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TSHAPE
哈特贝尔卧式冷、热成型技术期刊 — 2/08

ARNOLD UMFORMTECHNIK：与 Coldmatic AKP 4-6 S 携手前进



2

NETSHAPE 2/08

版本说明

NETSHAPE —  
哈特贝尔卧式冷、热成型技术期刊

出版：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 Werbung/
Kommunikation | General Guisan-Strasse 21, 
CH-4153 Reinach

编辑：

Stephan Dürer、Anita Werten

排版、制作：

Stephan Dürer

承印：

Gremper AG, Pratteln, Switzerland

印数：2500 份

印制：

Print Speed，胶印

©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2008

目录

3 简要新闻

  哈特贝尔的相关简报

4  ARNOLD UMFORMTECHNIK —  
与 Coldmatic AKP 4-6 S 携手前进

10  维护 — 哈特贝尔提供灵活的设备维护

12 视点 — 哈特贝尔的模具开发

17  技术 — 最新的设备控制系统

20  展览/活动 — 哈特贝尔的 Open House 2008  回顾

和近期展览/活动预览

编者的话：

亲爱的读者，

这一期的“Netshape”再

次聚焦于客户的观点及看

法，并为您介绍一些本公

司内部所实施的规程与方

案。我们将通过多个实例向您展示公司的一些值

得关注的开发成果。我们的目标是向客户提供我

们通过“在世界各地安装哈特贝尔设备”所获得

的专业与全面的建议。基于作为工程和设备制造

商以及全套设备安装规划师所拥有的核心技术，

我们将全力以赴在设备的整个使用期内为客户提

供最可靠的支持，并通过对自身能力的不断拓展

让客户从我们的专业知识与服务中受益。例如，

我们正在对不同的服务领域进行全面扩展，以加

强我们的能力与影响力。作为在改进客户服务方

面的最新成果，我们新近开发出了用于修复哈特

贝尔成型机的“全新”移动式加工单元。

如果没有模具或成功的工艺流程，生产设备又有

什么用呢？因此，我们在哈特贝尔努力为之奋斗

并且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为客户提供适合更广温

度范围的、多种经济实惠的模具方案与工艺流

程。我们的技术部门通过使用哈特贝尔开发的设

备运动动态演示软件来进行计算机模拟，从而给

予这类技术开发的大力支持。在这一领域，我们

在设备生产方面的经验与能力，以及在以往开发

中获得的真知灼见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下面的文章中将给予详细的说明并介绍一些可提

供的解决方案。相信会引起各位的兴趣。

技术总监 Andreas Matt

封面照片：

Arnold Umformtechnik 
的 Uwe Fleckenstein (左) 
和 Gerd Pfeiffer。

简
要

新
闻

研发中心的新成员：AKP 3-5
2008 年春季，我们在 Reinach 的研发中心安装了一台哈特贝尔 Coldmatic AKP 4-6 S 成型机。

这台 AKP 3-5 是我们最小的冷成型机，目前供培训、演示和研究项目使用。

冉冉升起的新星 COLDMATIC AKP 4-6 S
继我们最新的热成型机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35 成功上镜之后，现在轮到 Coldmatic AKP 4-6 S 
在金秋 9 月闪亮登场了。这段录相是在我们位于 Reinach 的研究中心拍摄的，那里最近重新安装

了这款设备。为了恰如其分地表现这款冷成型机，特地聘请了一支专业的摄制组。与之前拍摄 
HM 35 时一样，在拍摄设备运行时再次使用了一台高速摄像机。这样可以获得质量极好的超慢

速运动图像。

左图：

导演 Peter Beck  

(右起第二个) 和他的 

摄制组在工作。

右图：

在 AKP 4-6 S 模具室中

的高速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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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Arnold 公司要求颜色设计的新款哈特贝

尔 Coldmatic AKP 4-6 S 卧式冷成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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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Arnold 公司要求颜色设计的新款哈特贝

