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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电限产升级！江苏、浙江、云南等工厂大量被叫停
紧固件行业出口数据报告
2021 年 8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统计
凭什么？一个螺丝钉造就了一个县城的崛起
“中国紧固件之都”秋日见闻：
“工业之米”走俏海外
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0.1%
兴化戴南为四百家紧固件企业打造“生态安全绿岛”
三块神铁完成老股东战略增资
温州七丰精工历时半年完成精选层辅导
晋亿实业：2021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 182%
永年标准件产业再整治再规范再提升工作验收标准
长华股份定增 7.6 亿元！建年产 20 亿件汽车高强度紧固件
生产线项目
宝钛集团线材厂举办航天紧固件用大单 TC4 钛合金盘卷
首批交付仪式
厦门一五金公司隐瞒销售收入 补缴税款近 1200 万元
前 8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7.98 万亿元，增长 23.8%
国务院出手干预电价调整，上下浮动不超过 20%，纠正地方
“一刀切”停产限产！
2021 年全球及中国紧固件行业市场全产业链发展前景预测
及需求规模分析
世界上最小的螺丝比灰尘还小
电力供应偏紧 短期钢价或延续高位运行
永年强链补链推动紧固件产业迈向高端
今年前 8 个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 23.7%
汽车零部件产品 1-8 月出口金额 3165.8 亿
9 月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19.6%，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48.4%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一
2021 年 1-7 月机床工具行业经济运行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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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机床市场将实现强劲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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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遭遇断供噩梦！制造业陷入“五缺”困局！
前三季度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瑞典 Bufab 并购美国 Component Solutions Group, Inc.
Böllhoff 发表 QUICKLOC® 快速锁固系统
Trifast 并购 Falcon Fastening
美国钢价已飙升超 200% ！美国钢铁 (X.US) 斥资 30 亿美
元新建钢铁厂
Martin Inc. 并购 Capital Bolt & Screw
美国 TFC 并购 GLR Fasteners Inc.
阿根廷对华碳钢紧固件作出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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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r

金蜘蛛传媒(China Fastener Info)
广州 Guangzhou
中国广州市白云万达广场C区写字楼3栋721-722室（云城西路724号）
Rm 721-722, Office Building C3, Baiyun Wanda Plaza,
724 Yuncheng Xi Rd, Guangzhou, China
Tel/Fax: +86-20-38861363, 38861343
杭州 Hangzhou
中国杭州市上城区明月桥路与鸿泰路交汇处德信·杭州之翼3号楼9楼909室
Rm909, Building No.3, Dexin·Hangzhou Wings,
Intersection of Mingyue Qiao Rd and Hongtai Rd,
Shangcheng District, China
Tel/Fax: +86-571-87166630, 87166613
成都 Chengdu
中国成都市高新区吉泰五路88号香年广场3号楼1909室
Rm 1909, Office Building 3, Future Plaza, 88 Jitai 5 Rd,
Gaoxin District, Chengdu, China
Tel/Fax: +86-28-83321363, 83320363

大会指定刊物

Official Publications

《紧固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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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紧固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杭州市紧固件行业商会

邯郸市永年区进出口商会

国家标准件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浙江）

兴化市戴南紧固件行业协会

阳江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

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东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浙江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重庆市紧固件协会

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江苏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安徽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永年县标准件协会

嘉兴市紧固件进出口企业协会

上海市紧固件和焊接材料技术研究所

温州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嘉善县紧固件行业协会

香港螺丝业协会

温州瓯海紧固件协会等

宁波市镇海区紧固件行业协会

广东省紧固件行业协会

平湖市紧固件五金行业协会

阳江市紧固件行业协会

国内支持媒体

Domestic Supporting Media

国际支持媒体

International Supporting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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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Catalog

Date

2021年10月27-29日
October 27-29, 2021
开放时间

Opening Hours

2021.10.27-28 09:00—17:00
2019.10.29
展出地点

09:00—13:00
Venue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D1、E1馆
Suzhou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Hall D1, E1
同期活动

Concurrent Activity

2021紧固件高端论坛
Fastener High-End Forum 2021
日期&地点 Date & Venue
10月27日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D1馆论坛区
October 27
Suzhou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Hall D1, Forum Area

10月28日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D1馆论坛区
October 28
Suzhou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Hall D1, Forum Area

时间 Time

主题 Topic

演讲嘉宾 Speaker

14:00-15:00

螺栓紧固件智能装配技术的发展
Development of Bolt Smart Assembly Technology

陈玉荣
Chen Yurong

15:00-16:00

汽车紧固件材料和检测技术发展趋势
Development Trend of Automotive Fastener Materials
and Inspection Technology

张先鸣
Zhang Xianming

10:30-11:00

高强度螺栓的轻量化应用
Light-Weight Application of High Tensile Bolts

刘建辉
Gary Liu

11:00-12:00

国内首款自穿刺铆螺母的自主设计和开发
Independen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Self-Piercing Rivet Nuts in China

张中军
Zhang Zhongjun

展商资料 Exhibitor Info

关注金蜘蛛公众号 获 取展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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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史无前例！限电限产升级！
江苏、浙江、云南等工厂大量被叫停
近期，多地下发能耗双控的政策文件，各类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纷纷停产停工，江苏、云南、浙江等地限产升级。9 月 16 日开始，多家
紧固件企业也接到政府紧急通知，限电限产消息更是刷爆朋友圈。
倘若当地限电，工厂全部停了，客户待交付订单将遇到很大困难。许多紧固件企业收到当地“开一停六”、“开二停五”、“开三停四”
等方案。“开二停五”指一周内生产动力用电正常使用 2 天，停止用 5 天，具体哪天停用电以供电部门通知为准。
有些紧固件企业为了交付订单，更是晚上开工，白天停工。

1、哪些地区影响大？
所谓“能耗双控”政策，是指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的相关政策。多位行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今年以来，对“能耗双控”的考核一
直比较严格，考核结果会作为当地领导班子的工作考评依据。今年一季度和半年度，国家发改委还发布了能耗强度降低进度目标预警等级和能
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预警等级，被列为红色的各个地区政府对本地区的高耗能企业的管控加码得就会比较厉害。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21 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显示，在能耗强度降低方面，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福建、
新疆、云南、陕西、江苏 9 个省（区）上半年能耗强度不降反升，被列为红色的一级预警；在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方面，青海、宁夏、广西、广
东、福建、云南、江苏、湖北 8 个省（区）被列为红色的一级预警。
广东：9 月 16 日，广东电网表示，自 9 月 16 日起执行“开
二停五”用电方案，每周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
期四实现错峰轮休，错峰日只保留保安用电负荷，保安负荷在总
负荷的 15% 以下！
山东：全省因煤炭供应不足，电力紧张，启动限电措施。
江苏：于 9 月 8 日 -30 日开展年综合能耗 5 万吨以上企业专
项节能监察行动，监察范围包括全省年综合能耗 5 万吨标准煤以
上 323 家企业、综合能耗 5 万吨标准煤以上 29 家“两高”项目和
2020 年以来投产的综合能耗 5000 吨标准煤以上存量“两高”项目。
继南通于 9 月初最早开始限电后，徐州、泰州、苏州等多地
企业已经陆续接到限产通知。
浙江：9 月 21 日 11 时前未关停的高耗能重点用能企业，将
由电力部门采取措施。仅绍兴柯桥涉区就涉及 161 家企业，全部
印染、化纤行业企业。
安徽：9 月 22 日消息，全省能源保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做好有序用电的紧急通知》。为保障全省电网平稳运行和电力
可靠供应，经研究，决定于 9 月 22 日起启动全省有序用电方案。
青海：发布限电预警，限电范围继续扩大。
宁夏：高耗能企业停限产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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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西出台了新的双控措施，要求从九月份开始，对电解铝、氧化铝、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企业实行限产，并给出了明确的减产标准。
四川：暂停非必要性生产、照明、办公负荷。
河南：部分加工企业限电三周以上。
重庆：部分工厂 8 月初限电停产。
云南：已开展两轮限电，后续将持续加码。工业硅企业 9-12 月份月均产量不高于 8 月产量的 10%（即削减 90% 产量）；9-12 月黄磷生产
线月均产量不得超过 2021 年 8 月份产量的 10%（即削减 90% 产量）。
内蒙古：严格控制企业限电时间，电价上浮不超过 10%。从 2021 年起，内蒙古不再审批焦炭（兰炭）、电石、聚氯乙烯（PVC）、合成氨
（尿素）、甲醇、乙二醇、烧碱、纯碱、磷铵、黄磷……无下游转化的多晶硅、单晶硅等新增产能项目。
陕西：要求 9-12 月，新建成“两高”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本年度新建已投产的“两高”项目在上月产量基础上限产 60%，其他“两高”
企业实施降低生产线运行负荷、停运矿热炉限产等措施，确保 9 月份减产 50%。

2、影响有多大？
为何把“能耗双控”放在如此突出的位置上？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员涂建军认为，尽管从理论上说，2030 年碳达峰以前，
中国能源消费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但是峰值越高、2060 年碳中和的实现难度越大，所以减碳行动亟须从现在开始。
9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就近日印发的《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下称《方案》）发布政策解读，提出实行能源消费强
度和总量双控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性安排，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分析，《方案》中的两个要点值得关注：一是鼓励可再生能源消费，《方案》提出对超额完
成激励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地区，超出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能源消费总量考核。二是强调能
耗强度要大幅下降。国家继续将能耗强度降低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合理设置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并向各省分解下
达能耗双控五年目标。郭焦锋表示，上半年许多国家因为疫情防控政策收紧，钢铁等产品无法自产自足，因此中国的外需旺盛。随着全球疫情
的缓解，高耗能行业和产品的需求也会下降，因此生产压力不会很大。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滨表示，近期煤炭供应也的确紧张，有的地区双控升级叠加了电力供应紧张。上半年“双控”的顺利，
也被视为煤炭库存告急、供不应求的原因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9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网站连发三文，从政策执行到电厂库存制度等不同方面对煤炭进行保供稳价。发改委称，近期，
与能源局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同时，降低旺季电厂存煤标准，电煤消费旺季原则上电
厂存煤可用天数应保持在 7-12 天，用煤高峰期存煤上限不高于 12 天。

3、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疯涨
随着限电限产，部分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也疯涨。9 月 22 日，一度大幅回调的煤炭期货“三兄弟”重新开启上涨模式。截至收盘，焦煤
涨幅近 9%，焦炭跟涨逾 6%，动力煤主力合约也涨近 9%。A 股市场上，电力股爆发，电力股指数、火电指数涨超 6%。粤电力 A、龙源技术、华
能国际等多股收盘涨停或涨幅超过 10%。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办公室副主任胡柯华表示，纺织行业的很多小微企业近期都直接停产了。他提出，“抓大放小是关键”，
能耗双控要根据市场规律和企业能耗比例占地方比例阶梯错开安排好节奏，避免“一窝蜂”。刘滨则表示，许多地方政府、企业对碳中和工作
推进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对碳中和的认识一定要看到它是一个长期性政策，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前瞻性，从长远考虑、从整体布局，考虑
到技术的锁定效应，同时要具备国际视野和合作精神。涂建军认为，部分地区“一刀切”关停、限产的行政指令过于粗暴，应该更多采用市场
化的机制解决能耗问题。例如，引入生产配额、碳排放配额、绿电交易等方式，让企业对于自身的能耗量产生长期、稳定的预期，通过合理的
交易机制鼓励企业降低能耗，促进行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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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行业出口数据报告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紧固件出口总量约为 306 万吨，同比下降 3.47%；出口总额约为 69.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2.05%。
2020 年中国紧固件进口总量约为 27.2 万吨，同比增长 1.87%；进口总额约为 27.9 亿美元，同比下降 6.06%。
2016-2018 年，中国紧固件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2018 年，中国紧固件出口量达到 329 万吨，同比增长 12.90%，2019 开始下降，2020 年
下降到 306 万吨，同比下降 3.47%。中国紧固件进口总体较为平稳，2020 年进口 27.2 万吨。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新冠疫情大环境下，中国
紧固件出口量减少，出口额却有小幅度的增长，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紧固件产品的附加值在逐步提升。

1、中国紧固件出口额数据分析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额稳步上升，
在 2020 年全年出口额 88 亿美元，2021 年 1 月份出口额 8.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74%，其增长迅猛可观。

2、中国紧固件出口量数据分析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量稳步增长，
在 2020 年全年出口 407 万吨，2021 年 1 月份出口量 41 万吨，
同比增长了 56%。

3、紧固件主要出口国
2020 年中国紧固件主要出口全球 TOP15 国家有美国、
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等欧美国家，以及日本、韩
国、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东亚、东南亚国家。其中美国、
日本、韩国稳居前三，占据近 50%。

4、中国紧固件市场规模及预测
近年来我国紧固件行业保持较快发展，产量居世界第一。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建筑、车辆、铁路及仪器仪表等领域，国际上对紧
固件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多。到 2021 年预估市场规模有 1550 亿元。

5、紧固件行业出口机会
欧美等发达国家优势明显，由于受制于资质认证以及关税政策，我国出口至发达国家优势并不明显。
但是，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同样表现出搜索量的优势，这些新兴市场都是紧固件开发的方向。

6、紧固件子行业产品全球热搜对比
从产品搜索字词来看，螺母的搜索量各方面走势都相对较高，其次是螺栓、螺钉、螺柱，也验证了国外紧固件市场的需求量。

7、紧固件现状与挑战
目前我国紧固件生产企业大概有 10,000 家，其中有规模的近 2,000 多家，中小型紧固件企业过多，技术不足以及更换先进设备的需较高
的投入资金，所以无法生产出来高品质高科技产品。行业发展失衡较严重，急需转型升级，向整体高端化方向发展，顺应国际市场需求才能稳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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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风电行业广阔的市场前景：随着全球各国重视和发展环保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机构加入到发展风电的行列中。据统计，到
2035 年和 2050 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将分别达到 50 万 MW、100 万 MW，成为中国的五大电源之一。紧固件是风力发电环节重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全球风电行业市场广阔为紧固件提供稳步增长空间。

8、紧固件行业新机遇
1） 国家跨境电商利好政策。支持发展出口多项鼓励政策，我国于 2020 年加入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持续优化通关效率，实施两步申报、提前申报、绿色通道；支持发展公共海外仓；支持发展跨境产业区及跨境自由贸易区；大力引进先进技术
及人才培养。
2）拓展新兴市场机会。2020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是 32.16 万亿人民币，主要的五大贸易伙伴有东盟、欧盟、美国、日本、韩国。
中国对五大贸易伙伴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共计 26.84 万亿元。以上进出口贸易伙伴也是紧固件新兴市场的机会点。
3）紧固件产品机会点。通过全球搜索趋势和子行业出口情况，紧固件、弹簧、轴承、齿轮是产品机会点，重点发展单价和利润较高的产品、
研发节能及高科技产品。◆

2021 年 8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及出口金额统计
2021 年 1-8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数量为 3087826 吨，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516605 吨，同比增长 20.1%；出口金额为 702486.4 万美元，
相比 2020 年同期增长了 141462.4 万美元，同比增长 25.4%。
近一年，中国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0.22 万美元 / 吨，于 2021 年 8 月达到峰值为 0.25 万美元 / 吨；其中，2021 年 8 月紧固件出口均价为 0.25
万美元 / 吨。
2020-2021 年 8 月中国紧固件出口统计
时间

紧固件出口数量（吨）

紧固件出口金额（千美元）

紧固件出口均价（千美元/吨）

2020年5月

370459

757968

2.05

6月

362751

1000786

2.76

7月

379124

838041

2.21

8月

370936

718140

1.94

9月

366999

712966

1.94

10月

345054

700570

2.03

11月

382883

826157

2.16

12月

404708

954978

2.36

2021年1月

410107

872238

2.13

2月

295245

618552

2.10

3月

322892

692972

2.15

4月

395387

888135

2.25

5月

410605

925444

2.25

6月

428298

101446

2.25

7月

397751

96455

2.4

8月

428842

105453

2.5

◆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0月 第六十五期 .45.

热点资讯

Hot News

凭什么？一个螺丝钉造就了一个县城的崛起
2020 年，嘉兴海盐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4.51 亿元，上榜中国工业百强县，名列第 49 名，较 2019 年上升 5 位。而在很早以前，由于海
盐经济发展落后，民生凋敝，嘉兴地区有“金平湖、银嘉善、铁海盐”之称，可见其贫困之极。从“铁海盐”到“中国工业百强县”，凭什么？
一个螺丝钉造就了一个海盐的崛起。
近几十年来，海盐的经济腾飞之路离不开小小的螺丝
钉，紧固件（螺丝钉）产业，作为海盐县传统主导产业，也
是其在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产业之一。海盐紧固件生产起步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产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2008 年开始海盐紧固件产品自营出口占全国总量
的 10% 以上，占全省总量的 20% 以上，成为国内外最具知名
度的紧固件生产基地之一，素有“紧固件之乡”的美誉。
不可否认，是紧固件带热了整个海盐，也是紧固件让海
盐人民富起来了，腰包鼓起来了，随着资本的不断进入，海
盐越来越火热。回望紧固件发展史，它经历了肇始、生发、
稳进、中兴、鼎盛 5 个时期，最后成就了现在集聚区产业链
完备、高端产品比例大、产品档次质量高、区域品牌效应凸
显的海盐紧固件事业。

肇始期
海盐木器螺钉厂是海盐县内第一家紧固件生产企业，其前身是 1954 年组建的木器农具生产合作小组。于 1957 年合并成为武原木器生产
合作社，并开始筹办螺钉生产车间制作木螺钉，后更名为海盐螺丝厂。

生发期
70 年代，海盐紧固件企业开始形成规模，是试水紧固件出口的先驱者。其中，海盐无线电标准件总厂创建于 1975 年，由于当时标准件需
求量大幅度下降，1979 年该厂扩大螺钉的出口量，直至 1989 年，其产量达 11.7 亿件，比建厂初期增长 46 倍，当年，该厂开发的墙板螺钉被
列入浙江省新产品计划，填补了浙江省墙板螺钉的出口空白。

稳进期
海盐紧固件企业开始适应国际螺帽市场的需求，提升产品检测与企业管理水平，产品外销伊朗、新加坡以及法、美、意等国。海盐螺帽
总厂在 1988 年一次性投入资金 240 万元，增添 8 条 24 毫米大规格螺母生产线设备，成为当时华东地区首家大螺母生产厂家。

中兴期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 世纪末是海盐紧固件行业的中兴时期。在当时富民政策的指引下，一批国营、集体企业职工开始自己创办私人企业，
取得自营出口经营权。2000 年，海盐螺丝厂与美国摩根集团合资，组建中外合资企业实现工业产值 6257 万元。至此，海盐紧固件出口基地已
颇具规模。

鼎盛期
21 世纪初，海盐紧固件产业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到 2004 年，海盐县紧固件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形成县内块状特色工业，当时紧固件企业
达到 440 多家，不少规上企业集聚发展，大力加速了海盐紧固件行业驶入快车道。发展至今，海盐县紧固件生产企业数量不断壮大，紧固件产
品年出口额占全国的 10%，产品远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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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紧固件之都”秋日见闻：“工业之米”走俏海外
初秋时节，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中国国际标准件产业城内，一派繁忙景象。一排排店铺排列有序，满载货物的运输车辆从这里出发，
“驶”
向世界各地。
办公楼内，正与外商进行“云洽谈”的刘晓亮，熟练地查看报价、拍单成交、联系物流发货……仅 20 分钟，就顺利完成一笔紧固件（螺丝、
螺母）出口越南的生意。刘晓亮是永年区一家紧固件企业的负责人。他说，今年公司已和越南、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的客商，陆续签
下 200 多万美元的海外订单。
紧固件，是作紧固连接用，且应用极为广泛的一类机械零件，又被称为“工业之米”，包括螺丝、索具、异形件、建筑配件等，广泛应
用于工业、建筑工程等领域。永年，作为“中国标准件之都”，
该区紧固件年产量占中国市场份额的 55%，荣获“中国最具影响
力紧固件产业集群”、“河北省区域特色产业基地”等称号。
据邯郸市永年区商务局局长韩永刚介绍，跟中国国际标准件
产业城一样规模的市场，永年区共有 5 个。该区生产的紧固件不
仅销往中国 31 个省（区、市），部分产品还出口到英国、意大利、
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2021 年紧固件出口迎来井喷
式增长，1 月至 7 月，该区紧固件企业直接出口产值超过 6092
万美元，同比增长 284.9%。
海外客商为何中意永年区紧固件产品？已在越南胡志明市有
大量客户的经销商阮志和说，永年区的紧固件，质量好、价格合
适，而且创新能力强。只要客户有需求，就能设计制造出来相应
的规格型号。
邯郸市永年区标准件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主任赵现永称，为布局海外市场，永年区邀请专家进行外贸业务知识培训，开启跨境电商新模式，
推进海外仓建设，新建综合外贸平台……当地还支持企业将生产车间和销售摊点布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已在印度、菲律宾等国设
立 20 多家办事处。
于 2019 年 10 月在非洲加纳建立海外仓的河北太极紧固件集团有限公司，2020 年效益翻了一番。今年 1 月至 7 月，该公司效益再次同比
增长 280%。“海外仓建设不但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缩短交货时间，还能得到海外客户的认可，有助于拓展市场。”该公司总经理杨磊说。◆

8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0.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0.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1.1%，两年平均增长 14.5%。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持续较快增长。8 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7.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7.4 个百分点，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其中，受新冠疫苗需求持续旺盛带动，医药制造业利润增长 70.5%，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消费品制造业利润稳定恢复。8 月份，消费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4.3 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利
润增长的贡献率为 29.5%，比上月提高 4.8 个百分点，对工业企业效益恢复的支撑作用有所增强。
“总体来看，尽管受到散发疫情和汛情冲击及同期基数较高影响，8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仍然保持稳定增长，企业经营状况继续向
好。需要关注的是，局部地区仍有散发疫情，大宗商品价格总体高位运行、国际物流成本较高、芯片短缺等问题仍在推高企业成本，企业利润
持续稳定恢复面临较多挑战。”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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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戴南为四百家紧固件企业打造“生态安全绿岛”
高大的厂房内，干净整洁的地面宛如一面镜子，一组组新型设备安装就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正在安装灯槽……这是 9 月上旬参加戴南
镇人大代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进会的代表们，在位于兴化高新区内的戴南紧固件产业园清洗中心看到的现场。
江苏戴南紧固件产业园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建设，由紧固件管理公司投资兴建，占地 108 亩，总投资 6 亿元，苏州 10 家企业成为股东。
该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开票销售超 10 亿元，税收 3000 万元，新增就业 400 多人，全面提升不锈钢紧固件行业整体水平。
戴南紧固件产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永寿说，清洗是紧固
件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序，分散性的清洗不但成本高，而且污水排
放难以达标。为此，他们着力打造企业“生态安全绿岛”，对产
品进行环保化、集中化、无害化清洗。公司在环保专家指导下，
制定《戴南紧固件产业园集中清洗“绿岛”计划可行性报告》，
入选省“绿岛计划”。
清洗中心与紧固件产业园同步建设，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6000
万元，投产后每天可清洗各种紧固件产品 700 吨，可服务全镇
400 多家紧固件企业。目前，已调试完成国内先进的 4 条自动化
清洗线近期投入运行，10 月份继续安装调试 2 条自动清洗线。清
洗中心秉承智能管理、一流服务的理念，努力打造省级“绿岛计划”
的示范企业。
“我们自动清洗线和普通清洗线的区别主要是，更加节能环
保，且效率更高，现场更加整洁干净。清洗中心的污水经处理后，
接入镇工业污水处理厂管道进一步处理后实现达标排放。”邱永寿说。◆

