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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德國司徒加特緊固件展－
中國展商特輯

企劃／惠達編輯部

前言
兩年一度的德國司徒加特緊固件展是所有緊固件

相關業者最期盼的盛事，上一屆2017司圖加特展有來自

46國家895家展商和91國11,709名參觀者來到司圖加特。

2019年截自目前為止統計有來自40個國家約900家參展商

將展示最全面的緊固件和技術。中國參展商約有175家，

其中知名廠商上海飛可斯鉚釘、余姚鑫泰五金、

坤厚汽車零部件、東莞市昕藝精密五金、寧波
海信緊固件，都是這次司徒加特展的參展商，2019司
徒加特緊固件展無疑地將成為所有產業行家的交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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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政府積極支持下，中國緊固件業的產能技術近幾年

持續進步成長，甚至某些中國廠商在高端緊固件中做出的研發

努力也不容小覷。由於產量充足及價格低廉，許多歐美廠商紛

紛將中國廠商列入考慮採購清單。根據中國安全生產監督管理

局數據預估，中國2019年高端緊固件市場規模將達到590億人

民幣。歐盟國家進口中國緊固件數量也是年年成長，在歐盟地

區如此嚴苛的品質管控下，中國廠商仍能成功打進歐洲市場，

可謂相當不容易。

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在2016-2017年，美國為中國出口

緊固件第一大國，但近年中國出口到歐盟各國的緊固件數量開

始成長，2017年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緊固件出口至德國從2016年
的第六名上升至第四，這都要拜歐盟反傾銷稅結束徵收所賜。

加上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影響，相較美國市場，歐洲市場

對中國廠商相對來說相對友善，使中國廠商紛紛轉戰這百家爭

鳴的歐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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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飛可斯鉚釘有限公司

－ 一流高強度結構型緊固件製造商

文／惠達　張乃文

聯絡人： 瞿麗萍 小姐
Email: sales@rivet-china.com

上海飛可斯公司成立於2003年，從一開始便專注於鉚釘類緊固件產品，逐步發展為擁有三家規模化工廠

和一個銷售公司的專業緊固件企業，目前是中國最大的抽芯鉚釘的生產商和出口商之一。年生產約二十億支不

同類型的鉚釘產品，80%皆出口到世界各地。

高強度結構型緊固件　業界種類最多規格最齊全

這間相當具有競爭力的廠商並沒有滿足于現況，積極開發高強度結構緊固件，目前上海飛可斯的高強度結

構型緊固件主力產品為BULB-LOCK、CUP-FIX、HEM-FIX等，直徑覆蓋4.0mm到16mm等不同規格。和同行

相比，飛可斯高強度緊固件品種最多，規格最全，品質穩定可靠。可廣泛用於鐵路、汽車、新能源、電氣櫃、集

裝箱等行業。

作為高強度緊固件產品專業製造商，嚴把品質關對上海飛可斯來說已經是最基本的要求，確保貨物出廠時

符合標準和客戶需求，並對所有批次保留樣品和記錄。針對部分客戶特殊使用條件，在標準件無法適配的情況

下，提供專業的個性化解決方案，以專業的技術支援來滿足客戶。對於客戶回饋，可以在24小時內提供檢測結

果和售後支援。

客制化訂定檢驗標準　彈性配合多國國際標準

「品質」是飛可斯的發展重心，飛可斯對每批材料進行100%進料檢驗，每個生產環

節都嚴格把關。所有批次會保留樣品和記錄至少兩年。針對汽車行業客戶的嚴格要求，

飛可斯採用光學篩選機進行100%挑選。對外觀有特殊要求的，輔以100%人工檢查，確

保符合客戶標準。另外配合不同需求也可以按照德國DIN、美國IFI、歐洲ISO等國際標

準或者客戶圖紙來生產。

另外為了有資質和汽車行業客戶合作，飛可斯目前已擁有IATF16949認證，另一方面

也是希望借此提高整體管理水準和品質要求。在品質與產品開發方面不斷進步的飛可斯

希望未來在汽車、鐵路、新能源等行業獲得更大進展，以高品質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領先