尔 Coldmatic AKP 4-6 S 卧式冷成型机。

ARNOLD UMFORMTECHNIK – 
与 COLDMATIC AKP 4-6 S  
携手前进

Anita Werten Stephan Dürer

Arnold Umformtechnik 位于德国 Forchtenberg-Ernsbach 的生产

厂每天都要加工约 60 吨的各种金属材料。其中大部分加工件用于制造

高技术部件。作为 Würth 跨国集团的子公司，该公司是智能及创新方

案方面的合作开发伙伴，非常重视对客户的全面支持。这家充满活力的

企业非常看好冷成型业务中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因此，最近投资购买了

一台哈特贝尔 Coldmatic AKP 4-6 S 用于开发新的、更复杂的精密成

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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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  

Dirk Döllner。

凡是对人身安全和保护有较高要求的场合，

你都不难发现 Arnold Umformtechnik 制造

的紧固件。汽车工业是该公司的最大客户。

它为德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各大汽车制造商

供应配套产品，在亚洲和美国市场也占有不

小的份额。Arnold Umformtechnik 制造的

专用螺钉对于确保安全气囊在需要时的正常

展开，以及儿童座椅、座椅安全带和转向柱

的正确固定非常重要。这些只是其中的几个

例子。从统计方面来看，一辆汽车上有大约 
200 个零件是由 Arnold Umformtechnik 供应

的。除此之外，该公司的经营活动范围还包

括电子工业和其它多个领域中的应用。

公司的核心业务主要集中于

两种类型的专门产品。首先

是在“简单的”双击冷镦机

上制造的品牌产品。其次是

由多工位冷成型机部门生产的超高精度功能

部件。

成功故事

Arnold Umformtechnik 已有 100 多年的历

史。Arnold Umformtechnik 1898 年成立时

只是一家螺钉生产厂，通过产品工程与智

能服务相结合，现已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高

技术部件供应商之一。作为在全球拥有 420 
家公司和 65,000 名雇员、年营业额超过 
80 亿欧元的 Würth 集团的子公司，Arnold 
Umformtechnik 及其子公司 Arnold & Shinjo 
和 Arnold Technique France 在 2007 年的销

售额约为 1 亿欧元。其中将近 8500 万欧元

来自于超过 35 亿件直径在 16 毫米以下，长

度在 200 毫米以下的紧固件的销售。而且这

一趋势有增无减。

在 Arnold Umformtechnik 的首席执行官 Dirk 
Döllner 看来，决定公司迄今取得的成功以

及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公司的 500 
名员工。“这家公司最大的资产就是它的员

工。他们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决定了公司业务

的成败。谁都可以写一份任务书，但是之后

必须依靠全体员工才能把它真正实现。”所

以公司内部非常重视长期雇用和团队建设。

在工作时间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体育俱乐

部和促进人际关系的非正式活动。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公司培养未来开发技术人员和工

“ 这家公司最大的资产
就是它的员工...”

