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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多工位压力机
    大型三坐标多工位压力机自动化连续冲压，由拆垛机，大型压力

机，三坐标工件传送系统和码垛工位组成，生产节拍可达16-25次/

分。其主要特点是：生产效率高，是手工送料流水线的4-5倍，是单

机联线自动生产线的2-3倍。

    以一台多工位压力机系统代替一条由5-6台压机组成的冲压线，

按同规模冲压生产量比较，设备投资可减少20%-40%，能量消耗减少

50%-70%，冲压件综合成本可节约40-50%，而且节省了大量生产面积

和设备投资，降低了工人数量。

    目前中国大型多工位压力机在汽车行业应用刚刚起步，是未来发

展趋势之一。2013展会及会议上将对这一技术进行深入推广和探讨。

伺服冲床
    伺服冲床是伺服电机为动力源，同时具有伺服控制电路系

统来驱动的冲压机械，具有节能、工艺灵活、加工材料、产品

多样化等优点。这项被称为第三代压力机的技术最初由日本会

田、小松公司推出，天田、AMINO、FUJI-STEEL、放电精密、

H&F跟进，使得伺服冲床短时间内

占到日本机械30％以上。欧美企

业随之跟进，美国的WIEDEMANN、

W.A.WHITNEY、德国舒勒、通快、

NIXOORF DARADORN、西班牙法格、

瑞士RASKIN都进行了研究，发展很

快。由于进口伺服压力机价格昂

贵，中国市场的应用还在起步阶

段，目前中国有金丰、协易、广

锻、兴锻、厂家推出可实际应用的

伺服冲床，并将在2013金属成形展

进行了展示，将改变这种状况。

冲压装备自动化
    指材料供给、送料系统、

换模、冲床的调整与运转、冲

压过程中的检测报警系统等作

业过程自动化，将这些技术应

用到冲压生产流水线的的相应

环节从而实现冲压生产过程的

自动化。2013金属展展示的主

要是单机联线自动化冲压线，我国现在已经有10%冲压线的实现

了机械手的自动化，其中部分生产线采用了Speedbar或者旋转七

轴机器人等先进输送系统。配置为5-6台压力机，配备拆垛、上

下料机械手，穿梭翻转装备和码垛装置，全线总长约60米。由于

工件传送距离长，工件的上下料换向和双动拉深必须用工件翻转

装备。这种单机联线自动化冲压技术的生产节拍最高为6-9次/

分，设备维修工件量大。

数控冲剪复合机
    由数控冲和数控角剪集

合而成，板料的冲孔、成形

和剪切在该机上一次完成，

最适合后续有折弯工序的钣

件加工。多工序共用一套数控系统、液压系统和送料机械手，与

数控冲和角剪机单机连线比较，降低了设备投资，节省占地面

积、减少故障率，还可以作为主机组成冲剪刀复合柔性加工线。

2013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有多家国内企业展示数控冲剪复合机和

柔性加工中心。

钣金信息化软件
    针对钣金企业属于离散型企业，主要接单生产，产品和物料多品种、小批量、交货期短，所以容易导致生产计划难

定，生产无序，交货期延误、成本难估计、难核定，机床效率难评估，经验难传承等特点。德国通快，日本天田将在金属

成形展展示含企业管理（ERP）模块、生产管理（MES）模块、生产加工模块，实现了可视化管理，将编程、生产、机床、

仓储系统集成到一起，可视化生产计划安排、实时监控生产情况、进度，优化排版，自动合算成本预算和实际成本、监控

各生产中心效率、高效管理库存、处理采购订单和客户订单、报价、付款等功能，能大量节省时间、节省库存、提高资金

利用率、高效、透明跟踪协调客户订单、提高设备利用率和有效积累经验。

光纤激光切割机
    光纤激光器输出高能量密

度的激光束，并聚集在工件表

面上，使工件上被超细焦点光

斑照射的区域瞬间熔化和气

化，通过数控机械系统移动光

斑照射位置而实现自动切割。

同体积庞大的气体激光器和固

体激光器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已逐渐发展成为高精度激光加

工、激光雷达系统、空间技术、激光医学等领域中的重要候选

者。

    光纤激光切割机它既可做平面切割,也可做斜角切割加工,且

边缘整齐、平滑,适用于金属板等高精度的切割加工，同时加上

机械臂可以进行三维切割。

    本届展会将有领创、大族、天田、普瑞玛、华工、金方圆等

国内外一流激光企业将展示光纤激光切割机。

电动螺旋压力机
    电动螺旋压力机是一种能够精确

控制打击能量的螺旋压力机，结构相

对简单，广泛适用于精密模锻、镦

粗、精整、切边等工艺。德国舒勒、

拉斯科、日本的榎本是国外这个领域

的领头企业。近年来武汉新威奇、青

岛益友、青锻、青岛宏达、湖北富升

等厂家推出了J58K和J58系列的不同驱

动方式、具有自主核心技术的电动螺

旋压力机，在金属成形展进行了实物展示，现场赢得了不少订

单。

热模锻压力机
    是主要的模锻设备之一，适用

于大批量、精度高的模锻产品，广

泛用于汽车、航空等领域。目前的发

展趋势是热模锻线采用机器人（机械

手）或者步进梁自动传送装置，实现

毛坯下料、加热、模锻、切边和精整

等工艺过程的自动化。金属成形展将

有SMS、伏龙涅什、小松、栗本、住

友、精勇精锻、富京、二重、扬锻等

厂家展示相关产品和周边技术。

机器人
    ABB、库卡、发那科、那智、新松等国内

外机器人公司在锻压行业广泛应用于焊接、

装配、搬运、拆垛、码垛、上下料、喷涂等

环节。上述公司将在金属成形展展示7轴机器

人的应用。

亮点

2013年9月24-27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行业资讯 3观众网上预登记，将有机会赢得精美奖品！