三块神铁完成老股东战略增资
8 月 26 日，三铁老股东完成对三块神铁的战略增资，战略增资签约仪式在三铁总部举行。此次老股东的增资，将进一步提升三块神铁的
数字化竞争力，加强县区级分销渠道建设，支持新一轮的业务扩张。
三块神铁目前已形成了覆盖全国主要经济发达地区的云仓部署，通过自有配送线路为客户完成最后一公里配送。下一步，平台将进一步
以加盟仓的形式集合行业优质货源，并通过建设下沉至区县的分销网络，拓展更多客户群体，为商家持续提升销售额。
本次老股东代表贾衍东表示，老股东对三铁未来的战略布局
及盈利模式非常看好，包括新的战略调整方案获得了老股东的一
致认可。
对于本轮战略增资，三铁创始人裴海峰表示，公司将不断打
磨产品，优化用户体验，为五金行业转型升级，全面建立数字化
生态系统做出应有贡献。
据介绍，三块神铁是 B2B“自分销”解决方案的倡导者，旨
在帮助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实现线上直接交易，优化流通渠道，
从而达到提高中国工业品流通效率的目的。三块神铁的定位是打
拼于商海，服务于人群；目标是在工业品领域，让天下没有难做
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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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七丰精工历时半年完成精选层辅导
新三板创新层公司七丰精工（873169）历时半年完成精选层辅导验收，公司是一家紧固件生产商，产品销往日本、美国、德国等。公司
辅导券商是开源证券。
七丰精工 3 月 19 日向浙江证监局报送精选层辅导备案材料，
3 月 30 日获证监局受理，进入辅导期，接受开源证券辅导。历时
半年，公司于 9 月 23 日通过辅导验收。
资料显示，七丰精工主要从事紧固件、五金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产品应用于铁路、建筑、航空航天、工程机械、汽车、
轮船等行业。
销售渠道方面，公司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外销主要面向
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公司客户包括福斯罗扣件系统（中国）
有限公司、昆山福斯罗轨道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等。
公司表示，当前正在进行转型升级，从传统钢铁冶金领域向
军工行业拓展。
业绩方面，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9388 万元，同比增长 32%；归母利润 1318 万元，同比下滑 20%。◆

晋亿实业：2021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 182%，
费用管控效果显著
晋亿实业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披露中报，公司 2021 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4 亿，同比增长 38.5%；实现归母净利润 1.5 亿，同比增长
182%；每股收益为 0.16 元。
期间费用率下降 4.3%，费用管控
效果显著，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
公司 2021 半年度营业成本 10.5 亿，
同比增长 30.7%，低于营业收入 38.5%
的增速，导致毛利率上升 4.5%。期间费
用率为 9.5%，较去年下降 4.3%，费用
管控效果显著。经营性现金流大幅下降
82.6% 至 3951.4 万。
公司研发投入大幅增加，相比去年
同期增长 32.3% 达到 5442.7 万。
本期“紧固件销售”营收贡献较大
从业务结构来看，“紧固件销售”是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紧固件销售”营业收入为 12.3 亿，营收占比为 98.3%，毛
利率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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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年标准件产业再整治再规范再提升工作验收标准
一、标准件工序中涉烟气产生位置，应使用密闭式集气罩或加装皮帘密闭收集，尽量杜绝无组织排放、杜绝跑冒滴漏，刚生产出的产品
堆放点也要设置烟气收集装置。
二、烟气收集管道使用短流程，不宜过长、弯曲过多。
并定期维护，保证烟气收集管道的密闭性。
三、烟气治理设施施工方必须是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
构，第三方机构必须根据企业的设备台数，产生烟气量大小
等设计相应烟气收集、治污设施参数，在符合国家规定的相
关标准前提下，制定合理治理方案并存档备查。
四、高压静电除油烟设施要求：
1、前端加装匀流板等设施，保证烟气均匀通过高压静电
除油烟设备，烟气应在高压静电除油烟设备中停留足够时间，
确保油雾去除效果；
2、安装自动报警装置，当油烟集聚过多时，设备高压静
电放出火花后，设备自动报警，以防火灾等安全隐患；
3、高压静电场 1-2 个月必须进行清洗，可委托有污水处
理资质的第三方运维清洗。
五、活性炭吸附箱要求 ：
1、活性炭吸附箱设计应符合《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26-2013）
2、活性炭吸附器在进风口及出风口加装压差计，当压差过大时，更换活性炭；
3、更换的活性炭必须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六、烟气治理设施处理 VOCs 去除效率需达到 80% 以上。
七、“低排区”范围内禁止使用不符合国三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全区范围内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编码登记，不得使用未编
码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非道路移动机械严禁私自改装、严禁设置旁路；所有工业企业运输全部使用新能源或国五及以上标准的车辆，禁止
使用三马车、拖拉机。
八、车间地面必须硬化并分区涂饰地坪漆；清除生产设备油污，露出设备底色；厂区道路必须硬化；厂区院落应全部绿化、硬化，不准
有裸土裸地；院内物品、车辆要摆放整齐；购置清扫车辆，每天不间断进行清扫，防止产生积尘；生产原料和成品要进仓进棚、摆放有序，禁
止乱堆乱放、露天存放，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不得随意堆放、遗弃。
九、企业整改完成后，自行委托有资质第三方单位进行检测与自主验收，对第三方验收合格的企业由生态环境分局、标发委、属地乡镇
或主管部门、行业专家等联合进行核查，发现弄虚作假的，对第三方单位向市局、省厅进行报告，要求其整改直至吊销其资质，对相关企业，
立即责令停止生产并依法处以高限罚款。
注：整治要求根据国家政策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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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华股份定增 7.6 亿元！
建年产 20 亿件汽车高强度紧固件生产线项目
9 月 23 日，长华股份发布公告称 7.60 亿元定增获证监会受理。根据此前公司发布的定增预案显示，公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7.60 亿元，
主要用于年产 20 亿件汽车高强度紧固件生产线建设项目（一期）、汽车冲焊件（广清产业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以及轻量化汽车铝
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长华股份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旨在新建生产基地，扩大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提高公司在
汽车金属零部件方面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近年来，全球主要汽车厂商均在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加快智能化、电动化、轻量化部件的研发，这对汽车零部件企业也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对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产品需求、产品结构、产品性能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次长华股份募投项目中的轻量化汽车铝部件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是公司布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市场的重要一步，也是以后业务迎来快
速增长的重要契机。
长华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公司已经与主流新能源车企建立了贸易合作关系，不管是紧固件领域还是冲焊件领域在新能源汽车中
的应用不断加深。同时在汽车轻量化底盘件方面，公司已经具备冲焊件和铝铸件的柔性生产能力。公司该募集项目将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在
现有客户资源的基础上，与客户共同开发，在新能源车底盘轻量化方面，加快实现铝部件的应用，提升车辆的舒适性和底盘强度及操控性。未
来几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为募集项目产品的应用推广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

宝钛集团线材厂举办航天紧固件用
大单 TC4 钛合金盘卷首批交付仪式
9 月 29 日上午，线材厂在热轧生产线举办航天紧固件用大单重 TC4 钛合金盘卷首批交付仪式，向宝钛集团建设投产 55 周年献礼。宝钛股
份总经理贾栓孝，副总经理张延生、王鼎春，质量部、军品部、研究院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线材厂有关人员参加交付仪式。
仪式上，线材厂厂长陶海林介绍了紧固件项目背景、解决的技术难点及产品交付情况。质量部相关人员宣读了紧固件产品的检验情况。
经检测，线材厂生产的四个批次 TC4 紧固件用盘圆丝材的化学成分，组织、力学性能，尺寸公差及表面质量合格，符合标准要求。
贾栓孝在仪式上讲话，他对线材厂实现航天紧固件用大单重 TC4
钛合金盘卷首批交付表示祝贺，对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
航空、航天紧固件国产化项目对线材厂发展意义重大，线材厂要以此
次交付仪式为新的起点，继续加强科研攻关，加快航空、航天紧固件
国产化项目建设，为推进棒丝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公司“两步走”
战略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自 2008 年该公司投资建设热连轧生产线以来，线材厂工
程技术和一线操作人员凭着“敢为天下先”的拼劲，组织实施了孔型
导卫优化、轧制工艺创新、尺寸精度控制、表面质量提升和涂覆工艺、
设备开发等一系列技术攻关 , 创新开展表面处理、检测和涂覆等精加
工设备研制和工艺开发，突破和解决诸多技术难题，在公司上下热烈
庆祝建设投产 55 周年之际，顺利实现了 Φ5、Φ6、Φ7、Φ8mm 四个
典型规格的 TC4 钛合金大单重盘卷航天订单的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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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一五金公司隐瞒销售收入 补缴税款近 1200 万元
依据一封实名举报信件，厦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近日破获了一起隐瞒销售收入偷逃税款长达十余年的案件，当事企业被税务机关依法
立案查处，共追缴税款近 1200 万元，加收滞纳金和罚款 905.32 万元。
税务稽查人员调查发现，厦门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在长达十
余年的经营过程中，长期隐瞒销售收入，通过设置内外两套账簿、
个人账户收取不开票销售收入等手段，逃避缴纳税款。除了隐瞒
日常销售收入不申报以外，稽查人员在检查中还发现，该公司在
向其供货商采购货物的过程中，还将钢板废料销售给供货商用于
抵减货款，也未进行申报纳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第六条等规定，企业销售的废料属于上
述规定中所指的货物。”税务人员表示，销售废料不管是直接取
得收入还是抵减货款，都应当确认收入，需要缴纳相应的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和企业所得税。
经 查， 该 公 司 自 2007 年 以 来， 在 十 余 年 间 共 计 隐 瞒 收 入
达 5000 万余元。厦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法对其作出补缴税款
1198.27 万元、加收滞纳金和罚款 905.32 万元的处罚决定。目前该案件已依法移交公安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提醒】
企业销售废料也需缴纳税费
税务部门提醒，根据相关规定，企业销售废料，不管是直接取得收入还是抵减货款都应确认收入，需要缴纳相应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和
企业所得税。

【规定】
企业负有依法纳税申报的义务，如果不按期缴纳税款，税务机关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企
业逃避缴纳税款的行为追缴税款、滞纳金并作出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等规定，移送司法机关
追究其刑事责任。◆

前 8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7.98 万亿元，增长 23.8%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8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2.8%。其中，出口 13.5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3.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8%；进口 11.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1.8%；贸易顺差 2.34 万亿元，同比
增加 17.8%。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前 8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7.98 万亿元，增长 23.8%，占出口总值的 58.8%。其中，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1.02 万亿元，增长 12.7%；手机 5331.7 亿元，增长 9.2%；汽车（包括底盘）1377 亿元，增长 111.1%。
此外，前 8 个月，进口机电产品 4.75 万亿元，增长 17.7%。其中，集成电路 4240.5 亿个，增加 27.2%，价值 1.76 万亿元，增长 16.5%；
汽车（包括底盘）67.5 万辆，增加 31.2%，价值 2390.2 亿元，增长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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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出手干预电价调整，上下浮动不超过 20%
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
10 月 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国内电力、煤炭供需持续偏紧，多种因素导致近期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给正常经济运行和
居民生活带来影响。会议强调，保障能源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六保”的重要内容，要发挥好煤电油气运保障机制作用，有效运用
市场化手段和改革措施，保证电力和煤炭等供应。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表示，即将进入冬季，多地尤其是北方地区对煤电的需求大幅增加，保证电力和煤炭充足供应事关民生，
因此必须要发挥好保障机制的作用。“尤其要运用好市场化手段降低上游煤炭价格，缓解煤电企业生产成本压力。”

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
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保证电力和煤炭等供应相关工作时指
出，要坚持民生优先，保障好群众生活和冬季取暖用能，确保发
电供热用煤特别是东北地区冬季用煤用电。加强民生用气供应，
适时组织“南气北上”增加北方地区取暖用气。
与此同时，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要推动具备增产潜力
的煤矿尽快释放产能。会议提出，要加快已核准且基本建成的露
天煤矿投产达产，促进停产整改的煤矿依法依规整改、尽早恢复
生产。交通运输部门要优先保障煤炭运输，确保生产的煤炭及时
运到需要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要支持煤电企业增加电力供应。针对煤电企业
困难，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保障煤电企
业购煤等合理融资需求。
此外，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要求，要改革完善煤电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序推动燃煤发电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在保持居民、农业、
公益性事业用电价格稳定的前提下，将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由分别不超过 10%、15%，调整为原则上均不超过 20%，并做好分类调节，对
高耗能行业可由市场交易形成价格，不受上浮 20% 的限制。鼓励地方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用电实行阶段性优惠政策。
韩晓平表示，此次电价浮动范围调整不涉及居民用电，主要是缓解煤电企业压力，从根源上破解电力供需矛盾。过去，电力价格浮动范
围相对偏窄，当煤炭价格已经浮动 30% 的时候，电价还是浮动 10% 左右，显然违背市场化的基本原则。“煤电企业缺乏发电的动力，国家通过
相关调整有助于缓解煤电企业压力，从而保证冬季供电的需求。”

纠正“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要求，要加快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加快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建设。积极推进煤炭、天然气、
原油储备及储能能力建设。此外，会议还指出，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完善地方能耗双控机制，推动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在一定时
间内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推动重点领域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在主要耗煤行业大力推进煤炭节约利用。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要求，要压实各方能源保供和安全生产责任。坚持实事求是，加强统筹兼顾。各地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
好有序用电管理，纠正有的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或“运动式”减碳，反对不作为、乱作为。主要产煤省和重点煤企要按要求落实增产增供
任务。中央发电企业要保障所属火电机组应发尽发。电网企业要强化电力运行调度和安全管理。对不落实能源保供责任的要严肃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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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及中国紧固件行业市场全产业链
发展前景预测及需求规模分析
紧固件是如今工业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基础零部件，被誉为“工业之米”。紧固件的特点是品种规格繁多，性能用途各异，标准化、系列化、
通用化的程度极高，应用领域广泛，涉及国民经济诸多部门，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车辆、船舶、铁路、桥梁、建筑、结构、工具、仪
器、化工、仪表等产品中。上述主要应用行业的景气度高，其紧固件需求量大，进一步刺激紧固件企业产能的扩大，主要应用行业的技术进步
和产业升级，对紧固件性能和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会推动紧固件行业技术水平进步，促进紧固件产品质量提高；新应用领域的发展，会扩
大紧固件市场需求，促进紧固件产品多样化。
近年来，我国紧固件全行业基本上保持着稳健平缓的增长，总体
上看，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影响，紧
固件下游需求增长放缓，尤其是国内紧固件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
但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紧固件行业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1) 行业定义及分类：紧固件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零件 ( 或构件 )
紧固连接成为一件整体时所采用的一类机械零件的总称，主要包括：
螺栓、螺柱、螺钉、螺母、自攻螺钉、木螺钉、挡圈、垫圈、销、铆钉、
组合件和连接副、焊钉等十二大类，是作紧固连接用且应用极为广泛
的一类机械零件。
(2) 全球紧固件行业概况：紧固件需求的驱动主要是商品价格的
波动，包括煤炭，铜和铁矿石的价格，产品生命周期，竞争压力以及
影响建筑和设备行业的其他经济因素。2018 年全球工业紧固件市场规
模估计为 833.4 亿美元。得益于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从而刺激耐用
品的需求，全球工业紧固件市场有望出现高速增长。在预测期 2019-2025 年内，预计将以 4.1%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 2025 年全球工业紧固
件市场规模达到 1,102.4 亿美元。紧固件制造业趋势正在向生产创新产品 ( 例如特种、微型和混合紧固件 ) 的方向发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消
费者需求，这预示着未来市场的不断增长。
从 2018 年全球工业紧固件应用占比中看，汽车行业为目前紧固件行业的主要应用市场，其次为工业机械、航空航天领域。此外，建筑和
采矿等工业机械对产品的需求预计在预测期内将以 4.4%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草坪和园艺设备对产品的需求预计复合年增长率为 3.2%，下游
应用需求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有助于紧固件行业的稳定发展。
(3) 我国紧固件行业概况：我国紧固件产业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已完成了由小到大的转变，产量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生
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作为最基础、最通用的机械基础件，紧固件产业对国家新战略新兴产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良好
的发展前景。紧固件企业大多自动化程度低、技术装备落后、产品质量差、品质档次低、企业规模小。我国部分高端紧固件 ( 主要是高速机车、
航空、航天、飞机制造关键紧固件 ) 仍需进口，不能自给的主要原因是材料稳定性差、制造技术工艺水平和管理技术离产品零缺陷的要求还有
较大差距。国内紧固件低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产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当今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紧固件增长速度
必将从高速转向中速；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粗放型转向品质效率集约型增长；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存量和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
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创新增长点，新常态将给中国紧固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近年来我国紧固件行业保持较快发展，产量、销量和国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紧固件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车辆、船舶、铁路、桥梁、
建筑、结构、工具及仪器仪表等领域，与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紧密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紧固件下游产业需求持续提高，以及国家政策
的大力支持，紧固件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上升。
统计数据显示，2012 年至 2019 年，中国紧固件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在不断上升至 2017 年达到峰值后下降。到 2019 年底，中国紧固件
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1,220.5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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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紧固件行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境，中美贸易战影响显现，出口下降明显；国际贸易摩擦增多，企业出口受阻；原材
料价格居高不下，生产成本增加；环保监察力度加大，很多企业被要求整改、搬迁，甚至关停；各方面综合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都制约着企
业进一步扩大生产和出口。2019 年中国钢铁制标准紧固件进口数量为 26.7 万吨，同比下降 15.87%，进口金额为 28.3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84%。
(4) 紧固件行业发展趋势：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紧固件行业技术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主要体现在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上。我国大部分
紧固件生产企业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装备差、工艺革新慢、表面处理水平较差，导致我国紧固件行业低水平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档紧
固件产品供不应求；另外，国内紧固件用钢的品种、规格、质量尚不能完全满足紧固件行业的要求，致使本该在冶金工业中解决的工序被转移
到紧固件企业，目前仅有少数企业能够凭借自身较强的综合实力解决此问题。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正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大飞机、大型发电设备、汽车、高速火车、大型船舶、大型成套设备等为代表的先进
制造也将进入重要的发展方向。由此，高强度高性能紧固件的使用量将会不断增长，这促使紧固件企业需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加快
技术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拓宽产品类别，提升采购、生产、销售和管理的智能化水平。
创新紧固件技术是紧固件发展的支撑，技术发展趋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产业发展的走向。紧固件核心技术不仅是加快特种专用钢种研发，
也是紧固件的制造、检测及热处理的技术细节和技术诀窍的集成。未来我国紧固件技术在选材、结构设计、制造工艺、特种工艺、检测技术、
表面涂覆技术和质量控制等方面要逐渐向国外先进水平靠拢，同时生产制造的智能化、融合化和超常化发展也将是行业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①智能化：智能制造是紧固件新的制造模式，是机械
制造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产品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
需求多样性日益突出，紧固件行业实现智能化制造的需求
越来越迫切。智能制造将大大提高紧固件的生产效率和效
益，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改善工人的作业环境和劳动
强度，提高产品质量和可靠性。智能制造包括制造过程的
智能化和装备的智能化。制造过程的智能化，需要开发各
类智能制造系统，自动化或智能化生产线，进而建设数字
化车间、数字化工厂与数字化企业。装备的智能化需要企
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提升生产装备的产能以
及生产匹配度。紧固件智能制造未来若干年重点攻克的技
术难题有：自动化智能化冷镦精密成型技术，大规格紧固
件的冷镦机技术和装备，复杂形状紧固件精密成型技术、
自动化物流装备和自动化热处理生产线等。
②融合化融合是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多种工艺的复合，是新时期的趋势。机械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及各种高新技术的融合，机械与材料
的融合，技术与文化的融合，将为紧固件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融合技术的应用将产生新的紧固部件、制造工艺、加工设备和系统，大大丰富
紧固件的产品体系，扩展产品的功能。
此外，融合型制造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工艺复合和集成创新。工艺复合是指原有多种工艺、多种工序复合集成到一台设备上，大大减少
了工序环节以及场地占用，提高工作效率，从而提高产品质量。集成创新即是将各种融合转化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活动，是融合
型制造的重要途径，是当前紧固件技术创新的主要类型。
③超常化：随着人们生活空间的扩展，技术发展的迅猛，对紧固件的要求亦越来越高，对极大、极小、超高温、超低温、超高速以及超
低速等状态下使用的紧固件的需求越来越大，制造这些紧固件的工艺技术与普通的紧固件大不相同。超常态制造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制造
出超常规情况下使用的紧固件产品；二是生产制造这些紧固件产品的工艺和技术。未来，超精密制造、超高性能产品制造和超常成形工艺将是
紧固件制造水平高低的象征，也会成为高端紧固件制造商重点研究和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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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小的螺丝比灰尘还小
你见过最小的螺丝是怎么样的？手机里的，手表里的，应该是很小的了，然而世界上最小的螺丝有多小，你知道吗？早在 2016 年，南京
工业大学陈虹宇教授就设计出了一种“纳米螺丝”，将纳米变成了螺旋型，而在此之前，纳米世界里，纳米的呈现方式要么是球型、柱型，要
么是带型、线型。
南京工业大学海外人才缓冲基地陈虹宇教授介绍，他们采用刻蚀法设计
出的这款纳米螺丝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小的螺丝，在“纳米地球”上，它的
螺丝头大约有 100 个骰子大小，螺丝柱大约有 3000 个骰子摞起来那么高，填
补了国际空白。“如果将我们面前一只直径为 1 米的圆球放大到地球那么大，
那么这个‘纳米地球’上一个骰子大小的物体就是纳米。”陈虹宇告诉记者，
几年前，他们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几百个保龄球大小的纳米结构成功串在了一
起，引起了世界同行的关注。“要知道，串珠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个简单
的手工活，但是因为在纳米世界，缺乏对纳米结构的操控能力，想要获得这
样的手性结构非常不易。螺旋型也是一种非常难以操控的手型结构。”
纳米螺丝，可以说是比灰尘还小的螺丝。正如南工教授所说的，我们所
做的就是寻找一种机制来指导金原子的沉积在预先制成棒状的纳米粒子上，
使这些原子按照实际上的螺旋结构沉积。纳米螺丝的出现，也使得纳米板、
纳米柱等合成纳米桌子成为可能。
记者了解到，这项研究成果已刊登在了化学领域国际权威期刊美国化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介绍，在纳米领域，已知的手性纳米结构的合成方法非常有限，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让其“长”出来，
比如设计一款纳米桌子，就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结构，纳米螺丝的出现，使得纳米板、纳米柱等合成纳米桌子成为可能。与会专家认为，纳
米螺丝的意义深远，为纳米合成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可以为纳米的更多应用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未来，纳米螺丝，一定会像纳米电子
器件、纳米金属块、纳米陶瓷、纳米氧化物、纳米药物、纳米卫星等产品一样，在各自领域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它具有现行的传统材料所不具
备的物理、化学特性，强度更高、柔韧度更好、耐高温、耐腐蚀性能更强。
紧固件，主要用作两个及两个以上物体的紧固连接，使用行业广
泛，包括能源、电子、电器、机械、化工、冶金、模具、液压等等行业，
在各种机械、设备、车辆、船舶、铁路、桥梁、建筑、结构、工具等上面，
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紧固件，是应用最广泛的机械基础件。目前来说，
紧固件已经融入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一部手机中的紧固件平均
不少于 10 个，一台液品电视机中的紧固件平均不少于 20 个，一台计
算机主机中的紧固件平均不少于 25 个，一扇房门大约有 20 个不同规
格的紧固件，一辆轿车大约有 580 种、接近 500 个不同规格的紧固件，
一辆中型卡车约有 570 种、5710 个左右不同规格的紧固件，一列时速
为 200km-250km 的动车（8 辆编组），配套紧固件价值为 150 万元 -180
万元人民币，一架中型飞机用的各类紧固件多达 200 万个 -300 万个。
还有我们的家电、手表、玩具等，都有各种各样的紧固件。
目前，紧固件的主要作用还是固定、连接的作用，螺栓连接因其
可拆卸而固有的优势，可以将两个或多个部件或构建连接成整体，从
而起到固定作用。如果把紧固件从我们的生活中拿走，人类生产生活
的很多设备、设施、工具和仪器将无法生产出来，不再有电、不再有
自来水、不再有各种自动化设备、不再有……很多在建工程项目因为不能解决连接技术问题而全面停工，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至少倒退 300 年，
我们的生活将变得不可思议，可见，紧固件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就如空气、水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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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供应偏紧 短期钢价或延续高位运行
钢材市场实现十月“开门红”，成交量明显回升。分析人士指出，考虑到电力供应偏紧，加上需求恢复，库存将下降，短期钢价或延续高位运行。