Uwe Fleckenstein，MST 设计经理。

AKP 4-6 S 的模具室。

程师的专家培训中心也是实施不断前进的企

业哲学的重要阵地。

潜力

只有坚持不懈，讲究工作方法和设定明确的

目标，才能确保积极的销售前景。管理层正

在为将来的持续增长投资，特别是在冷成型

方面。“在整个工业界冷成型的潜力非常巨

大。这种技术让我们能够更有效地生产很多

产品并扩大该领域中产品的范围。我们可以

更好地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并为我们的客

户提供出色的定制解决方案，” Dirk Döllner 
解释说。材料成本的快速上涨是冷成型工艺

越来越有利可图的另一个原因，这种工艺对

原材料的使用比金属切削工艺经济得多。

全面的客户支持

Arnold Umformtechnik 很久以前就认识到，

在一个始终充满竞争的环境中，你随时都有

可能被取代，而把你自己和你的竞争对手区

别开来是保持成功的唯一方法。他们决定性

的成功因素是全面的客户支持 – 在其特定

行业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以服务为导向的工作

态度，除此之外，其它的成功因素还包括创

新和产品质量。通过战略性开发合作伙伴关

系，这家具有前瞻性的公司能够很早就参与

到客户的开发和设计工作中，并与客户合作

创造出最经济的和在技术上最可行的解决方

案。“我们不提供标准化的产品，而是提供

定制的解决方案。客户得到的是产品开发过

程中的全面服务。这始终是我们在冷成型方

面的优势所在，也是我们正在努力进一步拓

展的方向，为了充分挖掘这一市场的潜力， AKP 4-6 S 上制造的部分零件。

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及与客户间的全面合作是

不可缺少的。Arnold Umformtechnik 只有凭

借其专有技术和出色的工作质量，才能与竞

争对手区别开来，” Dirk Döllner 指出。

投资

为了实现自己

的目标，Arnold 
Umformtechnik 
添置了一台哈特

贝尔 Coldmatic 
AKP 4-6 S，扩充

了高技术生产车间的能力。这台设备是哈特

贝尔为冷成型领域奉献的最新机型，功能极

为丰富。

“ 我们不提供标准化的 
产品，而是提供定制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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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为了实现自己

的目标，Arnold 
Umformtechnik 
添置了一台哈特

贝尔 Coldmatic 
AKP 4-6 S，扩充

了高技术生产车间的能力。这台设备是哈特

贝尔为冷成型领域奉献的最新机型，功能极

为丰富。

“ 我们不提供标准化的 
产品，而是提供定制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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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拥有很多出色的特点，包括高达  
2300 kN 的总成型压力、6 个成型工位、 
带 7 个机械手夹钳的安全横向传送装置、 
Variblock 整体快速换模系统、线性送料和

高速剪切系统等。这台哈特贝尔冷成型机是 
Arnold Umformtechnik 第一个具有 6 个成

型工位的设备。仅仅这一点，就带来了众多

崭新的开发可能性。比如，它令该公司具备

了扩大其生产零件的尺寸和提高其生产零件

的复杂性的能力，从而扩展了公司的产

品范围。意味着公司第一次具备了生

产更大直径零件和多工位零件的能

力。“这台机器带给我们的潜力是

非常巨大的，”Dirk Döllner 高兴地

说。加上最新的模具技术，它可以生产很多

不同的产品。它可以更高效地制造更复杂的

新零件。“重要的是，通过利用哈特贝尔成

型技术，我们为客户找到了有吸引力的解决

方案，”Dirk Döllner 强调说。

为什么是哈特贝尔？

这笔投资是在对市场潮流和需求进行大量详

细分析之后的结果。这不是那种一夜之间做出

的决定，而是 4 到 5 年深思熟虑的结果。机

器制造商的选择是最后一步。Dirk Döllner 和
他的同事，MST设计经理 Uwe Fleckenstein 
以及多工位冷成型组长 Gerd Pfeiffer 一致同

意，“我们之所以决定购买哈特贝尔设备有很

多原因。和同类产品相比，它具有非常广泛

的制造能力。机器的操控性也立刻让我们感到

信服。结构很合理，操作也很容易。这样，

操作员就可以完全集中精力于模具的使用。

“ 这台机器给我们带来的潜力 
是非常巨大的”

Coldmatic AKP 4-6 S 的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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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方面，与

竞争对手的产品

相比，这台设备给人

以非常实在的印像。

而且更换模具时间短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

重要的优点，因为我们

不准备用于大批量生产，

所以需要经常更换模具。”

对 Dirk Döllner 来说，选择与

哈特贝尔合作的最后一个决

定性因素就是两家公司在思维

和工作方式上的相同之处：“和 
Arnold 一样，哈特贝尔也为客户

提供全面的支持。他们不但提供设

备本身，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 对 
Arnold 来说决定性的 – 附加值。除了产品之

外，他们还提供能够覆盖整个冷成型领域的

专业知识。比如，在模具开发、快速和专业

的维护以及支持等方面。目标就是发展和积

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这台来自哈特贝尔的 Coldmatic AKP 4-6 是
在 2008 年春季安装的。为了与公司的风格

保持一致，它采用了闪亮的“Arnold 蓝色”

加以装饰。现在已经投入一天两班的生产应

用。最初的结果非常不错，到目前为止“在

各个方面”都达到了 Arnold Umformtechnik 
的期望。

更多信息，请联系：

Arnold Umformtechnik GmbH & Co. KG
Carl-Arnold-Strasse 25
D-74670 Forchtenberg-Ernsbach
电话：+49 7947 821-0
传真：+49 7947 821-111
info@arnold-umformtechnik.de
www.arnold-umformtechnik.de

