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主办，中国机械

工程学会铸造分会与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

心共同承办的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CHINA DIECASTING），以“促进中外

压铸界交流与合作，推动中国乃至全球压铸产

业发展”为宗旨，始创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当时，由于汽车、建筑、计算机、通讯、

消费电子等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中国压铸工

业和技术有了长足进步，已形成拥有约1500

余个压铸厂点，9000余台压铸机，3万多名压

铸从业人员，年产近35万吨压铸件和销售近

百亿元的产业。鉴于行业发展的需要，中国机

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经过精心策划，于1997

年4月14—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了

“首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旨在促

进压铸界进行高水平的技术交流和科研开发，

推动新兴压铸市场的发展。首届中国国际压铸

会议暨展览会的成功举办，为后期中外压铸界

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中外压铸业的共同繁

荣，奠定了良好基础，前途光明，前景广阔。

二十年来，伴随着我国压铸业的蓬勃发

展，在主、承办单位的精心组织与不懈努力

下，在广大业界同仁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下，本项活动已发展成为中国压铸行业的品牌

会展活动，并以其高度的专业化和国际化，及

专业的优质服务而著称于业内，见证并助力着

我国乃至于全球压铸产业的高速发展。

自创办以来，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

会（CHINA DIECASTING）始终聚焦于压

铸行业全产业链的交流与展示，致力于为整个

压铸行业提供优质服务。高水平的学术、技术

交流活动以及大规模、专业的展览活动，每年

吸引着大量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及业界人

士共聚一堂，交流、展示当前压铸领域最具典

型性与代表性的产品、技术及研发成果，其业

界影响力与日俱增。

截至目前，本项活动得到了德国纽伦堡

博览集团、株式会社 轻金属通信AL社、中铸

科技、压铸周刊及其他国内外行业合作伙伴的

鼎力支持。

在主承办方和合作伙

伴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

德国纽伦堡博览集团的加

盟，本项活动的国际化脚

步进一步加速，伴随着海

外资源的不断引入，先进

的办会、办展理念和多元

化服务对展会发展的积极

促进，助推着本项活动的

规模和水平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步入快

速发展通道。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CHINA DIECASTING）已成为

全球压铸行业发展趋势发布之地，行业精英汇

聚之所，成为推动中国乃至于全球压铸产业发

展的高端服务平台，并日臻完善。

感谢所有的合作伙伴和业界同仁的鼎力支

持！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二 一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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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展会统计
Exhibition Statistics

首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1st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第二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2nd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第三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3rd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第四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4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2005亚太地区压铸工业展览会
2005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第五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5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2007亚太地区压铸工业展览会
2007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第六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6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2009亚太地区压铸工业展览会
2009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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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nat ional  Diecast ing Congress and 

Exhibition (CHINA DIECASTING) is an event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and co-

hosted by the Foundry Institution of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and the Productivity Promotion Center 

of Foundry Industry of China. The event aims to promot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die-casting industries and enhance global die-cas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first CHINA DIECASTING 

was held in the mid-1990s. At that time,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such as automobile, construction, 

c o m p u t e r ,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and electronics, China's die-

casting industry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both in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scale, having more than 

1,500 die-casting factories and 

30,000 die-casting practitioners, 

with an annual output of nearly 

350,000 tons of die-castings and 

RMB 10 billion of sales. In view of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Foundry Institution of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after careful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held the first CHINA DIECASTING on April 14-17, 1997, 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aimed to promote 

high-level technical exchanges and R&D in the die-casting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die-casting 

market. The successful first CHINA DIECASTING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ie-casting 

industrie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e-casting industry, under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the organizers, and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industrial participants, CHINA DIECASTING has developed 

into a brand congress and exhibitionin in China's die-

casting industry. It is highly valued for its high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sm, as well as quality 

services. The event is both witness and promoter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e casting industry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world.

Since its beginning, CHINA DIECASTING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vide quality services for the entire die-

casting industry. CHINA DIECASTING combines the high 

level academic and technical activities with large-scale 

professional exhibitions. Each year, the event attracts a 

large number of experts, scholars and colleagues at home 

and abroad,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show the most 

typical, advanced and representative products, and share 

their R&D results.

The event has received great support of many 

partners, such as German NurembergMesse Group, 

Japan Keikinzoku Tsushin Al Co., Ltd., Zonzu Technology 

and Die-casting Weekly, etc. Under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sponsor, organizers and our partners, especially the joining 

of German NurembergMesse Group,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event was further accelerated.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 introduction of overseas resources, the 

advanced concept and diversified services promote the  

event reaching a new height in scale and specialization and 

setting its foot on the road to rapid development.

A f t e r  t w o  d e c a d e s  o f  d e v e l o p m e n t ,  C H I N A 

DIECASTING has become an event that gathers the industry 

elite and forecasts the die-cas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trend; a high-end service platform that enh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die-casting industry.

Many thanks to all the partners and participants! 

CHINA DIECASTING will be better and better with your 

tremendous support!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Foundry Institution of Chines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Productivity Promotion Center of Foundry Industry of China

March,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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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展会统计
Exhibition Statistic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专业观众（位） Trade Visitors

8000

6896

6772

5032

5150

5251

3840

4280

1735

4810

5420

5507

3481

2787

1075

预
计
15000

12072

1997 2000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东莞 Dongguan 上海 Shanghai

预
计
350

255

155

142

138

128

122

105

108

111

120

131

149

859768

参展企业（家） Exhibitors

295

1997 2000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东莞 Dongguan 上海 Shanghai

18000

23000

预
计
23000

12000

11000

10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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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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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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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4000

3000

2000

展会面积（平方米） Exhibition Area（m2）

1997 2000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东莞 Dongguan 上海 Shanghai

第七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7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2011亚太地区压铸工业展览会
2011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第八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8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2013亚太地区压铸工业展览会
2013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第九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第十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10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11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历年参展企业
All exhibitors

《铸造技术路线图》——高压铸造
Metal Casting Technology Roadmaps——Hign Pressure Die Casting

后记
Epi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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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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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首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代表
Representatives Participating in the Diecasting 
Congress

2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首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1st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1997年4月14-17日  April 14-17 , 1997

地点 Venue
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

Beijing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68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1075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2000

论文数（篇）Papers 56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23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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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
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周尧和院士在招待会上讲话
Academician Zhou Yaohe,
speeching at the Reception
3 展览会展厅一角
Exhibition Scene
4 论文评比委员会专家合影
Conference Paper Competition
Evaluation Committee4

1

2 3

第二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2nd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0年4月24-28日  April 24-28 , 2000

地点 Venue
上海 世贸商城  Shanghai Mart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97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2787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3000

论文数（篇）Papers 63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312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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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国外会议代表作报告
A delegate speeching
at the Diecasting Congress
3 铸件评比委员会委员合影
Best Die Casting Competition
Evaluation Committee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2 3

第三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3rd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2年4月25-28日  April 25-28 , 2002

地点 Venue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85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3481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4000

论文数（篇）Papers 53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42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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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1 第四届中国国际压铸
会议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 9 与会专家作报告
Delegates speeching at the 
Diecasting Congress第四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4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4年8月22-25日  August 22-25, 2004

