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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展商： 

 

您好！ 

虽受台风“烟花”及疫情影响，2021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仍在各方大力支持下，于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成功落幕。不容否认的是，本届展会在国内外展商和观众组织，以及现场

搭建和接待上，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 20,000 平方米，共吸引了来自 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81 家展商，展品

紧紧围绕智能化装备、自动化生产、信息化管理和数据化决策的展会主题，集中展示最新金

属成形技术设备、工装模具、连接焊接、自动化设备、周边设备、辅材辅料、检测检验、表

面处理及各类锻造、冲压和钣金零部件等，满足了金属成形行业企业及用户企业的绝大部分

需求。展会现场虽受客观因素影响，根据调查仍有 20%的观众具有采购需求并顺利达成初步

合作协定。 

今年的展会宣传与观众组织工作，在继续往年宣传模式的基础上，扩大宣传范围，针对

产业链下游，包括但不限于汽车、家电、电子、航空航天、电工电器、化工与能源、新能源、

医疗器械、制冷空调、食品机械、轻工机械、农机、工程机械、建筑、轨道交通等多行业装

备制造企业进行广泛展会宣传，在其行业媒体、展会等多渠道派发展会广告，并成功与兄弟

协会联合举办了“中国制冷与通风设备金属成形发展论坛”与“中国食品和包装设备金属成

形发展论坛”，吸引其行业众多企业关注我们展会。 

此外，我们针对行业重点观众，分别从协会会员、读者、观众、会议代表、拜访企业等

数据中，共计约 8 万行业活跃度较高的企业数据，进行重点宣传及参观邀请，分别以邮件、

短信、传真、电话、信件、微信等方式向全行业传递展会信息。每两月定期发行展会报，每

刊发行 1 万份，邮寄给展商、重点观众单位、会员单位等，推介展商新技术新设备。同时我

们与多家行业内最权威的专业杂志/报刊（包括汽车与配件、电器工业、锻压技术、锻压装备

与技术、锻造与冲压、钣金与制作、模具制造、焊接、电焊机、金属加工等 11 本行业顶级

刊物）进行联手，全年进行展会广告推广，做足展前造势工作。 

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 6 个国家，国内 26 个省市的 7,586 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特殊时

期内，通过新媒体直播平台线上观看展会人数达 15,445 人，总观看次数为 92,670 次。 

通过前期组织，我们拟邀专业观众团组近 100 个，其中包括上飞、商发、上汽大众、上

汽通用、上汽乘用车、江淮汽车、吉利汽车、特斯拉、卡特彼勒、山推、华域汽车等大型企

业团组，另有无锡锻协、无锡模协、常州钣协、常州模协、慈溪模协、河南锻协、湖南钣协

等地方协会大型团组。由于天气及疫情影响，大部分参观团组未能到场，但仍有包括上飞、

商发、上汽通用、霍山汇能汽车零部件、中国冲压大会参观团、中国钣金制作大会参观团、

全国模锻企业厂长会议参观团、2021 零部件采购会以及上海、浙江及江苏优秀钣金企业参

观团等 30 余个团组到场参观，总计 300 余人。展会之后，我们将会给所有未到场预登记专

业观众邮寄会刊及展会资料，并进行回访调研，了解企业所需，实现采供对接。 

2021 年，展会同期举办了中国经济与金属成形行业发展论坛，中国国际锻造新技术及

设备滚动发布会，中国国际冲压、钣金制作、模具和连接焊接新技术及设备滚动发布会等，

共组织了 32 场技术专题讲座和报告。 

另外，展会现场对 2021 年中国锻压行业具有突出表现和贡献的企业予以颁奖，分别评

选了中国锻压行业优秀装备供应商 68 家企业的 90 件产品，神工奖 19 家企业的 30 个产品，

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最佳合作伙伴 10 家展商。 

风雨同舟，感谢每一位“您”的参与与支持，展会主办方中国锻压协会将会秉承更专业、

更优质的展会服务，促进行业交流，助力每家展商及参与者都有所收获。 

2022 年，展会将继续于上海举办，定档 12 月，主题更明确，分类更专业。期待我们再

次相聚！ 

祝贵公司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中国锻压协会金属成形展事业部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组委会 

http://www.china-metalf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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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概况 

展商分析：参展企业 281 家，其中：国际展商 42 家，比例达到 14.95%，覆盖美国、德

国、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外资展商（国内办事处人员、代理商参展）。 

 

