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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伊贺三宅公司：Hotmatic HM 35，众多对手设备中的唯一一台哈特贝尔热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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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诚如各位所知，经济复苏的到来比

预期的更早，尤其是在汽车行业，

这无疑是一件幸事。

2010 年第四季度以来，这种好转态势也帮助我们签订了

更多新机床销售的合同。让我们欣喜的是，我们在北美

欧洲和亚洲的业务都呈现出了这一成功局面。

这尤其得益于我们坚实的财务基础和多个部门员工的辛

勤工作，让我们得以在不损失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克服危

机。我们还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在研究和开发领域取得进

展，并积极应对瑞士法郎升值带来的最新挑战。

我们在上海的竞争力中心还招募了更多员工并扩建了设

施，从而能够为我们的亚洲客户提供更加迅速高效的现

场支持。

在此我还想提到的是，严重自然灾害对我们的日本子公

司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哈特贝尔日本公司在

整个灾害期间都未停止过对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和支持

我们对此非常欣赏，并且要感谢我们的哈特贝尔日本团

队非同寻常的努力。

本期《NETSHAPE》的主题之一是向各位介绍来自我 
们第一家日本 HM 35 客户 — 三宅公司的反馈。目

前，这台 Hotmatic HM 35 每月锻造约 200 万件工件。

在采用组合锻造工艺的情况下，该系统每月甚至能够 
生产 400 万件滚珠轴承环！

我们要感谢您给予我们的高度信任，并祝愿您在未来 
继续创造成功业绩。最后，我们希望您乐于阅读本期 
NETSHAPE》。

谨致，

Urs Tschudin

扉页：

日本三宅公司社长  
Ryoji Miyake (左) 和 
工厂经理  
Kenzo Matsukawa  
在查看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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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文件包 —  
产品与服务信息 DVD 光盘

涵盖哈特贝尔所有产品与服务信息的互动式 DVD 光盘现已推出，有德文、英文、日文、中文和

俄文五种语言版本可供选择。除了产品及其技术数据的简介外，光盘内容还包括资料短片和应用

示例。

2010 年圣诞聚会 —  
在快乐的运动氛围中迎接新年

这是哈特贝尔所有员工一起参加的节日活动 
— 也包括以前的员工。2010 年 12 月底，

我们欢聚在巴塞尔足球俱乐部的运动主题酒

廊，一起享受独特的氛围和丰盛的美食。

自助餐中的美味佳肴。 大家沉浸在愉快的节日气氛中，酒廊内可俯瞰巴塞尔足球场。

GALBIATI —  
2010 年度最佳供应商

1 月，哈特贝尔第三次向 Galbiati 公司颁发了年度最佳供应商奖。继 
Pichler AG 和 Arcade Engineering AG 公司之后，意大利 Galbiati 公司

凭借 90 分的得分荣膺“2010 年度最佳供应商”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自年度最佳供应商评选计划启动以来，Galbiati 的得分

实现了大幅提高。在 2008 年的第一次评选中，该公司仅得到 70 分。

左起：A. Panzeri、P. Galbiati、U. Tschudin  

(哈特贝尔首席执行官)、P. Valsecchi、I. Baro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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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公司 —  
拥有全日本唯一一台哈特贝尔机床

Jürgen Fürst    三宅公司

三宅公司是一家锻造滚珠轴承和汽车零件制造商，总部位于日本伊贺；该公司是在这个太阳升起之

国首家引进哈特贝尔最新型技术 Hotmatic HM 35 设备的日本公司。Hotmatic HM 35 体现出瑞

士技术的高水准，并且能够在保持工艺可靠性的前提下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制造高精度零件，这一切

都给三宅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速度，Hotmatic HM 35 在需要频繁换模的应用中展示出的