地点 Venue
上海 国际展览中心  INTEX Shanghai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05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3840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6000
论文数（篇）Papers 67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26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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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 2 展览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第四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The 4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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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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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9 展商风采
Exhibitors
10展会现场签约仪式
On-site Signing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第四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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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5亚太地区压铸
工业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 7 与会专家作报告
Delegates speeching
at the Diecasting Congress

6 7

1

2 3 4 5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展览会

2005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5年8月14-17日  August 14-17, 2005

地点 Venue
上海 国际展览中心  INTEX Shanghai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08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4280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600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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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 2 展览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2005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
展览会

2005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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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展商风采
Exhibitor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2005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
展览会

2005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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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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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1 第五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 3 压铸会议会场
C h i n a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iecasting Congress

第五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5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6年6月28日-7月1日  June 28-July 1, 2006

地点 Venue
上海 国际展览中心  INTEX Shanghai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22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5251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8000
论文数（篇）Papers 50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0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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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优质压铸件评选现场
Best Die Casting Competition
3 - 6 展览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第五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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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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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第五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The 5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1

3

5

2

4

6

1 -12展商风采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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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007亚太地区压铸工
业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 3 展览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展览会

2007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7年9月19-22日  September 19-22, 2007

地点 Venue
东莞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Guangdong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11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1735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10000

-2007-



30 31

5

7

6

8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2007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2007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
展览会

1 - 8 展商风采
Exhibitors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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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六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压铸会议现场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2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第六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6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8年6月18-21日  June 18-21, 2008

地点 Venue
上海 国际展览中心  INTEX Shanghai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28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5150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9000
论文数（篇）Papers 72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47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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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1 全国铸造学会压铸技术
委员会工作会议
Working Meeting of FICMES 
D i e  C a s t i n g  T e c h n i c a l 
Committee
2 产品发布会
New Product Launch
3 - 4 展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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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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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1 -10展商风采
Exhibitor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The 6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第六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3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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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1 2009亚太地区压铸
工业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展览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展览会

2009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09年9月15-18日  September 15-18, 2009

地点 Venue
东莞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Guangdong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20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4810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800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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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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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7 展商风采
Exhibitor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2009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
展览会

2009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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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七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 4 展览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第七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7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10年6月16-18日  June 16-18, 2010

地点 Venue
上海 国际展览中心  INTEX Shanghai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38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5032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10000
论文数（篇）Papers 28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6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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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The 7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第七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10展商风采
Exhibitors

1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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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2011亚太地区压铸
工业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 7 压铸论坛与会专家作报告
Delegates speeching at
Diecasting Congres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展览会

2011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11年9月21-23日  September 21-23, 2011

地点 Venue
东莞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Guangdong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31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5420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10000

论文数（篇）Papers 26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10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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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 展商风采
Exhibitor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2011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2011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
展览会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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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1 第八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 3 压铸会议现场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4 参观力劲集团·上海一达压铸机装配车间
Visiting the Die Casting Machine Assembly Workshop of
L.K.Group Shanghai Atech Machinery Co., Ltd
5 布勒签约仪式
B hler On-site Signing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第八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8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12年6月17 - 22日  June 17 - 22, 2012

地点 Venue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42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6772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11000

论文数（篇）Papers 37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3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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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10展商风采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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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3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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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3亚太地区压铸工业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压铸论坛会议现场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Forum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展览会

2013 Asia-Pacific Diecasting
Industry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13年9月16-18日  September 16-18, 2013

地点 Venue
东莞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Guangdong Moder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er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49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5507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10000

论文数（篇）Papers 23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7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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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展商风采
Exhibitor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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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亚太地区
压铸工业
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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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第九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压铸会议现场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第九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9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14年7月22-24日  July 22-24, 2014

地点 Venue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155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6896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12000

论文数（篇）Papers 60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5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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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压铸会议现场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3 - 4 优质压铸件评选
Best Die Casting Competition
5 汽车压铸件发展论坛
Automotive Casting Conference
6 技术交流会
Die Casting Technology Symposium
7 采配会
Match-making for Moulds & Die Castings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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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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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十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展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1

2

第十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10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15年7月8-10日  July 8-10, 2015

地点 Venue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255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8000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18000

论文数（篇）Papers 23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12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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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优质压铸件评选
Best Die Casting Competition
6 采配会
Match-making for Moulds & Die Castings
7 布勒展台
B hler China
8 万丰奥特展台
Wanfeng Auto Holding Group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The 10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第十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3

2

4

1 压铸会议
China International Die Casting Congress
2 嘉宾参观展会
VIP visitors
3 观众观展
Visitors
4 现场交流
Ex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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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1

1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压铸
会议暨展览会开幕式
Opening Ceremony
2 压铸会议现场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暨展览会

The 11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

时间 Time
2016年7月12-14日  July 12-14, 2016

地点 Venue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参展企业（家）Exhibitors 295

专业观众（位）Trade Visitors 12072
展会面积（平方米）Exhibition Area (m2) 23000

论文数（篇）Papers 64
参会人数 Congress Participants 2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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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洽谈
Negotiation
3 现场活动-压铸件评选
Best Die Casting Competition
4 技术交流
Technical Exchanging

3

4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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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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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6

3

5

7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The 11th China International Diecasting
Congress & Exhibition第十一届

中国国际
压铸会议
暨展览会

1

1 布勒展台
B hler China
2 展会一角
Exhibition scene
3 压铸件
Die castings
4 压铸采配区
Match Making Area
5 现场设备已售
Equipment being sold
6 - 7 设备展示
Equipment on the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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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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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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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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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盈合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沃克应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先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佑昌达利科技有限公司

贝塔压铸设备有限公司

博尔凯特（辽宁）镁合金压铸有限公司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布勒设备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布勒中国

C

Carborundum Universal Limited

Co. Stamp S.r.l.

长春市立源润滑材料厂

长春中科希美镁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德福工业炉（太仓）有限公司

沧州泰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昌本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傅氏机械制造厂

常熟鑫宝晟模具有限公司

常州阿科牧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大有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常州瑞复达高温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市璟胜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新田鑫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悦马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超技（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超威中程纳米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成都龙德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天府石墨坩埚有限公司

重庆日联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三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硕龙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阿尔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萃辉行有限公司

D

Doosung Robot Tec Co., Ltd.

韩国斗星机器人公司

DYNAMO, INC

达屹真空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大城县津大坩埚厂

大丰市大奇金属磨料有限公司

大丰裕泰金属机械有限公司

大韩铸造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大连德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鸿森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大连思泰博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有限公司

丹东华日理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岛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

道康宁（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德宝压铸技术公司

德国IMP国际金属浸渗有限公司

德国富来公司

德国欧区爱化工有限公司

德华材料检测有限公司

第一压铸网

定谷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东风（十堰）有色铸件有限公司

东莞宝山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德赫斯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钢城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东莞高源炉具有限公司

东莞金皇工业熔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奈那卡斯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服
务
压
铸
二
十
年

精
诚
合
作
铸
辉
煌

中
国
国
际
压
铸
会
议
暨

展
览
会
回
顾1997-2017

A

ADE srl- ARDI DIE-CASTING ENGINEERING

AEDS公司

Ahresty Techno Service Corporation

AMAFOND

埃华路（芜湖）机器人工程有限公司

艾博森空气净化设备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艾尼凯斯特有限公司

爱德专业香港有限公司

爱科诺莫斯（青岛）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安川首钢机器人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安徽金象坩埚有限公司

安徽旭隆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英太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安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鞍山海望真空系统有限公司

昂华（上海）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奥地利劳和镁熔炼技术有限公司

B

Bertoli Gianfranco & C.