“ ... 到目前为止在各个方面 
都达到了客户的期望”

AKP 4-6 S 的开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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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维护 –  
哈特贝尔提供灵活性

Anita Werten Stephan Dürer

哈特贝尔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专业的现场机器维护。不过如果客户愿意，也可以返回制造商处进行维护。 
Räuchle 公司便是一个最新实例。他们将其冷成型压力机运到瑞士的 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进行 
维护。

有些哈特贝尔精密成型设备体积非常大。有

些长达 11 米的机型完全可以称之为庞大。所

以大修时，一般最好在现场进行设备的检查

和修理。哈特贝尔拥有大量可以随时为客户

检修机器的专业维护工程师。不过，取决于

所需修理和工作量，有时送到哈特贝尔服务

代理商处修理也是合算的。

灵活的维护

最近的一个这类情况的例子是 Räuchle of 
Dietenheim 公司 (德国)，他们决定不在现场

维护他们的哈特贝尔 Coldmatic AKP 4-5。 
Räuchle 公司的成型与模具车间经理 Hans-
Josef Kowalski 解释说：“对我们来说把机

器送到 Hatebur-Lumag Services 进行维护

的最大好处就是节约时间。专业人员就在那

里。我们能够让维修工作更有效地进行，而

且可以对其它需要在车间里进行分析的问题

立刻做出反应。配件供应更快，工程师们可

与专业部门直接接触，而且由于服务代理商

那里的基础设施更好，零件的拆卸和安装也

更容易。下一次我们肯定还是会选择这种方

法的。”

 

底部右图：吊出压力机滑块。

正在拆卸中的机器。

“ 对我们来说，把机器送到  
Hatebur-Lumag Services  
进行维护的最大好处就是 
节约时间”

如果是比较小的机器，那么哈特贝尔维护的

灵活性就更有吸引力了。“它们可以用卡

车很容易地运输，而且物流成本通常不比

维护工程师的差旅费用高多少，”哈特贝

尔的客户服务经理 
Hansjörg Gebhard 
指出。

某些情况下，较大的 
机器必须进行大量的 
拆卸工作。不过有哈 
特贝尔的帮助，这也 
不是什么障碍。“过 
去我们曾经多次在 
我们的一间装配工 
厂对一台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70 进行全面的机械大修和维

护，”Hansjörg Gebhard 解释说。

全面辅助

最好应该在所需工作和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

上确定维护的最佳地点。哈特贝尔可以在上

门服务和年度检查时帮助客户权衡不同方法

并就各解决方案提出建议。实际情况是 95% 
的设备维护都是在客户处现场进行的。不

过，如果决定换另一种方式，把机器运走进

行维护，哈特贝尔将为您会照管所有的一切 
— 包括运输在内。

1989 年制造的 AKP 4-5。 上图：维护后的模具室。

下图：起重机吊起 AKP 4-5 准备

运输。

维护工程师们在机器被运输之前进行最后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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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自动卧式零件成型机开发生产用模具是

哈特贝尔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能够称之

为“好”的产品必须符合诸多要求 – 具有完

美金属流线组织的最佳的成型变形工序、符

合公差、工艺可靠、设计简单、生产成本低

以及模具使用寿命长。同时满足所有这些要

求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开发团队面临很

多挑战。为了应对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生产

工艺，哈特贝尔积极应用计算机模拟辅助产

品开发。采用了先进的方法来开发能够精确

而经济地生产客户所需产品的模具。

最新技术

那些仅仅在数年之前还似乎遥不可及的想

法，如今已经成为了现实。利用最新软件创

建的 3D 模型，在开发初期就能够预测模具

的特性以及所生产零件的属性。“借助模拟

技术的帮助，我们在设计初期就可以对未来

的产品进行优化。从一开始就可以找出并排

除金属成型工艺中的缺陷，”哈特贝尔的工

模拟零件的详细研究。

模具开发 – 
从虚拟原型到最终合格产品

Anita Werten Stephan Dürer

哈特贝尔新的模具设计交付客户时，已经成功通过了若干重要的开发阶段。在工艺及模具部门，一个

具体设计要经过三个不同阶段：先是设计，接着是模具制造，最后是测试。虽然三个阶段密切相关，

但哈特贝尔非常清楚三个阶段是各不相同的，因而为各阶段分别配置了专家。“Netshape”将发表系

列文章，对这些开发实践进行了深入的介绍。系列文章的首篇介绍了初期设计阶段的计算机辅助仿真。

视
点

 —
 哈

特
贝
尔
的
模
具
开
发

零件 1
“模具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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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模具开发部门经理 