请登录：www.china-metalform.com

（1）2012年冲压、钣金行业年产值1万多亿元，从业人员达380多万人，年

耗薄钢板、管/带材近1亿多吨，新购设备费用300多亿元，新购冲压模具费用400多亿元。

（2）材料利用率：平均为75%。

（3）全员劳动生产率：轿车单车冲压、钣金生产工时约为55.1小时。

冲压及钣金行业现状 主要产业集聚区及龙头企业
    冲压、钣金行业服务于汽车、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船舶、电站设备、摩托车、家

电、电工电器（包括集成电路、移动电话、微型计算机等）、容器封头制造、工程机械、

金属切削机床、辊弯（冷弯）型钢等行业。其中汽车冲压件的销售额占到冲压行业总销售

额60%。汽车轿车的冲压零件数量占零件总数量的75%以上，而一架飞机的钣金、冲压零件

数量也占零件总数的50%以上。冲压、钣金行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行业，但由于大部份的企

业隶属于主机厂，作为分厂或车间存在，专业化程度低，行业交流很不活跃。

    大型冲压企业集中在几大汽车集团，如上汽、一汽、东风汽车、中国长安汽车、广州

汽车、中国重汽等。飞机制造、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也是钣金和冲压集中的行业。为计算

机、手机制造、家用电器等行业提供钣金生产的企业多为独立的钣金冲压企业，且多集中

在江苏、浙江、广东深圳、重庆、河北、长春、安徽、山东等地。

中国国际成形展览会展示的技
术和产品
(1)液压成形技术。液压拉深成形时拉深力

大大增加，减少了回弹；由于板材不是在刚

性圆角上进行拉深，而是通过液体间隙的压

力被拉深，因而成形件应力分布均匀，成形

件精度高；成形工序减少，使模具费用降

低，成本降低。

(2)管状内高压成形技术。通过压力介质加

工几何形状复杂的空心件，零件的成形精度

高、重量轻、整体性好，减少了焊缝，可以

减少腐蚀；此外，由于冷作硬化还提高了成

形零件的刚性，具有明显的技术和经济优

势。

(3)热成形技术。最早应用于航天、航空等

领域。近些年来，为减轻零部件重量，提高

车身防撞能力，一些新材料和特种材料开始

应用到汽车制造中。高强度汽车板热冲压技

术主要用于生产轿车车身结构中对强度要求

高的部件，如门内侧梁、柱，底板中央通

道、车身纵梁和横梁、门槛、保险杠等安全

防撞件。

(4)板料多点成形技术。这是一种柔性加工

技术，应用的产品包括钛合金船体外板成

形、高速列车流线型车头覆盖件成形、薄板

三维曲面零件成形、大型建筑结构件成形、

飞机蒙皮件以及大型高精度反射器面板等的

多点成形，这种成形技术可以省去新产品开

发过程中因模具设计、制造、实验、修改等

复杂程序所耗费的时间和资金，能够快速、

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开发出新产品。

(5)钣金冲压工艺。喷丸成形、强力旋压，

钛合金及铝合金超塑性成形、大型镜面蒙

皮成形等现代先进工艺技术，在航空航天

钣金冲压成形中广泛应用。大型飞机有

30000～50000个钣金冲压件，其中不少零件

采用专用设备成形。柔性加工中心、表面处

理、喷涂、自动化料库

(6)激光加工技术。具有加工对象广，热变

形及热影响区小，加工精度高、节约能源、

非接触式加工、自动化加工等显著的优点，

对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加工过

程自动化、消除污染、减少材料消耗等的作

用愈来愈重要。激光加工系统的应用比例大

致如下。激光切割设备约占60%，激光焊接

设备约占20%，激光热处理、熔覆设备约占

15%，激光快速制造等约占5%，主要用于航

空零部件及其它高端产品的直接制造等。

2013年9月24-27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产品信息化指数，又名产品智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近力推的一项

概念。这是一个衡量产品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工具，用于衡量产品中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的水平，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改进产品使用效能的水平。在工信部的大力推进下，家电行业

和医疗产品行业相继推出了产品智商评测标准，并开始了评级和推广活动，取得了较大的

社会反响。

    在中国锻压协会及其副理事长单位－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争取下，工信

部信息化推进司下发（2012）015号工信信函，授权中国锻压协会组织推行锻压装备智商评

级工作，促进智能化的锻压装备在中国锻压行业推广使用，并评估推广的效果。

    中国锻压协会拟成立“锻压装备信息化推进委员会”，以此机构集合业内专家，推进

锻压装备信息化的评级工作,并向社会和用户公布评级结果。目前已经征集到93家企业的

120余名专家加入委员会和专家组。

  2013年5月上旬将在合肥召开成立大会，讨论并落实下一步工作，委员会名单将报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化推进司备案。相关的评测工作将在6月启动，并在金属成形展上公布第一批

评测结果。

详情情况，请登录中国锻压协会网站

联系人：刘明星、宋仲平、王明涛、王思杰

电话：010-68465045

2013金属成形展将公布锻压装备信息化推进评测结果

舒勒的金属成形系统以其高效率、超凡灵活性、可靠的生产工艺以及优异零件

品质而卓越出色，一切源自同门。信赖自动化冲压线、落料线和采用伺服直接

驱动技术多工位压力机的全球技术领先者，并受益于我们在汽车零部件热成形

领域的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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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引导的行业技术和趋势
    我国锻造行业单位产值的能耗为工业