Beta Die Casting Equipment

BRONDOLIN SRL

宝弘机械有限公司

宝密浸渗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宝山国际有限公司

宝洋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广灵精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罗伯泰克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瑞源中兴公司

北京瑞源中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历年参展企业
All Exhibitors

截止2017年2月
By Febr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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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亚镁压铸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盐步台圣压铸设备厂

佛山市启新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宝洋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广裕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力科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伊之密精密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腾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旺鼎压铸设备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文杰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盈向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中科炉业有限公司

福建青口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市金星钢丸有限公司

福士科铸造材料（中国）有限公司

福州唯氏机械有限公司

阜新北方压铸机有限责任公司

富比士开发有限公司

富来（上海）压铸机有限公司

富来远东压铸机有限公司

富钰精密组件（昆山）有限公司

G

Gauss Automazione

盖世汽车网

高律科（上海）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高斯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高要鸿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高要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高要市精密压铸制品有限公司

工商名录出版社

灌南压铸机有限公司

广东宝洋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文杰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高要市压铸协会

广东文灿压铸有限公司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肇庆动力配件有限公司

广东中科工业炉有限公司

广州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埃鲁秘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道晨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德珐麒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东热工业炉有限公司

广州富能热工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和氏璧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杰艾仕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金邦有色合金有限公司

广州赛弗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恩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广州市基石工业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型腔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广州树森耐火制品有限公司

广州西田精密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广州新勇隆专用设备零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一思通电子仪器厂

广州意戈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宇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震高压铸机有限公司

广州阿雷斯堤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贵阳华峰有色铸造有限公司

国际铸业网

国家镁合金应用开发基地青岛金谷镁业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铸造锻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铸造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民淀粉化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服
务
压
铸
二
十
年

精
诚
合
作
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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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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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安美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傲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滘吉旺工业炉制造厂（日卯集团）

东莞市东兴铝材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凤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富尚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原炉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广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合富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亨德模具五金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幸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圣精密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虎门金彪（金雅丽）压铸设备

东莞市虎门台联铸造材料厂

东莞市华铸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辉胜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联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锦明金属压铸辅助材料厂

东莞市晋泰压铸机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拓五金压铸有限公司

东莞市菱锐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隆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锐达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锐风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尚毅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松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市卫仕优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文华五金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兴行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耀盛工业炉有限公司

东莞市毅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银泽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松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东莞太平洋博高润滑油有限公司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亿东机器有限公司

东莞震威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东海技研工业（广东）有限公司

东洋机械金属株式会社

东曜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东芝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东芝机械有限公司

E

EKK INC

EXCO Engineering

二手压铸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F

Foundry Planet

FOUNDRY PLANET LTD.

Furnteck Engineers

方达瑞中国

飞卓滤油技术有限公司

丰汉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佛山顶锋日嘉模具有限公司

佛山联升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贝斯顿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定谷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技新电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罗庚机器人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笳恩压铸自动化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韶海锌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台圣压铸设备厂

佛山市南海区盐步宗炫压铸设备厂

佛山市南海雄新压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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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艾仕化工（深圳）有限公司

洁佳特日化有限公司

金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缙云县克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精宇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K

KIND & CO., EDELSTAHLWERK, KG

KRAPOHL-WIRTH FOUNDRY

CONSULTING GmbH

凯撒空压机（上海）有限公司

客明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肯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库尔特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库卡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酷捷干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奎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昆山艾克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大曜贸易有限公司

昆山戴盟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昆山吉旺贸易有限公司

昆山莱特库勒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模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市隆达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昆山市旭邦恒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伟拓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纬亿塑胶机械有限公司

昆山易方达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昆山优斯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振圆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L

Lethiguel

Lubrikote specialities Pvt. Ltd.

莱格禄普拉司股份有限公司

莱格禄普拉司（上海）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来石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徕斯机器人有限公司

里其乐托玛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力劲集团·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力劲科技集团·上海一达机械有限公司

利记集团

连云港倍特超威粉有限公司

连云港江南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连云港江南压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联铸造材料贸易部

菱沼（香港）有限公司

菱沼机械株式会社

领汇五金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六和精密铸造（苏州）有限公司

M

Mambretti Metalli

Maximum Mold

米勒万家顿机械设备制造公司

米勒万家顿（上海）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迈磁科技有限公司

迈格码（苏州）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明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特种陶瓷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莫莱斯柯花野压铸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牧野机床（中国）有限公司

N

Nürnberg Messe GmbH

南京艾布纳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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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淀粉化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埃奇森部

H

Heck & Becker GmbH & Co.KG

海泰克精密压铸江苏有限公司

海望真空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海兴金属有限公司

韩国艾尼凯斯特有限公司

韩国艾尼凯斯特软件有限公司

韩国斗星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汉高股份有限公司

翰泰含浸企业有限公司

杭州泛康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冠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佳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杭州卡塞尔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麦特福罗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三禾兴机电有限公司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阿雷斯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合美精密五金（深圳）有限公司

和辰国际有限公司

和丰利干冰除污设备有限公司

和律企业股有限公司

河北合升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鸿爱斯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宏美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花野压铸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华镁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旭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惠亚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惠州联宇贸易有限公司飞越五金厂

惠州市华阳精机有限公司

火焰山金属磨料大丰有限公司

I

Italpresse Industrie S.p.A.

J

积架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济南艾尼凯斯特软件有限公司

济南海德热工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嘉瑞集团

嘉瑞制品有限公司

嘉善利昌滑动轴承厂

嘉兴皓特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嘉兴金顿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江门市华森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大丰市不锈钢丸厂

江苏大丰市宇飞不锈钢丸厂

江苏大丰市宇飞金属（不锈）钢丸厂

江苏灌南压铸机有限公司

江苏佳晨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省机械工程学会压铸专委会

江苏省姜堰市民晟钢丸有限公司

江苏天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先科表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新大奇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新瑞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壹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中翼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自动化研究所/连云港杰瑞自动化

有限公司

江阴杰艾仕化工有限公司

江阴市天任机电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姜堰市民晟钢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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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鑫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星源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旭升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勋辉奥玛克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勋辉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一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伊泽机器人有限公司

宁波甬抚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宇振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振锐智能机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正达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中誉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中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众鑫压铸模具有限公司

P

PIQ2

PVM 压铸机有限公司

派罗特克（深圳）高温材料有限公司

Q

秦皇岛鸿通机械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伊菲环保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百顿坩埚有限公司

青岛东窑陶瓷有限公司

青岛福赛科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黄河信诚铸机有限公司

青岛金谷镁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金艺压铸有限公司

青岛信诚铸机有限公司

青海金辉和川轻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

轻合金精密成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清远市顺博铝合金有限公司

箐技股份有限公司

R

Rheinfelden Alloys GmbH

Rösler Oberflächentechnik GmbH

仁兴机械（佛山）有限公司

日本高周波钢业株式会社

日本集团

日本株式会社中央发明研究所

日联科技

日卯集团

日轻商菱铝业（昆山）有限公司

日旺铸材贸易行

锐风机械有限公司

瑞士方达瑞

瑞士图坦谱公司

瑞士威迪VDS压铸真空系统有限公司

S

SIJ Asia GmbH

SIJ Metal Ravne d.o.o

Silcarb Recrystallized （P） Ltd.