Patrick Stemmelin。

艺和模具部门经理 Patrick Stemmelin 解释

说。“过去，在设计、制造和测试模具之

前，变形工序都是根据我们的已有知识和能

力来确定的。为了优化一件产品，我们不得

不一遍一遍地重复整个过程。有了计算机辅

助模拟，开发时间和成本都显著减少，同时

我们还可以为客户提供成熟的产品。”

使用虚拟原型从 1999 年开始就成为标准的

工作程序。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客户对产品质

量和复杂性越来越高的要求。

进入设计办公室后，你很快就会发现计算机

辅助模拟现已成为了模具开发者的最标准设

备之一。每个项目阶段都要事先经过所谓

的“工艺模拟”，同时进行实际测试，以便

更好地理解工艺过程。FEM (有限元方法)，
一种处理复杂计算过程的现代方法，可用来

对产品进行应力、变形和受力的分析。除了

这些程序，设计师还使用运动模拟来测试零

件从一个工位到另一工位的传送。此后，设

备调节参数将被确定。运动模拟程序可以非

常精确地预测所传送零件通过机器模具区域

的动态情况。

超现代化的软件

无论是选择完整组件、生产可行性研究或是

过程优化，客户可以从过程中的任何一点开

始 (见第 16 页的对话框)，因为他们深知可以

完全信赖高质量软件的可靠计算以及哈特贝

尔设计师的专业知

识。比如对于过程

模拟，哈特贝尔使

用了 Transvalor 开发

的“Forge 2008”程

序。在输入特定机器

参数和物理数据后，

这个模拟器可以分

析任何制造概念。材料塑性流动的模拟会显

示所需装模是否完成以及过程中会产生怎样

的力。这样还可以在早期发现折叠或变窄等

成型缺陷。零件在成型后弹性响应的计算使

得设计团队能够评估最后成型零件的尺寸精

度。而且通过分析加工件中的硬度，还可以

得出关于产品最终特性的精确结论。对于应

力和应力峰值的研究以及成型部件内部温度

级数分布的评定也可以提供很多信息。

“ 借助模拟技术的帮助，我
们在设计初期就可以对未
来的产品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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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TTC (Tool Traffic Control) 程序进行了补充

的运动情况分析。该程序以西门子 PLM 软件

为基础，与上海交通大学专为哈特贝尔联合开

发。TTC 检查模具区域内成型工位之间传送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机械手夹钳会和模具发生

碰撞吗？零件夹持方式是最有效的吗？这些只

是能够回答的问题中的两个例子。“通过在这

里进行模拟，我们可以在模具首次使用时，就

能对零件在各不同成型工位的传送处理充满信

心，”Patrick Stemmelin 说。

一旦变形工序确定和运动分析完成，就可

以用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系统对模具

进行三维设计。为此，可以使用西门子

的“Unigraphics NX4”软件。

必要的专门知识

尽管计算机模拟在开发过程中带来了很多明显

的好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它只是一个工具。

无论是过程模拟还是运动模拟，都无法取代多

年以来确立的方法和取得的经验。工程师和设

计师的专门知识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对材

料、工艺、屈服极限、可能的模具设计和其它

很多方面的深厚知识是无法用计算机完全取代

的。“软件不能提出方案，只能测试方案。

使用“Forge 2008”进行的过程模拟显示了成型

零件在成型过程中的变化。 Coldmatic AKP 4-6 S 的变形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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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以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为基础，从变形工序的设计草图开始，”

