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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毅昌科技集团简介



毅昌概况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总部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开发区广州科学城内，

注册资本4.01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拥有安徽毅昌、江苏毅昌、青岛恒佳、沈阳毅昌、重庆毅翔等十一个子公司，在汽

车城底特律设北美分公司，总资产35亿元人民币。

毅昌秉承“忠诚、团结、活力、速度”的企业精神，涉及家电、汽车、军工等行业，服务全球近三百家客户。

毅昌人以“让客户体验美好的科技生活”为使命，创建以工业设计为核心的创新科技工场，努力实现中国工业

设计的腾飞。



毅昌业务模块

电视 白电 汽车 电商 其他



公司服务23家包括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核

心客户，为261家中小企业搭建技术创新公共服

务平台，提供从结构部件，光学组建到模组和整

机等全产业链整体解决方案。产品覆盖从19寸到

86寸各尺寸别产品。

黑电
TV



白电

毅昌长期服务国内

外白电巨头，产品涵盖

冰箱，空调，洗衣机等

结构及外观饰件。拥有

中国最早的白电大型双

色注塑面板制造能力，

及IML和SKINFORM等

先进工艺技术，为客户

提供设计到制造的一条

龙服务。



毅昌汽车事业部成

立于2002年，总部设于

毅昌广州基地内，是毅

昌公司的汽车内外饰设

计、研究、生产的专业

化事业部。毅昌汽车事

业部为更好服务客户，

投资数亿建立了芜湖、

合肥、重庆、沈阳四个

专属汽车内外饰生产基

地。

汽车



家居电商

借助公司优势平台，整合资源，开发产品，建立电商渠道，打造

自有品牌，开创配套服务体系，赚取合适的利润。



其他

数码电子 生活家居 个护健康
家庭影音 厨房电器 专业设备



毅昌产业链

工业设计 结构设计 光学设计 模具设计
模具制造 注塑生产 钣金冲压 组装储运



毅昌工业设计团队组建已有12年，是一支富有激情活力的

设计团队。

我们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创造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工业设

计解决方案， 为客户提供最佳的产品设计价值。

设计荣誉 Design Awards

工业设计



目前公司有结构设计师318名,负责TV、模组、显示器、

教育/商用机及汽车等的设计，塑胶、金属、复合材料、包装

设计的解决方案研究。

公司另聘外部专家，为各高精尖项目攻关协力，集中在材

料、光学、成型等专业。

结构设计



模具设计及制造-塑胶

2009年广州毅昌高速精密模具厂成立，主要生产高端家电、汽车前后保险杠及内饰件等中大型、精密模具，年产值2

亿人民币。 高光、玻纤、双色模具设计制造及成型技术为公司的核心模具技术产业，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模具设计及制造-钣金

组立区
Assembly

铣钻区
Milling＆Grinder

试模区
Die Try

CNC电脑锣
CNC 

慢走丝线割车间
Wire Cuting workshop

研磨区
Grinding

毅昌钣金部从事各类

五金精密冲压模具设计及

制造，产品涉及电视机钣

金后壳LCD/LED光电模组

背板、前框、支架、五金

盖板底座、电脑机箱、伺

服器、机柜、家用电器、

汽车件等五金产品。



光学设计及生产

2014年10月，集团背光事业部正式成立。该经营体含集团背光研发、灯条生产、背

光质量管控为一体。

背光研究所，拥有光学研发人员53人，其中灯条研发人员23人，膜片研发人员30多

人。能独力完成全集团LED电视全套背光方案设计开发。

拥有全自动SMT生产线4条，产线采用SAMSUNG SM481 + SL120M 的贴片机搭

配应用，全自动高效率，确保贴片精度。

- Integral Sphere (积分球)