優勢帶動整體發展。

全球品質認證　目標完美無缺

飛可斯有高達80%的產品都出口到歐美地區，歐洲地區占比約40%，北美地區占比

約25%。銷售產品以DIN7337和IFI114 / IFI126標準件為主，高強度結構型產品占比重

逐年上升。年出口量約350個集裝箱。在本次的德國司徒加特螺絲展，飛可斯計畫在新款

高強度產品方面多做宣傳，並藉由這個難得的機會和老客戶深入交流獲取回饋，瞭解市

場訊息。

不斷的在緊固件領域深入發展，不只想做業界最優秀的製造商，更期望能夠帶動至

整體緊固件業的發展，讓未來需要高強度緊固件的產業有更好的選擇，一方面作為高強

度緊固件的製造商等於是把安全的重責大任握在手上，基於這份使命感，上海飛可斯期

許自己能夠將這份製造責任做到完美無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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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厚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

－「質量第一，信譽為本，顧客至上，誠信服務」

文／惠達　張乃文

拉鉚螺母、壓鉚螺母、壓鉚螺絲的專門製造商－坤厚，產品始終圍繞著

鉚接件展開，使得坤厚在這個領域鑽研極深，並且對於產品使用細節方面

能夠做出客製化相應的調整，滿足客戶在不同領域使用這些產品時更加方

便、有效率。

聯絡人：陳先考先生
Email: sales@khfastener.com

售前服務和售後服務一樣重要！

坤厚的產品應用範圍相當廣，從汽車、鐵路、電梯、輕工

業的建築和設備都有，不僅在中國國內暢銷且足跡遠布歐洲、

日本、韓國。對產品性能的要求，坤厚秉持精益求精的態度，不

斷改進，每年參展的產品都優勝與往年。坤厚表示，接下來他

們打算擴大「售前」服務，根據客戶的使用環境、所需的性能

提供最適合客戶的產品，坤厚將不斷壯大技術團隊，用專業且

精準的判斷，進而降低客戶的使用成本。

由內而外優化　提高性價比讓利給客戶

對於市場而言，產品的性能與價格始終是市場長期關注

的議題，如何製造出性能好、價格低的產品才是立於市場不

敗的原因，坤厚也一直在這個議題不斷學習與進步。坤厚從歐

洲企業請來老師協助管理層進行培訓，使公司內部的資源得

到更好的利用與分配，同時優化內部管理結構，從管理上創造

效益，降低成本讓利給客戶。同時，坤厚也不斷的改進技術，

提升產品的使用性能，坤厚接著舉例：「2018年我們對模具進

行一次改革，對模具進行嚴格跟蹤，這大大提高了產品的一致

性，同時產品的性能也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從進料到售後數十種檢驗機制層層把關

面對質量要求相當嚴格的歐洲市場，坤厚無懼廠商用放大鏡檢視

產品品質，遵循坤厚本身品質管控的四層嚴格把關；首先，原材料進行

入廠檢驗，檢測設備有硬度機，以及鏡像分析儀。第二，在生產過程中，

嚴格的首檢、巡檢、自檢、轉工檢、成品檢以及出廠檢，每批產品按批

次進行抽檢，使用的設備有千分尺、塞規、鉚槍、萬能試驗機、扭力扳

手、投影儀、表面塗層測厚儀、鹽霧試驗機。第三，坤厚使用ERP+MES
系統，對生產、銷售、檢驗、財務各方面進行監控，以確保客戶的貨保

證品質的按時出貨。第四層，每位客戶出貨時都有唯一的產品出貨代

碼，「我們保留客戶出貨資訊，出貨時的樣品3年，確保客戶的售後服

務。」

不斷在緊固件產品領域努力的厚坤未來計畫延伸至高鐵、航空領

域等高值化方面發展，並計畫申請TS16949強化公司內部體質。厚坤的

產品已成功打進南美洲的巴西和阿根廷智利市場，後續會繼續加大對

南美市場，並投入非洲市場。2019年坤厚將投入更多精力提升產品的

品質，完善產品規格，除此之外，同時計畫將購買土地，期望在2020年
前能夠建造自己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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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市昕藝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中國一流的精密鉚接緊固件專業廠商