Patrick Stemmelin 解释说。设计师们的专门

知识不仅在模拟准备

期间具有决定性，而

且在分析虚拟测试时

更是如此。对测试结

果的错误理解可能会

在生产阶段产生致命

的后果。那样的话整

个工艺就不得不又从

头开始。

还有一个方面在整个开发过程中也是非常重

要的：

团队合作

“模具开发不是一个人的工作；它只能在团

队合作的环境下才能取得成功。每一件新产

品都是模具设计师、模具制造人员和机器操作

员之间密切合作的结果，”Patrick Stemmelin 
说。所有项目都需要经过一个创造性的、高技

术含量的流程，由整个团队共同完成。“我们

模拟、讨论、分析，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还

需要再次模拟，以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在

这样的过程中，我们的知识随着一个接一个项

目的完成不断扩展。

结论

工艺模拟和运动分析中获得的“虚拟”数据

可以在后续生产工艺中带来高水平的产品质

量，并且实现零件在设备中各成型工位之间

的完美转移。

服务组件

与著名的哈特贝尔设备质量相匹配，客户还可以享受到一系列广泛的模具开发和

生产服务。

有以下选项可供选择：

➊ 模拟 (工艺模拟和/或运动分析)
➋ 模具设计 (包括模拟)
➌ 模具设计，包括制造

➍ 模具设计，生产和测试 (完整组件)

本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将于下一期 
NETSHAPE (1/2009) 中发表，

主题为“模具制造”。

TTC (模具传送控制) 模拟设备模具室内的运动情况。

零件 2

“ 工程师和设计师的
专业知识仍然是最重要
的...软件不能提出方案，
只能测试方案”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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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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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经理  

Stefan Götz。

受控的创新

Anita Werten, Christian Bürgin Stephan Dürer

哈特贝尔多年以前就开发了一种新的设备控制平台，从而告别了模拟时代。最新的精密成型机标配可编程

控制器 (PLC) 并使用触摸屏控制面板，操作轻松而安全。电气工程经理 Stefan Götz为我们讲了控制技术

不断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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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多年以前就开发了一种新的设备控制平台，从而告别了模拟时代。最新的精密成型机标配可编程

控制器 (PLC) 并使用触摸屏控制面板，操作轻松而安全。电气工程经理 Stefan Götz为我们讲了控制技术

不断现代化的进程。



18

NETSHAPE 2/08

技
术

 —
 最

新
的
设
备
控
制
器

Götz 先生，你们的团队是如何组织的 — 在
那些主要负责新产品开发，和那些工作涉及

接待服务问询和处理机器订单等日常任务的

员工之间有明确的划分吗？

“在我们的团队里有 7 名工程师和技师参

与进行中的控制器开发和处理机器方面的事

情。我们还有一名工程师专门负责哈特贝尔

ESA 600 系统的持续开发，该系统通过电子

方式对监控棒料头的落下，目前是热成型控

制的一个关键部分。还有一名服务技师，他

的工作主要是在世界各地调试我们的大型热

成型机和 ESA 600 系统。不过基本上调试和

服务问询都是由负责相关开发的员工自己处

理的。这样，从系统保养和操作中获得的知

识就可以用于新的开发。”

就在不久以前，成型机还在使用继电器开关

设备和直流驱动装置。看看最新一代的哈特

贝尔设备，显然谁都能看出它采用了很多高

技术电子和 IT 设备。你能简单地解释一下 
控制系统和驱动装置技术的基本原理吗？

“控制系统的基础部件是已经应用多年的非

常成熟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它与电子

安全继电器系统、主驱动装置、交流伺服驱

动装置和控制面板 (HMI) 等多种控制系统部

件共同作用。机器与传送带和加热系统等周

边系统部件的通讯通过总线链接进行。我们

的所有新系统都使用了交流驱动装置。与大

功率驱动装置一起，我们还使用了最新的能

量恢复技术。”

从你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它采用了大量复杂和

昂贵的电子和 IT 设备。对客户来说，这种 
技术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有了新技术，现在很多可以用到的功

能才得以实现。也许最好的例子就是使用交

流伺服马达的原材料进给。过去，就主驱动

装置而言，交流马达明显不如直流驱动装

置，尤其是在要求的低速运行的设置阶段。

你不得不忍受定位的误差。现代变频器不再

有这种问题，因此给客户带来了高精度和低

保养要求的驱动系统。另一个例子是计算机

控制的设备与模具调整，它可以实现更快地

更换模具，同时降低操作错误的风险。它还

简化了与周边装置和设备之间的接口，并连

接客户的操作数据输入系统。”