发达国家4倍，单位产值耗钢量为1.3～1.5

倍，冲压、钣金企业的人均产量指标落后10

倍，钣金、冲压企业的人均产值也相应落

后，从业人员的工资落后5－10倍。超高强

度钢、高强度铝合金等新材料成形技术缺

乏。许多基础应用技术和关键技术需要进一

步研究解决，如：

    (1)推广精确量化无损检测技术。锻压

零件逐渐向轻量化和净形化发展，关键锻压

件的质量保证能力尤显重要。随着新型材料

的不断涌现和锻压件形廓日益复杂，对精确

量化无损检测理论和设备研究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

    (2)推动装备-工艺-模具齐头发展。锻

压行业模具寿命低制约着生产效率的提高，

我国模锻模具寿命平均仅为国外先进水平的

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主要是模具材料

和模具热处理与国外有较大差距，另外操作

不规范也是原因之一。锻压行业的发展需要

坚持“装备-工艺-模具”一体化同步发展的

途径。

    (3)非调质钢在锻造的应用。非调质钢

优点是省略热处理工艺，不仅节约热处理能

耗，而且没有“三废”排放。国外非调质钢

发展很快，国外90%以上曲轴和连杆均采用

非调质钢，汽车锻件中约有30%采用非调质

钢。

    (4)推广高效锻造设备。逐步淘汰能耗

高、效率低的摩擦压力机、老式模锻锤，目

前大吨位的热模锻压力机、离合器式螺旋压

力机、电动螺旋压力机、冷(温) 锻机械压

力机、全自动锻造线、特种锻压设备以及加

热炉。

    (5)冲压、钣金企业的自动化、信息化

技术。美国企业闭环控制的自动化生产更加

安全可靠，便于整条生产线运行的维护。企

业都有自己的工装模具维护车间，模具上

安装或内嵌有各种传感器，例如检测冲头是

否穿过板坯的传感器，检测板坯是否到达工

位。这些传感器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整条生

产线的安全可靠性。

    目前需要研发和推广的设备有:喷涂设

备、电镀替代技术与设备、高精度校平机、

折弯机和高度自动化激光切割机。

    (6)封头冷成形技术。近十年封头行业

的平均增长在30%-35%，高端产品需要采用

冷成形方法，企业转型投资较大。冷成形封

头的优势在于：经过冷成形后，封头产品

性能更稳定、尺寸公差更小（由原来的10-

20mm，达到3-4mm），可以提高机械化和自

动化程度。

    (7)企业管理信息化。国外先进企业管

理信息系统普遍应用，提高了公司的管理水

平和生产效率。企业都有自己的管理信息系

统MRPⅡ，原材料供应商所供应的材料都带

有条形码，在入库时，通过扫描，原材料的

各种信息自动进入生产数据库，伴随着原材

料进入加工过程，各个加工环节的电脑主机

自动将加工信息输入到数据库，并且这些信

息将一直被附带到最终产品上。

我国汽车冲压行业的现状
汽车冲压市场和产业结构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2年，我国

汽车产销分别达1927.18万辆和1930.64万

辆，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为1552.37万辆和

1549.52万辆；商用车产销分别为374.81万

辆和381.12万辆，继续稳居世界各国汽车产

销量第一的位置。据此推算，2012年我国汽

车冲压件（仅估算大中型薄板件）产量已达

58亿件/1060万吨，约需要1900条大中型冲

压生产线来完成相应的生产任务。

在一台汽车上，6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冲

压件，其中，构成白车身的冲压件占了主

要部分，从车身重量上看，轿车白车身占

整车的30%～50%，载重车白车身占整车的

20%～30%；

我国汽车冲压行业未来发展
汽车冲压产品的发展方向

未来汽车冲压行业在产品设计、制造和应用

上，都必须要围绕汽车环保、节能、安全、

舒适、高效和便捷的特点进行展开，只有

这样的冲压行业才具有生命力。特别是随着

汽车“节能减排、减轻自重”发展目标的实

施，高强钢、铝合金、镁合金、复合材料及

其各类液压成形的异型复杂冲压件的生产不

断提到日程上来，为适应这些新型材料冲压

件的生产，需要加速研发、采用新型冲压工

艺、设备和模具与之配套。

汽车冲压技术和装备的发展方向
    冲压企业应注重新技术的研发和利用，使其更加专业化、高效化和柔性化。不断采用

现代化科技手段全面推进传统冲压技术的改进和升级；对冲压件的可制造性和成形工艺进

行快速分析和评估；实现冲压市场预测、订单下达、成形过程、在线监测、物流搬运、售

后服务的智能化管理；提高冲压生产的灵活性和柔性化，满足不断扩大的多品种、小批量

的个性化需求；重视复合化冲压成形工艺的研发和利用。

    冲压设备和生产线将向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精密化、智能化、高效率、高品质

方向发展。采用大型高速紧凑型机械式压力机生产线和多工位压力机，配备专用、高效的

上下料（件）、传送料（件）和快速换模装置。

    压力机的伺服驱动技术将逐步替代传统的电机驱动技术，从而完成冲压技术的一次革

命。为了满足个性化的冲压成形生产需求，将会不断衍生出多种专用、高效的压力成形设

备和装置。冲压设备对自身安全、生产精度和工作状态要具有更加智能化的自我监测能

力。

    冲压模具将继续朝着信息化、数字化、精细化、大型化、复杂化、精密化和标准化的

方向发展。必须在降低成本、缩短开发周期和提高质量方面不断创新。尽快缩短与国外发

达国家的差距，加大模具的自主创新能力。随着各种专用冲压模具材料的出现，将会相应

产生各种先进的模具加工技术。采用CAD/CAM/CAE一体化技术，特别是冲压成形的计算机模

拟分析和优化技术，从而缩短冲压模具的开发和制造周期。采用模内测量、监控技术，提

高模具和设备使用寿命，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撰稿人：中国锻压协会 齐俊河 副秘书长