文／惠達　張乃文

昕藝五金成立於2003年9月，當時從事自動車床車削壓鉚螺母、壓鉚螺柱等，供應給

本地的鈑金衝壓客戶，特別是通訊行業的客戶COMBA的鈑金供應商等等。日後學習到

鈑金衝壓緊固件的國外品牌如PEM、PSM等，自此昕藝五金開始致力於設計和製造鉚

接類緊固件，成為中國一流的精密鉚接緊固件專業廠商。

高品質生產設備　壓鉚系列熱銷海外

昕藝主要產品是壓鉚系列和焊接緊固件，諸如壓鉚螺母、壓鉚螺釘、壓鉚螺柱等。

全系列產品使用正規鋼廠的優質材料，電鍍熱處理都符合環保要求。產品覆蓋範圍廣、

規格齊全，能滿足各種客戶的需求。昕藝生產設備主要來自臺灣和德國，選擇這些設備

主要是因為精度較高、運行穩定。其他輔助型設備例如，自動包裝機、自動光學篩選機、

自動上料機等，都是同供應商一起自主研發的。

每年出口高達5億件堅固件，歐洲、亞太、美國等市場占了海外銷量額的80%，其他

分佈新加坡、印度、紐西蘭等國家和地區。目前昕藝戮力呼應習主席的一帶一路的政策，

積極開拓相關市場，計畫在現有市場穩中有增的情況下，拓展俄羅斯，澳洲以及南美等

市場。

增設全自動化廠區、海外倉庫　交期、品質再進化

昕藝計畫在2020年在廣東陽江新工廠正式投產，第一期的規模和產能將擴大3倍
以上，引進全套自動化設備，包括自動上料，自動檢貨，自動包裝。拓展其他高精度的緊

固件和汽車零部件，也會引進更先進的加工設備。品質方面計畫2019通過TS16949的認

證。並計畫2-3年在海外設倉庫，減少向客戶供貨的時間。

期盼公司與員工共同成長 替員工加薪10%
朱雲彬總經理期望未來總體的營業額能有20%的以上的增長，且期望員工工資能

有10%的增加，希望員工和客戶都和昕藝長久的合作下去。朱總經理表示：「我們希望

提供給員工更整潔，舒適的工作環境。同時也讓員工都買房，在昕藝五金安居樂業。也

希望也提供給客戶更高效的服務，更高性價比，更環保的產品。為社會盡一份力。」他

表示2008年金融危機時，公司也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仍堅持不減員，聘請德國技術專

家，練好基本功，等到經濟好轉時，就可以持續向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

經營過程中，從以前只向中國國內客戶提供OEM服務，到自主研發標準件，主動向

客戶提供鉚接解決方案，幫助客戶節約成本、提高效率。在從業的15年中，昕藝的技術、

設備不停地改革和提升，大幅度的提高了產量，提升品質，降低了生產成本。昕藝一直秉

持著：「踏實做事，誠實做人，為客戶提供最高性價比的產品；同樣的價格我們提供更好

的品質，同樣的品質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和價格。」的理念為客戶服務著。

聯絡人：朱雲彬總經理
Email: jasonzhu@grandame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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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海信緊固件公司

－「品質是企業的明天」

文／惠達　張乃文

寧波海信緊固件有限公司
聯絡人：孟雨
Email: summermeng@haixinfstn.com

寧波海信緊固件公司成立於1995年，經過20幾年的努力不懈，寧

波海信已經發展成為生產高強度、全規格螺栓螺母的專業緊固件製

造商。擁有兩個生產基地，占地面積達40000平方米、員工200多名、

專業工程師及技術人員20余人，生產範圍從M6～M100，引進臺灣產

全自動熱處理線4條，臺灣產全自動螺母冷鐓機30餘套，產能高達每

月2300噸。

面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或近幾年的行業競爭，以及2018年的中

美貿易關係等對寧波海信都是艱巨的挑戰。但海信堅持專注自我提

升、強化內功、不斷改進產品品質，升級產品結構，提高生產效率，提

升服務品質，以良好的品質口碑贏得眾多客戶的支援和信賴。

國際級產線　外銷全世界品質獲肯定

主要生產符合美標（ANSI）、德標（DIN/ISO）、日標（JIS）、國標（GB）的各種高強度鋼結構螺栓、螺母、以及鐵路部件。

並以外銷為主，目前產品已廣泛出口到美國、歐洲、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國家並贏得越來越多國內外客戶的青睞；90%產品