价格处于高位
我的钢铁网数据显示，10 月 8 日，全国 31 个主要城市 20mm 三级抗震螺纹钢均价为 6023 元 / 吨，较上个交易日上涨 98 元 / 吨。钢厂推涨积极，
现货价格处于高位。库存变动方面，部分城市社会库存维持下降趋势。国庆期间，钢厂库存增幅明显低于往年同期。
找钢网分析师秦蓓红指出，“十一”期间的库存增量属于正常的
假期累库。受大幅减产的影响，今年累库量低于去年同期。产量方面，
热卷产品产量下降，建材产品产量有所回升。这可能和下游加工厂限
电、品种利润变化有关系。基建行业 9 月用钢量环比增幅为 5.5%，10
月环比预期增幅为 3.7%；房地产行业 9 月用钢量环比增幅为 6.6%，10
月预期增幅为 6.2%。
对于 10 月份的库存，找钢网预计，计划增加库存的企业比例较上
期小幅上升，计划维持库存的企业比例较上期持平，计划减少库存的
企业比例较上期小幅下降。
华泰证券研报显示，广东、福建、江苏等地“能耗双控”政策趋
严，叠加供电紧张，高耗能行业受影响首当其冲。螺纹钢持续去库存，
建筑钢材成交量上行，显示供不应求可能持续。

利润走高
钢材价格处于高位，而原材料价格下跌，吨钢利润持续走高。进入 9 月，据开源证券监测，螺纹钢、热轧、冷轧吨钢利润大幅走高。螺
纹钢毛利润每吨超过 1000 元，热轧毛利润每吨超过 800 元，冷轧板毛利每吨超过 700 元，中厚板毛利超过 500 元。
根据兴业证券研报，2021 年 8 月，全球粗钢产量同比减少 1.4% 至 1.568 亿吨；国内粗钢产量为 8320 万吨，同比下降 13.2%。
中钢协披露，今年 1-8 月，对标企业平均吨钢材销售收入为 5122.75 元 / 吨，同比增长 37.4%；吨钢材销售成本为 4361.98 元 / 吨，同比
增长 31.8%。销售成本增幅明显低于销售收入增幅。而从三项费用同比变化看，除吨钢材管理费用略有增长外，吨钢材销售费用和吨钢材财务
费用均出现下降。

业绩预喜
多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大幅增长。针对预增的原因，不少公司都提到钢材价格上涨。
柳钢股份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9.08 亿元 -12.28 亿元，同比
增长 73.46%-99.38%。报告期内，宏观经济回暖，下游需求旺盛，带动钢材市场价格上涨。2021 年三季度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约 0.28 亿元，主
要是政府补助等。2020 年度公司并购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带来盈利增加。
受限产等因素影响，有的公司预计第三季度业绩同比增幅有所放缓，但依然位居高位。沙钢股份预计 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7.86 亿元 -8.56 亿元，同比增长 81.48%-97.64%。其中，2021 年第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4 亿元 -3.1
亿元，同比增长 32.73%-71.45%。对于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2021 年前三季度钢铁行业运行态势良好，公司把握市场机遇，通过技
术改造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同时深挖降本潜力，优化营销策略，提高服务质量水平，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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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年强链补链推动紧固件产业迈向高端
为深入贯彻落实邯郸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永年区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提质，全力建设邯郸转型提质发展示范区。
积极引进和培育高端紧固件企业，引领紧固件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建设航母企业高端引领
深圳大和实业有限公司作为钻尾丝行业的领军企业，在全国
市场份额占比近 40%。走进钻尾丝生产线，2 万平方米的车间内
300 台机器在电脑控制下运转，只有几名工人来回巡检设备。生
产经理白雪凯说，过去是单机生产，上料和转运需要人工操作，
劳动强度大。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动化流水线，从原料到成品，都
是电脑操作，传送带输送，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公司还将生产时
生成的海量数据引入数据库，做科学分析，进而指导设计和研发，
保证产品在行业内领先。
近年来，该区通过取缔淘汰、规范提升、整合重组、装备升级、
产品创新、高端引进等一系列举措，打造标准件航母标杆企业，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强筋壮骨，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该区对企业实行经济
绩效综合评价，在用地、融资、参展等方面对航母标杆企业予以倾斜，倒逼企业进行生产设备和工艺改进，推进企业整机化、配套化、智能化，
实现制造向“智造”转变。该区还联合高校组建了标准件产业技术研究院，瞄准企业需求开展技术攻关，鼓励企业壮大研发队伍，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在航母企业的带动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转轨发展高精尖医疗器械、航天航空、军工等方面中高端产品。目前，该区拥有各项专利
200 多项，部分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区高中端产品占比达到 70%。“永年标准件正在进行数字智能化改造，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永年区标准件发展委员会主任赵现永说。截至目前，永年大多数标准件企业生产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已达 78%。

培育中小企业并驾齐驱
在培育航母企业引领作用的同时，针对中小型企业，该区分层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分类促进企业做精做强做大，加快完善
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开展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着力培育创新能力强、
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中小企业排头兵。
此外，该区不断强化中小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计划，积极推进企业“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建立中小企业
高新技术后备库，设立专项培育辅导资金，抓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孵化，大力培育新型孵化器和科技企业孵化器，推进众创空间建设。截至
目前，该区共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5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22 家。

强基础完链条
永年区共有 5 个销售市场，拥有经营类门店 7624 家，紧固件专业物流运输公司 50 家，年物流吞吐量达 1000 万吨，紧固件物流线路已辐
射全国。永年区不但有全国最大的紧固件销售市场，还有完整的产业链条。永年标准件产业上下游齐全，依托邯钢、邢钢、安钢、济钢及武安
当地大型钢厂的原材料供应优势，形成了前期原材料生产，中期标准件冷镦、热打、锻压等产品成型，后期产品表面处理、市场营销、电子商
务、物流运输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延长产业链条上，该区围绕“国际标准件产业集群和集散中心、全国产业转型发展示范园区、国际紧固件陆港、全球中高端标准件产
业基地”的发展定位，积极筹建紧固件技术服务中心、紧固件陆港和原材料基地、紧固件创新创业中心等重点项目，实现高端紧固件研发、商
务接待、物流运输、智能仓储、电子商务等的节点强化，进一步完善了产业链条。
目前该区标准件产业已经形成从原材料到设备生产、产品生产销售、物流体系、表面处理、质检中心等更加完善的产业闭合链。随着产
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以“鼎新”带动“革故”，以增量带动存量，永年区全球紧固件生产销售集
散中心雏形正在逐步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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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 8 个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 23.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 8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2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2.8%。其中，出口 13.56 万亿元，
同比增长 23.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3.8%；进口 11.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4%，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1.8%；贸易顺差 2.34 万亿元，同比
增加 17.8%。按美元计价，今年前 8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8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4.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9.3%。其中，出口 2.1 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 33.7%，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0.3%；进口 1.7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4.8%，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8.1%；贸易顺差 3624.9 亿美元，同
比增加 28.9%。
8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3.4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9%，环
比增长 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6.1%。其中，出口 1.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5.7%，环比增长 4.9%，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8.6%；进
口 1.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1%，环比增长 5.1%，比 2019 年同
期增长 23.1%；贸易顺差 3763.1 亿元，同比减少 6.8%。按美元计
价，8 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 53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8%，环比
增长 4.2%，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4.2%。其中，出口 2943.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5.6%，环比增长 4.1%，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37%；进口
235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3.1%，环比增长 4.3%，比 2019 年同
期增长 31%；贸易顺差 583.4 亿美元，同比增加 2.2%。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比重提升。前 8 个月，我国一般贸易
进出口 15.36 万亿元，同比（下同）增长 26.9%，占我外贸总值
的 62%，比去年同期提升 1.6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8.3 万亿元，
增长 26.3%；进口 7.06 万亿元，增长 27.7%。同期，加工贸易进
出口 5.29 万亿元，增长 13%，占 21.3%，下滑 2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3.3 万亿元，增长 10.9%；进口 1.99 万亿元，增长 16.6%。
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前 8 个月，东盟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与东盟贸易总值 3.59 万亿元，增长
22.8%，占我外贸总值的 14.5%。其中，对东盟出口 1.98 万亿元，增长 21.3%；自东盟进口 1.61 万亿元，增长 24.8%；对东盟贸易顺差 3660.2
亿元，增加 8%。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欧盟贸易总值为 3.42 万亿元，增长 22.1%，占 13.8%。其中，对欧盟出口 2.09 万亿元，增长
21.9%；自欧盟进口 1.33 万亿元，增长 22.3%；对欧盟贸易顺差 7519.6 亿元，增加 21.2%。美国为我第三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值为 3.05
万亿元，增长 25.8%，占 12.3%。其中，对美国出口 2.29 万亿元，增长 22.7%；自美国进口 7524.2 亿元，增长 36.5%；对美贸易顺差 1.54 万
亿元，增加 16.9%。日本为我第四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值为 1.57 万亿元，增长 12.3%，占 6.3%。其中，对日本出口 6949.2 亿元，增长 8.9%；
自日本进口 8771.7 亿元，增长 15.2%；对日贸易逆差 1822.5 亿元，增加 47.8%。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7.29 万亿元，
增长 24.6%。其中，出口 4.12 万亿元，增长 23.5%；进口 3.17 万亿元，增长 26%。
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最快、比重提升。前 8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1.92 万亿元，增长 29.9%，占我外贸总值的 48.1%，比去年同期提升 2.3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7.75 万亿元，增长 28.3%，占出口总值的 57.1%；进口 4.17 万亿元，增长 33%，占进口总值的 37.2%。其中，出口 4.67
万亿元，增长 16.6%；进口 4.29 万亿元，增长 14.9%。此外，国有企业进出口 3.81 万亿元，增长 25.2%，占我外贸总值的 15.4%。其中，出口
1.12 万亿元，增长 18.2%；进口 2.69 万亿元，增长 28.4%。
机电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前 8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 7.98 万亿元，增长 23.8%，占出口总值的 58.8%。其中，自动数
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1.02 万亿元，增长 12.7%；手机 5331.7 亿元，增长 9.2%；汽车（包括底盘）1377 亿元，增长 111.1%。同期，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 2.46 万亿元，增长 10%，占 18.2%。其中，服装及衣着附件 6840.9 亿元，增长 17.9%；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 6008.3 亿元，下
降 18.4%；塑料制品 4026.6 亿元，增长 24.6%。出口农产品 3371.5 亿元，增长 0.4%。
此外，出口钢材 4810.4 万吨，增加 31.6%；成品油 4481.1 万吨，增加 8.7%；肥料 2278.8 万吨，增加 33.4%。铁矿砂、原油、煤等商品
进口量减价扬，天然气进口量增价跌，大豆进口量价齐升。同期，进口机电产品 4.75 万亿元，增长 17.7%。其中，集成电路 4240.5 亿个，增
加 27.2%，价值 1.76 万亿元，增长 16.5%；汽车（包括底盘）67.5 万辆，增加 31.2%，价值 2390.2 亿元，增长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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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产品 1-8 月出口金额 3165.8 亿
日前，有国内媒体报道，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 1-8 月，汽车零部件产品出口金额为 3165.8 亿元，同比增长 34.6%，相比 2019
年同期 312.2 亿元的出口额，增长 9 倍之多。
从去年下半年，出口订单就大量爆发，订单增长率超过
80%，目前公司 40 多条生产线都在满负荷生产，在手订单的
排到 3 个月以后。
据报道，浙江湖州一机械制造工厂主要生产转向器等铝
制汽车零部件，车间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由于订单不断增长，
该机械厂在去年进行产线整合扩张，增加了 3 条全新的自动
化生产线，提升了 30% 的生产效率。
据了解，由于芯片紧缺，全球汽车产量都在下滑，为整
车厂提供配套服务的零部件需求有所减少，但是新能源车和
维修售后市场需求依然旺盛。受芯片短缺影响，海外多家工
厂面临即将停产的状况。其中包括 Stellantis、斯堪尼亚、
沃尔沃以及福特等品牌。
数据显示，今年缺芯短缺问题将导致全球乘用车减产至少 520 万辆，2021 年到 2023 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扩大到 810 万辆。有分析师预
计芯片短缺的问题将持续到 2023 年。◆

9 月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19.6%
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148.4%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1 年 9 月，芯片供应略有缓解，但仍然不能满足生产需要，再加之去年同期基数较高，因此当月汽车
产销环比上升，但同比下降。此外全国多个省份实行的有序用电政策也对汽车生产带来了一定影响。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再创新高，并超过 35
万辆，1-9 月渗透率已提升至 11.6%。此外，本月汽车出口同比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9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07.7 万辆和 206.7 万辆，环比分
别增长 20.4% 和 14.9%，同比分别下降 17.9% 和 19.6%，产量降幅
比 8 月缩小 0.8%，销售降幅比 8 月扩大 1.8%。
1-9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24.3 万辆和 1862.3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7.5% 和 8.7%，降幅比 1-8 月回落 4.4% 和 5%。
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5.3 万辆和 35.7 万辆，同
比均增长 1.5 倍。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继续维持历史高位，为
17.3%，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19.5%。
1-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6.6 万辆和 215.7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1.8 倍和 1.9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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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一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近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自 2010 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
全的国家。在 500 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坚实。
肖亚庆说，2012 年到 2020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由 20.9 万亿
元增长到 31.3 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由 16.98 万亿元增长到
26.6 万亿元，占全球比重由 22.5% 提高到近 30%。光伏、新能源汽车、
家电、智能手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高铁等一
批高端品牌走向全球。
“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
面建成……大国重器亮点纷呈，特高压输变电、大型掘进装备、
煤化工成套装备、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跻身世界前列，彰显中国
制造与日俱增的硬核实力。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其中，高技术制造
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2 年的 9.4% 提高到 2020 年的
15.1%。制造业骨干龙头企业加快发展壮大，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活
跃，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2020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
发展机构总数、研发经费支出均比 2012 年翻了一番，有效发明专
利申请数增长了两倍多。
在信息化方面，我国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5G 基站、终端连接数全球占比分别超过 70% 和 80%。网络应用从消费向生
产拓展。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由 2012 年的 24.6% 提高到 2020 年的 52.1%，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由 48.8% 提高到 73%。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步伐加快，数字经济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2021 年 1-7 月机床工具行业经济运行简讯
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点联系企业统计数据看，2021 年 1-7 月，重点联系企业整体运行平稳增长，盈利能力持续回升。各项主要经
济指标较上年同期和 2019 年同期仍保持大幅增长，运行质量明显提升。与上年同期和 2019 年同期对比，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实现大幅增长，
质量效益明显改善。
2021 年 1-7 月，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4.8%，与 2019 年同期比较，增幅超过 25%。所有分行业继续保持盈利。亏损企业占比
较上年同期收窄 1.2 个百分点。金属加工机床新增订单同比增长 39.4%，在手订单同比增长 24.5%。1-7 月规模以上企业金属切削机床产量为
34.9 万台，同比增长 44.2%。金属成形机床产量为 12.2 万台，同比增长 11.9%。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1 年 1-7 月机床工具进出口总体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进出口总额 185.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6%。其中，金属
切削机床进口额 3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出口额 2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0%；金属成形机床进口额 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4%，
出口额 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9.2%。
2021 年 1-7 月机床工具进出口保持了自 2019 年 6 月以来的顺差态势，顺差为 23.7 亿美元。
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有利于后半年机床工具行业稳定运行，但困难和不利因素也需行业企业密切关注，积极应对，
争取实现全年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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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锣萨尔维加速产品的数字化和研发
意大利高科技成型机的专家在本次疫情大流行中平安渡过，并正在为未来制定宏伟的目标而奋斗。
公司于 1939 年在意大利米兰成立，几十年来已发展成为一家位于 Garlate 的全球领先技术公司，专业制造用于冷镦成型和温镦成型的创
新型成型机。如今，最大的紧固件生产商，例如汽车行业和航空航天工业，都依赖于卡锣萨尔维的设备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卡锣萨尔维是瑞
士哈特贝尔集团的一名成员，代表着精密、生产力和最高效率。
为了在未来几十年扩大这线材成型行业技术领先地位，卡锣萨尔
维正在推动产品数字化、研发。卡锣萨尔维的首席运营官 Germano
Pandiani 表示：“工业 4.0 和数字化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流行语。软
件解决方案的集成和多功能成型机的开发使我们的客户生产更加高效
益和收益最大化。”
本公司顺利渡过了 Covid 大流行。“我们 90% 的销售额来自出口。
由于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以及我们在数字化方面的优势，
我们度过了有惊无险的一年，”Pandiani 先生报告道。通过对数字化
的投资，卡锣萨尔维能够使用远程访问确保每台交付的成型机都能正
常运转，从而即使在疫情隔离期间也能为客户提供简单快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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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钥匙方案
卡锣萨尔维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从最初的咨询到开发和制造再
到客户服务，整个生产过程都可以为客户量身定制、管理和协调。卡
锣萨尔维成型机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滚丝、钻孔和攻丝只是众多应
用中的一小部分。成型机是专门为满足客户的要求而开发，能够毫无
疑问、精准地生产复杂形状的零件。卡锣萨尔维所有的成型机均配备
管理系统，可随时通过远程访问监控和控制流程。
Germano Pandiani 说：“我们为维护和操作提供广泛的工业 4.0
服务包。对我们来说，互联性也是一个机会，可以继续深化我们的
专业知识并推动市场扩张。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卡锣萨尔维工程师目前正在开发第一台将高性能成型与搓丝装置相结
合的机器。“这个项目很重要，因为它创建了一条新的产品线，并能
够扩展到新的行业，”Pandiani 先生强调说。

员工是骨干
公司意识到内部专业知识所起的关键作用。“员工是卡锣萨尔维的中坚力量。我们正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团队，并欢迎更多高度专业化的
专家加入，”Germano Pandiani 说。技术工人的招聘计划影响公司的各个领域，包括组织、管理和发展。“作为一家活跃于利基市场的领先
公司，我们必须始终为新趋势和市场需求做好准备。我们希望在提出问题之前就得到答案。这需要一个国际专家团队，我们相信额外的专业员
工和研发投资可以进一步推动我们公司的发展。”
80 多年来，卡锣萨尔维一直致力于塑造意大利北部莱科省的工业。卡锣萨尔维拥有大约 100 名员工，在总部 Garlate 生产创新的成型机。
在大流行的 2020 年，卡锣萨尔维既强调了与所在地的紧密关联，又强调了员工对公司成功的重要性。Germano Pandiani 说：“这种以员工
为导向的理念为我们的成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卡锣萨尔维故事集》
为了强调团队精神和团结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大流行时期，卡锣萨尔维最近
启动了数字项目“Carlo Salvi Stories”（卡锣萨尔维故事集）。在门户网站 www.
carlosalvistories.com 上，公司的众多合作、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成功以及人际合
作成为焦点。人类合作的价值观和创业精神是需要检验的两个因素。数字项目基于
故事讲述者的经历分为不同的章节，讲述者可以是卡锣萨尔维的客户、合作伙伴和
员工。
卡锣萨尔维的首席商务官 Marco Pizzi 说道：“这次疫情大流行把大家都隐匿
起来了，比如面对面的会议、握手以及新合同和合作的联合祝酒等这些活动都变得
不便。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开始推出了 Carlo Salvi Stories（卡锣萨尔维故事集）——
来与我们一起共事的伙伴相庆祝。必须强调这些关系和合作，并展示真实性和创业
精神。”◆

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中山七路 65 号富邦中心 1404 房
电话：020-81734672
邮箱：sales.china@carlosalvi.com
网址：www.carlosalv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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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五金，致力打造专业紧固件交易市场
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华南地区专业的紧固件及其上下游材料、设备的交易市场，吸引了约 450 多家商家进驻。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地处佛山市南海大沥广佛国际商贸区的中心区域 - 北临广佛路、西靠桂和路、南接
广佛新干线、东邻南国小商品城，是黄金商贸走廊（广佛路）的核心地段，交通便捷，强势辐射珠三角经济重地。
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拥有 1600 多间复式商铺、写字楼、公寓；商铺呈“井”字分布，铺铺临街，路路畅通。目前，九龙交
易中心的建设、配套完善，全场出租率达到 99%，已有约 450 家商户入驻，主营各种不同材质、规格、型号的紧固件、不锈钢线材、棒材、板
带等。
部分已进驻商家包括：华宁螺丝、佛山快愉五金有限公司、荣鑫紧固件、常发不锈钢、银亮不锈钢、泰龙钢丝绳、佛山市南海名铝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恒旭铜材有限公司、凯诚不锈钢线材、菲亚达不锈钢线材、东溱工业紧固件、宏兴螺丝、子恒不锈钢螺丝、南标标准件、佛山
市繁旺五金有限公司等。

为何选择九龙五金交易中心？
除了地理位置优异外，依托发达的广佛商贸物流和有色金属名镇的强大产业基础，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能联通紧固件及其上下游材料、
设备等交易市场，以及提供场内物流、金融等相关配套服务，对于进驻商家和采购商来说，均能享受专业的“一站式”服务。
此外，九龙五金交易中心还能帮入驻企业解决各种需求，让商家无后顾之忧。
特色服务一：新进场商家给予一定的免租期，指定广告位免租 1 年。
特色服务二：协助商家解决住宿问题，提供所需办理相关执照等对口单位，在能力范围内满足新租户提出的相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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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品牌成长，引领变革
九龙五金交易不锈钢中心，见证了不少
进驻企业的崛起与变革，见证了品牌的发展
与壮大。
银亮不锈钢，刚入驻交易中心时，仅仅
是一个批发小商家，如今企业已拥有自己的
厂房和生产流水线，成为五金行业的一个闪
耀品牌。
泰龙钢丝绳，结合新零售新批发概念搞
线上线下模式，企业的大胆改革推动了企业
的快速发展，目前越做越大，与众多商家建
立了合作关系。
……
作为华南地区专业的五金交易市场，越
来越多的商家选择进驻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
中心，商家汇聚，商品齐全，众多商人慕名
而来，推动着交易中心的不断发展。
未来，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将再接
再厉，致力于打造专业紧固件交易市场。◆

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
地址：广东.佛山.大沥.广佛路
联系人：卢女士
电话：0757-85750666
传真：0757-81108006
网址：www.nhjlw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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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立：先进紧固件润滑方案提供者
——专精于摩擦系数与扭矩控制