注塑生产

毅昌注塑机群遍布

全国各生产基地，拥有

从600T到3300T的各型

注塑机群 240 余台，

1000T以上97台，能实

现行业领先的高光注塑

，双色注塑及各种复合

材料的特种注塑。

满 足 TV 类 产 品

2500万台（套）／年。



冲压

毅昌在广州、合肥、昆山、青岛、沈阳五个园区设置了TV类钣金工厂，共配备从250T—

800T的全自动7工程冲压线体15条，各类冲切设备400余台，可满足19寸到86寸等从不同尺寸类

型的TV类钣金冲压加工。



涂装

毅昌在合肥，芜湖

重庆，青岛，沈阳等园

区配备了全自动大型涂

装线共11条，为汽车及

家电部件提供高效，环

保，复合等差异化涂装

效果。



创新工艺

毅昌特别注重

创新工艺的研究运

用，TV类复合金属

前框液烤背板，各

种灯光效果，多种

脚座或装饰件材质

的多样化运用，为

各品牌，各渠道的

产品差异化储备丰

富选择。



储运

立体存储，数字化储运管理，与先进物流体系高效对接。为客户提供门对门的一站式服务。



整机

依托毅昌在广州，江苏

青岛等园区配备的22条模

组线及11条整机线体，为

客户提供拥有全部知识产权

的 从 11 寸 到 86 寸 的 D-

led,E-led及商用的直面或

曲面模组和整机的生产。具

备年产1000万台模组和600

万台电视整机的能力。



02 家电行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家电产品成长性分析

中国家电细
分市场格局

大家电已经成熟；厨卫电器和厨房小家电处于成长期中后期；环境类电器、个人护理类电器等消费升级产品还处于成长期。

空调市场的消费升级导致家庭中央空调市场进入快速成长期，多联机市场成长性好。厨卫电器的消费升级导致洗碗机、嵌入式烤箱

等产品进入导入期，快速成长。

中国家电市场产品生命周期图



201X总结概况家电市场规模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中怡康测算

整体家电市场的规模仍在稳步增长及扩大

中国家电行业正在迎来两大时代机遇：对内是消费品质升级、对外是“一带一路”国家政策机遇。从产品角度，
家电和通讯产品是中国技术类消费品市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以智能、健康、环保为主题的小家电增长规模迅速

家电市场规模发展趋势



家电行业市场发展趋势

大家电特征凸显—大型，智能，节能，环保，舒适



03 家电行业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虽然我国制造业体量较大，但存在能耗较高，产业附加值较低，特别是内部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持续上涨，传

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正在逐步消失等诸多矛盾，导致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毅昌科技集团更是

感受到传统制造业成本上升的空前压力，2017年全集团员工总数6300人，仅年工资总额(奖金）一项就4.2亿元。

提高企业附加值，促使制造企业转型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和品牌建设，如果叠加

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定制化程度，就可以向微笑曲线更高端方向发起挑战，实现弯道超车，获取

更高利润率。

中国家电制造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



0302

01
中国家电企业研发投入与当年营业收入比率（“研发投入比”）低；

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高，人才流失率大，设备投入高，很多

家电企业受盈利能力影响，无法保障正常的研发投入。

投入不足顽疾

中国彩电行业利润较为薄弱，面临互联网电视的冲击低价模式和

电商发展的冲击，增量减收等问题，企业经营压力较大；

工业设计角度的差异，以及缺乏有效的市场战略，中国家电在海

外市场附加值低。

传统批量化生产难以满足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需求。

产品附加值难题 长期以来，外资厂商凭借其技术优势在我国自动化设

备行业中占有主导地位，尤其在高端自动化设备市场

占有率达90%以上。

我国智能装备及自动化制造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

面临着核心技术不足，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水平低的严

峻形势，国产自动化单元产品和自动化设备的生产成

本仍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未掌握核心技术及装备

中国家电制造转型发展面临的挑战



201X总结概况

唯有不断创新系统性地建立效能驱动基础上

新的竞争力方能解决企业发展的困局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如何破解家电行业的发展困境呢？

