制动器、精密行星齿轮传动……；液压机上使用的大流量高压

柱塞泵、比例变量泵、伺服阀、比例溢流阀、压力传感器等）

目标是实现关键核心部件的自给自足

（3）冲压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工艺技术：

     着力发展轻量化冲压成形技术

     解决铝板的工艺及生产问题（开裂、回弹、硌伤）

     突破热成形关键核心技术（拼焊板热成形、模具寿命、设备高能耗效率低投资大）     

     重点研发复杂零件内高压成形技术

     研发高速精冲成形技术（冲压频次200件/分钟以上） 

 

     其他特种成型技术：

     超高强度钢板变截面辊压成形技术  /  铝合金异形管件热态气压成形技术； 

     复合材料的注塑、模压成形 /   钛合金、不锈钢板、铝锂合金等难变形金属板材冲击液压成形技术

     开展碳纤维等复合材料成形工艺研究等

（3）冲压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模具技术：

• 模具表面热处理技术研究， 

• 研发陶瓷成形模具 （解决高强度、深拉深零件的表面质量问题） 

• 3D 打印模具技术研发

• 着重研发新能源汽车和轻量化新材料冲压模具（电池包、电机定转子、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等）

• 数字化和信息化冲压模具技术 （解决模具温度、模具变形、设备变形等因素对质量及模具寿命的影

响及相应对策，并从制造端和使用端两个方面来研究实施数字化和信息化）

• 逐步实现各类精密核心冲压件及精密模具的国产化

• 研发适合小批量多品种的快速、柔性、低成本、高质量的模具

• 提高模具及工艺数字化模拟的精确度。

• 协同发展：与材料、 热处理企业协同开发；与产品、工艺、冲压设备技术协调开发

（3）冲压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

• 产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设计开发-工艺规划-工艺验证-生产制造）

• 推进无人值守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自动上料、自动装卸模具、自动装箱、自动零件检测）

• 精密微冲压数字化生产线研制。

• 基于AI算法的智能诊断模型，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准确的故障预测

• 建立虚拟现实双胞胎实验基地

• 覆盖全工艺链的质量数据在线提取与数据资源库建设

（3）冲压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 人才：多渠道培养（学校培养、企业内训、定制培训、外训等）

    人才类型：

    （1）材料、成形工艺、力学等基础学科人才

    （2）既懂锻造工艺又懂锻造设备、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复合型人才；

    （3）新材料及新工艺开发人才；    

    （4）高端模具调试人员、设备维护人才；

    （5）锻造行业急需的技术工人、工匠型人才；

    （6）具有与国际客户沟通能力的国际型人才等；

    （7）懂管理、会经营、具有多学科知识的管理人才；

    （8）全球化经济下具有战略头脑的领导者。

 提倡“工匠精神”/ 呼吁国家出台人才政策，引导科研院校的高端人才向企业流动

（3）冲压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材料：高端材料要向轻量化、高强度、抗腐蚀性方向发展；

          研究板材结晶、晶粒度、流线方向与钣金加工成形的关系，板材变形与组织变化；

          结合上下游产业，突破重点基础材料研究应用（促进设备稳定性、工模具使用寿命、工艺成形能 

          力及钣金件质量品质的提高）

           细分行业材料定制，保证钣金成形工艺与最终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装备：关键功能零部件大部分实现国产化；

          通用设备基本国产化，部分先进设备与国际先进设备水平接近；

          重点突破高端柔性生产设备的开发应用。

           实现全面数控化；

工模具：基本具备大部分工模具加工能力，研究工模具延寿和再制造。

             重点突破工模具材料的限制，提升工模具寿命，工模具修复工艺、

（4）钣金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技术工艺：激光焊接、三维切割、3D打印、自动化检测、视觉检测、AI智慧编程的引入和大规模应用；

                 逆向开发技术（检测技术从模拟量向数字量转换，量值传递精度高、工作效率高、成本低）

                 工序自动化——工序间自动化——自动化、数字化和信息化

         

人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型人才

          制定科学的人才录用体系和薪酬体系，开展培训，加强交流，深化“产学研用“合作模式

          国内大专院校没有钣金专业，只能培养部分机械自动化、模具设计和材料应用基础型人才，企业

要自己培养，与大专院校联合培养急需人才。

（4）钣金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

• 钣金加工后序处理工艺的自动化； 

• 传统钣金设备和产线的“以机换人”工程，实现上下料环节机器人全覆盖；

• 成形软件应用全覆盖。

• 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 ( 离散制造 ) 管理技术，ERP 和 MES 系统在钣金制造工厂的推广和应用； 

• 工艺设计、工模具设计的数字化技术，设备数字化，实现远程在线监测、故障诊断； 

• 工厂、车间、生产线、生产设备、模具制造等的可视化虚拟技术； 

• 钣金行业的大数据应用、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应用领域开发与实践； 

• 无人车间规划、建设和控制技术。          

（4）钣金行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全球疫情和经济复苏仍有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仍不平衡，经济增速将逐步放缓，

经济回归常态仍面临挑战。 

在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企业要顺应国家大势，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主动作为才能在新的发展格局中赢得先机。         

（5）小结

“要么成本领先  要么与众不同”



一．金属成形行业综述

二．十四五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三．特别关注



三、特别关注

2020年中国首次向全球宣布，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自今年全国两会以来，碳达峰、碳中和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国家相关部委也正在制

定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时期被认为是碳达峰的关键期和窗口期。

绿色低碳是金属成形行业未来发展趋势，“双碳”战略，将会分级传导到产业链上

每个环节，30-60看似遥远，实则紧迫，行业企业要给予高度关注并尽早谋划。



感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