专家声音齐俊河：我国汽车冲压行业的
现状和发展

■ 浙江金澳兰机床有限公司坐落于 " 水通南国

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 的金华市，公司致

力于冲压设备研究与生产，适应市场需求，应

时而变，于 1997 年完成了产品升级及公司重

组，目前已跻身于为数不多的日系技术体系

冲床生产商行列，总投资 3 亿人民币，厂房

占地面积达 100，000 平米，其中大型机厂房

占 30，000 平方米，厂房高度达 35 米，天车

120 吨，适合制作 2000 吨及以下中大型冲床。

公司拥有先进的自动化切割及焊接设备，大型

地  址：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黄龙三路 19 号
电  话：86-579-87988888
传  真：86-579-87696999
手  机：18058206658 ( 王先生 )
邮  箱：service@jinaolan.cc
网  址：www.jinaolan.cc

浙江金澳兰机床有限公司

加工设备，喷漆设备和检测设备，公司始终坚

持以人为本，以科学管理体系为灵魂，追求卓

越，永无止境！

■ 我们以 " 创办全球一流大型精密冲床企业 " 的

目标为己任，坚持 " 精益求精，科学管理 "，同

时我们遵循市场规律，不断完善自身，一切以

顾客利益出发，满足顾客不断提升的服务要求 !"

精心造精品 , 创新促进步 " 是我们始终不渝的信

念，金澳兰冲床面向全球，服务世界，选择金

澳兰就是选择与诚信结伴，与财富同行！

金华诚信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ISO:9001:2008 标准

C 型双曲轴钢架冲床

闭式双曲轴钢架冲床（稀油润滑）

半闭式单曲轴钢架冲床

C 型单曲轴多工位专用冲床

 单机连线冲压

机械手连线冲压

单机冲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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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金秘书长说，展览会的展商和观众都

同等重要，他们不管是参展还是参观，投入

都不小，作为展会主办方必须邀请到足够多

的客户到达现场，用丰富的期配套活动給他

们更多的交流机会，促成合作。2013年协会

配置了精兵强将对冲压、钣金件、板材、管

材、棒料等原材料进行招展，一些特别专业

配套的企业也进行了邀请。

    针对零部件企业，有“神工奖”优质成

形零部件评选和采购活动，向2000多家采购

商邀请，前几届大约一百家大的采购商现场

洽谈，今年邀请的力度进一步加大；针对零

部件的供应商，有现场的各种细分的技术讲

座和论坛。

    这些信息会通过协会积累的8万多家企

业的数据库，以彩信、手机客户端、电邮、

协会通讯、杂志、合作媒体、邀请函、展前

预览、展会快讯等载体宣传出去。

    最后，张金展望行业发展说，行业形势

自2012年第四季度好转，今年新一届政府上

台，很多之前放缓的投资陆续提速，包括新

一届政府力推的城镇化建设、公务车采购偏

向国内企业等，对于行业企业都是利好消

息。经过这两年的产能过剩的折磨，企业在

投资的时候不会是粗放型的增量，而是追求

有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投资，这对展览会的展

商而言是非常好的。

新媒体应用：观众组织和配套
活动得力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引领行业
向智能与绿色转型升级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是中国锻压协会的