超短换模时间也是该公司管理人员交口称赞的亮点。出于对哈特贝尔简单制模理念的高度认可，该

公司目前正在将该理念移植到他们其他的现有机床上。在瑞士莱纳赫，三宅公司提出了另欧洲人感

到非同寻常的要求，展现了其令人吃惊的一面。

这台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35 在整个日本

绝无仅有。在三宅这家日本滚珠轴承专业厂

商的厂房里，这台 Hotmatic HM 35 的旁边

还有 11 台由另一家机床制造商制造的热成型

机。作为同级中最快速的热成型压力机，它

充满活力。自 2010 年 3 月投产以来一直保

持着无故障运行的记录，每天生产 9 万至  
10 万个高精度铸件。在日本的重大自然灾害

导致需求减少之前，它的月平均产量达到 
200 万个工件。

7 月，恢复到自然灾害前的产量水平

日本刚刚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后，滚珠轴承

的月需求量曾一度下滑至 140 万余件。6 月
份，客户仍然取消了高峰时 90% 的订货量，

但是到了 7 月，工厂的多位负责人希望产量

能够恢复到这次重大自然灾害之前的水平。

于是，三宅公司的 HM 35 将再次投入满负荷

生产的状态。

哈特贝尔机床的高技术水准给我们留下了 
尤为深刻的印象。”三宅公司社长 Ryoji Miyake 
强调表示。这句话也肯定了一点，那就是对

于三宅公司而言，首次采用一家欧洲制造商

出品的热成型机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三宅公

司于 1939 年成立于大阪，如今其位于伊贺

和滋贺的两个工厂每年制造约 4 亿个高质量

滚珠轴承，主要供应汽车行业，客户包括丰

田、宝马、日产、本田和多家最著名的日本

摩托车制造商，此外，一些日本的机床模具

制造商也使用他们生产的零件。

位于日本伊贺的三宅公司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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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日本伊贺的三宅公司总部。

拥有首台哈特贝尔最新机床：全新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35。

对于这些应用于变速箱等领域的轴承，三

宅公司历来秉承精益求精的质量理念。来

自瑞士的高科技机床 HM 35 及时地替代

了一台出自另外一家制造商并且已使用多

年的机床，这使得三宅公司更好地坚持了

这一理念。

左起：社长 Ryoji Miyake；公司高级行政主管 Kazuhito Fukui；工厂经理 Kenzo Matsu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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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matic HM 35 的技术数据
成型工位数  4

总压力载荷  3800 kN

工件最大外径*  约 75 mm

组合锻造工艺最大外径*  约 68 mm

棒料外径  18–40 mm

下料重量  0.06–0.74 kg

*  对于圆形钢制工件，不考虑变形程度、变形工序以及材料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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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公司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生产准备工作。

带逆转齿轮的进料机技术倍受好评

HM 35 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实现高速锻造工

艺，尤其得益于两项优势，其一是允许最大

棒料直径达 40 毫米的高精度进料系统的应

用，其二是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棒料剪切工

艺。可靠的棒料剪切质量直接保证了稳定的

锻件体积精度，进而使三宅公司得以实现高

水平的客户满意度。锻件体积精度的高稳定

性要归功于直接安装在感应加热系统下游的

伺服进料系统。这种由伺服装置驱动的进料

系统于 2003 年首次应用于热成型机，在此

之前，热成型机使用的是由复杂的机械机构

实现的进料解决方案，与之相比，伺服进料

系统采用了简单易用的技术，且拥有极高的

运行精度。只需通过控制台进行简便的调节

设置操作，即可始终确保进料余量的实时计

算。电子棒料料头踢料系统负责生成、跟

踪、控制棒料过渡部分，使得棒料的更换既

安全又经济。

此外，三宅公司对简单而巧妙的剪切模具 
设计也是赞赏有加。公司高级行政主管 
Kazuhito Fukui 解释了这一设计理念给他带来

的重要启示：“我们将力求把这种成型模具

设计理念应用到我们所有的机床上。我们的

设计师已经开始对一些设计原则进行移植。

伺服进料系统的另一个优越性是对材料的影

响更小。棒料剪切过程结束后，进料轮会迅

这种模具概念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新鲜 

事物，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显著缩短 

模具更换时间。”

工厂经理 Kenzo Matsukawa

在积累了一些初期经验后，三宅公司现

在已经开始根据哈特贝尔的模具设计理

念进行模具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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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公司产品家族中的其他产品。金属车削件。 锻造滚珠轴承的坯料。

