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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瑞利杰：
冲压自动化提升竞争力

  文 | 刘明星，李建，王思杰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内金属加工企业面临着原材料和物流成本上涨、劳动力紧缺和用户持续降价等诸

多压力，同时也有全世界订单激增等机遇，产值多有波动起伏。但是，业内有一家金属加工零部件企业在

这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一直稳定快速增长，三年内实现了业绩倍增的奇迹！这就是青岛瑞利杰金属有限

公司，他们充分利用了青岛这个家电之都的地利，以及中国汽车和家电等行业蓬勃发展的天时，凭借强

大的模具研制创新力和多工序集成的自动化生产线能力，成为业内零部件行业中发展的佼佼者。2022

年 4 月初，在协易科技精机（中国）有限公司的协助下，MFC《金属板材成形》杂志采访到了该公司

的李辉总经理。

MFC：李总，首先请您介绍一下青岛瑞利杰的整体情况。

李辉：青岛瑞利杰金属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7 年 , 位于青岛城阳区春城路，占

地面积 16500 平米，是专业从事产品冲压、

模具设计制造与维修、精密机械零件制造

的企业。 公司拥有专业技术人才 220 余

人，2021 年的营收大约是 2.8 亿，其中

冲压业务大约 2.4 亿元人民币，模具业务

3000 万，2020 年底新开辟的精密钣金业

务大约是 1000 万。

公司主要客户包括一汽大众、上汽通

用、海尔集团、海信集团、惠普、富士、

三星等多家知名企业。其中，约两成的模

具出口到韩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

土耳其等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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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瑞利杰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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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青岛瑞利杰的主要产品是

什么？主要客户是哪些行业？冲压工艺

有何特点和痛点？

李辉：青岛瑞利杰的业务分为冲压加工、

模具设计与制造和精密钣金加工，为家电、

汽车、打印机以及通讯和消费电子行业加工

金属部件，如电视机背板、打印机部件、电

冰箱壳体、洗衣机部件、空调部件和汽车零

部件等。我们也能生产高强度、高精度、大

型结构件，同时专业制造 3 米 - 4.5 米的汽

车级进模和最长到 6 米的多工位模。

我们的服务的客户多是世界级的大客

户，涉及的冲压部件的品种多、批量大、交

货期短，标准化程度高，精度高，有些需要

二次加工，部分产品表面不能有任何划痕等

等。我们一直是两班满负荷生产，对生产线

要求是，大批量生产时，生产效率要高，稳

定性和一致性要好；小批量生产时，要有很

高的柔性，能快速在不同的产品之间切换。

一些汽车部件还对生产的过程有可回溯性的

要求，这就需要生产线具有智能化的功能。

青岛瑞利杰发展历史

2007
青岛瑞利杰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2008
手机屏蔽罩类模具精度至国内领先水平

2009
ISO 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通过

2010
白车身钢板级进模具交样成功，正式开始汽车模具制造

2011
DYK( 东风悦达·起亚 ) 模具业务合作开始

2012
青岛瑞利杰金属有限公司 更名完成

2013
SAIC-GM( 上汽通用 ) 钢板级进模具验收，进入模具备
选供应商名录

2014
打印机 Frame 类模具成功进入韩国市场，自营进出口
权取得

2015
新厂启用［16,000 M²］ISO TS 16949 认证
正式进入 SAIC-GM 模具供应商、钣金制造二级供应商
名录

2016
成入韩国三星国内唯一模具认证供应商；同年启动白车
身 6 个项目。

2017
年产值突破 1 亿元；通过一汽大众模具供应商资质 B 类

2018
生产 MES 系统上线，实现 MRP-MES-ERP 并行；
年产值突破 1.35 亿元。

2020
青岛瑞利杰钣金事业部成立于，专业从事激光激光手板
打样，数控冲小批量生产。

空调风机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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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我们知道，冲压行业竞争非常激烈，青岛瑞利杰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李辉：简而言之就是强大的技术开