守业还是变革？买设备扩产能？高薪请大师？

中国家电制造转型发展对策



毅昌家电制造转型发展对策

2015 2016 2017

基础&平台

2018
策
略 校

正 策
略 校

正

检验成果
了解环境

明确任务
调整策略

2.0 
着力点：
➢ 自动化为主
➢ 信息化为辅

2.5 
2.8 
3.0 

着力点：
➢ 信息化为主
➢ 自动化为辅

着力点：
➢ 软硬互联
➢ 协同设计

信息化

自动化

机械化

目标：3.0 初级阶段

现状：2.0 阶段

网络化

毅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十二五”期间，国家提

出“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用更加明晰的市场战略、产

品战略、竞争战略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战略。而要完成传统

装备制造业工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高端的自动化装备已成

必然，智能装备及自动化行业成为制造业升级的发展重点。

毅昌科技集团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加大自主研发，在智

能专用设备和自动化成套生产线行业做重点研究，一方面对

集团制造系统逐步进行升级改造，另一方面对外部相关行业

市场输出技术和智能装备及自动化成套生产线等产品。



04 家电行业实施智能制造的收益



201X总结概况智能制造-制造业新一轮革命

互联网+制造模式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人机交互模式



201X总结概况智能制造-制造业新一轮革命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设计、生产、管理、服务等

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具有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

控制自执行等功能的先进制造过程，系统与模式的总称，具有以智

能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

基础，以网络互联为支撑等特征，可有效缩短产品研制周期，降低

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资源能源消耗。

注：以上引用工信部组织专家给出的描述性定义。



智能制造变革效益知多少

整体运
营效益

能源
效率

产品
包装

安全
事故

周期
时间

10% 25%

25% 25% 40%

根据智能制造领导联盟（SMLC）的估算，仅仅在车间层面，需求牵引、资源和供给高效利用的车间采用智能制造技术，
将会带来：



柔性制造=规模化生产+个性化定制

智能制造变革效益知多少

智能制造需要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将消费者的需求作为智能制造的最高标准，反向考量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等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大规模个人化需求定制的全新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设计

以面向模块化设计为核心，建

立产品族，构建“平台+模块

”的产品结构，满足消费者个

性化定制需求。

供应链 产品制造 产品营销

以先进制造为方向，通过信息

化生产系统、柔性生产模式、

智能装备、虚拟仿真等工具，

以用户可接受的交货周期和成

本，实现大规模个人化定制。

以敏捷供应链为方向，建立销

售预测模型、VMI+JIT供料、

高级计划排程等体系，实现对

消费者的快速响应和交付。

以O2O、C2B等商业模式为

方向，建立信息归集与精算中

心，实时进行信息推送，满足

消费者方便快捷的定制化需求

输入。



05 家电行业智能制造的四大趋势



消费升级
驱动

01

政策导向
推动

02

行业结构
升级

03

家电行业转型的影响因素



201X总结概况消费升级驱动产业转型发展



201X总结概况政策导向推动产业转型发展

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

牢牢抓住产品，制造和服务

这三大要素。

《中国制造2025》为制

造业提供战略性指引，创新

驱动、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服务型制造的魂是质

量、效益、成本。

《中国制造2025》



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传统行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真正实现从“库存驱动生产”到“订单驱动生产”

转型，从以往大批量、少批次传统生产方式向小批量、多批次转变，甚至向个性化需求定制C2M(柔性制造)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



趋势二

趋势三

趋势一

趋势四

制造全系统、全过程

应用建模与仿真技术

重视使用机器人和柔

性化生产

物联网和务联网在制

造业中作用日益突出

普遍关注供应链动态

管理、整合与优化

智能制造转型发展趋势



工业4.0研究院认为，工业4.0有三个特征：高度自动化，高度信息化和高度网络化

趋势一：制造全系统、全过程应用建模与仿真技术

建模与仿真技术是制造业
不可或缺的工具与手段。

基于建模的工程、基于建
模的制造、基于建模的维护
作为单一数据源的数字化企
业系统建模中的三个主要组
成部分。

涵盖从产品设计、制造到
服务完整的产品全生命周期
业务，从虚拟的工程设计到
现实的制造工厂直至产品的
上市流通。

建模与仿真技术始终服务
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
为制造系统的智能化及高效
与云顶提供了使能技术。



趋势二：重视使用机器人和柔性化生产

柔性与自动生产线和
机器人的使用可以积极
应对劳动力短缺和用工
成本上涨。

同时，利用机器人高
精度操作，提高产品品
质和作业安全，是市场
竞争的取胜之道。

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
的自动化制造装备在生
产过程中应用日趋广泛，
在汽车、电子设备、奶
制品和饮料等行业已大
量使用基于工业机器人
的自动化生产线。