Sipra Engineers Pvt Ltd.

Striko Westofen GmbH

三工商事株式会社

三基压铸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三基铸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三井物产マシンテック株式会社

三明机工株式会社

三神工业株式会社

三维流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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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华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肯道新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瑞泓康冷冻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瑭泽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长江工业炉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高新工业炉有限公司

南武油缸（常州）有限公司

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埃利特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北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艾米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东叶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赛帕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田正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鑫林机电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中奇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博旺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诚盛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诚信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承技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开发区天正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东成群利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孚士威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富立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海太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海天金属成型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海威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合力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恒誉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环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汇嵘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辉旺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吉烨汽配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加达特种金属有限公司（光地）

宁波江东众诚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金亿铝亿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威模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易模网络有限公司

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君灵模具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骏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铝台精机有限公司

宁波敏嵘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明鑫电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特钢集团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普锐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日虹压铸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升阳精密铸造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盛技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大兴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德邦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丰豪模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恒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辉旺铸模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迈格弗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大矸鑫辉模具制造厂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凯伦模具机械厂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锐达模具厂

宁波市北仑赛维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鑫林机电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鑫源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恒飏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大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坚克液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圣威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压铸厂

宁波天美建筑五金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正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鑫达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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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硕臻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思河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索鲁馨自动化有限公司

上海泰晨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拓克能模具技术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万泰铝业有限公司

上海伟弗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伟拓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五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熙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旭海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压铸机厂

上海亚德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上海一达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逸潇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意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引驭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樱花化研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宇部机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照炎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震界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震钦精密机械厂

上海众盟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宗拓压铸设备有限公司

尚富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高力特通用电气有限公司压铸厂

深圳金亚铸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艾兰特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昌本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鼎正鑫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法奥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华压铸机配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昊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恒泰研磨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宏鑫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久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默克尔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热堡压铸节能设备厂

深圳市日昭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双平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博睿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腾龙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昕宏安磁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台铭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旺杰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星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讯易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美联合压铸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威龙五金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亚美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东大三建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锦达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市洲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铸造研究所

晟懿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史杰克西热能设备（太仓）有限公司

水谷精密零件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顺景压铸制品厂

思德泰克（苏州）电子有限公司

四会市雄信铝业有限公司

松庆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昌恒精密金属压铸有限公司

苏州达泰尔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飞拓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慧驰轻合金精密成型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杰泰龙精密压铸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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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合创涂层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河山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金沃耐火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开泰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威尔斯通钨业有限公司

山东新安凯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银光钰源轻金属精密成型有限公司

山东淄川特种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山善（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闻喜县华昌镁业有限公司

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阿路米压铸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埃鲁秘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宝征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博优模具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岑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常崟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成森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大纪新格工业炉有限公司

上海得乐斯模具有限公司

上海德润宝特种润滑剂有限公司

上海德项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无损检测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东协发耐斯铸造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东岩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东芝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恩德克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上海泛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弗奈仕工业炉有限公司

上海弗犹彻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福尔康不锈钢丸有限公司

上海盖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干通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上海古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广濑关勒铭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海韬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浩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和氏璧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红奥机电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华立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环方佐鸣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佳宏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凝固科学与技术研究所

上海杰瑞挤出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凯得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上海铠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科述无损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鲲友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立杨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压铸配件厂

上海良仕工业炉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领异金属表面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率熔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玛蒙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迈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曼柯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镁镁合金压铸有限公司

上海奈那卡斯电子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欧区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欧润克润滑剂有限公司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齐劲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钦羽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桑萨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申模计算机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上海神富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圣豪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帅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水谷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舜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8 89

无锡盈丰汽车部件制造公司

芜湖良仕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湛卢压铸有限公司

X

厦门和丰利干冰除污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凯平化工有限公司

厦门至慧机器人有限公司

西班牙PRETRANSA压铸机公司

西维尔蓄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西希安工程模拟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香港德力特殊钢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压铸及铸造业总会

香港铸造业总会

象山同家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欣诺德股份有限公司

新东工业商贸（昆山）有限公司

新台通商股份有限公司

信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星社科技有限公司

兴钛通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雄邦压铸（南通）有限公司

雄达机器制造（深圳）有限公司驻浙江

销售服务中心

许昌意斯特精机有限公司

旭东压铸（上海）有限公司

Y

压铸微时代

压铸周刊

亚新科铸造（北京）有限公司

烟台路通精密铝业有限公司

烟台美通模具有限公司

盐城港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盐城赛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扬州嵘泰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鸿盛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扬州嘉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扬州嵘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耀盛工业炉有限公司

一汽联合压铸有限公司

一胜百模具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伊诺富杰锻造加工（苏州）有限公司

伊之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伊之密精密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宜必诗（上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华士压铸设备厂

宜兴市佳晨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宜兴市锦桢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宜兴市永哲机械有限公司

宜兴阳升机械有限公司

亿利达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亿利达精密机器厂有限公司

意大利环球模具有限公司

意大利萨铂公司

意德拉集团有限公司

意德拉王子压铸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意迪特压铸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意戈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意特佩雷斯压铸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英诺太科测试设备（太仓）有限公司

永大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永富丰机电（昆山）有限公司

永冠能源科技集团

永康杰地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市达摩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凯马工贸有限公司

永康市凯马抛丸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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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澄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苏州炬鼎工业炉有限公司

苏州三基铸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圣美特压铸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稳达自动化工业有限公司

苏州兴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轩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耀征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优浦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苏州有成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T

TECHVALLEY CO., LTD.

Titus Technologies

T.S.C （Trimet Sira Casting）

台湾九龙湾企业有限公司

台湾统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宗炫/笳恩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法纳科机械有限公司

台州立众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台州市雄风铸业有限公司

台州市宗拓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台州易路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太仓歌德曼机械有限公司

泰西（北京）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泰州春兴亚路压铸有限公司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杂志社

天府坩埚驻东莞办-东莞市长安志晖压

铸材料经营部

天津布柯玛液压控制有限公司

天津浩宇天仿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镁特威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瑞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天协国际有限公司

统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图坦谱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V

Visi-Trak Worldwide, LLC

W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万盟特工业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万润利模具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万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威海东华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威纳特集团（亚洲）有限公司

威信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山青机械有限公司

潍坊西水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伟杰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温州鹿城宏大五金制品厂

温州市宏昱五金电料有限公司

沃尔林喷涂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无锡德松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光泰特种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华中光整设备厂

无锡吉冈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康力抛丸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莫莱斯柯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沐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申菱压铸有限公司

无锡市裕源机械厂

无锡松村贸易有限公司

无锡泰源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新佳盛压铸机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新志铸造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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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压力铸造是近代金属加工工艺中发展较快的一种少无切削的特种铸造方

法，具有生产效率高、经济指标优良、铸件尺寸精度高和互换性好等特点，

在制造业，尤其是规模化产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迅速发展。压力铸造是铝、

镁和锌等轻金属的主要成形方法，适用于生产大型复杂薄壁壳体零件。压铸

件已成为汽车、运动器材、电子和航空航天等领域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中汽车行业是压铸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占到70％以上［1- 3］。随着汽车、摩