二、观众概况 

本届展会共有登记观众 13,029 人，其中到访观众 7,586 人，因台风影响，到访率仅

58.22%；本报告以此到访观众的有效数据 7,586条进行分析： 

1、观众来源区域说明： 

按展会举办地统计：江浙沪皖观众 5,770人（占 76.06%），其他地区观众 1,816人

（占 23.94%）； 

国外观众统计：由于国际疫情形势影响，本次展会未邀请驻外人员，共 15位外籍

人士来访，分别来自奥地利、日本、马来西亚、俄罗斯、西班牙、

美国等（均常驻中国） 

国内观众按大区统计：华北、华东、东北、华中、西北； 

国内观众按省份统计：安徽、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 26个省市； 

    2、每日观众到达情况统计：  

  展会日期 每日有效数据明细 

2021-7-27 2,365 

2021-7-28 2,453 

2021-7-29 1,837 

2021-7-30 931 

总计 7,586 

 

三、观众区域分析 

本届展会的参观观众中，上海本地观众占 38.76%，而江浙沪皖地区占比高达 76.06%，

由此可看出华东地区制造业经济水平较高，采购能力空间较大。由于台风、疫情等因素影响，

浙江、江苏、安徽观众到达率未达预期。 

本次展会非江浙沪皖观众占比 23.94%，一方面因疫情防控和天气原因，很多地区观众

不方便访沪参观，另一方面江浙沪地区相关行业地区集中度比较高，制造能力较强，主办方

积极在华东地区进行展会推广，着重邀请专业观众。另外，山东省观众占 8.67%，排在江浙

沪之后，潜力较高，今后将加强在山东地区的观众组织工作。 

http://www.china-metalf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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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观众人数 占比 

上海 2,940 38.76% 

江苏 1,569 20.68% 

浙江 1,108 14.61% 

安徽 152 2.01% 

华东其他 762 10.04% 

外地 

华北 372 4.90% 

东北 81 1.06% 

华中 226 2.98% 

西北 65 0.85% 

西南 128 1.69% 

华南 176 2.32% 

台湾地区 7 0.10% 

合计 7,586 100.00% 
 

四、观众省份分析 

区域 省份 数量 占比 

华北 北京 182 2.39% 

华北 河北 114 1.50% 

华东 山东 658 8.67% 

华北 天津 53 0.70% 

华东 江苏 1569 20.68% 

东北 辽宁 50 0.67% 

西北 陕西 37 0.48% 

华中 河南 104 1.37% 

华东 浙江 1108 14.61% 

华东 上海 2940 38.76% 

华北 山西 23 0.29% 

华南 广东 159 2.10% 

华中 湖北 90 1.18% 

东北 吉林 31 0.41% 

西南 四川 34 0.45% 

西南 重庆 70 0.92% 

华东 安徽 152 2.01% 

华东 福建 63 0.83% 

西北 甘肃 16 0.22% 

华中 湖南 32 0.41% 

华东 江西 41 0.54% 

西南 贵州 24 0.32% 

华南 广西 17 0.22% 

西北 宁夏 5 0.07% 

西北 新疆 7 0.10% 

 台湾地区 7 0.10% 

国内小计  7,586 100.00% 

http://www.china-metalf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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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展会本地省份上海的观众 2940人，占国内参展统计人数比例的 38.76%；国内其他

省份的观众展国内参展统计人数比例的 61.24%。主要原因是，其他地区观众受天气影响不

能外出，由此上海地区观众比例偏高。 

 

五、观众职务、部门分析： 

 

在参观观众中，有 7,339人提供了有效职务，其中有 4,026人是专业人员，占提供职务

观众比例的 53.07%；其中 1,790人来自管理部门，占提供职务观众比例的 23.6%；其中 768

人是决策者，占提供职务观众比例的 10.12%；其他职务与无效信息均归类至其他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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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21（上海）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各大奖项荣耀揭晓 

2021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于 7 月 27-30 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圆满落下帷幕。本

届展览会上举办了“神工奖”优质金属成形零部件，优秀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设备供应商，

以及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最佳合作伙伴的颁奖典礼，受到了展商、专业观众、业内专家、专