品牌展览会，在业内影响力巨大，是了解这

个行业的风向标。今年这个展会有哪些新进

展呢？日前记者采访了该展主办单位的张金

秘书长。

    张秘书长介绍说，2013的金属成形展将

于9月24-27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一号馆举

办，展览面积25000平米，展商预计400多

家，观众预计25000人。展会同期还举办锻

造、冲压和钣金三场同期国际会议和现场技

术论坛，共推出70多场讲座和行业报告。时

逢中国锻压协会换届选举，将召开第七届全

体代表大会，届时将有上千名企业高层出

席。金属成形行业是不太容易受媒体和政府

关注的基础制造行业，这届展会和会议将是

业内人士了解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扩展商

机和人脉的一个重要行业活动。

    张金秘书长说，前几年在业内推广节能

减排、新材料、自动化、数字化工厂、转型

升级的时候，响应不多，华东、华南企业积

极一些，华北的企业感觉这些都比较遥远。

但是最近两年除了政策和行业引导之外，来

自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用工的压力，迫使业

内企业对这些发展方向达成了共识，我们的

展会的亮点和展品特点也体现了这一点。

亮点突出－紧扣行业发展大战略
    2103的展会主题是“智能与绿色 & 转

型与升级”，引导展示合乎国家宏观产业政

策和消费者需求的环保绿色产品和技术。

    “智能”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产

品精度、更稳定的重复精度、更加柔性化的

生产方式、较低的劳动强度、更快的市场响

应速度、更加全面的企业信息化系统等。

“绿色”意味着：节省能源，减少碳排放，

节省材料，减少粉尘和废弃物，降低噪声

等。

   “转型与升级”：从代工到自主品牌、

从制造到服务、从粗放经营到精细管理、从

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升级，从高能耗高污

染转向低能耗低污染升级等。

    张金秘书长说，传统的制造业因为工作

强度较大、内容单调、工作环境较恶劣、收

入较低等因素，对新生代的年轻工人吸引力

不大，企业要吸引和留住人才，获得稳定生

产效率和生产质量，所以必须要用信息化和

自动化的新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工作的成就感

和附加值。这也是金属成形展一直力推的东

西。

    从目前情况看，初步统计参展企业已有

大约200 多家，其中国际展商40多家，覆盖

德国、美国、瑞士、奥地利、比利时、意大

利、俄罗斯、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展示的技术和产品有很强引导性，

例如以钣金为例，以前的展品机床占大头，

现在表面处理包括去毛刺、喷涂、电镀、检

测等提升附加值的企业增多，这反映了中国

消费者经济水平和审美的提高，对零部件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变化反映了行业需求

的变化。

    从本届展会的技术亮点看：锻造领域，

模锻件将向大型、整体、精密和高质发展，

使用硬质合金模具替代磷化/皂化处理工艺

的冷温锻以及非调制钢材料的锻件增多，模

锻件进行了适应机加工，以提高附加值；自

由锻件的钢种开发和纯度提炼有了进步，全

过程控制和在线检测受到了业内重视；另外

锻造自动化在业内发展很快，展示自动化机

器人、操作机、快读换模及配套产品的展商

增多。

    冲压和钣金行业的多工位、自动化、柔

性化、智能化水平需求大幅提升，展示这方

面展品的企业增多。一些精通自动化联线的

技术人员和公司生意很好，他们在业内众多

企业或者设计新的自动化线，或者对现在的

老线进行改造。目前华南、重庆、成都等地

投资也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直接投资自动

化、精密化的高端生长线。今年上述的设备

和自动化设备企业和也会在上海的展会展示

这方面的成绩。

    一些节能节材、提高产品质量、加工复

杂零部件、或者提升效率的技术也已经有了

很多实际应用，在本届展览会及同期会议上

将继续推广，例如热成形、高压胀形、光纤

激光、无膜成形、旋压、伺服压力机、多工

位压力机、连续级进模具、软件模拟、去毛

刺、润滑、校平、表面处理等提升零部件档

次的展品增多，零部件领先企业的数字化水

平大副提升，产品的精度和复杂性有了很大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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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展商
ARISA S.A.
FICEP S.p.A.
FORGING BRANCH
GASPARINI S.P.A.
Georgsmarienhutte GmbH
HASCO石油公司

MTS传感器(中国)

SACK & KIESSELBACH 
MASCHINENFABRIK GMBH
SOITAAB IMPIANTI S.R.L.
TS Plzeň a.s.
VACCARI S.P.A.
埃博普感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艾伯纳工业炉公司

爱璞特（上海）自动化液压机模具贸

易有限公司

安徽驰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安徽东海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精科机器有限公司

安徽联盟模具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三力机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小小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锻压（集团）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鞍山嘉阳重工锻造有限公司

鞍山太阳锻造实业有限公司

鞍山天利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奥博锐亚洲有限公司 

奥地利GFM

白城中一精锻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市金能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奥盖尔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奥宇可鑫表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北工环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长城机床附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第一机床（高碑店）锻造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机电研究所

北京林毅中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名华时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欧亚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长城机床附件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光凯乐汽车冷成型件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中纺锐力机电有限公司

博瑞达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博世力士乐中国

布雷维尼液压流体动力系统（北京）

有限公司 

沧州瑞尔冲压制造有限公司

长春一汽四环脱模剂有限公司

常州精棱铸锻有限公司

常州市佳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威诺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常州中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多林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崇泰精密电子（昆山）有限公司

大连金雕铸锻工业有限公司

大连泷孚中天精机有限公司

丹戈-丁南塔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DDS）

丹阳市江南工业炉有限公司

丹阳市利普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德国FELSS集团

德国LASCO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格拉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德国罗伦兹机器制造公司

迪斯油压工业（昆山）有限公司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锻造分公司

东风锻造有限公司

东莞明勖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康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俄罗斯伏龙涅什重型机械压力机股份

公司

俄罗斯重型锻压机械股份公司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菲尔斯陆达福机械科技(吴江)有限公

司

风腾机械（北京）有限公司

锋和机械（张家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金锐丰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福州金锻工业有限公司

高将精机厂股份有限公司

镐成机械工业（株）

隔而固(青岛)振动控制有限公司

故城县风动摩擦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锻压机床厂有限公司

广东四会实力连杆有限公司

广州安固隔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汉达机械有限公司

贵阳万里锻造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贵州安大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航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哈特贝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海安天田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海安县百协锻锤有限公司

海安县威仕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邯郸市紫山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浙大精益机电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合肥海德数控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合锻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和和机械（张家港）有限公司

河北东安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鑫泰轴承锻造有限公司

河南方鼎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黑龙江华安锻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富升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

湖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会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奥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汉默特种焊接有限公司

济南和谐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济南慧邦汉默实业有限公司

济南巨能液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锐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瑞创特种焊接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瑞力得数控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济宁凯泰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迈特尔宝欣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榎本机工株式会社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飞船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宏宝锻造有限公司

江苏宏程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江苏江海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金方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江苏金秆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金源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威鹰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扬力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意龙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江苏泽恩汽机车部品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中海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西田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全华丰精锻有限公司

江阴市恒业锻造有限公司

江阴万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金暾(无锡)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晉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玖野数控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昆成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昆山市玉山镇恒展自动化设备厂

昆山威胜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莱州市莱索制品有限公司

兰溪市同力机械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

辽宁海明化学品有限公司

辽宁金钢重型锻造有限公司

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辽阳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辽源方大锻造有限公司

临沂中矿金鼎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洛阳科诺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云台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美国阿贾克斯制造公司

美国减振技术公司

美凯优化学贸易（苏州）有限公司

美商瑛瑜国际有限公司

摩根热陶瓷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内德史罗夫-赫伦特有限公司

南昌齿轮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埃斯顿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江联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精密锻造