托车、内燃机、电子通信、仪器仪表、家用电器、五金等行业的快速发展，

压铸件的功能和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从而促进了压铸技术不断发展，压铸件

品质不断提高。

在压铸过程中，熔融金属在冲头的作用下以高速充填型腔（一般可达 10 

～ 100m/s），并在高压（常见的压力为 15 ～ 100MPa）下结晶凝固形成

铸件。高压、高速是压铸的主要特征。根据不同阶段冲头速度以及压力的变

化，以冷室压铸为例，压铸一般分为给汤、压射（分慢压射和快压射两个阶

段）、保压凝固、开模和取样等过程。在给汤过程中，高温金属液与空气接

触，发生氧化，所产生的氧化物会随着压射过程进入型腔，造成氧化夹杂。

在低速压射过程中，当低速速度过高时，位于冲头前端的金属液易向前翻转

而卷入空气，形成气孔，在高速充填过程中，金属液以湍流形式进入型腔，

型腔中的空气来不及排出而被金属液卷入，最终导致铸件中出现气孔。由于

压铸件多数为复杂薄壁件，因此为了满足其充型完整性，通常将内浇口设计

得非常小，以保证可以达到高速充填的效果，但在凝固过程中，较小的内浇

口相比于铸件易于较早凝固，从而阻断了压室与型腔间的液相补缩通道，使

得后续的高压补缩阶段作用时间较短，效果不甚理想。另一方面，压室预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铸造技术路线图》

高压铸造
Metal Casting

Technology Roadmaps
High Pressure Die Casting

永康市特盛镁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美科锌合金

佑昌乐万利（杭州）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余姚市丈亭镇科技焊割压铸厂

余姚市中洲液压件有限公司

宇部兴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玉环辉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圆鑫工业炉有限公司

运豪集团

Z

张家港保税区玖隆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肇庆鸿特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吴汽车电机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轻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宏鼎汽摩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缙云克标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浙江雷牌机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荣兴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邱隘学海压铸机厂

浙江省永康铝合金厂

浙江省玉环县中航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正英日坩工业燃烧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表面工程分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中国压铸网

中国压铸杂志

中国一汽铸造有限公司

中国铸造供应商联盟（FSC）

中华压铸网

中山定谷工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普瑞科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中山市德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文达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勤机械有限公司

中山震兴机械有限公司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恒源机械有限公司

珠海市东部颖承精密压铸有限公司

株式会社 TOKAI

株式会社 轻金属通讯AL社

株式会社 日本精机

株式会社 日本制钢所

株式会社 中央发明研究所

株式会社ヒシヌママシナリー

诸城市锦德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铸件订单网

铸造杂志社

《中国铸造装备与技术》杂志

《铸造工业》杂志

淄博嗣明工贸有限公司

淄博智行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宗炫/笳恩压铸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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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Zn）、AM 系（Mg-Al-Mn）及 AE 系

（Mg-Al-RE）等几种系列，如AZ91D、

AM60B 及 AE42 等压铸镁合金在汽车、电

子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与压铸铝合金相

似，压铸镁合金的开发同样是基于压铸工艺

特点进行的。而由于常用的压铸镁合金绝对

力学性能较低，耐蚀性及高温性能较差，因

此，压铸镁合金件难以大范围应用［6］。

对于新型高强韧压铸铝合金的开发，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现有传统压铸

铝合金的合金成分或添加合金元素进行优

化设计；二是开发新型压铸铝合金系。而

新型压铸铝合金一般要求其满足以下几点：

①适用于壁厚为 2 ～ 4mm 复杂结构压铸

件的生产；②铸态下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

分别可以达到 300MPa 和 150MPa，且具

有 15％的伸长率；③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

能；④可以通过工业上对变形铝合金常用的

高温喷漆过程对合金进行一定的强化；⑤可

进行热处理强化处理；⑥可回收利用且环

境友好。当前常用的高强韧压铸铝合金有

Silafont-36、Magsimal-59、Aural-2 及 

ADC-3 等牌号，均为国外开发，其共同特

点是 Fe 含量均比普通压铸铝合金更低； 另

外其他杂质元素如 Zn、B、Ti 等均进行了

严格控制。目前，国外关于高强韧压铸铝合

金的研究内容较为全面，包含微观组织形成

机理，组织与性能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合

金元素及其含量对合金力学性能的影响。如

德国 Aluminum Rheinfelden 公司开发的 

Silafont-36 合金，在确保强度的前提下，

将 Fe 元素含量降到 0.2％以下， 从而使得

塑性提高，同时为了避免粘模现象，加入 

0.5％～ 0.8％的 Mn 元素，并且可进行后续

热处理工艺，进一步提高合金性能，目前已

将该合金应用于汽车车门的制造。

对于新型压铸镁合金的开发，主要包含

三个方面：超轻高强度压铸镁合金；抗高温

蠕变压铸镁合金；耐蚀压铸镁合金。超轻高

强度压铸镁合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Mg-Li 系

合金，Li 元素可提高合金的韧性，而强度则

下降，通过添加第三元素，经热处理后，合

金的强度得到大幅度提高。抗高温蠕变压铸

镁合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添加合金元素，其

有三方面作用：一是细晶强化，合金元素的

添加有利于形成高熔点形核质点达到异质形

服务压铸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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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晶组织（ESCs）作为压铸件中一种典型

组织，是金属液在压室中凝固形成的预结晶

颗粒随熔体充填型腔而形成的粗大枝晶状晶

粒，在 ESCs 聚集的区域，由于补缩效果

不理想，极易出现缩孔缺陷。因此，气孔和

缩孔构成了压铸制品的主要缺陷——孔洞缺

陷。孔洞缺陷造成压铸件力学性能的下降和

不稳定，降低压铸件的气密性，并限制了压

铸件的焊接和热处理应用。靠近表面的孔洞

缺陷还会造成压铸件在机加工后报废，极大

地限制了压铸件的应用范围。

虽然压铸件现已广泛应用于汽车、通

信电子及航空航天等领域，但由于其绝对强

度较低、高温力学性能较差且难以进行后续

的热处理、焊接等工艺。因此，压铸件主要

用于生产常温下对力学性能要求不高的壳体

零件，而对于对力学性能有较高要求的结构

件仍采用其他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经济指标

相对较差的成形工艺或其他比强度较低的材

料。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

对汽车用压铸件的需求量日益提升；另一方

面为了应对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紧张的发展现

状，对汽车用压铸件的质量要求及应用范围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关文献指出，车身重

量每降低 10％，就可以降低5％～ 7％的能

源消耗［4- 5］。因此发展高性能、高致密度压

铸成形技术以拓展压铸件应用范围，是压铸

行业未来主要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关键技术

一、高性能压铸合金技术

1．现状

目前，工业上常用的压铸合金为铝合金

及镁合金。其中压铸用铝合金主要有Al-Si

（Al-Si-Cu、Al-Si-Mg）及 Al-Mg 等几种

系列，其中 Al-Si 系合金应用最为广泛。然

而，目前工业上所使用的压铸铝合金，主要

是针对压铸工艺特点所开发的，而对力学性

能及后期的热处理及焊接工艺要求等方面较

少进行考虑。因此，尽管当前压铸件的强度

能够达到 300MPa，但塑性较差，断后伸

长率较低，且无法满足后续的热处理及焊接

工艺要求，极大地限制了压铸铝合金件的应

用范围。压铸用镁合金主要有 AZ 系（Mg-

《铸造技术路线图》——高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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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标