速与逆转齿轮接合，因而剪切刀板在回退时

不会与经过加热的料棒发生接触，由此实现

的更高的料段体积精度与更理想的剪切料段

几何形状进一步确保了稳定的凹模填料情

况，最终提升了工艺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停工时间大大减少

早在这台 HM 35 刚刚开始试车调试时，三宅

公司每天都能发现它新的优点。“自从我们使

用哈特贝尔压力机制造工件以来，停工时间就

大大减少了。”工厂经理 Kenzo Matsukawa 肯
定到。然而，三宅公司的员工们对于模具设计

的概念还相当陌生，首先需要完全彻底地学习

掌握和消化吸收。他们起初是按照现有的原则

开发模具，但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方法在实践中

并不可行。而当主管模具开发的员工充分理解

了哈特贝尔模具的简单概念后，他们马上就认

识到了它的优越性。工厂经理 Matsukawa 继
续介绍到：“这种模具理念对于我们来说还是

新鲜事物，但一旦理解了其精髓，我们就能够

利用它显著缩短模具更换时间。”

对于三宅公司而言，正是这种简单高效的模

具更换操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哈特贝尔日本

公司的负责人 Takeshi Imada 强调表示：“尽

管 HM 35 的生产规划是生产批量为 3 万到  
4 万的大批量产品，但由于其生产速度极高

还是需要经常更换模具。”事实上，在以每分

钟 180 件的速度生产等体积铸件的情况下，

模具几乎需要每天更换。“毫无疑问，80 至 
90 分钟即可全部完成的模具更换过程增加 
了机床的运行时间，从而提高了我们的生产

率。”Matsukawa 补充到。

机械夹持技术使得模具更换操作既可靠又省

时，同时也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工作强度。带

凹模和冲模夹紧盖和剪切刀板的模具可以在

安装到机床之前先完成预组装，使得模具更

换操作对生产时间的影响最大程度减少。已

经预组装的模具在模具更换龙门架的帮助下

被安装到机床上，并以机械方式夹持固定。

哈特贝尔机床的高技术水准给我们 

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

社长 Ryoji Miyake

三宅公司与哈特贝尔的项目 

管理方式既相似又有某些 

截然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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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质量控制被给予高度重视。

激光辅助式质量控制。

三宅公司希望哈特贝尔在日本取得成功

通过向客户供应质量无可挑剔的锻件，三宅

公司的目标是使客户满意度得到进一步提

升。三宅公司的管理层希望哈特贝尔能够在

扩展日本市场方面大获成功，而这也符合其

自身利益，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充分享

受到哈特贝尔高水准的服务和支持，而三宅

公司的 HM 35 也将不再“孤悬海外”。

Miyake Co. Ltd.
1626 Sanagu-cho
J – Iga-City, Mie 518-0001
电话：+81 595 23-5111
www.miyake-net.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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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 —  
按需精简，力求最佳

Stephan Dürer

有一支团队，他们在幕后实施行动、实现理念，并且通常也是在幕后进行运作。他们就是来自 Stefan Müller 
负责的供应链管理部门的员工。他们在哈特贝尔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采购”。在下文中您将会了解到一家

的先进的机械工程公司之所以取得成功，远不止是因为有负责采购货物和服务的员工。

质量务必要有保证！”Stefan Müller (供应

链管理部主管) 用这样一句话开始了这次访

谈。“哈特贝尔代表着可靠的质量，这也是我

们整个团队一直秉持的理念。”他补充到。

这支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承担着一项极具

挑战性的工作，其中有一点是机械工程业务

中很不寻常的 – 哈特贝尔本身没有冷、热成

型零部件的制造设施。供应链管理部的员工

不仅要向供应商订购零部件，而且还要负责

对这些零部件的质量进行检查，并且向哈特

贝尔的各个装配厂调配所需的零部件。这个

过程甚至涉及到如何让供应商确保零部件的

质量，以及为装配厂提供现场支持。这并非

没有原因：只有在机床设备中使用质量完美

的零部件，才能实现高水准的客户满意度。

哈特贝尔多年来一直如此。

然而，哈特贝尔的内部满意度也是必须要 
达到的指标。这一层面的关键点是“风险 
管理”。“对于采购业务中涉及的各种复杂 
因素，我们总是在不断地检查、优化，当 
然还有评估。我们的任务包括密切注意原 
材料市场的动态、反复检查完善采购流程、