分公司

南京力聚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南京浦镇高铁轨道车辆锻压有限公司

南京汽车锻造有限公司

南京泽荣自动化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锻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恒力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南通拓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楠精工株式会社

宁波鸿达电机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铝台精机有限公司/高将精机厂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米斯克精密机械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宁波念初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三钻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泰德光电有限公司

宁波拓诚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蜗牛锻造有限公司

宁波震裕模具有限公司

欧德思（中国）电气有限公司

欧立美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青岛北海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福乐思商贸有限公司

青岛高而富石墨有限公司

青岛宏达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华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琪源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青锻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新凯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益友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远大石墨有限公司

日本帕卡濑精株式会社

日本斯频德制造株式会社

荣成金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瑞安市龙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三共机械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三井造船株式会社

三起精工株式会社

山东金箭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山东莱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荣泰电炉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

山东中川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田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山西晨辉锻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省第二锻压机床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定襄金瑞高压环件有限公司

山西忻州五台山锻压设备厂

山西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东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华威锻压有限公司

上海埃索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爱知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保捷汽车零部件锻压有限公司

上海博世力士乐液压及自动化有限公

司

上海长特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东芙冷锻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恩杰锻压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慧贸易有限公司/德国欧铁马夹

紧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华一热处理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交大中京锻压有限公司

上海金鑫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晋博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久丰汽车零件有限公司

上海乐孚明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三江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申江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舒勒压力机有限公司

上海斯闽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斯全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兴道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雅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永翼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优洛机床有限公司

上海宇意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远陆中频感应加热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运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中沪电子有限公司

申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特尔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贸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德邦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

沈阳普森锻压机床成套有限公司

沈阳三重机械有限公司

施瓦茨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石家庄伟新锻造有限公司

舒伯特机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振强模锻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久禾工业炉有限公司

苏州施米特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市宇鹏机械锻造有限公司

唐山金帝达机电有限公司

天津弘莉高一商贸有限公司（日本高

島産業株式会社）

天津市轩宇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太平洋超高压设备有限公司

天龙制锯（中国）有限公司

通快（中国）有限公司

瓦房店轴承精密锻压有限责任公司

万得模模具焊接材料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万阳株式会社

威普克液压（沈阳）有限公司

潍坊西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伟吉（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岭吉祥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温州宇通锻造有限公司

文登恒润锻造有限公司

无锡东海锻造有限公司

无锡宏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鹏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大桥轴承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派克重型铸锻有限公司

无锡沃尔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芜湖保华工业挤压有限公司

芜湖禾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芜湖三联锻造有限公司

武汉华俄激光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新威奇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博大电炉有限公司

西安海翔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庆意电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西安西锻机床有限公司

西马克梅尔有限公司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厦门正黎明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小松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协易科技精机(中国)有限公司

辛北尔康普机械及成套设备制造公司

辛北尔康普机械设备公司

新乡市金鹏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新乡中联爱斯福锻压有限公司

新乡中联石化封头锻压有限公司

兴城市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徐州达一锻压设备有限公司

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压力机械有限公司

烟台CMF（希明富）专用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

烟台市清泉特钢锻造制品有限公司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恒佳机械有限公司

一汽巴勒特锻造(长春)有限公司

一拖（洛阳）福莱格车身有限公司

壹胜百模具(北京)有限公司

宜兴市磁通探伤材料有限公司

宜兴市广瀚无损检测材料有限公司

意大利瓦卡里公司

应达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优瑞卡（大连）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跃进控股集团浙江跃进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海锅重型锻件有限公司

张家港海陆环形锻件有限公司

张家港和升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金凯达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宣化正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兆燊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长盛轴承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晨剑锻造有限公司

浙江丰诚精锻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江鑫锻造有限公司

浙江金澳兰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精勇精锻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龙虎锻造有限公司

浙江龙力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企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三维大通冷挤压有限公司

浙江斯穆-碧根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威力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中部一技（天津）冷弯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

模锻厂

中航工业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

公司

中航卓越锻造(无锡)有限公司

中山市三丰金属锻造有限公司

中设集团工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创精温锻成型有限公司

重庆大帝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

重庆大学材料成形研究所

重庆恒锐机电有限公司

重庆江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株式会社凯斯技术

株式会社栗本铁工所

诸城市圣阳机械有限公司

住友重機械工業株式会社

淄博桑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以拼音排序）

    我协会多年来致力于帮助零部件企业开

拓商机，自2009年展览会开始，协会就加强

了与主机厂以及零部件采购商的联络合作，

将他们邀请到展览会现场和零部件展商见面

洽谈，促进双方的采购合作。

往届邀请采购商
    BOSCH、SIEMENS、ZF、TRW、MOBIS、

MAN、舍弗勒、法雷奥、博格华纳、伊顿、耐

世特凌云、马勒、利纳玛、德尔福、辉门中

国、艾默生动力、诺马中国、霍尼韦尔、蒂

森克虏伯、罗特艾德、达涅利中国、韦巴斯

特、米巴、庞巴迪、丹弗斯、光洋、电装、

贝洱、NTN、ITT、TTI Metal、吉凯恩、乐

采商贸、比赛洛斯、克诺尔、阿尔斯通、基

伊埃韦斯伐里亚、伟世通、美桥、美驰、爱

信、依维柯变速箱、加特克变速箱、康明

斯、道依茨、常柴、潍柴、帕金斯、欧意

德、沃尔沃动力、卡拉罗传动、麦格纳、马瑞利、汇众、德纳、纳铁福、恩斯克、捷太格特、萨克斯、卡特比勒、约翰迪尔、雷沃、徐工、中联重科、三一、马尼托瓦克、阿特拉斯、爱