（1）预计到 2020 年，要达到的目标：

开发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高

强韧压铸铝合金，及高强度、抗高温蠕变及

耐蚀性良好的镁合金，使其兼具良好的压铸

性能及力学性能，并对其工艺 - 组织 - 性能

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并建立相应的关联

关系。

（2）预计到 2025 年，要达到的目标：

基于自主开发的新型压铸铝、镁合金，

采用先进的压铸技术进行铝、镁合金结构件

的开发及应用。

（3）预计到 2030 年，要达到的目标：

开发基于压铸合金废料及报废后的压铸

零件为原料的新型压铸合金，探索出一条经

济、环保、实用的压铸合金回收利用的工艺

方法。

二、高真空压铸技术

1．现状

高真空压铸技术是在压铸过程中抽除型

腔内气体，以消除或减少压铸件内的气孔，

提高压铸件力学性能和表面质量的一种压铸

工艺。在高真空压铸过程中，型腔处于真空

状态，紊流的金属液不再会卷入气体形成气

孔，从根本上消除了压铸零件气孔的成因。

因此，铸件含气量得到降低，气孔率下降，

致密度提高；铸件的整体力学性能得到改

进，抗拉强度、伸长率、硬度和密度均有所

提高；同时可以满足热处理、焊接及耐压实

验等要求。

当前，真空压铸以抽除型腔内气体的形

式为主流，将真空阀装在模具上，其最大的

优点在于模具的设计和结构基本上与常规压

铸相同，在分型面、推杆配合面、模具型腔

镶拼接合面和冲头压室配合面等各处进行密

封，只有排气道的设计和计算有所不同。国

外研究了几种以模具内设置排气槽和抽气截

流阀为特征的真空压铸系统，当压射冲头越

过压室浇料口时，模具型腔与真空管道由排

气截流阀接通大流量真空泵，合金液在型腔

具有一定负压的情况下充型。典型的代表有

瑞士方达瑞公司研发设计的双芯真空阀的真

空压铸系统，其工作特点是当金属液开始填

充型腔时， 真空系统及时对型腔进行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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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细化晶粒的效果；二是析出相强化并钉扎

晶界，组织晶界滑移；三是固溶强化，Y 等

元素固液界面前沿形成强的溶质过冷层，

抑制了初生相生长而细化晶粒。而耐蚀压铸

镁合金的研究同样集中在添加合金元素上，

同时还应与提高力学性能和抗高温蠕变性能

相结合，以开发耐腐蚀热稳定优良的压铸镁

合金系列为目的，加强对压铸镁合金添加合

金元素的研究；开展压铸镁合金后期处理的

研究，例如对镁合金表面进行涂层、强化处

理，阻止氧化反应和介质腐蚀。

在压铸过程中产生的金属原料废料以

及报废后压铸合金的回收利用方面，国外部

分经济发达国家因其具有技术先进、济实力

强、环保意识强及标准要求高等多方面有利

因素和条件，投入研究较多，技术相对先

进、成熟，率先走出了一条经济、环保、实

用的路子。其在回收利用的合金原料中加入

其他元素或调整元素成分，以开发出新的具

有优良性能的压铸合金［7］。目前国内对这部

分压铸合金的规模化回收处理通常是采用直

接加入火焰炉或感应炉内重熔的方式，此种

回收处理工艺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金属烧损

大、重熔能耗高、环境污染较重、人工劳动

强度大、作业条件恶劣等。

2．挑战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为了满足汽车轻

量化及大批量的需求，压铸铝、镁合金的质

量需要进一步提高，以替代钢制品或其他成

形工艺。当前传统的压铸铝合金塑性较差，

且不宜进行热处理及焊接等后续工艺，而传

统的压铸镁合金绝对力学性能较低， 耐腐蚀

性及高温性能较差，均难以满足汽车结构件

对力学性能的要求。目前，国外车企及研究

学者已开发出多种结构件用压铸合金，并展

开了系统的研究。而国内关于结构件用压铸

合金的研究鲜有报道，在结构件用压铸合金

开发方面基本处于空白，所使用的结构件用

压铸合金基本依靠进口。因此，亟须自主开

发新型结构件用压铸合金， 并开展合金工艺 

- 组织 - 性能之间关系的基础研究，来应对

和满足国内外汽车用压铸结构件的挑战及需

求。另一方面，需针对压铸合金废料及报废

后的压铸零件，开展相关研究以其为基础开

发出新型压铸合金进行回收利用。

《铸造技术路线图》——高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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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何保持型腔有效真空压力，而此问题的

解决则主要在于高真空系统的开发及其与压

铸工艺之间的配合问题，即在保证压射过程

中金属液不损失过多热量的前提下， 提高抽

真空效率，以达到高真空状态。国内开展的

大量真空压铸生产及研究案例表明，若无法

将充型时刻的型腔真空压力严格控制在一个

较低的水平（<5kPa），常常只能得到真空

压铸带来的辅助充填效果，尽管仍可以观察

到宏观孔洞缺陷的一定改善， 但压铸件的可

焊性和可热处理性都难以得到保证，力学性

能的提升也并不明显。现阶段国内真空压铸

技术水平不高，研究不够深入的主要原因在

于，对真空压铸中影响型腔真空压力的诸多

环节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

高真空压铸工艺尚不成熟。因此，设计高真

空压铸系统并使其与压铸工艺有效的结合起

来，有效地实现高真空压铸技术是工业生产

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前期高真空技术的限制

下，压铸件的性能也因后续的热处理工艺的

研究停滞不前而受到限制。在传统压铸条件

下，与压铸态相比，在较高的固溶温度和较

长的固溶时间处理下，压铸件表面有鼓泡

现象出现，从内部组织可以看出，铸件内部

的孔洞存在膨胀扩大现象。而随着固溶温度

及时间的下降，铸件的表面鼓泡现象逐渐消

失，且内部组织观察不存在孔洞膨胀现象。

因此，对于传统压铸件，国外生产厂家主要

采用短时低温热处理工艺来提升铸件性能。

而对于高真空压铸件，由于基本消除了气孔

的存在，国外生产厂家即可根据不同需求采

取不同的热处理方式来达到铸件的要求。鉴

于目前我国真空压铸技术水平与国外有一定

的差距，对真空压铸件后续的热处理及焊接

工艺的研究较少，因此，在学术界及工业界

亟需相关研究，从而为后续高真空压铸件的

热处理及焊接工艺奠定基础。

3．目标

（1）预计到 2020 年，要达到的目标：

完成高真空压铸系统（<5kPa）的研究

开发，建立不同模具型腔特征的抽真空系统

的适应性研究。并针对不同高真空系统，完

成相应压铸工艺参数的配合研究。

（2）预计到 2025 年，要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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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抽气，当金属液通过沟槽进入真空阀