发和制造能力。青岛瑞利杰最初是从事

模具设计和制作工作，后来加入冲压加

工行业，源于一次给三星手机加工听筒

上的微型多孔金属零部件的机遇。当时

别的供应商采用化学小孔蚀刻的工艺生

产这种 0.6mm 孔径的零件，效率特别

低下。我们通过技术攻关，实现了用超

精密的模具冲孔的方式生产，效率增加

数倍，拿下这个零件的订单。最高峰的

时候，一个月有十几套模具日夜不停地

给三星生产。

之后，我们又将冲压业务重心转移

到打印机、家电和汽车行业，这也是高

度竞争的行业，要进入巨头的供应商名

录，非常不容易。我们针对一些产品冲

压工艺，进行了改造升级，比如将手动

线改成多机联线；或者将多机连线冲压，

进一步改成单机多工位连续冲压。

我们凭借完善的产品开发系统及先

进的模具开发能力，还在冲压线上加入

复合工序，一条龙完成如模内铆接、攻

MFC：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青岛瑞利杰的现有的冲压生产线的情况吧。

李辉：青岛瑞利杰的理念是“精于

设计，简于制造”，尽可能使用自动化、

智能化的设备和生产线来取代人工，获

得更高的效率和品质。

丝，线体焊接、装配等工序，给主机用

户提供技术含量高的复杂总成部件。这

样做之后，不但生产效率高，而且因为

减少零件的多次转场的碰伤，外观质量

大幅提升。

我们在模具的生产稳定性、易维护

保养性有独门的秘诀，在冲压材料利用

率和冲压生产效率上也有丰富的经验，

这一切构成的性比价的提升，使得我们

获得了顶级行业客户的信任，不断加大

订单。

我们现在主要有三条自动化冲压生

产线，压力机全部统一换成了协易机械

的机械压力机，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反

复比较的结果。第一个原因是之前提到

的：生产效率和稳定性，我们的排产非

常满，不能容许又太多的冗余产能和宕

机出现；第二，就是我们正在做生产线

和智能工厂的建设，协易的机床除了稳

空调面板 打印机零件

手机听筒

洗衣机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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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吨三次元生产线

250吨机械人6连线

500吨连续模生产线

    机台面 6500×1500

    满足家电最大产品的试模

    主要生产 40 寸及以下电视背板和

      其它中小件

    连续生产的效率最高 25 次每分钟

    250T+200T×5

    满足家电中小型产品的试模

    主要生产电视支架和其它白电产品

    连续生产的效率最高 8 次每分钟

    机台面 3200×1100

    高张力宽板送料机

    可送料宽度 <1300mm

    厚板上限：5.0mm

    满足家电中小型产品的试模

    主要生产家电类产品

    连续生产的效率最高 36 次每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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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C：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瑞利杰的团队和企业文化？

MFC：请问青岛瑞利杰的发展规划如何？

李辉：我觉得是人才、自动化和模

具能力的持续投入的是我们在北方地区

发展得较快的主要原因。我很多年前在

昆山的模具企业工作，有了一定的技术、

人脉和资金积累之后，到用户集中的青

岛来发展，这里日资和韩资企业多，技

术要求高，机会也更多。

我们采取了合伙人的制度，建立专

业技术团队，团队中有来同行和用户企

业的技术骨干，工人很多是从职校毕业

招进来，从零开始培养成才，在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上具备了的自主研发、

技术创新能力，尤其是冲压、攻丝、焊

接、铆接、装配等核心技术，使得我们

能介入利润更高的总成零部件市场。

李辉：除了家电之外，汽车、新能

源汽车及装备制造业正在成为青岛乃至

山东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是我们要

深入耕耘的行业。疫情导致的各种人力

成本、原材料、节能减排，还有物流的

压力、供应链的阻断，将对金属加工企

业带来新的挑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修炼内功，来应对这一切变化。

我们将构建完整的加工环节，夯实

制造的“硬实力”，2018 年开始全面

实施了 MRP 物资需求计划 -MES 制

造执行系统 -ERP 企业资源计划，重

视前期准备，利于后续制造；重视前期

发现，避免后续返工；重视设计检讨，

减少时间成本；重视过程管控，不做事

我们是北方地区一直在投资新设备

和新技术，并且真正把三次元自动化生

产实实在在用起来的少数厂家之一，我

们有专业的团队维护和改进生产线，使

之成为创造利润的生产利器，而不只是

给客户和领导看的摆设。

有了这些软硬件，我们就具备和顶

级客户服务的能力，和汽车行业的威伯

科、北京现代、广汽丰田、上汽通用、

马自达、东风悦达起亚等，以及家电、

办公机械及消费电子行业的海信、海

尔、三星、惠普、圣度、富士、三菱重

工海尔、歌尔声学、冠捷科技、海信日

立空调等顶尖客户建立强有力的配套

关系。

后弥补。

我们的未来目标是建立智能化工

厂，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将进

一步和下游客户加强同步开发，帮助客

户节约设计成本，又能避免前期设计和

实际生产之间的冲突，与主机厂商共同

提高开发的效率和质量。

当前是进一步挖掘自动化线批量生

产和柔性生产的潜力，将更多工序加入

生产制造，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材料更丰

富、结构更复杂的零部件。从去年开

始，如何对产品质量进行高速自动化检

测是我们正在攻克的难题。最后感谢贵

杂志的采访，希望新老客户来青岛考察

合作。

定高效，也具备很好智能拓展性，

在降低能耗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现。

目前我们三条生产线，都可以

通过协易压力机的智慧系统实现：

第一、生产流程监测，包括生

产管理、机床健康监测、生产可回

溯、可柔性化生产、监控生产良品

率；

第二、能随时监控冲床状态，

包括机器健康状态，如电机状态、

润滑监测、耗电量、冲头温度；还

包括冲压监测，包括吨位保护和模

具保护。

自动化监测系统将能有效降低

人工操作的出错风险，通过远程诊

断，协易能帮助我们节省排除故障

的时间及成本，减少停机时间。

除了冲压线，我们近年来投资

了模具数控加工设备、模具研磨设

备、高速的检测设备，以及满足给

客户打样的需求的钣金加工设备。

在我们的智能生产线上，效率

提升非常明显：

以瑞利杰的 1200 吨的三次元

生产线为例，生产洗衣机的前板，

最初用人工上下料冲压，一个班十

个小时，大约能生产 2000 件；同

行用传输机器人的同样吨位压力

机，大约一个班能生产 4000 件；

现在我们用三次元生产线，一个班

能产出 8000 件。这是冲压设备、

自动化和模具完美结合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