科、凯斯纽荷兰、欧连诺、秋林、超越离合器、天海同步器、万向、塔塔、阿斯霍克雷兰德、大众、通用、宝马、奔驰、戴姆勒、VOLVO、丰田发动机、福田、林德叉车、长城、华晨、奇

瑞、一汽、东安动力、ABB、施奈德、格力、日立、松下等。

   本届展览会上，中国锻压协会将安排专人，对协会掌握的2000余家采购商进行重点邀请，参加展览会期间举办的采购会。参与企业可以将资料在展会前两个月提交到中国锻压协会，列

入采购的供求信息里。

    

    参会范围：以汽车、工程机械、通用机械、能源、通讯、电子、机床等行业的锻造、冲压和钣金零部件为主。

    联系人：           

           孟宪刚： 13810024864    QQ：87341082          

           郭  健： 18630300226    QQ：174957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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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会议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锻造会议
暨2013年全国锻造企业厂长会议

2013年9月24-27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观众网上预登记，将有机会赢得精美奖品！

请登录：www.china-metalf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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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24日-2013年9月27日， 

2.发布会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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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报名至组委会（7月1日前）→展会

组委会审核→通过，协会确认函→提交资料

至组委会（7月20日前）→现场提前调试准

备→免费宣讲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

    中国锻压协会代表大会每四年一届，会议上将宣读中国锻压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协会第七届理事单位、常务理事单位和领导机

构。理事会是中国锻压协会的决策机构，确定协会的工作方向和对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决策，指导协会秘书处完成各项任务。

代表大会
    重中之重！

全年最为重要的锻造行业厂长峰会，不容错过！

会议时间：2013年9月21-25日

会议地点：中国 上海

会议主题：智能与绿色、转型与升级

主要活动：中国锻压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

国家经济、产业政策和锻压行业专项政策介绍

中国锻压行业发展报告

先进锻造技术讲座

中国锻压协会专家技术论坛

参观2013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

会议规模：预计参会人数为700人

同期活动：2013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2013年9月24-27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第八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会议          

时间 日程安排

9月21日（周六）
全天注册报到

第六届四次理事会暨八次常务理事会

9月22日（周日）

代表大会

上午：大会开幕式，宣读第六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第七届理事

会理事（单位）

下午：七届一次理事会暨一次常务理事会，行业报告

9月23日（周一）

国际会议

上午：行业报告、发展研究

下午：模锻会场——模锻专项政策介绍、技术报告

自由锻会场——自由锻专项政策介绍、技术报告

9月24日（周二）

上午：中国锻压协会专家技术论坛：分模锻、自由锻论坛

（中国锻压协会张金秘书长、韩木林副秘书长将携手中国锻压协会

众多知名专家共同探讨锻造企业发展瓶颈问题及趋势。）

下午：参观2013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

9月25日（周三） 企业参观（暂定）

会议亮点：

1、中国锻压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四年一届。锻压行业精英齐聚一堂，总结经验、探讨未

来。共谋锻压行业发展，

2、新一届政府上任后，解读国家对锻压产业政策要求及趋势。

3、会议重点关注板材加工行业政策，关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对于中小企业融资上市中的

金融、税收、财政政策予以讨论。

4、制造业转型和升级，已经从概念转换为行动。本次会议将继续倡导绿色、智能制造理

念，促使零部件企业整体提升。

5、建立车间生产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平台，降低生产人力成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

力。

6、大会将分出专题会场，从典型冲压、钣金件的工艺出发，讨论零部件加工企业共同关心

的技术热点和技术难题。

  *钣金加工柔性化、信息化、精益化

  *冲压车间高效生产及整体解决方案

  *精密高速冲压生产技术自动化

  *封头加工行业信息化

7、参观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作为中国最专业的锻造、冲压、和钣金展览会，将重点

关注以上海为中心中国制造业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同时展示最新行业发展技术。

8、企业参观，现场参观优秀企业，分享技术。

会议时间：2013年9月21日—24日

会议地点：中国 上海

会议主题：智能与绿色、转型与升级

会议形式：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 论坛 企业参观 展览会参观

同期活动：2013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

          第十四届中国国际锻造会议

联系人：张彩虹 女士 010-68465045-651

联系人：彭琳 女士   手机：13488864216  

电话：010-68465045  传真：010-68465044

邮箱：penglin@chinaforge.org.cn   

网站：http://cffc.chinaforge.org.cn

   中国锻压协会将在2013年9月24-27日在北京新国展举办的中国国际金属成形览会上继续

举办“神工奖”（优质锻件毛坯评奖）活动。

   此项活动已举办到八届，每届活动都得到众多展商的支持，纷纷拿出优质产品参评。评

选由中立的业内专家依照科学的评选办法（见附件）评比，参评企业一旦获奖，即可获得

由协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和奖牌，不仅能增加企业信誉度和产品竞争力，更有利于其开拓国