趋势三：物联网和务联网在制造业中作用

通过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
整合职能机器、储存系统和生产设施。
通过物联网、服务计算、云计算等信
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构成制造务
联网。

实现软硬件制造资源和能力的全系
统、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透彻的感
知、互联、决策、控制、执行和服务
化。

从入场物流配送到生产、销售、出
厂物流和服务，实现泛在的人、机、
物、信息的集成、共享、协同与优化
的云制造。



趋势四：关注供应链动态管理、整合与优化

供应链管理是一个复杂、动态、
多变的过程，供应链管理更多地
应用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更倾
向于使用可视化的手段来显示数
据，采用移动化的手段来访问数
据。

供应链管理更加重视人机系统的
协调性，实现人性化的技术和管
理系统。企业通过供应链的全过
程管理、信息集中化管理、系统
动态化管理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可
持续发展。

缩短了满足客户订单的时间，提
高了价值链协同效率，提升了生
产效率，使得全球范围的供应链
管理更具效率。



201X总结概况智能生产-工厂/车间数字化变革

机机

智能工厂

预控式管理

信息化管理

数据化产品生命周期

工艺方案信息化

管理职能转变

操作内容转变

新增高级岗位

减少低级岗位

智能设备引入

设备状态监控

设备生产柔性化

维护保养信息化

自动配送AGV

数据可追溯

减少aWIP

现代化工厂

SS管理

人 法 料 环

智能生产是以智能工厂为核心，将人、机、法、料、环连接起来，多维度融合的过程。
重点在于将人机互动、将先进技术应用于整个工业生产过程，并对整个生产流程进行监控、数据采集，便于进行数

据分析，从而形成高度灵活、个性化、网络化的产业链。生产流程智能化是实现工业4.0的关键。



智能制造的十大关键技术和6大智能生产模式

科学决策
智能
决策

聚行业”认为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将分为三块，分别为资源驱动、规模驱动向效率渠道和创新驱动转变。新技

术、新商业模式等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将给整个行业带来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美的表示“真正的工业互联网必须打通研发，供应链，生产，物流，销售及售后，生产标准化，数字化，才能

真正做到“0”库存生产，100%物流追踪管理和“单”个起订的C2M定制。美的工业互联网已具备了这样的基础。

智能研发
智能管理

智能物流与供应链

智能装备 智能产线
智能车间 智能工厂

智能产品 智能服务

运营模式创新

生产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

智能互联互通

智能生产协调

智能计划排产

智能决策支持

智能质量管控

智能资源管理



家电行业智能制造成功转型的核心要素

丰富的制造业实
践和管理经验

专家级的软硬件
技术水平

01

02

03

04

必备条件

05

具备跨领域知识
及资源整合能力

熟悉智能制造发
展演进的趋势

熟悉战略管理及
具备全局视野



中国家电行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的成功代表

海尔 格力

美的 创维

海信

TCL长虹

康佳

白电“三巨头” 黑电“五朵金花”
以国内彩电五朵金花为代表，显示技术重新成为彩

电产品竞争主角的地位；从量子电视到激光电视，都是
中国企业走到全球的最前沿；

基于大屏的内容服务平台，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
用，有望进一步提升并激活电视机对于用户的粘性，互
联网洗牌终结。

美的以引进外来先进技术，融合发展为战略方向；
格力走的是自主创新，产业多元化。海尔调立足智慧空
气生态圈和互联工厂的研发和制造，但三者的共同点就
是，均把智能制造作为未来战略的重点；

打造“智慧家庭”平台品牌，三巨头将产业延伸扩
展，围绕智能家居和智能制造两大板块，自主研发，在
家电领域深化智能，在智能装备等新型领域进行开拓。



201X总结概况

智能制造转型是企业发展的战略决策，同时又是一次企业变革；

不同的行业、企业没有通用的实施方案，

必须从企业自身出发，根据自身优胜劣汰做好统揽全局的变革设计；

中国家电延续优势难度加大，必须居安思危、突破自我、创新求变，

以更大的产业竞争力在世界家电业潮头站稳脚跟。

总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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