强强联合，谱写品质传奇
德国福斯润滑科技公司（FUCHS LUBRITECH GmbH）著名的高效能润滑剂品牌——可力特摩（GLEITMO）代表着先进、高质量的固体干膜与
特殊应用润滑剂。福斯润技作为全球最主要的特种润滑剂制造厂之一，其研发能力与产品质量皆首屈一指，在紧固件干膜润滑方面，更拥有特
别优异的技术水准。可力特摩（GLEITMO）之所以深受客户信赖，不仅因福斯润技强大的研发实力，更源于其优异的质量标准。德国福斯润技
通过 ISO 9001:2015、IATF-16949 ，并获得许多国际大厂委托制造认证的肯定。
稳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76 年，以代理德国金属表面处理材料起家，在表面处理与工业润滑领域拥有超过 30 年的丰富经验，服
务遍及中国与东南亚。稳立深耕紧固件行业数十年，致力于推广干式摩润学的实务应用以及优质的高效能干膜润滑涂覆产品；为各种应用领域
的紧固件，提供先进的润滑解决方案与专业化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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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稳立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以及代理德国可力特摩（GLEITMO）润滑剂产品超过 17 年的资历，在汽车、建筑、轨道交通、新能源与风电、
机械、电子、家用电器等产业零部件的润滑应用方面，皆累积了丰硕的成功案例。
长期的实务经验，也让稳立在制程工艺支持与专业技术服务上，累积相当丰厚的能量。稳立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众多知名的整机厂、汽
车零部件大型制造商、紧固件外商企业，更涵盖国内大小的紧固件企业，遍及各省份的紧固件聚落。历经长时间的努力经营，越来越多紧固行
业内的朋友，对于可力特摩（GLEITMO）以及干式润滑技术已有所认识。

全新体验，高效的“摩擦系数安定剂”
众所周知，未使用润滑剂的紧固件，摩擦系数偏高且通常呈现高度的变异性。传统的润滑方法是将润滑油膏涂抹于紧固件的螺纹处，这
种方式具有容易沾染的缺点，且仍无法将摩擦系数的标准偏差控制在较小的范围，难以满足预置扭矩与自动化组装。此外，由于润滑油膏必须
通过人工涂抹，而人为操作下变因大、较费时，也一直是困扰着安装者的问题。
稳立代理的德国“可力特摩 (GLEITMO) 润滑水蜡”系列，是特别为紧固件摩擦系数与扭矩控制的需求，所研发的专业型干膜润滑剂。此
系列产品不仅能提供极佳的润滑性能，更可有效降低紧固件摩擦系数值的量产变异差，因此在业界又称之为“摩擦系数安定剂”。零件在涂覆
了可力特摩 (GLEITMO) 润滑水蜡后，会在表面形成透明、不黏手、且附着力优异的高分子聚合物润滑薄膜；在提供高效能润滑的同时不会造成
沾染，也不会影响公差。
更棒的是其预涂覆的概念，它能让安装者可以专注于组装，不需要花时间与精力对零件执行额外的润滑工序。因此，人为因素的不稳定
性显著降低，装配的效率得以有效提高。对工程与机械设计者而言，干式润滑水蜡使得紧固件的“安装扭矩 - 预紧力”获得一致性与稳定性，
进而满足了各种现代自动化装配的需求，并大幅提升了机件组装后的安全性与质量。
此外，支持大规模生产的使用方式亦是“可力特摩 (GLEITMO) 润滑水蜡”的特点。本系列产品皆为水性，能够使用纯水稀释并采用经济、
简便的浸涂法，故特别适用于紧固件。
随着科技的进步，紧固件材料与表面处理的种类可谓日新月异。而可力特摩 (GLEITMO) 润滑水蜡，能与大多数材料及表面处理兼容，在
各种电镀、达克罗、交美特、防松胶等表面处理工艺后皆可使用。
可力特摩 (GLEITMO) 还有一项较强的优势，就是拥有高于一般的耐久性。涂覆了可力特摩 (GLEITMO) 干膜润滑剂的紧固件，经过长时间
的储存仍维持可靠的润滑性。这对于紧固件的存放、转运或外销，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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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力特摩 (GLEITMO) 特色产品推荐

GLEITMO 605 - 车用机械牙紧固件的扭矩控制解决方案
汽车工业对于所用紧固件的摩擦系数，多数设有严格的控管。汽车生产线上，通常使用已设定好的扭矩来拧紧紧固件。适当且稳定的摩
擦系数范围能够保障紧固件的预紧力，提升螺纹连接的质量，进而避免松脱、连结失效、断裂等风险。
GLEITMO 605 干式润滑水蜡，正是为了汽车工业的主流摩擦系数设定值而开发的产品，能够满足业界对于公制机械牙螺纹件扭矩控制的普
遍性要求。
根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erband der Automobilindustrie e. V.）所制定的 VDA 235-101 标准：一般车用公制机械牙螺纹紧固件，摩
擦系数范围值为 μtot 0.09 到 0.14 之间。此标准亦为各国汽车质量体系与各大汽车制造厂广泛参照，容许偏差通常为 ±0.03。
作为车用机械牙紧固件的扭矩控制解决方案，GLEITMO 605 除了能提供干净且不影响公差的润滑，更重要的是能将批量紧固件之间的扭矩
系数控制在微小的范围，以符合汽车行业自动化装配的要求，因此深受国际知名车厂与汽车紧固件制造商广泛的指定与推荐。
现今汽车制造厂与整机厂对于紧固件摩擦系数值的验收要求越来越严格，驱使紧固件行业对摩擦系数控制与润滑的问题以更谨慎与精细
的角度看待。运用可力特摩（GLEITMO）干膜润滑剂，将车用紧固件的摩擦系数更精准且稳定的控制在设计范围内，才能进一步满足自动拧紧
与智慧装配的趋势发展。
GLEITMO 627 - 合金紧固件防咬死的秘密武器
安装过程中发生螺纹冷焊与咬死（卡死）现象，是不锈钢、铝合金等合金紧固件常见出现的问题。螺纹咬死的主要成因，来自于紧固件
组装或拧紧时，高速度与高摩擦产生的瞬间热力，加上螺纹间所承受的压力，导致螺纹磨损与金属熔合而发生黏着现象。虽然螺纹咬死发生的
过程仅是短短数秒钟的时间，然而当紧固件完全死锁，就再也难以卸出或旋入。
在汽车、建筑等市场持续追求轻量化材料与复合材料的趋势下，紧固件对于防咬死润滑的需求增长快速。事实上，“干式润滑预涂覆”
已是欧美对于改善合金紧固件咬死现象的主流概念。稳立的明星商品－ GLEITMO 627 干式润滑水蜡，能从源头（零件生产端）改善不锈钢或其
他合金螺纹件的组装咬死现象。在稳定摩擦系数的同时，亦能有效预防咬死问题，可谓一箭双雕，是目前最新、也是最轻松的紧固件防咬死润
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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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为客户创造高效益、高价值
美国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 - 韦尔奇曾经说过：“质量是维护顾客忠诚的最好保证。”过去数十年，德国可力特摩（GLEITMO）
润滑剂一直深受欧美客户的青睐，为众多国际知名的紧固件从业者、车厂、电机集团指定与推荐使用，足以证明其品质口碑。
稳立陈总经理表示，随着国内与欧美等地景气逐渐从疫情后复苏，国内外市场对于各类紧固件的需求持续热络，带动了紧固件干膜润滑
剂的整体需求，稳立愿尽全力帮助合作伙伴们实现飞跃发展。
“致力于成为紧固件行业可靠的润滑伙伴”，是稳立始终如一的理念。稳立的专业团队始终充满热诚，并时刻以协助紧固件同业们解决
各种摩润难题为己任。优质的当地化服务是稳立所提供的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元素。除了销售产品，稳立的专家更乐意透过实务的技术咨询
以确保性能、效率与工艺可靠度，让客户能够透过德国可力特摩 (GLEITMO) 润滑剂，感受高科技带来的效益与收益。◆

稳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台中市文心路一段 540 号 3 楼之 1
电话：+886-4-23227553

苏州销售部

邮箱：support@gleitmo-fuchs.com
网址：https://www.gleitmo-fuchs.com
http://4937v.chinafastenerinfo.com

苏州港鑫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电话：0512-53597212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0月 第六十五期 .69.

海外商情

Overseas News

全球新闻 Global News
全球工业紧固件需求年复合增率增长 4%

据 Fact. MR 称，全球工业紧固件市场预计
会以年复合增长率 4% 的速度持续扩展至 2031 年，
同时螺纹和塑料工业紧固件的需求也会在众多类
别的终端使用产业中持续攀升。
报告指出，尽管新冠疫情的爆发暂时影响了
2020 年的产业发展，随着疫苗开打和新措施成为
常态，汽车、建筑和其他关键终端用户产业从去
年最后一季也开始恢复。例如，整体产业前景在
过去 2006 至 2020 年仍维持正向发展。
随着工业紧固件制造商开始导入先进技术和
大量投入各种研发活动，紧固件产业预计会在接
下来几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此外，随着汽车产业快速和稳定的复苏，以
及各种商用和家居建筑中使用的工业紧固件的增长，这将会增加美国供货商的营收。
报告称，德国的高端汽车领域和疫情障碍逐渐克服后，建筑需求的增加亦将促使该国的紧固件需求也出现强劲增长。
同样地，预计中国在接下来几年，工业紧固件在建筑、汽车和家电产业的销售将会出现大幅增长。作为全球最大的车辆市场，中国预期
汽车输出会在 2025 年达到 3,500 万辆。
印度在工业紧固件的需求、销售和生产是已经崛起的获利国，且预期会持续增长至 2031 年。丰富的原物料和劳动力以及来自建筑业的需
求都支撑着印度的销售。◆

世贸组织全球货物贸易指标创新高

世界贸易组织（WTO）8 月 18 日表示，其全球货物贸易
指标创历史新高。在确认贸易复苏强劲的同时，该组织也
警告新冠肺炎疫情仍将威胁贸易复苏前景。
世贸组织指出，其货物贸易指标上升至 110.4 点，是
2016 年 7 月首次发布该指标以来的最高，较去年同期上升
超过 20 点。
世贸组织在其网站上表示，贸易指标上升既反映了当
前贸易扩张的力度，也反映了 2020 年疫情冲击的深度。该
组织补充说，世界贸易的前景仍被下行风险阴霾所笼罩。
世贸组织提到，疫情持续对贸易前景构成最大威胁。
世贸组织 2016 年 7 月首次发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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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采集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统计数据，就当前世界贸易的短期发展走向提供早期信号，为贸易政策制定者和工商界提供更为及时的国际贸易信息。
根据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的编制规则，数值 100 为其基准点。如果某一次指数为 100，意味着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符合中期趋势预期。指数大
于 100 表示该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高于预期水平，反之则显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水平。
此轮全球贸易的强劲复苏离不开各国在逐步解除经济封锁措施的背景下，加紧“抢货”补充市场，以满足被压抑的需求。
根据信贷保险公司裕利安宜的研究结果，疫情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导致欧美为代表的全球各大公司竞相在世界各地进行采购。
裕利安宜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分管负责人罗恩•霍夫表示，目前全球贸易中的抢购热潮最为激烈。美国在商品采购方面领先于欧洲国家，
部分原因在于其经济提前重新开放。他还称，各地的公司都在急忙填补库存，但鉴于供应链，尤其是货船持续短缺状态，这些努力是否能够成
功仍不确定。同时，价格以及全球贸易成本正迅速上升至新高。
裕利安宜的经济学家预计，今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将在去年收缩 8% 后增长约 7.7%。由于价格大幅上涨，交易额预计会在 2020 年收
缩 9.9% 之后，实现约 15.9% 的增长。◆

9 月份全球制造业 PMI 为 55.6%，连续 4 个月环比下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 10 月 6 日发布数据
显 示，2021 年 9 月 份 全
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较上月回落 0.1 个
百分点至 55.6%，连续 4
个月环比下降。
分区域看，9 月份，
欧 洲 制 造 业 PMI 较 上 月
明 显 回 落， 非 洲 制 造 业
PMI 较上月稍有回落，亚
洲 制 造 业 PMI 较 上 月 微
幅回升，美洲制造业 PMI
较 上 月 明 显 回 升。 从 指
数变化看，9 月份，全球
制造业增速较上月略有
回 落， 波 动 幅 度 不 大。
欧洲制造业增速较上月明显放缓，亚洲和非洲制造业增速波动不大，美洲制造业增速较上月有所加快。
从三季度看，全球制造业保持恢复性增长趋势，但增速有所放缓。三季度全球 PMI 均值保持在 55.9% 的较高水平，但较二季度下降 1.1
个百分点。全球制造业增速放缓主要受两个方面影响。一是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复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全球市场需求复苏的进度；二是原材
料价格的过快上涨推升了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成本，给世界各国生产侧的复苏带来影响。
分析指出，伴随着经济复苏的推进，也产生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需求恢复力度要弱于生产，经济复苏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二
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过快上涨，全球通胀压力逐步显现。三是全球债务上升风险在不断积聚。
分析认为，更好地平衡经济恢复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恢复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在疫情结束前，处理好经济恢
复中产生的各种矛盾，是疫情结束后经济快速恢复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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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汽车业“芯荒” 预计今年全球汽车产量减少 20% 以上

根 据 AutoForecast Solutions（ 下 简 称 为
AFS）的最新数据，截至 10 月 10 日，由于芯片短缺，
全球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已达 934.5 万辆，比前
一周增加了约 25 万辆，其中中国市场减产 1.3
万辆汽车，约占 5.2% 左右。
数据显示，10 月 4 日至 10 日，除了欧洲地
区的汽车生产计划遭受的冲击较大外，其他各地
区损失的汽车产量均较小。
其中，欧洲地区的汽车减产量为 20.2 万辆，
占上周汽车总减产量的 79%。亚洲其他地区和中
国次之，分别减少了 2.7 万辆和 1.3 万辆汽车；
中东和非洲共减少了 0.8 万辆汽车；北美和南美
地区减少的汽车数量最小，分别为 0.4 万辆和 0.2
万辆。
尽管目前消费者的购买热情高涨，但是由于
工厂生产线上生产的轿车和卡车数量减少，美国第三季度汽车零售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 13%。
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 Mary Barra 预计，芯片短缺问题将在第四季度有所改善，并在 2022 年“持续获得改善”。据悉，迄今为止，2021
年北美地区因芯片短缺已减产 292.2 万辆汽车。中国汽车市场累计减产量达 182.7 万辆，占总减产量的 19.6%。
AFS 预测，全球汽车减产量仍在进一步扩大。未来几个月，仅北美地区的工厂就会削减约 30 万辆汽车的生产。今年，全球汽车市场累计
减产量将会攀升至 1056.1 万辆。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受汽车芯片短缺影响，2021 年 8 月我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 145.3 万辆，同比下降 14.7%，8 月零售环比下
降 3.3%。
全球汽车业芯片短缺，究竟如何影响整车的生产呢？
汽车芯片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负责算力：比如自动驾驶系统；
第二类负责功率转换：比如电源和接口；
第三类是传感器：比如用在汽车雷达、气囊、胎压检测。
专家指出，这次汽车芯片的短缺，影响的是全球的汽车生产。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张进华表示，全球芯片主要生产地，由于受疫情影响，
产量下降，造成了全球的芯片紧缺。
除了全球性以外，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国博世集团中国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全球汽车芯片短缺带
来的影响逐渐加剧。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陈玉东表示，去年十月份开始，汽车芯片会短缺 10% 到 20%。到今年七八月份，短缺程度达到了 80% 以上。
博世中国区有关负责人说，一辆传统燃油车上，平均有 100 到 200 多个芯片，而一辆新能源车上有 300 到 600 个芯片。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
芯片产量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一个芯片供应不上，一辆整车或许就不能下线。
博世（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陈玉东表示，如果这个零件是安全性相关的零件，少一块芯片，这个产品做不出来，那么整车厂是不敢投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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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芯片短缺的影响，全球不少车企纷纷下调了产销目标，预计今年全球汽车产量减少 20% 以上。
全球汽车业遭遇芯片短缺，作为已连续十多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的汽车生产大国，我国自然切实感受到这种短缺。短缺的背后，反映出
疫情的持久和不可测，也反映出我国汽车工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上的自主可控性还不够强。
芯片告急，再次凸显了供应链的安全性，倒逼汽车工业自主可控。◆
全球各地汽车累计减产量和未来预计减产量（单位：万辆）
地区

累计减产量

预计减产量

北美洲

292.2

322.1

欧洲

261.5

307.5

中国

182.7

199.2

亚洲其他地区

159.8

185.2

南美洲

32.7

35

中东 / 非洲

5.6

7.1

2021 年全球机床市场将实现强劲增长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报告预测，2021 年全球机床消费量将
增长 15%，2022 年将再增长 8%。牛津经济学院美国产业部主
任 Mark Killion 在 5 月底的 AMT 网络研讨会上强调了乐观的
态度，他预测 2021 年将比 2020 年大幅增长，2022 年的增长
虽然不那么显著，但仍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唯一的一个坏
消息是生产材料 ( 钢、铝、钛等 ) 短缺，无法使用新设备进
行加工。
对美洲地区的预测为 15%，这恰好与 2020 年消费下降的
幅度大致相同。巴西 8% 的增长可能是平均水平的一半，但将
使 2021 年的消费高于 2019 年，这在美国其他主要市场是不
会发生的。尽管墨西哥的增长预测为 23%，美国的增长预期
为 15%，但到 2021 年底，这些市场仍将比 2019 年的消费水
平低 3%-10%。
转向国际市场，其 2021 年的市场增长率将高于 2019 年，土耳其 2021 年的消费量 ( 出货量 ) 预测比 2019 年高出 89%，位居榜首。2021
年的消费量将大于 2019 年的主要机床市场包括中国、台湾、巴西和俄罗斯。
这些预测描绘了一幅市场图景，即到 2022 年年中，全球所有顶级市场都将回到疫情前机床市场增长模式的轨道上。在全球范围内反弹最快、
最强的客户行业是电子行业，尤其是芯片制造、合同加工、轻型车辆、建筑以及越野设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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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新闻 Asian News
台湾 2021 年前七个月紧固件出口值 29 亿美金 大增三成

中国台湾 2020 年出口值为 39.7 亿美元，仅次中国大
陆、德国，居全球第三。经济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月
台湾地区紧固件出口值达 29.3 亿美元，年增长 30.9%，其
中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1-7 月对其出口 12.3 亿美元，
占 42.0%；对德国出口 2.4 亿美元，占 8.3% 居次；对荷兰、
日本与英国出口分别占 5.6%、4.6%、4.0%，前 5 大市场合
占已达 64.4%。就出口年增长率观察，今年 1-7 月除日本年
增长 3.8% 外，其余 4 国均呈两位数的增长。
在中美贸易战后，中国台湾在美国的紧固件市占率得
到了提升。台湾产品在美国市场市占率达到 37.5%，位居冠
军，大幅超越中国大陆的 16.2%，日本占 11.3% 排名第三。
欧盟为另一重要市场，继欧盟于 2016 年撤销对中国大
陆的碳钢紧固件反倾销税后，中国大陆在欧盟进口市场大
幅增长，2020 年市占率超越中国台湾，今年 1-4 月中国大陆占 26.1% 居冠，中国台湾占 21.1% 居次，美国占 8.6% 居第三。◆

台湾紧固件行业爆单下的隐忧

台湾紧固件行业近期虽喜迎爆单，不过却遇
到船班问题、客户要求延迟交货等层出不穷的状
况。尽管如此，许多大厂仍是按照计划生产，并
采用库存成品模式应对，毕竟大厂资源多，应变
能力强，不仅可库存成品还能囤积线材，中小型
厂商负担相对较大，因此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价
跌量少市场，急需考验中小型厂商的判断能力。
此外，近日南部线材厂陆续爆出退票风波，
已有许多螺丝厂身受其害，在此敏感时机或许将
牵动银行检视螺丝螺帽产业资金流的现象，预期
螺丝螺帽成型厂将会是银行界关注的焦点。
其实今年以来紧固件产业看似订单充足，但
是却也嗅出其中的隐忧。除了汇率变动、原材料
攀涨、缺工缺料与运费飙涨等问题而牺牲利润之
外，台湾当地螺丝从业者长久受限于中钢原料价
格牵制，在国际市场逐渐丧失接单优势，由于螺丝螺帽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竞争，不仅技术要求门槛需与时俱进，接单价格更须经得起考验。
中国台湾当地若无法认真检讨现有的线材进口限额问题，以及通过自由经济的市场机制来平衡原料端独占市场的困境，则将直接影响整体螺
丝螺帽产业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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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钢调涨第四季盘价

台湾中钢即将迈入第四季钢铁传统旺季，原预期终端需求可持续增温，然而部分
地区如东南亚市场受疫情冲击，加上全球物流严重受阻，导致下游产销动能趋缓，需
求可能递延释出。
台湾中钢公司在分别考虑各项月、季盘产品的市场供需及价格水平，兼顾原料成
本、汇率走势，适度接轨国际行情的情况下，决定将十月份及第四季全产品基价平均
调幅为 1.32%。
钢铁产品调价包括：低碳棒线金额维持不变，中高碳棒线则每公吨调涨新台币
500 元，而冷打与低合金棒线每公吨调涨新台币 1000 元；汽车料每公吨调涨新台币
1500 元。◆

日本 CosmoLock 推出“Taper Locknut 2”

近日，CosmoLock 公司开发了强化防松脱性能的“Taper Locknut 2”锁固式螺帽，
螺帽与垫片含有凹凸形状，螺纹会彼此压合提高摩擦力，以防止螺纹松脱。
此外，接合处分别往上和往下倾斜，螺帽与垫片相接时，彼此的反作用力会锁紧
螺纹。用户可用来替换以往使用的螺帽和垫片，可达到量产并减低成本的效果。◆

日本富士 Seira 开发出“内螺纹螺柱”与自动全检装置

日本富士 Seira 公司近期成功开发并启用自动全检装置，用于检查笔电的
电路板使用的轻量化“内螺纹螺柱”，可以通过雷射侦测，检测出毛边与未加
工品，每分钟检出 35 个，大约是肉眼检测速度的五倍。
据了解，这台装置可让公司在夜间无人时也能运转，往零不良品的目标迈
进。
该机的开发费用为 750 万日币，采用 Keyence 制的雷射传感器，可检测出
长度 0.7mm 的毛边。“内螺纹螺柱”富士 Seira 是为了满足计算机轻量化的要
求而开发出的产品，重量比该公司以往的零件产品减少了 72%，从原本的圆柱
状改成三角柱状，降低体积，材质也从黄铜改成铝合金，因此加工时不易出现
毛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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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光化成开发出树脂制双螺帽与螺栓

日本三光化成公司近期成功开发出树脂制双螺帽与螺栓。此产品融入了
玻璃纤维，将耐用性提升 30%，比起金属制螺栓和螺帽更轻且容易处理。
该产品包括了螺栓、螺帽和法兰，将螺栓旋入时，通过工具可以使双螺
帽一分为二，因此只需要一次就可装卸双螺帽。
此产品主要用于容易产生震动、对双螺帽需求很高的建筑工地。起初将
先提供 12mm 尺寸的产品，日后将陆续增加产品阵容并提供客制品，也可追加
氟涂布。◆