以及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等很多方面。” 
Stefan Müller 说。

备件管理

哈特贝尔在制造新机床设备过程中所遵循的

理念也使备件管理受益匪浅。备件不仅要迅

速调配到位，而且必须符合哈特贝尔机床设

备质量的要求。合理的价格更是自不待言。

为此，哈特贝尔在内部以及与供应商一起建

立和维护着一个全面丰富的“备件库”。这

些备件通常是能够按照需要迅速调配到位的

坯料或零件半成品。

无论是因为要装配新机床还是要提供售后服

务，只要下达零部件采购订单，那么订购数

量都会按照“低价”和“低库存”两个目标

原则来制定。做到这一点需要依靠一些直觉

以及在哈特贝尔多年的工作经验。Stefan 
Müller 的团队恰恰拥有所有这些条件。

然而，在这支团队每天的工作中发挥主要作

用的并非只有他们的经验，与国内外供应商

的关系也同样重要。哈特贝尔与很多零部件

供应商的合作关系已经保持了多年，但是如

果有哪一家供应商认为这样就可以满足现状

不思进取，那就大错特错了。哈特贝尔采用

一套行之有效的供应商管理系统对 18 家供 
应商进行考核评估，这些供应商不仅供应量

最多，而且从业务战略角度而言都是哈特贝

尔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此外，哈特贝尔还

向考核评估结果最佳的供应商授奖  
(见第 3 页)。

高灵活性

低价格

良好的调配低库存

供应链管理团队 

“令人振奋的工作环境”。

货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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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振奋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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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多面手

从最小的螺钉到 95 吨的机床床身，Stefan 
Müller 的 11 人团队全部应对自如。这些各 
不相同的零部件在公司每年的营业额中占据

相当可观的比重。为了尽可能充分地满足这

项工作的要求，这支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都

拥有强大的技术背景并接受了完善的商业管

理培训。“只有这样，你才能让自己的思维

深入到原材料层面，并参与到哈特贝尔全新

产品的开发过程中来。”Stefan Müller 强调 
表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NETSHAPE》相信您会

对自己的工作乐在其中。

供应链管理团队成员 (左起)：Antonio Mauro、Vincenzo Cristofano、Mehmet Ali Oezbey、Max Teichmann、Beat Hayer、 

Rémy Billand、Stefan Müller、Holger Koch、Hannelore Bader、Thorsten Hirsch、Thomas Leuthard、Heidy Baumann。

供应链管理团队使用精准的测量台对采购零部件的误差进行抽样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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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来了！经过 600 公里的跋涉，哈特贝

尔编号 007、型号 Hotmatic HM 75 XL 的最

大型热成形机搭乘一辆重型运输车抵达了目

的地。在德国西南部城市特里尔，它被搬运

到一辆重型多轮轴平板运输车上，然后运入 
GKN Driveline Trier 股份有限公司的厂房。

精细的调准定位

现在的任务是将这台 HM 75 XL 安装到专门

准备的基座上。这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

完全不是这样。首先，它重约 100 吨，其次

这个庞然大物的安装定位必须精确，如果调

准定位不当，可能导致在后续的组装和调试

过程中出现不利状况。为此，工作人员首先

将 HM 75 的安装位置测量到分毫不差，然后

用细线加以标记。

令人心跳加速的时刻

随着安装过程的进行，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跳

都在不断加速。一大早，运输公司的专业人

员就开始构建一条轨道系统，液压起吊设备

随后将在这条轨道上把 HM 75 运送到最终 
的安装位置。整条轨道要求达到极高的位置

精度。专家们于不动声色的冷静中高效地为

移动这座体积巨大的机床做好了准备。上午 
11 点 55 分，HM 75 的安装程序正式启动。

强劲有力的液压起吊设备将 HM 75 吊起， 
整个动作看起来几乎是轻而易举。现在， 
HM 75 悬吊在重型平板运输车上方约 10 厘
米处，然后被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到最终安