业媒体、地方协会的热烈关注。 

1、“神工奖”优质金属成形零部件 

此次参加“神工奖”评审的企业有 19 家，参选零件共 30 个。我们最终确定了 21

个优质奖产品、9 个表扬奖产品。获奖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奖项 

1 嘉兴和新精冲科技有限公司 精冲变速箱驻车机轮 优质 

2 江苏大洋精锻有限公司 PX1-41 优质 

3 江苏精棱铸锻股份有限公司 EACS02 型轴盘盘毂 优质 

4 江苏精棱铸锻股份有限公司 传感器座 优质 

5 江苏普智汽车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电动座椅调角器活动盘 优质 

6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档齿轮 优质 

7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档齿轮 优质 

8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挡齿轮 优质 

9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变速器一档 优质 

10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间轴倒挡齿轮 优质 

11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间轴五档齿轮 优质 

12 江西景航航空锻铸有限公司 某锻件 优质 

13 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M25 吊耳 优质 

14 明思作机电（无锡）有限公司 小铁车 优质 

15 上海东芙冷锻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扇柱 优质 

16 瓦房店轴承精密锻压有限责任公司 
Φ1200 水泥辊压机主轴轴

承内套仿形锻件 优质 

17 无锡鹏德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预催前端锥分总成 优质 

18 武汉华夏精冲技术有限公司 凸轮盘 优质 

19 一汽锻造（吉林）有限公司 

红旗 V6TD 3.0T 发动机曲

轴 优质 

20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 7.5T 转向节（QP-823） 优质 

21 重庆大江杰信锻造有限公司 

CX75Plus 精锻曲轴（QP-

625） 优质 

22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离合器牙嵌盘 表扬 

23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麦格纳结合齿 表扬 

24 江苏太平洋精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变速器三挡 表扬 

25 南昌齿轮锻造厂 N822 前轴 表扬 

26 上海申彦通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光通讯机箱 表扬 

27 上海玥帆机械有限公司 客车安全门 表扬 

28 太仓久信精密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微型伞齿轮 表扬 

29 太仓久信精密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转向机同步带轮 表扬 

http://www.china-metalfo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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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YC-3500 液压打桩锤替打

环毛坯 表扬 

 

2、优秀锻造、冲压和钣金制作设备供应商推荐 

今年我们对所有展商进行筛选，从创新性、新技术的应用情况以及攻克难点等多方

面，重点推荐了 68家展商的 90个型号规格的锻造、冲压和钣金技术装备，供业界参考

采购。获奖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获奖产品 展品类别 

1 湖北重装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船用卷板机 钣金机械 

2 湖北重装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双驱动重型三辊卷板机 钣金机械 

3 湖北重装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辊式板材矫平机 钣金机械 

4 广东宏石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高功率总线激光切割机 钣金机械 

5 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激光切割机

C612000W/22000W 
钣金机械 

6 华工法利莱切焊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激光平面切割机 钣金机械 

7 南京力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超高压除鳞机 表面处理 

8 南京力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锻造氧化皮清洗机 表面处理 

9 中机锻压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程控全液压模锻锤 成形设备 

10 沈阳名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锻造脱模剂 辅材辅料 

11 威泰克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环保型锻造脱模剂 W-800 辅材辅料 

12 威泰克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铝合金锻造脱模剂 ZN-185 辅材辅料 

13 无锡沃尔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油冷却机

（YLD120PA\YLD500PA） 
辅助设备 

14 无锡沃尔得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激光冷水机

(SLDL150PAX\SLDL460PA2X2) 
辅助设备 

15 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限公司 
激光、冲床下料去毛刺、倒

角批量处理设备 
辅助设备 

16 万创（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精冲件去毛刺机 辅助设备 

17 万创（苏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中厚钢板板除渣去毛刺机 辅助设备 

18 南京江联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模具电弧增材制造离线编程

软件系统与工艺 
焊接工艺 

19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GLW 手持式激光焊接机 焊接设备 

20 铭镭激光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光纤激光手持式焊接机 焊接设备 

21 山东凯泰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模具 3D 打印增材制造机器人 焊接装置 

22 优瑞卡（大连）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模具 3D 自动堆焊机器人系统 焊接装置 

23 山东多迈特焊接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修复焊机 焊接装置 

24 超同步股份有限公司 大功率主轴电机 机床辅件 

25 超同步股份有限公司 高扭矩压力机电机 机床辅件 

26 佛山登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电机 BGTK13 机床辅件 

27 佛山登奇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伺服电机 机床辅件 

28 苏州网宏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冲床安全防护门 机床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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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德国 WHS智能自动化科技公司 磨具模架润滑保护 机床辅件 

30 德国 WHS智能自动化科技公司 钢锭涂层 机床辅件 

31 广东振曦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IGBT 模块散热器 机床辅件 

32 惠州安固振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弹簧阻尼减振器 机床辅件 

33 昆山泰咏贸易有限公司 喷枪 机床辅件 

34 西马克集团 3D打印喷淋装置 机床辅件 

35 重庆恒锐金鼎感应科技有限公司 燃料棒包壳管预氧化装置 机床辅件 

36 江苏金沃伺服冲床有限公司 开式单点高精密伺服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37 浙江易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高速精密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38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双点肘节式多工位电池壳拉