日本 HIKOKI 推出 Multi-Volt 无线冲击式扳手

日本 HIKOKI 公司近日开卖的 WR36DD 型无线冲击式扳手搭载了可防止锁
紧过度的机能。它可以在事前设定的时间点自动停止运作，因此能避免螺栓因
为锁太紧而破损。
配合车轮用螺帽的锁紧作业或是配管的暂时锁固作业，此扳手可以设定
四种转速和 4 个阶段的停止时间。使用手机软件时可以以 0.1 秒的间隔调整停
止的时间。
此外，它体积变小，重量变轻，能减少操作员的负担。◆

日本 Engineer Inc 公司推出变形金刚版锁固工具

一直以来，Engineer 公司在日本以创新发想的锁固工具研发者而著称。
该公司近期推出全新概念的变形金刚锁固工具，设计发想的核心就是把旗
下的数个自行研发的产品“合体”成一个超级工具。
例如今年春天推出的 DR-22/23 工具是将 GT 握杆（DZ-70/71）、可吸取螺
丝的磁性装置（DR-19）、可将损坏的螺丝取出的钻头（DBZ-51/21），三个产
品的特性与优点合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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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Denso Wave 推出高精密螺丝锁固机械手臂

Denso Wave 公司近期开卖高速高精密螺丝锁固机械手臂，该手臂的起子
头每分钟最高转速为 6000 转，扭力侦测器的侦测误差范围缩小到 1% 以下。
这台水平是多关节机械手臂，将螺丝锁固装置和软件结合。
为了使其容易导入到作业当中，出货时该手臂即已与控制器对接。
该机械手臂还可侦测螺丝浮起的范围为 0.05mm 以下，且在操作画面中
即可简单设定螺丝的锁固模式。◆

日本制造业 PMI 创八个月最低
9 月 24 日美元兑日元升创六周新高，一方面美联储
可能提前加息的消息支撑了美元，另一方面日本制造业
数据的疲软打击了日元。9 月 24 日美元兑日元升创六周
新高，主要受到美联储提前加息的支撑以及日本疲软的
经济数据的影响。
汇价延续本周自 109.10 水平支撑位以来的强势反
弹行情并在 9 月 24 日录得连续第三日上涨。汇价上涨
完全受美元再度上扬推动，且疲软的制造业 PMI 数据同
样令日元承压，从而助涨汇价。
美联储提早加息的前景导致美债收益率飙升，为美
元提供一些支撑。所谓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政策制定
者越来越倾向于在 2022 年加息，并推动基准的 10 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自 7 月以来首次回升至 1.40% 以上。
日本 9 月经季调 auJibun 银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
数（PMI）初值从 8 月终值 52.7 直接降至 51.2，制造业活动增速创 1 月以来最慢。
Delta 变种病毒引发的疫情快速扩散，打乱零部件供应，以及全球半导体短缺，均令制造业活动遭遇阻力。IHSMarkit 分析师 UsamahBhatti 表示：“PMI 初值数据表明 9 月日本民间部门业务活动进一步回落。”
Bhatti 称：“整体民间部门的投入价格增长速度创下 13 年来最快，企业将其归因于供应短缺之际，原材料、运费与人员的成本升高。”
不过，有关恒大危机潜在风险的不确定性，削弱了投资者对风险较高资产的兴趣。这令避险日元受益，成为限制美元兑日圆进一步上涨
的最大阻碍。
市场参与者目前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北美时段早盘的既定演讲。加上美债收益率也将影响美元走势。交易员可能会从更广泛的市场
风险情绪中寻找美元兑日元短线交易机会。
上方初步阻力关注 8 月 11 日高位 110.80，进一步关注 7 月 5 日高位 111.19 以及 7 月 2 日高位 111.66。下方初步支撑首先关注日低
110.26，进一步关注 50 日均线所在的 109.87 和 9 月 15 日低位 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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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 14 家工厂将全部临时停产，多家车企跟进
据外媒报道，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丰田汽车公司总裁丰田章男表示，新冠疫情对零部件供应商造成的干扰可能迫使日本汽车制造商
在 10 月份再次削减汽车产量。
据丰田汽车官网宣布，在全球性半导体短缺以及东南亚新
冠疫情导致零部件采购困难的背景下，9 月和 10 月的全球汽车
产量将比原计划再次减少共计约 40 万辆。此前，在今年 8 月
19 日，丰田汽车公司就对外发布消息称，受疫情等引发的零部
件供应不足影响，9 月份全球产量将从原计划的 90 万辆减少至
54 万辆（日本国内约 14 万辆、海外约 22 万辆）。
丰田汽车表示，截至 2022 年 3 月的财年，预计全年产量
为 930 万台，但由于此次减产的影响，预计产量将达到 900 万
台。不过，丰田汽车也强调，虽然 11 月份以来的前景仍不明朗，
但需求仍然很高，这是考虑到生产计划并维持过去水平的前提。
此外，考虑到了汇率等其他变动因素，丰田公司 2021 财年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 ) 合并财报营业利润预期维持不变，为 2.5
万亿日元（约合 1464 亿元人民币）。
丰田汽车 9 月 17 日称，10 月份日本国内所有 14 家工厂都将临时停产，停产时间最长达到 11 天。丰田此前还曾公布，10 月份丰田将在
全球范围减产大约 33 万辆，其中日本国内达到 15 万辆。另外，本田 9 月 17 日也公布，今年 8 到 9 月该公司在日本国内生产的汽车将比原计
划减少约六成，10 月上旬预计仍将减产三成左右。造成两家车企减产的主要原因仍然是芯片供应不足。
其他多家日本车企近期也相继公布了减产信息，据统计，截至明年 3 月末的 2021 财年，日本车企的减产规模预计至少将达到 105 万辆，
相当于上一财年日本车企乘用车总产量的 15%。其中铃木预计减产数量将达到 35 万辆，在日本汽车厂商中居首。
芯片荒也影响到了日本车企在海外的销量。据最新统计，包括丰田在内的 6 家日本车企今年 8 月在华销量累计减少了大约 37 万辆，比去
年同期下降 20.8%。另外，已公布数据的 4 家日本车企此前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也减少了约 38 万辆。
另一方面，芯片荒给日本车企的生产管理带来了冲击。以丰田汽车“及时化”（just in time）为代表的生产方式，强调“只在必要的时候，
按必要的量生产必要的产品”，尽可能降低零部件库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但面对芯片荒，日本车企开始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以丰田为例，
据报道目前正在把芯片库存从 3 个月提高到 5 个月的需求量。尽管日本汽车制造业形成了整车企业占支配地位的垂直分工体系，但芯片厂商并
不在这一体系中，车企面对芯片厂商并不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即便本轮芯片荒结束之后，日本车企增加芯片库存也可能会成为常态。
实际上，在新冠疫情、芯片短缺的双重压力下，全球
汽车业都面临着压力。在 2021 慕尼黑车展上，多家德国汽
车企业负责人就不约而同地预计，全球芯片供应链紧缺问
题仍将持续 6 至 18 个月。
戴姆勒首席执行官 Ola Kaellenius 近日表示，半导
体芯片需求飙升意味着汽车行业从明年至 2023 年可能难以
采购到足够的半导体芯片，不过到那时候供应短缺的情况
应该不会那么严重。宝马汽车首席执行官 Oliver Zipse 表
示，预计供应链紧张的情况将延续至 2022 年，至少是在未
来 6-12 个月。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 Herbert Diess 表示：
“由于半导体需求旺盛，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大众汽车可
能仍会出现短缺。物联网正在发展，产能的提升需要时间。
这可能会成为未来数月乃至数年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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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芯片短缺对于中国市场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据乘联会数据显示，8 月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同比下跌 14.8% 至 145.1 万辆，不及
7 月的 150.2 万辆，同比跌幅也扩大至两位数。从全年销量来看，基于去年疫情的影响，2021 年 1-8 月累计销量仍然能够实现 17.1% 的同比增
长，但是由于芯片供应问题，这一增长数字正在不断萎缩，不排除全年销量与去年趋平的可能性。从车企销量来看，诸如一汽 - 大众、上汽大
众、上汽通用、东风本田等车企销量均出现大幅下滑，芯片对于车企的影响可想而知。
全球知名市场分析公司埃信华迈公司发表报告称，全球半导体短缺将令世界汽车行业今年减产多达 710 万辆，新冠疫情导致的芯片供应
中断将使汽车行业面临的困境延续到明年，全球芯片短缺的现象在 2022 年下半年前不会出现缓解。◆

日媒：本田和通用将推进纯电动汽车零部件共通化

9 月 7 日，据日本媒体报道，本田与通用将就双
方在美销售的纯电动车进行零部件的共通化，零件共
享率将超过 50%，这也意味着，本田在美推出的电动
车中超过 50% 以上的零件将与通用汽车相同，反之亦
然。
事实上，全球汽车产业受疫情的冲击导致生产受
限，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此次本田与通用的合作。同时，
考虑到欧盟在 2035 年将禁止包括混动车在内的汽油和
柴油车的销售，以及日美等国家相继推出电动汽车普
及政策的双重背景，汽车企业有必要在短期间内迅速
扩大其纯电动汽车的产品线。
与汽油车相比，纯电动汽车结构简单，为应对跨
界企业的竞争，现有汽车厂商需要通过扩大规模和削
减成本来掌握主导权。本田与通用将针对在北美销售
的纯电动汽车推进零部件的共通化。
报道称，本田将向通用提供汽车底盘的设计信息，通用可采用这种底盘销售结构基本相同的汽车。一般来说，开发一款纯电动汽车需要
500 亿日元。本田和通用统一底盘，还可实现马达、电池、逆变器的共通化。除了降低底盘的开发成本之外，还将通过大量订购同一零部件降
低采购成本。如果统一基本设计与核心零部件，本田和通用车体的主要差别将只剩下外观和内饰。在大型纯电动汽车领域，本田将共享通用的
开发成果。◆

日本机床 9 月订单额创 3 年来高水平

日本工作机械工业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 月的机床订单额同比增长 71.9％，增至 1445 亿日元，创自 2018 年 9 月以来高水平。面向
日本的内需增长 90.2％，增至 575 亿日元；外需增长 61.7％，增至 870 亿日元。
今年 8 月日本国内各大机床厂商的机床订单额 ( 速报值 ) 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37.1% 至 883 亿日元，跌破 1000 亿日元大关，创下 2013
年 4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1 至 8 月累计，日本机床订单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30.6% 至 8715 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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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印度紧固件产业的影响

新冠疫情自去年初影响全球以来，仍继续主导并影响每
一位全球市民的生活。印度度过了第一波疫情，直到今年三月
前处境适度缓和了下来，当时单日确诊数约 2 万例，以印度的
13.9 亿总人口来看，此数字已经控制地很好。
接着，第二波疫情如海啸般来袭，新的双重变种 B.1.617
病毒夹击，让全国仅有一小部份人口接种疫苗的印度措手不
及。印度政府当时满足于现状，并未事前预料第二波疫情强势
来袭。不管疫情冲击到何种程度，疫苗的接种早该超速进行才
对。2020 年 9 月英国早有侦测到双重变种病毒出现的前兆，
印度应该做好准备的，但却没做到，导致病毒席卷全国。
印度的卫生管理体制需要大幅升级，但即使有勤奋不懈又
无私的医疗人员在这艰困的时刻担当人民的英雄，卫生管理体
制仍不免被暴露于病毒的侵袭。

作者：印度紧固件协会理事长 Abhijat Sanghvi

2021 年 5 月初的单日确诊病例数上升到 41 万左右的巅峰，随后下降到单日 20 万例以下。确诊数随着全力施打疫苗而逐日下降。政府定
下野心勃勃的计划，确保全国在年底前完成疫苗注射。这项计划的可行性，有赖于国产疫苗产量的提升，以及数个国家帮助印度在最危难的时
期得以输入数百万剂疫苗。
此外，印度在西方媒体中所呈现的形象观感不佳，但西方各国自身也缺乏准备而没能及早应对疫情的危机。以所占的人口比例来计算的话，
发达国家的新冠死亡人数还远高出了许多。全球以及印度媒体必须大幅提高敏锐度，以确保人类得以认知全球疫情的严重性，在疫情让全球数
百万人的健康付出庞大代价的同时，也要多呈现正面的报道。
印度的紧固件产业显然也受到了影响。由于印度许多大州封城，维系事业和保持事业成长变得极度困难。虽然有几个终端用户产业的表
现优异，让市占的增长得以延伸到紧固件产业，但第二波疫情的冲击，导致大量工人和职员的家庭成员感染新冠病毒，大大冲击了原本顺畅的
制造业运作。受阻最多的是用来发掘新科技的扩展计划，这些科技通常是通过展会或商旅而被发掘出来。
国内钢价的飙升一直是阻碍成长的最大阻力。这是至今最大幅的钢价暴涨，涨价的频率已高到让人无法接受。与代工厂下单时，要去
一一协议转嫁上涨的费用显得非常困难。体制内的价格调涨要耗时数个月，但在这段时期内又发生了几次钢价飙涨。这使得厂商以浮动价格来
供应，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处境。
新冠病毒带来另一个巨大的余波冲击到了现金流。印度多数业者是靠信贷来营运，去年持续数个月的封城以及今年的部分封城大大冲击
了事业，连带影响了还款。微型与中小型企业在钢价上涨时要维持现金周转，让他们受到很大冲击。许多业者关门大吉，其他业者则死命挣扎，
惨淡经营。然而一旦全球疫情的前线稳定了下来，印度作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将会迎来大幅的获利，届时能够存活到明年的企业将会取得发展。
新冠病毒并不会消失，它只会为一长串的疾病再增添一笔。我
们只能忍受唯一的选项，就是定期注射疫苗来对抗全球疫情。去年，
全球的企业必须通过在线会议和远距上班等等措施来重新自我改造。
纵使我们再怎么希望乐观面对，企业将无法再像疫情爆发之前那样
运作了。
面对全球疫情，我们能采取最正面的态度就是去适应它。我们
必须适应全新的生活方式并创新，才能对前所未闻且造成全球冲击
的事件提前做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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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遭遇断供噩梦！制造业陷入“五缺”困局！

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东南亚，当地疫情自 7 月以
来竟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国家疫情已接近临界点，
使该地区制造业陷入困境，扰乱橡胶手套、半导体和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等商品的全球供应，威胁地区经济
复苏。
目前东南亚制造业厂商普遍面临“缺料、缺柜、
缺芯、缺工、缺疫苗”的“五缺”困局。而亚洲市场
的混乱有可能扭曲全球供应链，据联合国估计，全球
约 42% 的出口来自亚洲。
01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最新一波疫情自 7 月开始大暴发，此后
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死亡病例呈指数级增长。虽然他
们从 6 月 1 日即开始封城，但并没有起到有效作用，
目前封城处于无限期延长中。马来西亚政府计划在病
例数降至每天 4000 例以下时逐步重启生产活动，现在看来仍遥遥无期。
8 月 16 日，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宣布已递交辞呈，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总理。
东南亚在全球半导体的封装测试市场的占有率为 27%，而马来西亚就占据了近 13% 的市场份额，马来西亚号称“半导体封测重镇”，是全
球半导体产品第七大出口国。
根据 United Nations 的数据显示，自 2002 年以来，马来西亚的集成电路出口份额一直是处于全球前列的位置，2018 年马来西亚的集成
电路出口份额已超过了日本，与美国旗鼓相当。
根据 TrendForce 研究显示，受到马来西亚政府延长全国行动管制影响，全球被动元件 (MLCC) 市场供货将面临挑战。其中又以高端 MLCC
最为吃紧，主要紧缺品项对应的终端产品包含手机、笔电、网通、服务器及 5G 基站。
马来西亚半导体工业协会主席王寿苔表示：“一些工厂出现感染的情况，导致工厂被迫关闭。”
8 月 17 日，汽车电子公司博世中国区高层朋友圈发文称，因为马来西亚疫情严重，某半导体芯片供应商位于马来西亚麻坡 (Muar) 工厂被
当地政府要求关闭部分生产线至 8 月 21 日。他提及，麻坡工厂“因新冠疫情牺牲 20 多名员工，上百人感染，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而马来西亚的家具行业就更惨了，马来西亚实施封锁令后，家具工厂禁止作业，此举造成家具行业逾 2000 个集装箱的出口货物被迫滞留，
这一批货值超过 2 亿令吉。
02 越南
越南的这一轮疫情暴发也已到了最危急的状态，已确定将首都河内将延长封锁至 8 月 22 日，胡志明市则继续保持社会隔离至 9 月 15 日。
在 8 月初，越南政府维持了对南方 19 个城市和省份实施的封锁，严格限制出行，这对全国的生产和供应造成了重大影响。所以虽然越南
不少出口企业已经拿到了直到 2021 年第三季度或 2021 年全年的订单。然而防疫失守，使得不少企业不得不停止运转。
越南对于封锁地区企业保持运转的要求是“三就地”和“两点一线”。所谓“三就地”，指的是“就地生产、就地吃饭、就地休息”。简单来说，
就是工人进了厂就别走了，吃住都在厂里，有些厂子还真就在厂区里搭了帐篷给工人；所谓“两点一线”，则是指企业接送工人往返于工厂与
宿舍之间，避免对外接触，保障生产。
胡志明市约 90% 的制造纺织品、鞋类、箱包、电子产品和木制品的工厂因未能满足为工人提供现场住宿的要求而暂停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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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耐克为例，今年 7 月下旬 S&P Global 就警
告，耐克的越南制造运动鞋可能面临断货风险。
此前耐克在越南的两家供应商 Chang Shin Vietnam Co. 和 Pou Chen Corp 因为疫情而停产。
大企业、大工厂尚且能够支撑一段时间，但
越南的小企业就没这么幸运，已有越来越多的小
企业出现倒闭。
此外，同样是因封锁造成的工厂停工，仓库
关停，进口货物无人处理，造成越南南部港口拥
堵严重，胡志明市最大的港口凯莱港（Cat Lai）
已积压超过 10 万个标箱，场站密度已达 85%。
管理胡志明市内城河码头的西贡新港通知客
户，疫情严重影响港口营运，拥堵恶化，由于进
口货柜的提领或放行缓慢，积压可能性加大。受主要港口拥堵影响，吉莱和邻近深海港口的流通性和过境能力也将削弱。
越南两大港口凯莱港码头和新港盖梅国际港码头（TCIT）已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5 日起暂停接收进部分集装箱。港口堆场也面临转运货柜压力，
在越南各省之间穿越的司机须持有 3-7 天的核酸测试结果，否则不能作业。
03 印尼
作为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早前已经取代印度，成为亚洲的新冠疫情中心。8 月 4 日，印尼的新冠病亡人数超过了 10 万，
成为继印度之后，第二个累计病亡人数超过 10 万的亚洲国家。
由于印尼一再延长防疫限制措施，以及大部分刺激经济援助没有发放到位，导致作为印尼经济主干的数以千万计小公司面临倒闭风险。
根据印尼中小微企业协会的数据，疫情导致超过 3000 万家中小微企业倒闭，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农业、渔业和贸易业。
而印尼国内的部分协会已经在呼吁对我国产品进行反倾销。比如印尼钢材生产商协会会长西米（Silmy Karim）8 月 13 日表示，中国进口
钢材充斥印尼市场，钢材成为印尼第二大进口商品，并大多数从中国进口。
印尼钢材生产商协会已向印尼中央政府要求对中国进口钢材包括热轧钢、钢板、冷轧钢、线材、棒材、型材和涂层钢进行反倾销措施，
但是至今印尼政府未答应。
此外，印尼自 8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跨境电商新政也给中国出口商造成重大影响。8 月 1 日起，印尼政府要求所有的入境电商包裹都包含收
件人的个人或者企业身份认证信息（NPWP 或者 NIK/KTP/ 护照号）。这项新政针对所有的 B2B、B2C 和 C2C 快递包裹，唯一的例外是快递文件。
超越 ZARA 的最大跨境快时尚巨头 SHEIN 已于 7 月 29 日停止在印尼的运营。
04 菲律宾
菲律宾是继印度尼西亚之后东南亚第二个疫情严重
爆发的国家。当前德尔塔变异毒株几乎扩散到菲律宾全
境，为遏制其传播，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8 月 6 日起重新
进入封城，人口超过 1300 万的马尼拉都会区遍布检查
哨，确保只有从事必要工作的人能够上街。
根据防疫准则，封锁的地区只有必要民生行业的企
业和工人可以正常运营和工作，每个家庭只有一名家庭
成员可以出门购买食物和必需品，其他人必须留在家中。
马尼拉大都会的许多居民在封锁期间将面临失业，许多
人抱怨说，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来维持未来两周的
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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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泰国
8 月初，泰国将最高等级疫情管控区由原先包括曼
谷等 13 个府扩大至 29 个府，8 月 16 日，泰国政府新
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通报，延长对包括首都曼谷在内的
全国 29 个最高级别疫情管控区的“封城”和宵禁等防
控措施至 8 月 31 日。
在工作安排方面，要求继续居家办公，员工超过
50 人的企业则须准备好内部隔离场所，员工超过 100
人的企业实施封闭管理。
泰铢则成为了亚洲新兴市场今年表现最差的货币，
为泰国进口商的采购蒙上了阴影。今年迄今为止泰铢已
经贬值了 11%。泰国央行已提醒私营企业管理好外汇风
险，尤其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
泰铢贬值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
退，疫情严重冲击高度依赖旅游业的泰国经济，游客减
少也意味着对泰铢的需求减少。
最新消息，泰国商业部将于 8 月 20 日与我国海南省签署迷你版自贸协定，双方将强化中小企业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
06 对中国企业的“危”与“机”
金融信息公司埃信华迈（IHS Markit）公布的最新数据报告显示，7 月东盟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 6 月的 49 下降至 44.6，
连续第 2 个月位于枯荣线以下，而且是 13 个月低点。
报告涉及的 7 个东盟国家中，有 5 个国家制造业的指数在 50 以下，分别是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报告称，7 月东盟国家
制造业需求进一步下滑，工厂产出和新增订单都连续第 2 个月下降，降幅为 2020 年 5 月以后最高水平。
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疫情导致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工厂关门，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美国的消费者可能将很快发现本地货
架上空空如也”。
中国自然是买家们最佳的订单转移选择，目前已经有不少东南亚订单回流中国。但另一方面，大量订单聚集在中国，不断推升我国的出
口运费，利润薄、货值低的产品已无出货空间。
同时，据法国外贸银行 (Natixis) 估计，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泰国的出口总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5.7%，但它们会对美国和
中国等更大的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电子产品领域。中国 38% 的数据处理设备和 29% 的电信设备从这五个国家进口，而美国一半的半
导体进口来自这五个国家。◆

前三季度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 4.08 万亿元 ( 人民币，下同 )，增长 21.1%。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占中国
外贸总值的 14.4%。
披露的数据还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分别进出口 3.88 万亿、3.52 万亿、1.78 万亿和 1.7 万亿元，分别
增长 20.5%、24.9%、11.2% 和 17.3%。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
23.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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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新闻 European News
瑞典 Bufab 并购美国 Component Solutions Group, Inc.
近日，Bufab 已经完成协议并购年度销售额约 3,000 万美元的美国
Components Solutions Group, Inc,(“CSG”) 所有在外股权。
CSG 是北美市场紧固件和 C 类零组件的领导经销商，总部在俄亥俄
州 Dayton 郡。CSG 拥有三家分公司，两家位于俄亥俄州，一家在肯塔基州。
CSG 成立于 2000 年，主要由目前的董事长 Ernied Riling 和其他合伙
人 Matt Coy、Ken DeCrane、 Thomas Girgash 和 Rick Clark 共同持有
和营运。在他们的领导下，CSG 已经拓展成一家强大且客户遍布各产业
的区域技术导向供应链伙伴。CSG 目前有 85 名员工，净销售约 3,000
万美元，营运获利率达 10%。
Bufab 代理董事长兼执行长 Johan Lindqvist 表示：“我很高兴
可以宣布 CSG 加入 Bufab 集团。透过过去几年举办的许多会议我们已经非常了解该公司并看到其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方式跟 Bufab 有许多类似之
处。”
北美集团经理 Urbana Bülow 也表示：“我们相信 CSG 将以 Bufab 集团的一份子持续成长发展。并购 CSG 也强化 Bufab 的产品服务范围。”
CSG 主要持有人 Ernie Riling 表示：“通过加入 Bufab，我们将能够持续改善提供客户的产品服务、让公司更加成长，并强化团队实力。
公司将如常运作，我也会继续担任 CSG 董事长和执行长，也期待与 Bufab 的合作。”
并购将由 Bufab 的英国 / 北美区事业体认列。并在 2021 年第三季产生约 600 百万瑞典克朗的交易成本。CSG 预计从 2021 年第四季起为
Bufab 的每股盈余产生贡献。◆