设备的操作通过一个带图形用户界面的大触

摸屏进行。这背后的技术是什么，另外，应

用图形用户界面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硬件方面，我们使用了红外屏及工业用 PC 
等成熟技术。当然这种新技术只有在运行中

非常可靠才能被接受。对我们来说，另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设计了一种能够让世界各

地的用户都可以理解的直观界面。通过使用

便于理解的符号和逻辑结构，我们非常成功

地做到了这一点。在需要以文本方式显示信

息的地方，语言选择功能意味着可以以用户

自己的语言加以显示。”

Hotmatic HM 35 上的 ESA 600 

控制系统。

新的控制系统自制比例是多少，外购的是 
多少？

“所有工程部分都是在哈特贝尔完成的。新

的开发项目，比如最新的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35，控制器从一开始就是和相关的模块

设计师一起规划的。软件开发也是在内部完

成，还有风险分析的输入和由此决定的安全

措施的实施。另一方面，驱动装置轴则是由

驱动装置制造商根据哈特贝尔的技术规范确

定的。而相关空调设备的热损失和尺寸大小

的计算等，则是由控制室供应商完成的。”

你们如何确保设备用户的操作员和保养人员

确实知道怎样使用这些现代技术？

“我们非常重视操作员和保养技师的培训。

如出现故障，控制器会提供带事件记录的清

楚的错误信息，并利用各种诊断和状态显示

来帮助解决问题。如果操作员无法解决这个

问题，我们会提供电话支持。有时在一些比

较新的机器上我们还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连

接系统。这样就可以通过受过培训、了解设

备状况的员工进行现场协助来解决问题。”

控制器和驱动装置市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你能进行一下预测吗？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速度越来越快。这就

为更多新功能的开发提供了基础。以太网络

应用在工业中如何发展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题目。总的来说，“进一步”应用总线网络

的新方法将会不断涌现。比如我们已经应用

了带总线连接器的传感器/启动器盒和安全总

线上的安全限位开关。我们是否以及何时在

这个方向上再进一步还有待观察。对我们来

说决定性的因素始终都是新系统是否已经有

了高水平的可靠性。最重要的是，使用新的

技术必须要给客户带来真正的好处。”

有一点是明确的：哈特贝尔装置控制系统的

开发工作从未停歇。以数十年的丰富专有技

术为基础，控制器平台始终在不断更新，以

反映当前的要求和新的技术可能性。和其它

很多方面一样，在这一领域哈特贝尔同样可

以让你有很多期待。

带触摸屏的高技术设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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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 OPEN HOUSE 2008 –  
HOTMATIC HM 35 隆重登场

有来自 20 个不同国家 90 多家公司约 200 
名兴致勃勃的代表 — 参加哈特贝尔 Open 
House 2008 期间 Hotmatic HM 35 首次正式

展示的人数令人鼓舞。这次展示为现有和潜

在客户提供了现场体验哈特贝尔最新开发的

绝佳机会。展示地点为这一创新热成型压力

机的首位用户的生产厂。Neumayer-Tekfor of 
Hausach (德国) 专门为这次活动向来自哈特贝

尔的参观者敞开大门整整两周。参观者们可

以看到如何在这台设备上锻造锥齿轮的专业展

示。受邀客人可以亲眼看到 4 工位热成型机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能，在“空转运行”时 
180 次冲击/分钟的无敌速度。作为 HM 35 众
多出色功能中的一项，超低冲击的加工件输出

也得到了展示。这次活动的其它亮点还有：在

热成型机上进行的补充虚拟演示、以及在这家

拥有众多哈特贝尔精密成型设备的生产厂中的

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参观。这是该款独一无二

设备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首演”，也是哈特贝

尔的又一个里程碑。

展览会/活动
敬请参观哈特贝尔在以下商品交易会中的展台：

国际工业论坛，乌克兰基辅：25-28/11/2008
中国锻造交易会，中国上海：07-09/12/2008
IMTEX 2009，印度班加罗尔：22-28/0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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