伸精密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39 FICEPS.P.A 电动螺旋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0 湖北凌顶科技有限公司 伺服直驱螺旋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1 辽阳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LDE53-6300 电动螺旋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2 青岛昊阳机械有限公司 直驱式电动螺旋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3 青岛浩源益友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GF、GM 系列高能螺旋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4 青岛宏源泰机械有限公司 电动螺旋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5 武汉新威奇科技有限公司 
J58ZK 系列伺服直驱式数控

电动螺旋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6 西安西锻机床有限公司 多工位自动锻造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47 浙江精勇精锻机械有限公司 肘节式精密冷间模锻机 
机械压力

机 

48 浙江精勇精锻机械有限公司 高速精密温热模锻机 
机械压力

机 

49 株式会社栗本铁工所 热模锻压力机 
机械压力

机 

50 青岛方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EDP系列直驱式电动螺旋压

力机 

机械压力

机 

51 杭州国隆加热设备有限公司 中频加热成套设备 
加热和热

处理 

52 杭州科远电炉有限公司 
过程控制全自动温控绿色智

能串联谐振电炉装备 

加热和热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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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河南力捷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中频炉 
加热和热

处理 

54 陕西博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中频感应加热设备 
加热和热

处理 

55 应达工业（上海）有限公司 
Inductoforge 模块化锻造感

应加热系统 

加热和热

处理 

56 熵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智能 3D视觉无序分拣系统 检测装置 

57 熵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激光结构光工业 3D 相机 检测装置 

58 熵智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数字散斑工业 3D相机 检测装置 

59 钢研钢纳（济南）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SLG模具专用高性能聚合焊

丝 
模具焊材 

60 优瑞卡（大连）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锻造模具修复焊材 模具焊材 

61 格而科技/格而焊接 GORE 焊丝/焊条 模具焊材 

62 万得模模具焊接公司 模具焊接专用焊材 模具焊材 

63 钢研钢纳（济南）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冷热兼作模具钢 模具类 

64 高密三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水平分模机械装夹平锻机 
特种成形

机械 

65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 快速锻造液压机组 
特种成形

机械 

66 兰州兰石重工有限公司 径向锻造液压机 
特种成形

机械 

67 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径向锻造机生产线 
特种成形

机械 

68 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数控辗环机生产线  
特种成形

机械 

69 无锡市大桥轴承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数控辗环机 
特种成形

机械 

70 淄博宏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辊锻机 
特种成形

机械 

71 淄博宏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楔横轧机 
特种成形

机械 

72 FICEPS.P.A 棒料剪 下料设备 

73 杭州博野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超快切锯片 下料设备 

74 浙江阿波罗工具有限公司 圆锯机 下料设备 

75 浙江百金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高速金属圆锯机 下料设备 

76 浙江精卫特机床有限公司 高速金属圆锯机 下料设备 

77 浙江威力士机械有限公司 高速智能带锯床 下料设备 

78 浙江精卫特机床有限公司 高速金属圆锯机 下料设备 

79 浙江至广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不锈钢专用冷锯 下料设备 

80 
中电科技（三河）精密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 
企业经营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化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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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常州晋志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厚板三合一送料机 
自动化装

置 

82 常州晋志德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掀开式厚板三合一送料机 
自动化装

置 

83 深圳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 四轴冲压机器人 
自动化装

置 

84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荷重检出装置（四通道吨位

仪） 

自动化装

置 

85 杰梯晞精密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错误检测装置 FIX Platform 
自动化装

置 

86 济南奥图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锻造自动化生产线 
自动化装

置 

87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步进梁 
自动化装

置 

88 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锻造操作机 
自动化装

置 

89 陕西博创电器有限公司 全自动温锻喷墨生产线 
自动化装

置 

90 无锡市盛宝嘉科技有限公司 水平关节机械手 
自动化装

置 
 

3、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最佳合作伙伴奖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展览会及同期配套会议自 2004 年创办，邀请国内外一流的企

业参展、讲演和参观业内标杆企业，促进行业进步。 

为了感谢多年来众多展商、讲座企业、被参观企业以及地方协会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我们继续在本届展览会现场，延续对参与度活跃的企业和组织给予表彰，感谢他们为行

业进步和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2021“最佳合作伙伴奖”获奖名单如下： 

序号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最佳合作伙伴奖 

1 无锡市大桥轴承机械有限公司 

2 无锡市盛宝嘉科技有限公司 

3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杭州科远电炉有限公司 

5 西安西锻机床有限公司 

6 江苏兴锻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7 江苏金沃伺服冲床有限公司 

8 武汉华工激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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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广东宏石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济南邦德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恭喜以上获奖企业及合作单位，祝愿他们不断创新，为锻造、冲压及钣金制

作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七、下届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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