内外市场。每届评奖活动还吸引了国内外采购商的参与。

   展会期内，国内外上百家成形零部件生产企业推出的数百件拳头产品同台竞技，采购

商可以充分地比较选择。同时，协会也将邀请工信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财政部等国

家部委的相关领导来观看成形零部件行业的最新成就，为基础零部件企业争取更多有利政

策。

    本届获奖企业及获奖展品将统一免费在《零部件采购指南》上进行宣传。

详情咨询：中国锻压协会 展览部 郭健：18630300226    QQ：1749573390

《中国锻件、金属板材、管材和型材成形零部件采购指南》（2012－2013第五版）即将于2013年5月出版。

    本书内容: 1500多家锻件、金属板材、管材和型材零部件制造企业、生产车间等，其范围覆盖全国24个省市、地区

的规模以上零部件生产商。本次修订后的部分重点企业信息将包含：企业生产能力、企业规模、产品规格、应用行业、

联络方式等。

   发行对象：政府部门、国内外商社、国内外锻件、金属板材、管材和型材零部件采购商，主机厂及国内进出口公司

等。

《世界锻压装备与技术采购指南》（2012－2013第五版）已于2013年4月出版。

    本书内容:本书收集了1000多家规模以上锻压装备、模具和材料企业信息，涉及国内24个省市，国外16个国家，按

照锻造、冲压和钣金三个行业进行分类索引。本次书籍对四成以上的企业信息进行了修订。

发行对象：锻件、冲压件、钣金件、管材、型材零部件制造企业采购商、主机厂、政府部门、国内外商会及进出口公司

等。

    所有的会员企业信息都包含在内。

欢迎预订本书，详细情况请向展览部郭健 先生、韩菲女士垂询010－68465045。

锻压行业权威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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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锻压协会
Confederation of Chinese Metalforming Industry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16号学知轩大厦三层(100083)
Add: No.16 Xueqing Road, Haidian, ,Beijing 100083 ,China

电话/Tel: 86 10 68465045     传真/Fax: 86 10 68465044
网址/Web:  www.china-metalform.com 
邮箱/Email: exhibition@chinaforge.org.cn
展会联系人/Exhibition Contacts: 孟宪刚  王思杰 刘明星 郏杰 郭明银 倪金伍 余强
参观联系人/Visit Contacts:  郭健 韩菲 闻晓旭

 官方指定媒体
 中国锻压网

《锻造与冲压》

《钣金与制作》

 慧聪机床网

 杂志媒体
《金属加工》

《锻压技术》

《锻压装备与制造技术》

《国际金属加工商情》

《国际模具制造商情》

《工业激光解决方案》

《机电设备》

《精密成形工程》

《汽车观察》

《汽车零部件》

 AI《汽车制造业》

《航空制造技术》

《金属加工世界》 

《数控机床市场》

《新技术新工艺》

《中国机电工业》

《工程机械》

《机床商讯》 

《FORGE》

《Industrial Heating》

《热加工工艺》

《船舶工程》

《现代金属加工》

《模具工业》

《电气中国》

《钢铁》

《不锈专刊》

《现代零部件》

《行业资讯大全-机床卷》

《重型机械》

《无损检测》

《GM通用机械》

 报刊媒体
 中国工业报

 中国汽车报

 机电商报

 世界金属导报

 中国企业报

 中国化工报

《激光制造商情》 

 中国日报

 网络媒体
 阿里巴巴       

 盖世汽车网

 中国汽车咨询中心网

 中国折弯机网

 中国剪板机网

 中国机箱机柜网

 香河板金网

 QC检测仪器网

 美国机床工具网

 中国机床商务网

 中国数控信息网 

 艾玛德国际模具网

 国际机床网

 中华汽配网

 中国机床网

 国际机床网

 上海电气网

 钢铁英才网

合作媒体

观众网上预登记，将有机会赢得精美奖品！

请登录：www.china-metalform.com

2013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参观指南
机场线路
    上海世博展览馆傲踞2010年上海世博会顶级核心区域，她毗邻黄浦江，位于世博轴西

侧，紧临中国馆、世博中心、演艺中心、五星级酒店。上海世博展览馆连接南浦大桥、卢

浦大桥、打浦路隧道等过江要道和浦东上南路、耀华路主干线，坐拥周边数十条公交线

路，轨道交通7、8号线耀华路站直达展馆。

•浦东国际机场—世博展览馆 

  出租车：约50分钟；车费约140元； 

  地铁：乘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步行或换乘7号线至世博展览馆；约40分钟；车费5元。 

  机场5线再接公交82(东方医院)：约70分钟；车费18元； 

  机场3线再接地铁7号线(龙阳路地铁站)：约60分钟；车费25元； 

•虹桥机场—世博展览馆 

  出租车：约35分钟；车费约80元； 

  地铁：1号航站楼 乘10号线至老西门站换乘8号线至世博展览馆；约40分钟，车费6元。 

  地铁：2号航站楼 乘2号线至人民广场站换乘8号线至世博展览馆；约40分钟，车费6元

火车站线路
•上海火车站—上海世博展览馆

  出租车：相距13公里；车费约37元；

  地铁：可乘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8号线至耀华站下，步行7分钟到世博展览馆；约40

分钟；车费4元。

•上海南站—上海世博展览馆

  出租车：相距9公里；车费约27元；

  地铁：可乘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8号线至耀华站下，步行7分钟到世博展览馆；约50

分钟；车费5元

•上海虹桥火车站—世博展览馆

  出租车：相距25公里；车费约80元；

  地铁：2号航站楼 乘2号线至人民广场站换乘8号线至世博展览馆；约40分钟，车费6元

地铁线路
•乘坐上海市内各线地铁，换乘7号线直达耀华路站,再步行7分钟到世博展览馆。

•乘坐上海市内各线地铁，换乘8号线直达耀华路站（展馆南门）或中华艺术宫站（展馆北

门）,再步行3-7分钟到世博展览馆。

自驾车指南
    世博展览馆位于国展路、周家渡路交汇处，易于通行。从市中心横跨卢浦大桥、南浦

大桥可直达。

    停车位：B1 B2 共1500停车位。停车费：RMB5.00/小时, RMB20.00可停8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