时，首先冲击真空启动阀芯从而触发连锁机

构，在极短的时间内关闭真空排气阀芯实现

断流。这种双阀芯的主要优点是在填充过程

能够实现全程排气，真空阀在型腔充满的极

短瞬时可靠地关闭，同时实现全程排气和及

时防止金属液进入真空管道而阻碍抽真空的

进行。

国际学术界对真空压铸技术的关注过程

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型腔排气建模和铸件性

能分析。在型腔排气建模方面，大量研究者

对压铸型腔内金属液卷气、通过排气道抽除

型腔气体的过程进行了数理建模分析以及模

拟计算，并对真空压铸的充型和排气过程进

行了建模分析，得出了计算真空阀排气通道

有效截面积的理论公式，定量分析了排气通

道截面积对真空效果的影响规律。上述工作

均为真空压铸系统和真空模具的设计提供了

理论依据。

随着国外真空压铸技术的蓬勃发展，

我国国内也有一大批技术工作者对真空压铸

进行了研究和报道，引入了大量技术文献。

然而国内企业对真空压铸技术应用存在明显

瓶颈，对型腔真空压力和真空时间的控制

不足，普遍停留在真空辅助充型阶段，高真

空压铸工艺有待开发。受应用程度所限，国

内厂家对真空压铸的认识，对真空压铸工艺

减少铸件缺陷、提升铸件性能的机理研究亦

不够充分，对这项先进技术的潜力仍需深入

挖掘。国内院校、科研机构对真空压铸工艺

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主要分为两个方向：

设备、工艺研发；铸件性能研究。前者主要

基于国内外相关的真空压铸专利技术，以真

空系统、真空压铸周边设备、辅材为研发对

象。后者与国外有所区别，主要集中在真空

压铸件中气孔的减少以及组织的细化上，而

对真空压铸件的焊接、热处理工艺则鲜有研

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真空压铸水平有

限，得到的真空压铸件中孔洞含量相对较

高，尚未达到热处理及焊接工艺的要求。

2．挑战

高真空压铸工艺一般要求压射过程中型

腔有效真空压力 <5kPa，以大幅度减少铸

件中气孔的存在，满足后续热处理及焊接工

艺的要求。开发高真空压铸工艺的关键问题

《铸造技术路线图》——高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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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较大，且耗能较大， 型芯成形过程中缩

孔较多［9］。

综上所述，可溶型芯压铸技术的应用关

键是开发设计出具有优良性能且适用于压铸

生产的可溶型芯材料及其相应的成形工艺。

在满足尺寸精确、表面光洁、可长期储存、

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的条件下，如何降低成

本，将成为此技术发展的重中之重。

2．挑战

可溶型芯压铸技术克服了传统压铸过程中

分型面对零件形状设计过程中的束缚， 可大批

量、规模化生产具有复杂孔及内腔的零件。这

一技术在国外尚处于起步阶段， 大部分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型芯材料和成形工艺的选择、优化

及开发，而对于可溶型芯压铸技术及所生产的

铸件质量的研究鲜有报道，国内在这方面的工

业基础及研究工作基本处于空白。由于压铸具

有生产效率高、经济指标优良等优点，随着各

行业的发展，对具有复杂孔及内腔零件的数量

及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传统砂型铸造等将

难以满足需求，因此需要发展可溶型芯压铸技

术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

3．目标

（1）预计到 2020 年，要达到的目标：

开发多种力学性能及成形性能良好的压

铸用型芯材料，来满足不同零件的需求。

（2）预计到 2025 年，要达到的目标：

开发经济指标优良，生产效率高，产品

质量优良的压铸用型芯成形工艺及设备， 来

满足压铸型芯大批量的需求。

（3）预计到 2030 年，要达到的目标：

对可溶型芯压铸技术进行系统研究，建

立技术 - 应用 - 成本曲线，并对相应技术进

行升级，降低成本。

四、智能压铸技术

1．现状

当前压铸产品的设计及生产方案均是运

用 CAD 及 CAE 相结合的方式，在实际生

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针对实际生产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则多数依靠实际经验进行分

析并采取措施。随着“工业 4.0”的提出，

智能压铸技术也应运而生，欧盟 EU-FP7 资

助的 MUSIC 项目即是针对压铸生产智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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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已建立的高真空压铸系统，针对相

应零件，建立符合标准的热处理工艺。并建

立相应热处理工艺与性能之间的联系，为日

后产品开发提供参考数据。

（3）预计到 2030 年，要达到的目标：

在前期基础上，建立典型高真空压铸件

工艺 - 组织 - 性能关系数据库，并结合车身

结构件需求，实现汽车结构件的自主设计及

工艺开发。

三、可溶型芯压铸技术

1．现状

随着汽车、电子通信及航空工业的发

展，零件的设计越来越复杂，常设计有许多

数量不等、形状各异的复杂孔或内腔等。这

些复杂孔或内腔有些可直接采用机械加工的

方法形成，但绝大多数只能采用铸造工艺直

接形成。而采用传统的砂型、金属型、低压

铸造等，生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不能满

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因此， 国外许多生产

厂家利用可溶型芯压铸技术来替代其他铸造

工艺，用以生产带有复杂孔或内腔的零件。

采用可溶型芯压铸技术是一项简单易行的

工艺措施，可以满足具有复杂结构的产品要

求，成本降低，所生产的铸件具有尺寸精度

高，表面质量好等优点［8］。

当前，常用的型芯材料及成形工艺主

要是针对其他铸造工艺所开发设计的，而型

芯的质量极大的影响着最终铸件的质量和性

能。常用的型芯有砂芯、塑料型芯、低熔点

金属型芯及无机盐型芯。其中砂芯成形工艺

简便，但表面较为粗糙；塑料型芯高温性能

较差，低熔点金属型芯表面质量较好，但成

本相对较高；无机盐型芯可根据不同要求选

择不同的成形工艺，型芯溶解工艺简单，但

对铸件表面易造成损伤。型芯的成形工艺主

要包括高压挤压成形、喷射成形和铸造 + 压

实成形，其中：高压挤压成形可制备出具有

良好力学性能及防潮性能，孔洞含量较少及

可进行机加工的型芯，但其缺点是适用于简

单形状的型芯；喷射成形可制备出形状较为

复杂的型芯，但其缺点是型芯的力学性能及

表面质量较差，孔洞含量较多；铸造 + 压

实成形可制备出具有良好力学性能及表面质

量，且尺寸精度高的型芯，但其缺点是设备

《铸造技术路线图》——高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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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表面温度变化，调整每一次压铸过程中喷

涂阶段所需的时间及喷涂量等参数，通过智

能控制系统来控制喷涂阶段，以达到较为理

想的铸型表面温度等［12］。

2．挑战

当前，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以及物联

网的发展，各国均在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技

术。尤其是欧盟，其在“工业 4.0”的基础

上，针对压铸行业提出“HPDC foundry 

4.0”，并设立 MUSIC（金属压铸成形及

塑料注塑成形多层次智能化控制及自认知系

统）项目，联合 16 家单位（包括高校、软

件公司、传感器公司及压铸件终端使用商

等） 开展了为期 4 年的研究开发工作，内容

包括传感器监测系统、专家系统和智能控制

系统等。相比之下，我国压铸行业整体水平

不高，自动化程度较低，虽然已有相关传感

器对压铸过程进行监测，但在数据分析和智

能控制阶段基本处于空白。随着我国《中国

制造 2025》的提出，作为规模化生产且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压铸行业，势必要在智能化