装位置。此时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重达数

吨的 HM 75 仍在轻微地前后摆动。

 007”的新挑战 —  
第一段退火剪切料段

Stephan Dürer    Stephan Dürer，GKN Driveline Trier 股份有限公司

在这个系列主题报道的第一部分“‘007’身负艰巨使命”中，我们已经向您 
介绍了哈特贝尔当代最大的热成形机 (HM 75) 的拆解和运输过程，在第二部

分中，我们将向您重点介绍它的安装和调试过程。在将这台机床运输到目的地之后，接下来的工

作都遵循着一条格言：“真正的力量蕴含在平静中”。

HM 75 由结构复杂的液压起吊 

设备从低位装载装置移动到重型

多轮轴平板运输车上，然后再被

移动到安装位置，即它未来的生

产工位。

第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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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系列主题报道的第一部分“‘007’身负艰巨使命”中，我们已经向您 
介绍了哈特贝尔当代最大的热成形机 (HM 75) 的拆解和运输过程，在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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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HM 75 在精确对准的轨道系统上被移动到其最终安装位置。

最后数米的距离，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一丝不苟地专注工作，以确保 HM 75 移动到正确位置。哈特贝尔的工程师们 (从左上图开始) 负责的校

平专用脚垫的调准定位工作同样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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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上图开始) 液压系统将 HM 75 一厘米一厘米地移动到基座

最终位置的正上方。

(右图) 就像调音台前的调音师......所有的液压单元都从这里 

启动。

(左图) 哈特贝尔的两位工程师 (Rolf Nyfeler 和 Martin Fugel) 

负责将 HM 75 精确移动到最终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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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将这个庞然大物准确地移动

到标记上方绝非易事。所以工作人员们总是

采取一个办法：等待 HM 75 停止摆动，检查

位置，如果有必要则将其再稍微移动一点。

安全着陆”

下午 12 点 25 分，大功告成：HM 75 缓缓地

安放到基座上。“安全着陆”！在一旁观看的 
GKN Driveline Trier 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爆发出

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这也是这台 HM 75 
未来服役生涯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

要时刻！

从现在开始，哈特贝尔的工程师们便开始大

显身手了：他们将 HM 75 的机械零部件一个

一个地组装起来，电气线路一条一条地连接

起来，然后对棒料感应加热系统、中央润滑

系统、驱动系统等单元逐一进行安装、测

试、启动。同将 HM 75 安装定位到基座上时

相似，这个过程也是越来越令人紧张。

第一段剪切料段

三个月之后，我们见证了又一个重要时刻，

达成了又一项里程碑式成果。“007”开工，

崭新的棒料已放入棒料架上，操作员启动了进

料系统。新棒料以大约 19 米为一段被加热至 
1250 摄氏度，模具区域的水冷系统被打开，

随着一声沉闷的声响，HM 75 完成棒料成

型。接着，由伺服装置驱动的进料辊将灼热的

棒料一直拉动到剪切工位，“007”HM 75 的
第一段剪切料段诞生了。在场的人们如释重负

地松了一口气，随即笑逐颜开。在经过又一个

里程碑式的重要时刻之后，第一批模具开始按

照计划试用磨合。

圣诞节前夕，HM 75 的机械组装完成。

第一段剪切料段。

Helmuth Rohregger 博士 (GKN 公司北欧区总经理)、 

Kevin Smith 先生 (GKN CBE 公司董事会首席执行官)、 

Roland Seidel 博士 (GKN Driveline Trier 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Urs Tschudin (哈特贝尔首席执行官) 一起按下启

动按钮，成功启动了 H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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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硬质合金刀片的剪切刀板 —  
模具使用寿命更长

Stephan Dürer

在新的剪切刀板系统的开发过程中，更长的模具使用寿命、快速简便的剪切刀板更换过程、更高的剪切质量是 
三个明确的要求。前不久，哈特贝尔与硬质合金制造商兼开发合作伙伴 Ceratizit 公司展开了深入合作。现在， 
Hotmatic AMP 20 (S) 或 AMP 30 (S) 的所有用户都可享受到这一合作关系产生的成果了：采用硬质合金刀片的 
剪切刀板显著提升了成本效应。