遠銷北美、歐洲、東南亞、日本、澳洲等，其中50%銷往美國，30%銷往歐洲。歐洲以EN14399/EN15048產品為主，美國以ASTM 
A194 2H產品為主，生產規模產品品質都居行業前列。

品管嚴謹滴水不漏　設備進化謹慎把關

海信對於品質要求眾所皆知，生產時嚴格執行品質管制，寧波海信表示：「品質是企業生存的根本，未來將進一步強化品

質管制，加大產品分選比例，加強實驗室建設和管理。」不斷的自我要求與精進，並與世界接軌，不斷從臺灣、日本、德國引進先

進的檢測設備，嚴格把關品質、嚴格控管制程及出貨前的終檢，做到不合格物不出廠。

將客戶需求視為己任　不斷優化自我提升

寧波海信的信念強調要以「客戶為根本」，提供最具水準的服務品質，並隨時保持和客人的順暢溝通，對客人提出問題及

時、高效作答，對於客人的抱怨認真研究、核查、解決，對於應該承擔的責任絕不推脫。以誠相待並互相合作創造價值，與客戶

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且寧波海信相當尊重員工切身利益，透過創造機會讓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

對於目前的營運企劃，寧波海信表示，生產規模不再擴大，高

端產品結構將繼續優化。把主力放在提升現在的產品品質、強化

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並鑽研高端產品；未來計畫要繼續申請

專業的國際認證，擴展更多高值化緊固件產品，比如：16949，石油

API認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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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鑫泰五金有限公司

－ 與客戶一同成長的膨脹錨栓製作專家

文/惠達 編輯部

成立於2005年並坐落在浙江省余姚市黃家埠鎮的余姚鑫泰五金有限公司

是一家專業生產膨脹錨栓、高強度緊固件、建築工程用膨脹錨栓、擴孔錨栓以

及各類非標準五金零件，同時具有自營進出口權的專業生產型企業。應建軍總

經理也提出公司的精神標語：「與客戶一同成長是我們努力不懈的目標。」

危機就是轉機 創立專屬貿易公司
余姚鑫泰公司地處杭州灣附近且占地面積達8,000余平方公尺，目前共有

120名員工，其中銷售服務及輔助人員有40多名、品質檢測人員8名、技術工程師

10名、生產計畫排程及輔助人員5名和機器操作員40多名。應建軍總經理也分享

了公司的發展歷程：「在2008年時遭遇到金融危機後，余姚鑫泰開始著手準備

成立專屬自己的貿易公司，來擴大出口額。」

余姚鑫泰公司   聯絡人：Lumia Yang
Email: sales01@xtanchor.com  

研發出1,200種尺寸產品 產能每月1,000噸
當談到余姚鑫泰公司的主打商品時，應總經理表示：「車修

壁虎、化學壁虎和套管壁虎為最暢銷商品，而這些主要應用在

建築、地鐵和家居裝潢等領域。」在制程能力方面，余姚鑫泰也

擁有近百套生產設備，包含冷鐓機、搓牙機、衝床、車床、數控

機床和自動裝備機，可製造超過5,000種尺寸的產品，每月產能

可達1,000噸。

專屬實驗室及 ISO 9001認證雙重品質把關
在品質要求日益嚴格的趨勢下，余姚鑫泰公司也不落其後，

擁有專屬實驗室引進測驗設備包含材料拉力測試機、維式硬度

計、鹽霧試驗機、拉出試驗機、膜厚測量儀、金相顯微鏡…等。

另外，應總經理也補述：「我們運用ISO 9001認證來規範管理並

試圖提高生產效率與效益，來讓公司可達到最高效能。」

市場現況與未來三年目標

余姚鑫泰公司的國際事業版圖占比為北美洲15%、歐洲

15%、澳洲24%、亞洲36%和其他地區10%，旗下生產的各類膨

脹錨栓主要輸出至這些市場區域。談到對未來事業發展規劃

時，應總經理表示：「我們期望2019年的國內銷售業績能突破

2,000萬人民幣；2020年的銷售總業績突破1億人民幣；而在2021
年時能增加一條生產線。」余姚鑫泰公司的強大企圖心和努力

不懈的精神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