Böllhoff 发表 QUICKLOC® 快速锁固系统

Böllhoff 发表的 QUICKLOC® 夹紧、旋转及加压锁固系统可以重复进行锁
固和卸除接合动作。
产品可以轻松地与对手件进行密合，操作上更加容易 - 这个快速锁固系
统可以重复进行开启和闭合的动作。QUICKLOC® 对常用的零组件是非常棒的
搭配产品。
QUICKLOC® 是易于使用的高强度系统。其快速锁固紧固件无须保养、耐震，
也有一个封盖可以避免遗失，由一支硬化后的防松钢铁螺栓、塑料挡圈和弹
簧防松底座组成。该产品除了标准规格外，也提供客制化设计。
QUICKLOC® 夹紧、旋转及加压锁固系统被使用在需要快速安装以及重复性锁固和卸除的产业领域，如铁道运输、汽车、医疗科技、压缩技
术、加热工程和航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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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新闻 American News
Trifast 并购 Falcon Fastening

Trifast plc （TR）董事会近日宣布并购北美专业紧固方案经销商 Falcon
Fastening Solutions Inc (“Falcon”)。
Trifast 执行长 Mark Belton 针对这次并购表示：“卡罗莱纳是我们很重要的
策略区域，我们很多全球代工商在那里都有设厂。Falcon 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和工
作理念很多方面都与 TR 相互吻合。我们相信 Falcon 和 Trifast 据点、经验、知识
基础和技术的结合将让我们在为海内外新旧客户提供拓展服务和产品项目时开启新
的机会。我们期待一起合作，为 Trifast 在北美开创更强大的地位打下基础。”
Falcon 董事长 Giovanni Cespedes 表示：“这对 Falcon 员工、客户和供货商
来说是非常棒的机会。成为 Trifast 的一部分让 Falcon 的每位成员都有机会可以与受全球敬重的国际企业更加紧密合作。除了双方可以共享
知识经验外，我们也可以因为能接触 Trifast 全球采购和营销的能力而受惠。我感谢过去几年我们员工的忠诚度和努力工作，同时也欢迎他们
参与公司接下来的发展，一起拓展强化与客户的伙伴关系。”
Falcon 成立于 1979 年，是一家经销工业紧固方案和 C 类零件的家族型企业，现在在北卡罗来纳和肯塔基州有两处据点。超过 90%
Falcon 所供应的生产零件都是客制特殊件。该公司专注设计客制化可以支持精简生产模式替客户降低成本和改善效率的供应链方案。
Falcon 提供的服务项目几乎与 TR 现有北美客户群没有重叠。
Trifast 打算保留 Falcon 所有员工，且其现有美国据点和被并购的 Falcon 将以新名称 TR Falcon 名义持续运作。从 2008 年就开始
为 Falcon 服务并在 2018 年将其从 Don Nowak 手中并购的 Falcon 董事长兼大股东 Giovanni Cespedes 将继续在公司服务并继续领导整个
Falcon 团队。◆

美国钢价已飙升超 200% ！美国钢铁 (X.US) 斥资 30 亿美元新建钢铁厂

国际市场上，钢铁价格大幅上涨，受疫情影响，国
际钢铁供应与需求失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国际钢价一路
上扬，并在今年七月达到高点，随后有所缓和。
今年 7 月初，美国《财富》杂志网站刊发了一个长
篇报道，题为“钢铁价格已经翻番，泡沫何时破灭？”
文章列举的数据显示，自 2020 年 3 月以来，美国钢铁
价格已飙升 215%，其中，热轧钢的基准价格一度攀升至
每吨 1825 美元，约合人民币近 12000 元，而在疫情之前，
这一交易价格是在每吨 500 至 800 美元之间，价格翻了
一番还要多。
文章分析称，“供不应求”是导致钢价上涨的最主
要原因。疫情暴发之后人们居家时间变长，消费者将旅
游等支出转化为购买家具家电等高档家装用品，多国出现住房价格猛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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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钢铁产能的恢复却远远地落在后面，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不畅、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使得美国、德国等国家相继出现“钢铁荒”。
进入九月，这一状况已有所好转，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同比增长 0.7%，比前一个月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
CNBC 报道说，八月铁矿石、钢价、油价都有所回落。
美国热轧卷期货 (Hot-Rolled Coil Steel Futures) 价格相较去年已涨超 2 倍，钢铁制造商更是从中大赚特赚，不仅把债还了，还加大
投资生产业务。
据彭博报道，美国钢铁 (US Steel Corp) 将花费约 30 亿美元建造一个新工厂，这说明制造商仍看好钢价未来走势。美国钢铁表示，这个
小型工厂将结合两个电弧炉，主要使用废钢进行生产，该厂比传统以煤为原料运作的工厂要节能得多。公司预计在 2022 年上半年开始建设，
并在 2024 年投入生产。
美国钢铁声明中表示，新建的工厂是公司实现到 2030 年温室气体排放强度降低 20% 目标的一部分，预计该厂将生产 300 万吨扁钢产品
(Flat-Rolled Steel Products)。董事会已授权寻找合适的建厂地址，潜在的地点包括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美国钢铁在那里有业务，也
有空余的土地。
整个行业都感受到钢铁价格上涨的好处，美国钢铁表示，由于钢铁价格强劲，预计公司三季度业绩将创历史纪录，这将帮助公司减少债务。
在早些时候，美国最大钢铁制造商纽柯公司 (Nucor) 预计到今年年底公司业绩将创下新高，Steel Dynamics 也预测第四季度的盈利将强于其
先前的指引。
虽然钢价猛涨给钢铁供应商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但随着全球经济从疫情中复苏，汽车、风轮机到厨房用具的成本都在上升。◆

Martin Inc. 并购 Capital Bolt & Screw

Martin Inc. 子公司 Martin Fastening Solutions 宣布并购位于
密西西比 Jackson 郡的 Capital Bolt & Screw （CB&S）。CB&S 成立于
1963 年，目前已经是密西西比成立最久最具多样性的私营经销商之一。
CB&S 董事长 Jerry Gibson 在 1981 年买下该公司，并让公司转变
为一家提供供货商管理库存（VMI）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和整合服务
的成功代工紧固经销商。
Jerry 表示：“40 年来，CB&S 持续坚持维护好客户关系和诚实做
生意的核心理念。当我们决定出售 CB&S 时，我们想要确保我们客户会
持续获得相同水平的杰出服务，而我们发现 Martin 公司办得到。”
1997 年，Martin 公司位于田纳西 Jackson 郡的据点增加了紧固产
品方案部门。
Martin Inc. 共同负责人和 Martin Fastening 董事长 Martin Ruggles 表示：“过去 5 年来我们大量投资在代工紧固方案事业体并尽可能
打下基础。我们改革的下一步是要寻找正确的经销商来加入我们并协助我们拓展紧固件代工领域的布局和客户群。我知道 CB&S 从一开始就是
很棒的选择。他们的核心价值和我们相当契合。我们相当高兴整个 CB&S 团队能成为 Martin 团队的一部分并提供我们完整的产品项目和服务给
客户来帮助他们营运更顺畅。”
CB&S 是过去两年来 Martin 公司的第四次并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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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TFC 并购 GLR Fasteners Inc.
近期，美国 Triangle Fastener Corporation (TFC) 宣布并购位于加州圣荷西的
GLR Fasteners Inc.。
GLR 公司是屋顶和镶嵌玻璃用紧固件的经销商，从 1977 年就为旧金山湾区提供
服务至今。
此次并购将可以拓展 GLR 公司在湾区的产品覆盖项目，提供客户就地取得 TFC 公
司完整产品和服务的管道。
GLR 即将转为 TFC 旗下第 24 个分部。为了确保延续性，Gloria Rubalcava 和其
整个 GLR 团队将持续维持公司的每日正常运作。◆

阿根廷对华碳钢紧固件作出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

2021 年 9 月 22 日，阿根廷生产发展部发布第
573/2021 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钢紧固件作出
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终裁，维持 2015 年第 1181
号公告所确定的反倾销措施，继续设定 4.67 美元 /
千克的最低离岸（FOB）限价，对离岸报关价低于最
低限价的涉案产品征收相当于最低限价与报关价差
额的反倾销税，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5 年。
涉案产品为依照 ASME B16.9、ASTM A234 及同
等标准（例如 IRAM 2607 等）制造、外直径大于等
于 60.3 毫米小于等于 323.8 毫米的标准或超标准厚
度碳钢紧固件，不包括 180 度弯头、异径弯头和碳
钢三通，涉及南共市税号 7307.19.20 和 7307.93.00
项下的产品。
2008 年 10 月 23 日，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碳
钢紧固件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依据 2009 年 10 月
22 日第 11 号公告，阿根廷对中国涉案产品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2015 年 10 月 26 日，阿根廷前经济与公共财政部发布公告，依据 2015 年
10 月 23 日第 1181 号公告，对中国涉案产品作出第一次反倾销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设定 4.67 美元 / 千克的 FOB 最低限价，对 FOB 出口价格
低于最低限价的涉案产品，征收相当于最低限价与出口价格差额的反倾销税。2020 年 10 月 15 日，阿根廷生产发展部发布第 552/2020 号公告，
对中国涉案产品启动第二次反倾销日落复审立案调查。
原文：
http://servicios.infoleg.gob.ar/infolegInternet/anexos/350000-354999/354373/norma.htm。◆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0月 第六十五期 .87.

R E G I S T E R T O D AY AT
FA S T E N E R FA I R U S A 2 0 2 1 . C O M /
C H I N A - FA S T E N E R - I N F O

WIN EURASIA
HYBRID

10 - 13 November 2021
Tüyap Fair Convention and Congress Center

İstanbul Turkey
■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Hybrid
Fair

win-eurasia.com

Organizer
Hannover Fairs Turkey Fuarcılık
Tel. 0212 334 69 00
info@hf-turkey.com
www.hmist.com.tr

Supporters

Official
Airline

Supporting Associations

Elektrik Tesisat Mühendisleri Derneği

THESE FAIRS ARE ORGANIZED WITH THE INSPECTION OF THE UNION OF CHAMBERS AND COMMODITY EXCHANGES OF TURKE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NUMBER 5174.

活动追踪

Events

国内展会排期
2021JME 中国（天津）机床展

2021 中国（温州）紧固件产品博览会

2021 年 11 月 2-5 日

2021 年 12 月 10-12 日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温州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2021DME 中国（东莞）机床展

’2021 中国国际五金展

2021 年 11 月 11-14 日

2021 年 12 月 16-18 日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东莞厚街）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工程车辆及设备博览会

上海国际机床展

2021 年 11 月 22-25 日

2022 年 3 月 2-5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虹桥）

2021DMP 大湾区工业博览会

2022 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

2021 年 11 月 23-26 日

2022 年 3 月 3-5 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新馆）

广州广交会展馆

上海国际五金展 /SIHS'21

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工业自动化及动力传动（济南）展览会

2021 年 11 月 24-26 日

2022 年 3 月 8-11 日

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

山东国际会展中心（槐荫区）

上海国际汽车零配件、维修检测诊断设备及服务用品展览会

苏州国际机床展

2021 年 11 月 24 -27 日

2022 年 3 月 16-19 日

中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2021（第三届）中国泉州智能装备博览会

2022 年第 30 届中国西部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

2021 年 12 月 3-5 日

2022 年 3 月 17-20 日

福建成功国际会展中心（南安）

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浐灞）

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

2022 东北 ( 长春 ) 紧固件、标准件展览会暨汽车紧固件展览会

2021 年 12 月 7-9 日

2022 年 3 月 24-26 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98.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0月 第六十五期

活动追踪

Events
深圳工业展暨第 23 届深圳机械展

2022 第 23 届立嘉国际智能装备展览会

2022 年 3 月 30-4 月 2 日

2022 年 5 月 11-14 日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新馆）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2022 年第 24 届中国东北国际建筑五金、紧固件及钉丝网展览会

2022 第 23 届长沙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

2022 年 4 月 24-26 日

2022 年 5 月 26-28 日

沈阳国际展览中心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海外展会排期
美国紧固件展

2022 年日本工业展

2021 年 11 月 8-10 日

2022 年 3 月 16-18 日

美国克利夫兰 Huntingdon 会议中心

日本东京有明国际展览中心

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工业展

2022 年名古屋工业展

2021 年 11 月 9-12 日

2022 年 4 月 13-15 日

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会展中心

日本名古屋 Portmesse 国际展览中心

土耳其工业博览会

台湾国际扣件展

2021 年 11 月 10-13 日

2022 年 4 月 19-21 日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TUYAP 展览中心

台湾高雄展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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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裂纹出现原因分析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阎振中

摘要：某高强度紧固件公司生产的大规格的六角螺栓，规格为 M48 到 M64，材料为：42CrMoA，40CrNiM0 等中碳合金结构钢，在对产品
进行断料、切削、锻造、热处理的加工工艺过程中，尤其是在热处理后，发现不同形态的裂纹，裂纹的总量不到产量的 5%，但严重影响到产
品质量及后续工序；裂纹以横向裂纹、六角平面上裂纹居多，但是也有其他形态的裂纹。从公司螺栓产生的裂纹的状况来看，在裂纹形成有原
材料、锻打、热处理三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下面根据不同角度、不同的方面，来逐一分析裂纹产生的原因。

一、原材料的因素：
1、合金元素的因素
（1）碳是影响淬裂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碳含量提高，MS 点降低，淬裂倾向增大。因此，在满足基本性能如硬度、强度的条件下，应尽
量选用较低的碳含量，以保证不易淬裂。
（2）合金元素也是对淬裂倾向影响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对淬透性、马氏体相变点、晶粒度长大倾向、脱碳的影响上。合金元素通过对淬
透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淬裂倾向。一般来说，合金元素多，淬透性增加，淬裂倾向增加，但淬透性增加的同时，却可以使用冷却能力弱的淬
火介质，来减少淬火变形的方法来防止产品变形与裂纹。因此，对于形状复杂的零件，为了避免淬火裂纹，选择淬透性好的钢，并用冷却能力
弱的淬火介质是一个较好的可以选择的方案。
合金元素对 MS 点影响较大，一般来说，MS 越低的钢，淬裂倾向越大，当 MS 点高时，相变生成的马氏体可能立刻被自回火，从而消除一
部分相变应力，可以避免发生淬裂。因此，当碳含量确定后，应选用少量的合金元素的材料（前提条件是保证材料符合产品的技术条件和性能
要求），或者含对 MS 点影响较小的元素的钢种。
2、原始组织的因素：原始组织存在不良的因素，也是形成裂纹的重要原因：
（1）如果原始组织中金相组织不良，存在带状组织、网状组织、或者是夹杂物超过技术要求，这些原始组织不良的状况，是材料的缺陷，
是产生裂纹的重要的诱因；
（2）如果原材料中，有发纹或者是微裂纹
的存在，是形成裂纹的初始原因，在其后的加工
工艺中，例如锻打或者热处理工艺中，会随着工
艺逐步深入，内应力的逐步增加，这些材料的缺
陷会显现出来，在加热过程中，随着应力的增加，
缺陷会伴随着变形、会进一步存长与扩展；例如
发纹受到应力和应变的双重作用下，会逐步的扩
展和发展，最终会形成裂纹（见图一）。在图二
中螺栓的纵向裂纹显现得更加清晰，明显可见。
在国家标准 GB/T3077 一 2008《合金结构钢》
中 6.5.1 章节中低倍组织中明确说明：在钢材的
横截面酸浸低倍组织的试片上不得有目视可见的
缩孔、气泡、裂纹、夹杂、白点、晶间裂纹。*1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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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金结构钢》表面质量 6.6.1 章节中明确：压力加工用的钢材的表面不允许有裂纹、
结疤、折叠及夹杂，如有上述缺陷必须清除。*2

二、在螺栓锻打成形过程中的
不足：

在高强度紧固件的标准中，是不允许出现裂纹存在的，现在螺栓的纵向裂纹存在，虽然

1、锻打裂纹形成的原因：

是在锻打中或者在热处理后才出现的裂纹；但确实反映了原材料中有缺陷存在，在随后的热
（1）原材料裂纹：原材料是有裂纹的

加工中暴露出来了；裂纹和条纹通常是制造紧固件原材料中固有的缺陷；从图四中文字说明：
裂纹和条纹通常是制造紧固件原材料所固有的缺陷。

存在，在锻造过程中会体现，随着锻造的进
行，在应力及应变的双重作用下，微小的裂

从图片四中，进一步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裂纹在加热膨胀的作用下，由隐性的裂纹、微

纹会扩大形成显性裂纹；锻造是否存在表面

小的发纹，在热量和内应力的双重作用下变成了显性的的裂纹。这种的纵向裂纹形成、是原

脱碳，也会开裂，一般裂纹脱碳深度大于等

材料原始组织不良所带来的，只不过在热加工工艺中所体现出来了，标准中图片及描述，与

于表面脱碳深度的，即为原材料裂纹。

公司产品开裂情况极其相似，具体见下面图四文字说明，阐述了裂纹产生的原因，图片也非
（2）锻打的工艺问题：在螺栓锻打的

常明确地表示了条痕的方位与形状，与图一、图二反映的如同一辙。

过程中，如果起到温度比较高，温度超过工
图三中螺栓的底部与杆部的两条不规则形状的横向裂纹，尤其是根部，R 角在常规范围，

艺的要求，那么，在加工变形过程当中，过

也没有出现清角及 R 角很小现象，应力集中不是主要问题，但也出现了裂纹，进一步说明了，

热也会使原材料的缺陷扩大，产生裂纹；加

这些缺陷出现，都与原材料组织的不良有关联！

热温度过高，会形成晶粒粗大，脆性增加，
会增加裂纹扩展的可能性；如果加热不均匀
或者加热不足，在变形中受力不均匀，组织
间应力增加，会产生微裂纹，扩展后会形成
宏观裂纹。
2、上面产品裂纹产生的原因：
从图四图片中可以看出来，这个螺栓形
成的头部的成型，是由于表面和芯部，内外
加热不均匀，即螺栓头外部外圈已经到达温
度了，开始变形；内部还没加热透，因此，
在压力锻造过程中，阻力比较大，在强力作
用下，变形不完全、产生了裂纹。从图片五
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六角螺栓的六角部分还
没有完全成型；头部没有充分的变形，形成

图二

螺栓的纵向裂纹

的混角，钝角，就说明螺栓的头部没有加热
充分，变形不均匀，尤其是心部没有充分的
加热；在强力作用下，表面上已经成形，心
部没有充分的加热区域，应力非常大，在强
力催促下，缺陷形成裂纹，图六中裂缝清晰
可见。从这些裂纹可以看出从上面螺栓在锻
打的过程中，说明螺栓变形不充分，即：内
部的应力很大→遇到了强大阻力→变形困难
→头部的变形不完善→在内外应力夹击下产
生了裂纹。可以从图五、图六中可以看见，
产生螺栓头部裂纹的原因是：在锻造过程中，
开裂的机理是由于加热的不均匀，造成内部
阻力增大、继而变形困难，造成内应力上升，
当锻打继续时，微裂纹在内、外应力的共同
夹击作用下，裂纹迅速扩展，形成了宏观裂

图三

螺栓的横向裂纹

缝。

《紧固件》季刊 2021年10月 第六十五期 .101.