与 Ceratizit 公司合作开发的新型剪切刀板系统。

这标志着，哈特贝尔在新剪切刀板系统开发

方面的投入获得了回报。新型剪切刀板系统

几乎完全达到了开发团队的要求。哈特贝尔

先是在位于莱纳赫的哈特贝尔演示中心对该

系统进行了测试，之后又在哈特贝尔客户的

生产现场进行了多项实地试用，使其出色的

性能得到反复验证，进而可以开始向客户提

供。这种采用硬质合金刀片的新型剪切刀板

系统的使用寿命能够达到以往剪切刀板的七

倍，这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提升。

操作简便

在使用寿命增加的同时，这种新型剪切刀板

系统还具备易于更换的优点。以往的剪切刀

板必须整体更换，而使用新型剪切刀板系统

后，机床操作员只需更换硬质合金刀片即

可，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既简单又安全的夹持

固定操作将新的硬质合金刀片固定在剪切刀

板系统上。新型剪切刀板系统由 Ceratizit 公
司在意大利制造。

其他类型机床

继用于 Hotmatic AMP 20 (S) 和 AMP 30 (S) 
的新型剪切刀板系统开始供货后，用于 
HM 35、AMP 70、HM 75 系列的系统未来 
也将陆续推出，这些系统目前已经进入测试

阶段，也包括刀片固定式剪切刀板系统。

如果您对新型剪切刀板感兴趣，可以联系 
哈特贝尔售后服务中心或直接联系 Ceratizit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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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值得您关注的事实 —  
哈特贝尔进入航天领域

Jürgen Fürst

哈特贝尔是怎么进入航天领域的？说来话长。毕竟，无论是我

们的机床，还是我们的机床制造出来的工件，都没有直接在太

空之旅中发挥作用的，然而哈特贝尔确实进入了航天领域。我

们承认这是一段听起来很有冒险色彩的故事，但任何与太空有

关的事不都是一段冒险吗？

2009 年 5 月 11 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宇航员 Michael T. Good (美国空军上

校，现已退休) 同其他六位宇航员一起开始执

行一项航天任务：他们乘坐亚特兰蒂斯号航

天飞机进入太空，对哈勃太空望远镜进行维

护保养。在为这次为期 14 天、行程 850 万
公里的旅行打点行李时，Michael T. Good 带
上了一支纯银圆珠笔。由于那将是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最后一次向哈勃太空望远镜派出

航天飞机，因此整个任务极富挑战性。看到

这里，您还是无法想象哈特贝尔是怎么参与

进来的对吗？好的，请别急，稍后即见分晓

宇航员 Mike Good 和他弟媳 Helen Dickinson 
通过这支圆珠笔追忆 Dave Dickinson 曾经 
的工作和生活。Dave Dickinson 是 Girard 
Associates 公司的创办人，也是哈特贝尔的

销售合作伙伴 (自 1965 年起)，正是他在美国

售出了第一台哈特贝尔热成形机。Girard 和
哈特贝尔两家公司除了业务上的联系，还有

着非常深厚的个人关系。上面提到的那支纯

银圆珠笔，是哈特贝尔送给 Dave Dickinson 

下午 14 时 01 分，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从美国肯尼迪航天 

中心发射升空，带着来自哈特贝尔的圆珠笔飞向太空。 

(照片：Scott Andrews，2009 年 5 月 11 日)

哈特贝尔完成太空之旅的纯银圆珠笔。

的礼物，后来一直摆在他的办公桌上，直到 
1991 年 5 月底他退休。

现在，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差不多交代清楚

了。Dave Dickinson 去世后，他的女儿 
Helen Dickinson 与合作伙伴 Jeff Jones 和 
Bob Bolin 继续经营着 Girard Associates 公
司，后来，她将那支圆珠笔赠送给了 Mike 
Good。Helen Dickinson 也是 Mike Good  
的弟媳，但那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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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太空飞行机组人员 (官方照片)。

太空任务的第 10 天，机械手后面的地球大气层看

起来像一条细线。(照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2009 年)

2009 年 5 月 19 日，与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分

离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照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2009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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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n 中国

 2011 年中国国际锻造展览会  
(ChinaForge Fair 2011) 
2011 年 8 月 23 日 – 28 日，上海

n 巴西

俄罗斯的展会活动

2011 年俄罗斯国际机床展览会 
(Metallobrabotka 2011) 于 6 月 14 至 
16 日在俄罗斯举办。作为在俄罗斯这

个新兴市场上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冷、

热成形机制造商，哈特贝尔受到了参

会人士的广泛关注。

展会/活动

 2011 年 10 月 5 日 – 7 日，阿雷格里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