制造方面进行大的变革，来提升压铸行业的

技术水平。因此，在硬件开发、软件数据处

理及分析等方面均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如传

感器监测系统中的温度、压力等传感器设计

及制造，智能控制系统中浇料机械人、喷涂

机器人的控制和专家系统中数据处理及分析

软件的开发等。

3．目标

（1）预计到 2020 年，要达到的目标：

实时生产参数的精准化，即时化及集成

化。即实现生产过程中，能即时精确的获取

实际生产的各相条件及参数，并对所获数据

进行即时集中处理，以供分析。

（2）预计到 2025 年，要达到的目标：

建立压铸专家系统，针对不同参数变

化、条件更改，及时作出准确有效的指令， 

并反馈至压铸机及周边设备中，精准调节。

（3）预计到 2030 年，要达到的目标：

设计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

压铸集成技术，并针对不同压铸设备进行配

套。最大程度实现压铸生产过程的无人化及

智能化，提升压铸技术水平，加快压铸产业

升级。

服务压铸二十年
精诚合作铸辉煌

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
展览会回顾 1997-2017

制及自学习系统所设立的。其在产品设计初期

采用 CAD 及 CAE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压铸

产品的设计及生产方案的确定，并在实际生产

过程中监测各生产参数，包括金属溶液温度、

含气量、夹杂物数量，模具温度、型腔压力，

压射速度、压力和压铸各工艺参数等。通过所

监测的数据来预测产品的质量，并利用其专家

系统来给出解决压铸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解决

方案。通过智能控制系统进行相应调整，以

获取优良铸件［10- 11］。针对智能压铸技术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传感器监测系统。

压铸技术可以规模化生产优质的复杂

薄壁零件，但其对工艺参数较为敏感，理想

工艺参数范围较小，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任

何影响实际压铸工艺参数的因素都有可能导

致压铸废品率的上升。因此，建立可实时监

测、灵敏度较高的传感器监测系统是智能压

铸技术实施的关键，是智能压铸技术的“感

知器官”。而对诸如金属溶液、压铸机参

数、喷涂修整、工艺条件的实时监控，无疑

对技术的开发起着重要的作用。

（2）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智能压铸技术的核心环节，

是智能压铸技术的“大脑”。其主要作用是

分析传感器检测系统所采集的数据，根据其

智能化及自认知系统来预测每一次压铸过程

所生产的零件质量，已实现将废品自动区

分。另一方面，专家系统还可分析现有压铸

工艺所存在的问题，根据实时监测的工艺参

数，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根据现实的可

操作性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目前，欧盟的 

MUSIC 项目已针对 AUDI 公司的减震塔零

件建立了相应的系统。

（3）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控制系统是智能压铸技术的终端控

制系统，是智能压铸技术的“效应器”。其

主要是执行专家系统分析问题后所给出的解

决措施。国外已经可以对金属溶液含氢量，

压铸生产过程中的喷涂过程以及真空压铸过

程中型腔中的湿度等进行智能控制。如专家

系统可通过分析金属溶液中含氢量的变化，

借助智能控制系统的操控，开启除气装置，

并根据含氢量调整每一次除气处理的参数；

专家系统通过分析铸型表面温度采集系统所

采集的铸型表面温度变化，并结合理想的铸

《铸造技术路线图》——高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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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高压铸造技术路线图

第三节  技术路线图

需求与环境
高压铸造已成为汽车、运动器材、电子和航空航天等领域产品生产的主要技术，其中汽车行业是压铸技术应用的主要
领域，占到 70％以上。随着汽车、摩托车、内燃机、电子通信、仪器仪表、家用电器、五金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压
铸件的功能和应用领域不断扩大， 从而促进了压铸技术不断发展，压铸件品质不断提高。

典型产品或装备 车用铝合金结构件（发动机缸体、悬挂、门板、变速箱等）；仪器仪表铝合金零配件；电子通信（笔记本外框、手机
壳）；五金工具、一般机器零配件。

高性能压铸
合金技术

高真空压铸技术

可溶型芯压铸技术

智能压铸技术

目标：开发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性能压铸铝、镁合金

目标：新型压铸铝镁合金结构件
设计和开发

目标：探索一条经济、环保、实用
的压铸合金回收利用的工艺方法

新型车体结构件用高强韧性压铸铝合金

新型发动机缸体用过共晶高硅压铸铝硅合金

新型耐腐蚀、抗高温蠕变压铸镁合金

压铸工艺与自主开发的压铸铝镁合金相结合

压铸可循环技术开发

目标：实现生产参数的精准化，
即时化及集成化

目标：建立压铸专家系统
目标：开发智能控制系统，实现
压铸生产过程的无人化及智能化

开发压铸过程可实时监测的传感器监测系统

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压铸集成技术，并针对不同压铸设备进行配套

目标：开发多种力学性能及成形
性能良好的压铸用型芯材料

目标：满足压铸型芯大批量
的需求

目标：建立技术 - 应用 - 成本曲线，
并对相应技术进行升级， 降低成本

开发经济指标优良，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优良的压铸用型芯成形工艺及设备

系统研究可溶型芯的压铸技术

建立不同模具型腔特征的抽真空系统的适应性研究

建立相应热处理工艺与性能之间的关系

建立典型高真空压铸件工艺 - 组织 - 性能关系数据库

目 标 ： 完 成 高 真 空 压 铸 系 统
（<5kPa） 的研究开发，针对
不同高真空系统，完成相应压
铸工艺参数的配合

目标：结合已建立的高真空压
铸系统，针对相应零件，建立
符合标准的热处理工艺

目标：结合车身结构件需求，
实现汽车结构件的自主设计及
工艺开发

2015年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铸造技术路线图》——高压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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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script

Time flies! CHINA DIECASTING has gone through 

20 years!

The release of this issue is just in time for the 12th 

CHINA DIECASTING event. We have included some 

pictures from the last eleven sessions in a book to 

commemorate these years of our common experience!

All along, our growth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our partners, industrial experts and friends. 

No matter the rise or fall of the economy, it is the 

persistence and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the industry 

people that has led the industry steadily forward. 

2017 will be the year that CHINA DIECASTING 

moves toward maturity and high speed development. 

Our partners' sincere cooperation and industrial 

friends'great suppor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of our 

progress.

We wil l  continue to focus on establishing a 

professional high-end service platform for the die 

casting industry!

Finally,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gain thank all the participants and partners!

后记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值此纪念册发行之际，

恰逢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压铸会议暨展览会召开在即。

特此编辑成册，

以纪念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些岁月！

一直以来，

我们的成长都离不开业界的支持，

经济的大潮潮涨潮落，

企业的兴衰纷至沓来，

但正是大家一起长久地坚守，不断地创新，

才真正引领着我们的行业稳健前行！

2017，

这具有时代特色的一年，

也是我们的活动走向成熟和高速发展的一年，

伙伴的精诚合作，业界的鼎力支持，

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事业发展的本源。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打造专业、高端的服务平台，

一展行业发展的风采！

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今后与您更好地相聚，一起描绘行业发展的未来！

在此，真诚的向广大压铸界同仁和合作伙伴再道一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