技术

Know-how
从图六可以看出：在锻造过程中，螺栓没有完全成型，
头部的六角还没有完成形状型，头部的六角形成了混角，钝
角，质量不达标，不符合技术要求，但表面出现了裂纹，螺
栓的头部平面形成了丁字型的裂纹！综上所述，上面裂纹主
要是锻打工艺存在偏差的原因。
从图六六角螺栓可以看到头部平面形成了裂纹，是不
平整的直线，与 GB/T5779.3 一 2010《紧固件表面缺陷螺栓、
螺钉和螺柱 特殊要求》中的不平整的直线裂纹相类似，都
是头部平面直线裂纹，一般来说，这种裂纹，是在锻造过程
中所产生的。从图七螺栓头部顶面的锻造裂纹可见，图六所
反映的裂纹与图七描述的裂纹基本上类似：一是都出现在六
角平面上，二是裂纹都呈现直线状！锻造裂缝可能在切料和
图四

螺栓的纵向裂纹在国家标准中的表述

锻造的工艺序中产生，并且位于螺栓和螺钉的头部顶面！图
六中六角面头部顶面上的裂纹的锻造裂纹，与图七中六角面
上的裂纹如出一辙。（请认真观看图七中六角面上的裂纹及
仔细阅读图七中的字句！）

三、热处理工艺的检查
淬火裂纹是常见的淬火缺陷，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因热处理的缺陷是从产品设计开始的，故预防裂纹产生的工
作应该从产品设计抓起。要正确地选择材料、合理地进行结
构设计，提出恰当的热处理技术要求，妥善安排工艺路线，
选择合理的加热温度、保温时间、加热介质、冷却介质、冷
却方法和操作方式等。
我们对公司热处理的工艺、热处理的各项参数，热处
理的设备等各方面进行了检查，对螺检产品中出现的裂纹的
形态与国家标准进行了逐一的对比和认真的分析：
图五

螺栓没有完全成型

1、热处理调质工艺：
（1）热处理设备：2009 年增添的易卜生箱型多用炉，
性能稳定；
（2）根据选择产品的材料，对照热处理各项工艺参数：
加热温度、加热时间，冷都介质、冷却液槽的温度均在技术
规范要求内以及在工艺要求范围内；
2、没有出现下述描述的淬火裂纹！
在热处理过程中，由于工艺参数的偏差，会产生过高
的内应力及应变，这样会产生的淬火裂纹；淬火裂纹通常是
裂纹无规则的相交和无规则的平面裂纹。从目前以上图示例
举的裂纹来看，没有无规则的裂纹，再检查工艺及设备，均
符合技术要求，目前可排除热处理环节所造成的裂纹。认真
按照图八描写产品的开裂字句进行对照，国家标准上所描绘
的淬火裂纹，没有在产品中出现，我们上述分析的裂纹与图

图六

螺栓的头部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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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螺栓头部顶面的锻造裂纹

*3

图八

螺栓淬火裂纹的形态

*4

四、结论 :
综上所述，螺栓的裂纹，发现在热处理以后，但形成在热处理工序前，主要开裂的原因有两点：
1、第一是原材料的质量问题，原材料的组织不良，惨状缺陷，是造成螺栓开裂的主要原因；2、第二是在锻造的过程中，工艺产生了偏差，
造成加热不均匀，也是造成产生开裂的原因。

五、整改措施 :
1、加强对原材料的检验和检测，材料进公司以后要进行检验与检测：
（1）材料分析：根据国家标准进行抽样检测检查，然后进行金相分析；检查退火后的组织状况、带状组织、网状组织、夹什物的分布，
是否材料符合要求，达标后才能投入生产！
（2）超声波探测：检测材料的表面是否存在裂纹及发纹。
（3）光谱分析：检测材料的各种合金元素，是否符合技术要求；同时也为热处理工艺的微调提供信息与依据！
2、调整锻造工艺参数：
（1）正确的选择加热温度、起锻温度、终锻温度及加热时间；
（2）产品加热必须内外温度均匀后，才能进行锻造成形。
（3）控制好冷却的速度，把锻造后的工件集中堆放，降低工件冷却的速度，有效地降低锻件的内应力，锻后的工件切忌随意丢放。
说明：1、*1、*2 摘自 GB/T3077 一 2008《合金结构钢》；2、*3 图七螺栓头部顶面的锻造裂纹，摘自 GB/T5779.3 一 2010《紧固件表面缺
陷螺栓、螺钉和螺柱

特殊要求》3、*4 图八螺栓淬火裂纹的形态，摘自 GB/T5779.1 一 2010《紧固件表面缺陷螺栓、螺钉和螺柱

一般要求》。

参阅文献
1、GB/T3077 一 2008《合金结构钢》；
2、GB/T3098.1 一 2010《紧固件的机械性能螺栓、螺钉和螺柱》；
3、GB/T5779.1 一 2010《紧固件表面缺陷螺栓、螺钉和螺柱

一般要求》；

4、GB/T5779.3 一 2010《紧固件表面缺陷螺栓、螺钉和螺柱

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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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螺钉着色及表征技术
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张力

摘要：不锈钢螺钉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耐磨性能及很好的装饰效果，被广泛用于汽车车辆的内外装饰等，黑色、蓝色的不锈钢螺钉因
具有良好的吸热性、耐腐蚀性、加工性及焊接性能，而用于连接乘用车内。近年来，对汽车不锈钢螺钉的着色技术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本文对不锈钢螺钉着色及表征技术作一交流。

1. 不锈钢螺钉着色方法

的主要成分是 Cr2O3、Cr 和 Fe，其厚度比 INCO 法氧化膜厚，具有较
好的导电性，所以焊接性较好。

1.1 物理气相沉积
⑤ INCO 法。将抛光、活化后的不锈钢螺钉浸入铬酐 - 硫酸混合
采用物理气相沉积技术可在不锈钢螺钉表面得到一定颜色的氧
化膜或合金膜。物理气相沉积有溅射镀膜、真空镀膜、离子镀、离子
注入等。常用的靶材有 TiO2、Al2O3、SnO2、Cr、Ti、Ni 及合金。真
空蒸镀、电阻加热蒸镀、感应加热蒸镀等。溅射镀膜包括离子束溅

溶液中，随着时间的变化，不锈钢螺钉表面被氧化生成不同厚度的
氧化膜，这层透明薄膜由于光的干涉而产生不同的颜色。目前，该
方法已采用微机控制、多品种、自动化生产，是应用最早、最广泛
的方法之一。

射膜、磁控溅射沉积等。这些技术不使用有害化学试剂及药品，不
排放任何有毒有害气体和废液，对自然环境没有污染。膜层光泽华丽，

⑥着色坚膜一步法。在 INCO 法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化学着色

耐腐蚀和氧化性能好，不褪色，不易划伤，弯曲 90°以上不易断裂、

的同时对不锈钢螺钉电极施加小的阴极电流，用电位差法来控制不

脱皮及表面擦伤，且不受紫外线影响，可用作独特的汽车装饰材料。

锈钢螺钉的颜色，从而将化学着色与电化学硬化合为一个步骤。传
统着色方法在后期坚膜处理时会因氧化膜厚度的增加，或多或少地

1.2 化学处理着色
不锈钢螺钉表面经过化学处理后，在干涉光作用下显示出各种
色彩，其色泽主要取决于表面氧化膜的化学成分、组织结构、表面
光洁度以及膜的厚度等因素。化学着色法的优点是着色不锈钢螺钉
可以很复杂，且得到的颜色均匀，但操作温度较高，颜色的重现性
较难保证。主要方法包括：
①硫化法。将活化后的不锈钢螺钉浸入以氢氧化钠与无机硫化
物为主的着色溶液中进行硫化反应，在不锈钢螺钉表面生成了装饰
效果很好的黑色硫化物薄膜层。但这种覆盖层耐腐蚀性差，需再涂
覆罩光涂料。
②碱性化学发黑法。在含有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强碱性水溶液中
对不锈钢螺钉着色，优点是免去了着色前去除不锈钢螺钉表面氧化
膜的前处理工艺，着色中不使用铬盐；缺点是着色温度偏高。
③溶盐法。将不锈钢螺钉浸入熔融的重铬酸钠和重铬酸钾各一
份的混合物中，不锈钢螺钉表面被新生的氧化原子氧化成黑色无光但
牢固的膜层。温度 450 ～ 500℃，时间 10 ～ 20min。由于熔融盐黏度高，
扩散慢，用此方法制造不锈钢螺钉色彩不易获得均匀的颜色。
④重铬酸盐着色法。将不锈钢螺钉在 Na2Cr2O7H2SO4 水溶液中实
行浸渍着色处理，根据浸渍时间的长短可控制产品表面的色泽，工
艺操作简便，工艺稳定，产品合格率高，生产成本低，这种氧化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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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不锈钢螺钉原来的色彩，采用一步法，不仅简单了着色工艺，
提高了颜色的可控性与重现性，而且增强了不锈钢螺钉色彩的耐磨
性与耐腐蚀性能。
⑦脉冲激光照射法。利用脉冲激光和电脑辅助设计开发出了制
造不锈钢螺钉色彩的新技术：先将不锈钢螺钉浸渍于 5% 的硝酸溶液
中，然后用 0.8J/m2 能量密度的脉冲激光照射，控制照射时间的长短，
不锈钢螺钉便会呈现蓝、绿、金黄等 7 种颜色，该方法所需的费用
较其他着色工艺少。
⑧沉积金属 - 化学着色法。在不锈钢螺钉表面沉积铜、锌、钛、
镍或其他合金层后，利用沉积层容易着色的特点，再在沉积金属上
进行化学着色。着色种类多，色质鲜明美观、易控制，操作方便，
还能制作复杂的图案或套色。
1.3 电化学着色
电化学着色的优点是颜色的可控性和重现性都很好，着色处理
温度较低，有些工艺可在室温下进行，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较小。但是，
电解着色时需要特殊的挂具，且处理的不锈钢螺钉不易复杂，否则
电力线分布不均匀就会导致颜色的不均匀。
①电流法。在不锈钢螺钉试样上施加可控的电流信号，使不锈
钢螺钉在着色液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从而获得所需要的色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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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电流法有脉冲电流法和恒定电流法 2 种。采用前者对 SUS304

当不锈钢螺钉色彩表面氧化膜的折射率一定时，干涉色取决于

着色，通过控制输入的总电量可以获得特定厚的着色膜，从而达到

氧化膜的厚度和自然光入射角度，当入射光角度一定时，色膜的色

控制色彩的目的，颜色的重现性较化学着色方法的好。用恒定电流

彩取决于其厚度。俄歇电子能谱深剖析、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等是

法对不锈钢螺钉阳极氧化着金黄色，得到的色膜光亮美观、呈金黄色，

常用的测量薄膜厚度的方法。椭圆偏振法是一种测量薄膜纳米级厚

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和良好的附着力。

度和折射率等光学参数的先进技术，具有测量精度高（d ＜ 10nm）
无破坏性、快速等优点。根据偏振光在反射前后偏振状态的变化，

②电压法。在不锈钢螺钉自然电位的基础上，施加一个正电位
或负电位，促使试样在着色液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而着色，方法也
分为脉冲电位法和恒定电流法。奥氏体不锈钢螺钉在室温、方波电
压脉冲条件下着色速度快，由于不同不锈钢螺钉的自然电位不可能
完全一致，操作比较困难。用恒定电位阳极极化着色时，施加极化
的电位不同，得到的颜色也不同。
1.4 有机物涂覆着色
有机物涂覆着色法是将不锈钢螺钉经过表面脱脂、磷化、铬酸
盐处理后，涂上有机涂料，然后再进行烘烤。涂覆常用的涂料有醇酸
树脂、聚酯树脂、丙烯酸树脂、聚氯乙烯、聚氨基树脂、聚硅氧烷树脂、
环氧树脂等。不锈钢螺钉制备的色彩涂层既具有有机物的良好着色
性、成型性、耐候性，又具有不锈钢螺钉的力学性能和易加工性能，
可以进行冲裁、弯曲、深冲、铆接、焊接等加工，被广泛用于车辆、
家具、电器等各行业。

2、表征方法
2.1 色膜成分及膜表面形貌

可以测定不锈钢螺钉样品表面薄膜的厚度及折射率。用 O18 示踪及核
反应技术研究了 SUS304 不锈钢螺钉在 H2SO4-CrO3 折射率溶液中形成
色彩膜时，氧和金属离子的迁移机制及成膜区域，并用椭圆偏振法
测量了不同颜色氧化膜的厚度。结果表明，棕色、蓝色、金黄色、
红色和绿色膜的厚度分别约为 130、156、229、325、780nm，这与试
验中 AES 的测量结果相符。
2.3 色膜的耐磨性能
不锈钢螺钉经着色处理后，表面覆盖一层多孔面松软的氧化膜，
膜中有多个 10 ～ 20nm 的弯曲连通的微孔，约占总面积的 20%。这种
着色膜结构不紧密，采用坚膜处理可填充色膜表面的微孔，使不锈
钢螺钉色膜的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大大提高。汽车不锈钢螺钉用于装
饰时，要求光亮平整，因而在生产中还需考虑色膜的光泽度和表面
粗糙度，光泽度可以用光泽度仪来测量，原子力显微镜（AFM）常用
来测量薄膜的粗糙度。
2.4 色膜的耐腐蚀性
不锈钢螺钉性能优良，经过着色处理后，具有较好的装饰效果，

用 XPS 分析了 SUS304 不锈钢螺钉在 0.1mol/L 的 H2SO4 溶液中电

其应用领域更加广泛。电化学阻抗技术是分析电极过程动力学、双

化学沉积聚砒咯时形成的钝化膜的元素组成。结果表明，生成的钝化

电层和扩散等，研究电极材料、固体电解质、导电高分子及腐蚀防

膜 Cr 的含量大约是通过阳极极化形成的钝化膜的 2 倍，而且 Cr2O3/

护等机理的重要方法。用传统化学法、INCO 法及方波电流脉冲法对

Cr(OH)3 的比值比后者大很多。用方波电流脉冲法对不锈钢螺钉着色，

SUS304 不锈钢螺钉进行着色处理，并用电化学阻抗谱技术分别测试

并用 AES 深度分析研究色膜内的元素的含量比不锈钢螺钉基体中的

了其在 HCI 溶液中的耐点蚀性能。结果表明，INCO 法制取的色彩膜

低，而且随着色时间延长而减少，但 Cr 和 Ni 元素含量的变化较小，

耐点蚀性能最好，方波电流脉冲法次之，而传统化学法制取的色彩

可以忽略不计。在不锈钢螺钉化学着色过程中同时引入小阴极电流，

膜耐蚀性能最差。

将化学着色和电解硬化合为一步。用 SEM 观察了色膜表面形貌；施加
阴极电流前，色膜表面许多大而深的微孔，孔径大约为 10 ～ 20nm，
膜疏松、柔软、耐磨性差，而且容易受到污染，当阴极电流逐渐增

3、展望
近年来，不锈钢螺钉着色技术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

大至 6.3mA/dm2 时，色膜表面因微孔消失而变得光滑，耐磨性也增强。

但不锈钢螺钉色彩的重现性、表面硬度及耐蚀性能等方面有待进一

原子力显微镜（AFM）可直接观测沉积在不锈钢螺钉表面膜的微观结

步提升。汽车不锈钢螺钉着色不仅有光亮华丽的外观且有优异的耐

构，表征膜的表面形貌及存在的缺陷。

蚀性能，随着着色技术的不断完善，不锈钢螺钉着色将会有更广泛
的应用前景。◆

2.2 厚度与折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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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TB/T 3246—2019
《机车车辆螺栓连接设计准则》
——兼谈机车车辆紧固件预防失效经验和探讨
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张九高，金蜘蛛紧固件网顾问专家 张先鸣

摘要：本文学习新标准 TB/T

3246.1—2019《机车车辆螺栓连接设计准则 第 1 部分：螺栓连接的分类》、TB/T3246.2—2019《机车车

辆螺栓连接设计准则 第 2 部分：机械应用设计》和 TB/T 3246.6—2019《机车车辆螺栓连接设计准则 第 6 部分：连接尺寸》有关内容，从失
效分析车辆安全运营的紧固件断裂案例，探讨造成螺栓断裂失效的因素，主要有螺栓材质不良、螺栓制造工艺不合理、设计选择的螺栓满足标
准要求，但疲劳强度难以达到实际工况需求。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发现产生紧固件断裂失效的原因，主要是应力腐蚀、氢脆等；但不合理的热
处理工艺也会加速紧固件的失效，而紧固件的热处理工艺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应改变目前的现状，由此预防和降低延迟断裂的危险性。

关键词：机车车辆；紧固件；设计；热处理；失效

1. 引言

TB/T 3246 —2010 共分为 7 个部分。第 1 部分：螺栓连接的分类；
第 2 部分：设计—机械制造应用；第 3 部分：设计—电气应用；第 4 部

螺栓连接结构简单，能让被连接件获得较为稳定的连接力，又
具有便于装拆、成本低廉、高互换性等特点，在铁道机车车辆上被
广泛采用 [1]。在静载荷时，螺栓连接一般是可靠的。但动载荷 （变载、

分：螺栓连接的安全；第 5 部分：防腐蚀保护；第 6 部分：连接尺寸；
第 7 部分：安装。这 7 个部分分别与 DIN 25201 的 7 个部分相对应，属
等同或修改采用。

冲击、振动） 或工作温度有较大变化时，可能会造成螺纹连接松动，
从而导致设备运行状况恶化，甚至部件损坏，严重的还将危及行车安

TB/T 3246（1 ～ 7 部分）—2010 从设计、防松、防腐、连接、安

全。近年来，我国铁路自提速以来和全国 37 个城市轨道交通地铁的

装等方面对螺栓连接做出全面、系统的规定。TB/T 3246—2010 的实施，

开行，机车转向架轴箱弹性定位装置连接螺栓、机车传动齿轮箱与电

对提高紧固件连接的可靠性，统一防松设计方法有效地避免紧固件在运

机连接处螺栓、心盘螺栓、制动盘安装螺栓等多次出现螺栓连接松动、 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保障我国客运、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地铁的安全
断裂导致的连接件脱落、损坏或丢失现象。高速动车组开行后，动车

运行起到积极作用。

组排障器、车钩托架、轴端、制动盘、传感器支架等部位的螺栓松动、
脱落，甚至断裂等现象时有发生，给高速铁路安全行车埋下极大隐患。

2019 年，针对 TB/T 3246.1—2010《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
则 螺栓连接第 1 部分：螺栓连接的分类》、TB/T 3246.2—2010《机车

TB/T 3246.1—2019《机车车辆螺栓连接设计准则 第 1 部分：

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第 2 部分：设计—机械制造应用》

螺栓连接的分类》、TB/T3246.2—2019《机车车辆螺栓连接设计准

和 TB/T 3246.6—2010 《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第 6

则 第 2 部分：机械应用设计》和 TB/T 3246.6—2019《机车车辆螺

部分：连接尺寸》，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问题，结合我国机

栓连接设计准则 第 6 部分：连接尺寸》经修订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车车辆制造和轨道交通地铁企业及螺纹连接用紧固件的实际情况，进行

实行，本文对修订的背景、原则和依据，主要修订的内容和原因解读， 第 1 次修订，形成 TB/T 3246.1—2019《机车车辆螺栓连接设计准则第
谈谈机车车辆紧固件预防失效经验和探讨，且对标准实施提出建议

1 部分：螺栓连接的分类》、TB/T 3246.2—2019《机车车辆螺栓连接

作一介绍。

设计准则第 2 部分：机械应用设计》和 TB/T 3246.6—2019《机车车辆
螺栓连接设计准则 第 6 部分：连接尺寸》（以下统称“新标准”）。

2. 标准修订背景
机车车辆对紧固件机械性能、结构形式、紧固方式、防松方法
和检验验收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螺栓连接的可靠
性，统一防松设计方法，有效地避免螺栓连接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

新标准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3. 标准修订原则和依据
（1）原 TB/T3246（1 ～ 7 部分）—2010 是指导螺栓连接设计的

题，2011 年，我国等同或修改采用现行有效的 DIN 2520《铁道机

基础性标准，修订时力求为螺栓连接设计、选用，以及防松、防腐蚀、

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首次制定发布 TB/T 3246

安装、工具选用、人员培训等提供一套较为系统、完善的技术规范。同

—2010 《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

时，要确保标准在铁道行业的广泛适用性，体现标准的先进性、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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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性，实施新标准有利于提高铁路机车和城市轨道交通地铁产品质量、保证运输安全，符合行业发展需要。
（2）新标准主要参考 DIN 25201-1：2015《铁道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 第 1 部分：螺栓连接的分类》、DIN 25201-2：2015《铁
道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 第 2 部分：设计—机械制造应用》、DIN 25201-6：2015《铁道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
连接 第 6 部分：连接尺寸》有关技术要求，并结合我国机车车辆制造和螺栓连接使用的实际情况修订。
（3）为避免引用国外标准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原则上不再引用国外标准。TB/T 3246（1 ～ 7 部分）—2019 删除了所有的欧洲标
准（EN）和引用的德国标准（DIN）及 VID 2230-1：2003《高强度螺栓连接系统计算单个圆柱螺栓连接》，增加 GB/T70.3《内六角沉头螺钉》、
GB/T16823.3《紧固件 扭矩 - 夹紧力试验》GB/T152.4《紧固件 六角头螺栓和六角螺母用沉孔》、GB/T 5789《六角法兰面螺栓 加大系列 B 级》、
GB/T 6177.1《2 型六角法兰面螺母》、GB/T 16674.1《六角法兰面螺栓 小系列》、GB/T 34560.2《结构钢 第 2 部分：一般用途结构钢交货
技术条件》、GB/T 34560.3《结构钢 第 3 部分：细晶粒结构钢交货技术条件》 等 8 项国家标准。用 GB/T152.2《紧固件沉头螺钉用沉孔》替
代 ISO15065《头部外形符合 ISO 7721 标准的沉头螺钉的埋头孔》标准。

4. 修改的主要内容及要点
4.1

TB/T 3246.1—2019 主要修改变化

仍按修改采用 DIN25201-1：2004《铁道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 第 1 部分：螺栓连接的分类》。这部分根据螺栓连接失
效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定义了 3 个风险等级，即风险等级 H（高）、M（中）、L（低）；根据螺栓拧紧时屈服强度利用率和紧固长度与公称直径
的比值（Lk/d）大小，将螺栓连接的拧紧工况分为 3 种情况；根据连接功能的不同，将螺栓连接分为机械制造应用、电气应用和其他螺栓连接
3 类；根据不同的风险等级和拧紧工况，规定了螺栓连接在机械制造应用和电气应用上的总体设计要求。风险等级的划分对机车车辆螺栓连接
的设计计算非常重要，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准确地划分螺栓连接风险等级难度较大。为此，新标准参考 DIN 25201-1：2015 增加了风险等级
示例内容，便于标准使用者准确地划分和选择螺栓连接风险等级，这次修订在新标准附录 A 中增加了风险等级划分示例。
由于“预先确定尺寸、紧固扭矩的计算”均属于“螺栓连接计算”范畴，因此，DIN 25201-1：2015 将“预先确定尺寸、螺栓连接的计算、
紧固扭矩的计算”做了归类处理，统一为“螺栓连接的计算”。根据 DIN 25201-1：2015 规定，新标准对螺栓连接的设计要求作了修改。
4.2

TB/T 3246.2—2019 主要修改变化

制定 TB/T 3246.2—2010 时，修改采用 DIN25201-2：2006《铁道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 第 2 部分：设计机械制造应用》。
这部分主要规定了机车车辆机械制造应用螺栓连接设计功能要求、设计原则、结构参数、紧固元件选择、螺栓连接配置及参数的选择。适用于
机车车辆中符合 GB/T 3098.1—2010《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及 GB/T 3098.2《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规定的钢制螺栓和螺母
的连接，也适用于符合 GB/T 3098.6-2014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和 GB/T 3098.15-2014《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
母》规定的 A2 和 A4 钢种制造的螺栓及螺母的连接。这次修订，在原条款的基础上，增加选用性能等级为 8.8（碳钢、合金钢），70 和 80（不
锈钢）螺栓的建议要求。由于性能等级为 12.9（合金钢）的螺栓，延展性较小，并且容易发生氢脆断裂，新标准中做出“应慎重采用这种强
度等级的螺栓”的规定，进一步增加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并修改螺栓连接设计原则；修改摩擦系数要求；修改修正后紧固扭矩计算公
式；修改安装预紧力和紧固扭矩近似值等等。
4.3 TB/T 3246.6—2019 主要技术变化
制定 TB/T 3246.6—2010 时，修改采用 DIN25201-6：2004《铁道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第 6 部分：连接尺寸》。这部
分主要规定了机车车辆螺栓连接的连接尺寸、边缘间距和接触面的要求。适用于机车车辆用螺栓连接尺寸的选择和应用。这次修订时，新标准
这部分内容参考 DIN 25201-6：2015《铁道机车车辆及其零部件设计准则 螺栓连接 第 6 部分：连接尺寸》，增加螺纹最小有效旋合深度 t1
的计算公式；增加最小螺纹旋合深度计算说明；修改配合 8.8 和 10.9 级螺栓的内螺纹材料等等。
4.4 贯彻新标准的建议
新标准中规定了螺栓连接的风险等级分级，不同的风险等级对螺栓连接的设计、安装、文件记录，以及安装螺栓时所用工具的要求不同。
因此，在贯彻执行新标准时，要对使用的螺栓连接划分风险等级。建议标准使用单位按照风险等级划分要求，首先评估螺栓连接风险等级，然
后列出适用于本单位实际情况的螺栓连接风险等级分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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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中螺栓连接的设计计算主要依据 VDI2230-1：2015，建议设计人员要重视对 VDI2230-1：2015 的学习和理解。在使用新标准时，各
有关单位应结合机车设计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贯标措施。对于紧固件安装人员，应定期培训并认定其资格。特别是风险等级 H（高）的螺
栓连接，没有取得资格人员不应参加安装作业。

5. 典型失效案例分析
随着各类机车车辆的大容量、大型化，以及功率转速的不断提高，而连接用紧固件的工况条件更加苛刻，纵观各类行车失效案例，紧固
件的断裂失效是影响车辆安全运行的重大隐患。失效分析车辆安全运营的紧固件断裂案例认为，通常有疲劳断裂、塑性断裂和脆性断裂等三大
类型。从影响螺栓质量的因素（人、机、料、法、环、测）分析有以下几种主要原因：①螺栓材质不良，钢材非金属夹杂物、低倍组织缺陷超
标，成为疲劳裂纹源头；②螺栓制造加工工艺欠合理，造成螺栓力学性能不符合标准要求或螺栓成品具有原始缺陷，加载使用时扩展断裂；③
设计选择的螺栓满足标准要求，但疲劳强度难以达到实际工况需求。螺栓连接副联接设计不科学，难以达到紧固扭矩 [2]。
细分紧固件质量缺陷是制造过程的热处理设备陈旧造成工艺不稳定，最终导致抽检机械性能等指标不合格。当前增加的处理措施，仍然
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很好地控制产品质量。热处理是紧固件制造过程的关键环节，但是当前机车车辆项目在紧固件质量管控中，对该环节重视不
够，没有设置对紧固件淬火后的金相检验检查等环节。紧固件的质量管理设点中几乎没有将制造厂的热处理金相检验关键工艺过程作为重点监
督环节，进而导致监督失效。
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发现产生紧固件断裂失效的原因，主要是应力腐蚀、氢脆等；但不合理的热处理工艺也会加速紧固件的失效，而紧
固件的热处理工艺还未得到足够重视［3］。
5.1

M16X110 双头螺柱断裂

某 A 型机车车辆转向架上，性能等级 8.8 级 M16X110 双头螺柱，材质为 45 钢。在服役过程中出现断裂，断裂位置位于双头螺柱螺纹部位
（见图 1 所示），断面较为平整，未见腐蚀色彩，裂纹源区位于螺纹牙底部位，为单一裂纹源；扩展区约占整个断面的 3/4，说明该断裂双头
螺柱所受载荷较低；瞬断区与断面呈 45°夹角。断口较为平齐，未见明显塑性变形，未见腐蚀色彩，断面呈灰色特征。断口源区、扩展区呈
疲劳特征；瞬断区呈韧窝特征（见图 2 所示）。金相检验分析结果表明，表层未见脱碳现象，心部为未淬透组织，显微组织为回火索氏体 + 网
状铁素体 + 托氏体组织（见图 3 所示），表层为回火索氏体组织，无脱碳现象（见图 4 所示）；非金属夹杂物主要为 C 类细系 2 级及 DS 类 1.5
级。该断裂件和拆卸下来的完好件，破坏拉力和硬度值均满足 8.8 级螺栓硬度值要求，但硬度值存在不均匀现象，处于标准值下限。以上所述，
该 45 钢双头螺柱在服役过程中发生断裂，断裂形式为单源疲劳断裂；淬火过程中存在未淬透现象，显微组织为非单一均匀回火索氏体结构；
存在安装偏载现象 [4] ，在后期服役中受力不均匀，造成螺纹根部局部应力集中，受到反复交变载荷作用，致使裂纹萌生直至断裂。
为此，建议加强对该双头螺柱热处理工艺控制，GB/T 3098.1—
2010 规定对 8.8 级性能等级用的材料，应有足够的淬透性，以确保
紧固件螺纹截面的心部在淬硬状态，回火前获得约 90% 的马氏体组织，
因此建议选用淬透性更好的 40Cr、35CrMo 合金结构钢，保证显微组
织的一致性；进一步对安装过程进行控制，确保螺柱在服役过程中
受力均匀。
图1

图2

断裂位置

断口的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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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M12X120 六角头螺栓断裂

某 A 型车车辆抗侧滚扭杆螺栓发生断裂，螺栓材质 40Cr 钢，性能等级为 10.9 级，规格为 M12×120 全牙六角头螺栓，断口表面及杆部均
未见锈蚀，电镀层可见，断口位于螺纹区。对断口形貌进行观察，发现断口平齐，断面及周围未见明显塑性变形，在扫描电镜下观察断口形貌，
裂源区微观形貌均为冰糖状沿晶断裂，存在大量沿晶二次裂纹，晶面上存在大量的鸡爪形撕裂棱（见图 5 所示），扩展区形貌主要为沿晶和韧
窝混合形貌 ( 图 6)，部分区域存在解理形貌（图 7），最后断裂区微观形貌均为剪切韧窝（图 8）。

a 表层为回火索氏体组织

b 1/2 处为回火索氏体 + 少量铁素体组织

c 心部为回火索氏体 + 网状铁素体 + 托氏体组织

图4

图5

表面、1/2 处和心部组织

裂源区均为冰糖状沿晶断裂形貌

图6

扩展区为沿晶和韧窝混合形貌

发生沿晶断裂一般有几种情况，回火脆性、过热过烧、氢脆、应力腐蚀。螺栓回火温度为 425 ℃，符合规范要求，冲击韧性检测报告也
符合要求，基本可排除回火脆性和过热过烧。综合分析，该螺栓断口附近无明显塑性变形，断面较平齐，呈亮灰色，微观断口沿晶分离，晶粒
轮廓鲜明，晶面上伴有鸡爪痕，这些都是氢脆的典型断口形貌 [5]。在对螺栓残件的氢含量测定中，发现螺栓残件断口附近存在一定含量的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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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强度螺栓的氢含量在 5×10-6 以上就会产生氢致裂纹，但对于高强度螺栓即使氢含量小于 1×10-6，由于应力的作用，处在点阵间隙的氢原
子会通过扩散集中于缺陷所产生的应力处，氢原子由于位错的交互作用，使位错线被钉扎住，不能再自由活动，从而使基体变脆。在该螺栓断
裂件中测得的氢含量足以使其发生氢致裂纹。

图7

部分区域存在解理断裂形貌

图8

断裂区均为剪切韧窝形貌

金相检验分析表明，螺栓基体组织为回火索氏体，但部分区域也存在回火屈氏体，组织不均匀性，这是由于热处理工艺控制不当所致，
如回火时间较短或回火时螺栓堆积未分层、分散放置，使部分螺栓热处理不均匀、不充分，从而导致淬火形成的马氏体组织未能充分转变为回
火索氏体。此外，根据氢含量较高的情况，表面采用电镀锌防腐，分析原因有去氢工艺不规范、不完整的因素，具备氢致裂纹的特征，最终产
生断裂失效。
在实际工作中，虽然很多紧固件失效的最终原因分析为氢脆、应力腐蚀等；但由于紧固件热处理工艺不合理，得不到符合要求的组织，
从而导致应力腐蚀和氢脆的敏感性增加。不同组织应力腐蚀和氢脆敏感性的强弱为马氏体＞回火屈氏体＞回火索氏体，在满足技术规范硬度要
求的前提下，应采取正确的淬火回火工艺，得到低应力敏感性和氢脆敏感性的组织。
采用粉末渗锌、达克罗处理、特氟龙涂层等措施，可以提高螺栓本体的抗腐蚀性，在达到保护效果的同时还能避免产生氢脆［6］，在机车
车辆上已有很多成功的应用案例。对紧固件安装环境暴露在室外的，可以优先考虑采用达克罗处理、粉末渗锌等耐腐性更好的处理措施，提高
螺栓耐腐蚀性。

6. 再回火检测的必要性
虽然应力腐蚀、氢脆等是引发螺栓失效的主要原因，但热处理工艺不当会造成应力腐蚀、氢脆的敏感性增加，也是导致螺栓失效的重要原因，
这一点往往容易忽视。正确的回火能够得到恰当的组织，保证紧固件的机械性能，是紧固件热处理工艺的关键环节。机车车辆紧固件制造规范
适用于 GB/T 3098.1—2010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栓、螺钉和螺柱》标准中给出了紧固件材料的最低回火温度要求，对 8.8 级以上紧固件有最
低回火温度的要求不得小于 425℃。淬火硬度不足，往往容易被忽视，一些企业往往使用过低的回火温度来勉强达到规定范围硬度的错误热处
理工艺。然而紧固件回火温度低，会引起紧固件其他性能的改变，例如冲击性能、硬度等。在风电、汽车行业的紧固件使用中，已出现过突然
断裂的现象，这与淬火硬度不足，采用较低回火温度造成钢中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含量较多有关［7］。尤其是在发动机上发生过 42CrMo 螺栓
断裂事件，对机车车辆项目类似设备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在常温下是不稳定相，在服役过程中在振动等应力作用下会
造成组织转变引发螺纹失效或断裂，且由于表现为延迟断裂，容易忽视，危害性较大。
较多的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偏聚甚至能够直接导致螺栓性能的大幅降低。虽然在机车车辆项目尚未发生关于此类失效事件的报道，但
要做好防范。例如在某转向架项目上轴端螺栓发生断裂，该螺栓淬火后的回火温度为 530℃，分析原因认为回火温度在回火脆性敏感区，导致
性能难以满足要求。
事实上高温回火脆性不仅与温度范围有关，也与冷却速率有关，在合适冷却速率下较快通过高温回火脆性区间是能够避免高温回火脆性的，
该螺栓的冲击吸收功能够满足要求也说明了这一点。淬火温度低、冷却速度慢而导致的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较多，能够恰当的解释该类断裂
现象，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的存在增加了材料的断裂韧性，所以在成品的冲击检验中能够满足要求；但随着服役时间的延长，在振动应力等
作用下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转变，材料脆性增加导致螺栓发生脆断。从现象上判断，该断裂是由于淬火温度低、冷却速度慢而导致的残余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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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体、或贝氏体含量超标而引起的。
为提高紧固件质量，对机车车辆安全相关紧固件的入场抽样检查项目中必须包括冲击试验、脱碳试验、金相组织等项目。但对紧固件热
处理过程仍需加强控制，尤其对于淬火硬度不足而采用降低回火温度的错误热处理工艺。增加再回火试验可以有效检查这种错误的热处理工艺。
再回火试验即对 8.8 ～ 12.9 级的螺栓、螺钉和螺柱，根据实际生产中的最低回火温度低 10℃保温 30min，在同一试样上并在与第一次测
定相同的区域，试验前后三点硬度平均值之差不得超过 20HV。这与再回火过程中促进了不稳定相的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的转化有关，而如
果原淬火、回火工艺正确，残余奥氏体、或贝氏体较少，在低于原回火温度下再次回火，组织和硬度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在紧固件失效的断裂案例中，对断裂试样进行金相检验时，经常能够发现保留马氏体位相的回火屈氏体、回火索氏体组织。虽然通常认
为其为正常的马氏体回火组织，且不作为缺陷组织考虑，但这往往提示在紧固件材料强度仍有较大裕量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提高回火温度，
提高材料断裂韧性，降低断裂风险。
紧固件的热处理淬火回火温度、淬火回火时间一般可以通过《热处理手册》［8］进行查询，可以为技术管理人员在审核工艺时作为辅助判断。
增加淬火硬度检测也可以很好地避免出现淬火硬度不足，而采用降低回火温度的错误热处理工艺［9］。这一点在紧固件质量控制上尤其重要。

7. 结论
虽然机车车辆项目紧固件的失效大多归结为氢脆断裂、应力腐蚀等原因，但不合适的热处理形成不合适的金相组织，提高材料氢脆和应
力腐蚀的敏感性也是造成断裂的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在相关断裂案例中，马氏体位相的回火屈氏体、回火索氏体，虽然属于正常的马氏体回
火组织，但在紧固件仍有较大强度裕量的前提下，提高回火温度，消除马氏体位相，可以进一步提高材料的断裂韧性，降低断裂风险。通常认
为电镀工艺会引起高强度紧固件的氢脆，而忽略发黑和磷化处理工艺也会引起高强度紧固件的氢脆。对强度超过 10.9 级的紧固件进行发黑处
理或磷化处理后，也应进行相应的热处理以避免氢脆的发生。可以采用 GB 3098.17《紧固件机械性能 检查氢脆用预载荷试验 平行支承面法》、
GB /T26107—2010《金属与其他无机覆盖层 镀覆和未镀覆金属的外螺纹和螺杆的残余氢脆试验 斜楔法》进行紧固件氢脆的检查，以避免不合
适的制造工艺引入氢脆，造成延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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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版 IFI 紧固件标准手册（第 11 版）》简介
2021 Edition IFI Book of Fastener Standards, 11th Edition
金蜘蛛紧固件网编辑部整理

美

国工业紧固件协会（Industrial Fastener Institute，简称
IFI）宣布推出 2021 版《IFI 紧固件标准手册》。《IFI 紧固件

标准手册》汇编了最常用的英制紧固件和非 ISO 公制紧固件标准。新
版包含 96 个由 ASTM、ASME、SAE 和 IFI 发布的独立标准规范，并且
还包括自 2018 年版以来修订的 36 项标准，以及几项新标准。

2021 版《IFI 紧固件标准手册》是美国工业紧固件协会出版的第 11
版标准书。此版本展现了自 1941 年第一版出版以来，美国紧固件标
准和实践持续发展的 80 年光辉历程。在此期间，该手册发行面覆盖
全球主要的制造和建筑行业。《IFI 紧固件标准手册》素有紧固件“圣
经”的美誉，而 2021 版《标准手册》继续行使它的使命，为紧固件应用行业及其服务企业提供热忱服务。

◆ 包含双标准（英制 / 公制）
2021 年版的标题与 2018 年版一样，不包含“英寸”一词，因为其中包含的许多共识标准已合并为“双
英寸 / 公制标准”。这种合并是紧固件标准委员会、ASTM F16、ASME B18 和 SAE 紧固件委员会为撤回
多余的 ASTM、ASME 和 SAE 公制紧固件标准而采用 ISO 公制紧固件标准所做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尽管
标题中省略了“英制”一词，但这本书从根本上仍然是英制紧固件标准的综合参考来源。

◆ 配套书籍 –《IFI 紧固件技术手册》
在第 7 版之后发布的版本（包括 2021 版）仅为标准的汇编。IFI 紧固件技
术手册中包含了与紧固件相关的所有技术问题的额外大量技术信息和评论。
这本单独的书作为标准书的配套出售。

◆ 献给 Joe Greenslade
此版本的 IFI 紧固件标准书献给已故的 Joe Greenslade。Joe 从 2007 年到 2015 年担任 IFI 术总监。
他是一个真正的紧固件行业偶像，因他所做的一切而备受尊重和钦佩，主要是因为他本人。对于他为
推进机械紧固件技术和紧固实践所做的一切，对于他对紧固件教育的奉献，对于他的创新精神，对于
他的指导，对于他的友谊，IFI 很荣幸将这本 2021 年版的 IFI 紧固件标准献给 Joe Greenslade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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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ENERS, AD H E S I V E S ,
TOOLS AND...
www.fastinfo.ru

Magazine
Russia

You are welcome at the Russian market!
Today, more than 80 % of exported fasteners come to Russia from China.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customs, the amount of fasteners, imported from 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 order to declare your company to the Russian entrepreneurs, you can advertise in our
magazine.
"Fasteners, Adhesives, Tools and..." Magazine is the only edition in Russia on this theme.
It is well known in the fastener market, because is published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editorial team of the magazine participates in all specialized exhibitions, conferences and
seminars held in Russia on the topic of fasteners. The website of the magazine is www.fastinfo.ru.
When placing your advertisement in our magazine, we are ready to facilitate in organizing the
personal meetings. We can consider the issue of organizing a trip of the Russian entrepreneurs
to your compan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cooperation, please contact us (in English or Russian):
e-mail: fata@fastinfo.ru
tel: +7 921 3686400
Alexander Ostashov, Editor in Chief
Galina Kotelnikova, Technical Editor

We`ll help you to find partners in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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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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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cens.com
Browse Fasteners
online 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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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Trade
relations

Visit the CENS
booths worldwide
SCAN IT
GO !

Volume up
your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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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msonline.com.cn

010-58612588

gwb@mmsonlin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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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 产 业 信 息 服 务 平 台

AUTOMOTIVE INDUSTRY INFORMATION SERVICE PLATFORM

盖世汽车

是全球领先的汽车产业信息服务平台，为汽车产业上下游提供各类专业信息服务。我们的业务涵盖供应链数据与信息情报服务、行业资讯、行业峰会论坛、行业数据及研究、

汽车人社群与培训教育。致力于推动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并通过我们对汽车行业的专业理解、产业深度和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企业及行业人士提供一站式服务。

以互联网+大数据为基础，打通线上及线

盖世汽车不仅是中国主流的汽车专业媒

源，依托专业数据团队，提供供应链上下

化的媒体平台，是全球了解中国汽车市

汽车供应链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全面赋能

内容覆盖整个汽车产业生态圈，持续对

下多服务场景（O2O），整合各类优质资
游相关的采供交易业务的撮合服务，构建
产业。

体（auto.gasgoo.com），同时也是国际

场的窗口（autonews.gasgoo.com）。

产业动态、头部企业及人物、技术趋
势、供应链动向、跨界融合等进行及

时跟进和深度报道，重点聚焦在新能
源、智能网联、新材料、智能智造、
SDV等行业前沿领域。

渠道优势

轻量化、共享出行等领域，参与者
65%为中高层及以上技术、采购、战
略管理者、创始人/合伙人/董事/总裁

/C EO占比25 % ， 中 层 管 理 者 占 比

37%；技术论坛300+人次/场、峰会
500-800+人次、场、在线直播关注量

闭门研讨会（邀请制）

帮助企业搭建垂直领域行业交流平

众号（6个矩阵账号）、EDM、社交媒

及发展，获取更多行业情报及潜在

体及新闻客户端等

台，互换信息，针对垂直领域研发
客户，加强圈层合作和生态建立。

资源优势

础，进行深度分析，定向输出相

针对智能化、电气化等领域建立了丰

关的数据产品与行业研究报告，
并针对重大课题进行专项研究，
尤其是在汽车供应链领域，有非
常深厚的研究基础和成果。

富的课程体系和脉络，并推出了盖世
大学堂。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跟老师
进行线上互动和交流，同步线下也会
举办公开课，开放给学员。旨在深耕
汽车行业搭建交流分享平台，陪伴汽
车人同学习共成长。

标准化产品

乘用车历史及预测数据库

动力总成历史及预测数据库

乘用车/商用车分省市终端销量数据
企业、产业、展会等标准化报告等

商用车产业、前瞻技术情报分析）

会、投资、汽车媒体等领域专业人士，

咨询项目

同步覆盖懂车、爱车的消费人群。

投资研究及项目推荐

北京办事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5号楼外企大厦B座19层1902室

邮 编 Z ip ： 2 0 1 8 0 5

课堂，邀请众多行业头部企业及专家

期刊（乘用车电气化、智能网联汽车、

业，以及政、产、学、研、协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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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盖世组织了将近400多场线上

究院以平台自有的各类数据为基

定制化产品

用户覆盖主机厂及零部件等上下游企

地 址A d d ：中 国 · 上 海 · 嘉 定 区 · 曹 安 公 路 5 6 6 6 号 二 楼

作为汽车行业智库，盖世汽车研

累积100W+人次/年（2020年统计）。

全媒体平台覆盖网络媒体（中、英文
资讯）、手机WAP站、APP、微信公

项目对接会（专场＆单场）

峰会与论坛

覆盖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新能源、

电话Tel：86 21 5169 9066

传真Fax：86 21 5036 6106

武汉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关山大道332号保利天悦中心2806
邮箱Email：info@gasg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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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Fasteners, Adhesives, Tools and …

15

佛山市万为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Focus Machinery Co., Ltd.

121

GlobalFastener

7

福建南安三井机械厂有限公司
Sam Chang Machinery Industrial

119

Magazine Bulonero

132

盖世汽车 Gasgoo

135

The Way to Enter Chinese Market

94

广州国际轴承展览会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Bearing Exhibition

128

标准件大全
Fastener Factory Catalogue

125

国际标准件
International Fastener Magazine

127

标准件网
www.bzjw.com

130

国际金属加工网
www.mmsonline.com.cn

37

常州丰达科技有限公司
Changzhou Fengda Technology Co., Ltd.

33

海盐华宇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原海盐群星螺帽有限公司）
Haiyan Huayu Automotive Components Co., Ltd.

91

大湾区工业博览会
Greater Bay Area Industrial Expo

17

杭州杭申节能炉窑有限公司
Hangzhou Hangshen Energy Saving Furnace Co., Ltd.

95

第24届中国东北国际建筑五金、紧固件及钉丝网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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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2nd Fastener Trade Show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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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guan Chengsheng Hardware Mold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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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锐固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Jiaxing Reegu Hardware Produc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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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guan Juncheng Dacromet Metal Product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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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xing Shenglong Hardware Manufacturing Co., Ltd.

28

东莞市荣祥五金有限公司
Donguan Rongxiang Hardware Co., Ltd.

27

嘉兴兴欣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xing Xingxin Standard Heat Treatment Co., Ltd.

21

东莞市颖兴金属表面处理材料有限公司
Dongguan Yingxing Metal Surface Treatment Materials
Co., Ltd.

34

江苏超越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Jiangsu Chaoyue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Co., Ltd.

29

东莞增添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Zengtian Intelligent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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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盛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Jiangsu Washen Fastener Manufacture Co., Ltd.

30

东台市汇信诚金属制品厂
Dongtai Huixincheng Metal Products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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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机械门户网
www.jsjxmh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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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溱标不锈钢有限公司
Dongtai QB Stainless Stee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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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际金属冶金工业展
Metal Exp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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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蜘蛛紧固件网英文版
www.chinaFastenerinfo.net

18

佛山市南海九龙五金不锈钢交易中心
Jiulong Hardware & Stainless Stee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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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蜘蛛紧固件网中文版
www.chinaFastener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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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件展会网
www.jgjzhw.com

34

苏州鼎金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Suzhou Tingjing Precision Hardware Co., Ltd.

123

经济日报
CENS

35

苏州全项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Suzhou Quanxiang Precision Mold Co., Ltd.

4,5

卡锣萨尔维（广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Carlo Salvi (Guangzhou)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Ltd.

96

台湾国际扣件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Fastener Show

124

鲲鹏汽配传媒
qp365.net

90

土耳其工业博览会
WIN EURASIA

30

乐清市慕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Yueqing Mud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23

温州博宇机械有限公司
Wenzhou Boyu Machinery Co., Ltd.

31

芜湖永辉紧固件有限公司
Wuhu Wing Fai Fasteners Ltd.

35

温州克行通紧固件有限公司
Wenzhou Kexigntong Fastener Co., Ltd.

131

螺丝与机械
Fastener Machinery

33

无锡友创精密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Wuxi Youchuang Precision Hardware Manufacturing
Co., Ltd.

88

美国紧固件展
Fastener Fair USA

120

易紧通
www.164580.com

耐落螺丝(昆山)有限公司
NYLOK®-China

27

余姚标二工贸有限公司
Yuyao Biaoer Industry & Trade Co., Ltd.

20

宁波恒辉螺纹工具有限公司
Ningbo Henghui Thread Tool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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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键财机械有限公司
Zhejiang Jiancai Machinery Enterprise Co., Ltd.

24

平湖市高嘉机械有限公司
Pinghu Gaojia Machinery Co., Ltd.

36

青田普特标准件公司
Qingtian Pute Fastener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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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三林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Sanlin Hardware Products Co., Ltd.

13

瑞安市汇力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Ruian Huilida Metal Product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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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友信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Yeswin Machinery Co., Ltd.

32

瑞安市人民标准件有限公司
Ruian People's Standard Parts Co., Ltd.

93

中国国际建筑五金、紧固件展 China International
Building Hardware & Fasteners Show

26

山东普菲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hangdong Perfect Metal Products Co., Ltd.

92

中国国际五金展
China International Hardware Show

97

上海国际五金展
Shanghai International Hardware Show

131

中国机电产品交易网
www.jd-88.com

1

上海集优标五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ShangHai BiaoWu (PMC) High Tensile Fastener Co.,
Ltd.

130

中国五金网
www.hardware.cn

32

上海劲烁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Kingpluse Industry Co., Ltd.

36

上海巨鸿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Juhong Industrial Co., Ltd.

6

上海上垫垫圈有限公司
Shanghai Shangdian Washer Co., Ltd.

封面

封底

114,115

31

浙江瑞安市场桥永久标准件厂
Zhejiang Ruian Yongjiu Standard Fastener Factory

中国制造网
Made-in-China.com
舟山市和晟紧固件有限公司
Zhoushan Hesheng Fastener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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