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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商业伙伴：

在最近一次的金融和经济风暴平息

后，汽车生产又恢复了欣欣向荣的

景象。例如在德国，目前生产的轿

车数量已超过 2007 年的最高纪录。当资本密集型投资机

器制造业仍像以往一样进行观望时，哈特贝尔毅然采取

了许多临时措施，在未出现任何专业技术流失的情况下

成功度过了困难重重的 2010 年。现在我们完全有能力恢

复已组织的项目，并开始向我们的客户交付因之前金融

抑制而推迟的交货。而且，我们已经能够像之前一样接

受新的订单。

我们正全力以赴地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目前面临的所有

困难，以应对当前瑞士法郎币值高估带来的挑战。此

外，瑞士中央银行也为我们提供了支持，保证对瑞士法

郎设定汇率上限为 1 欧元兑 1.20 瑞士法郎。现在，我们

希望新生的“危机”不会对经济增长施加过多的压力。

哈特贝尔将坚持不懈地走基于尖端技术的加速产品创新

之路。

在本期《NETSHAPE》中，我们将介绍一家日本客户，

该客户从事包括非汽车零件业务在内的国际化运营，

它同时也是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此外，我们还将报道

有关备件业务的信息，该业务是售后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哈特贝尔来说，备件业务是公司整体业务运营的

重要支柱，其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1/3 以上，同时

保证了我们有足够的机床库存以供客户进行生产。

我们不断地对机床的重要部位进行提高改进。这些解决

方案会经常更新。本期我们将以 AMP 70 为例进行说明

祝您阅读愉快！

。

扉页

Jun Hashimoto，
日本 Unytite 株式会社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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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MATIC 75 — 修订版手册即将面世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对 HM 75 手册进行了修订，不仅介绍了当前技术版本的机床，还附

上了新的图片。该手册的德语版和英语版也即将与大家见面。其他语言版本将根据需要进行

制作和印刷。

2012 年挂历 — 为满足大众需求，我们将推出精美 
新年挂历

新年之际，哈特贝尔将再次呈献带有瑞士风景的

精美挂历。去年，许多客户都未收到我们 2011 年 
的新春挂历，今年，我们将欣喜地为您呈上 2012 年
新年挂历。这些挂历将在今年 12 月送至各代理商

处，然后由各代理商亲自呈递给每位客户。对于

直接与瑞士莱纳赫市哈特贝尔联系的公司，我们

将通过邮递方式送达。

图片中美丽的瑞士风光将在新的一年里装点许多办公室的墙壁。

移动式精加工 —  
在现场使用

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可在客户方现场提供移

动式精加工服务。我们的服务范围包括：对整个接触

面和轴承面进行表面铣削，以便返修剪切滑块、驱动

轴、曲轴轴承座以及顶出器孔的再加工。服务还包括

提供一种高精度镗孔设备，该设备由 Hatebur-Lumag 
Services 训练有素的员工进行操作。

对 Hotmatic AMP 50 进行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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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YTITE —  
哈特贝尔机床的特殊应用

Jun Hashimoto, Christine Steiner   Unytite, Hatebur AG

今年，Unytite 将举行公司成立 65 周年庆典。这是一家国际化公司，总部位于日本神户，拥有 
13 台哈特贝尔成型机床，最新的一台在 2011 年 10 月刚刚安装就绪。Unytite 不仅为汽车行业 
制造轴承和零部件，还为海运业、桥梁建筑业和钢铁行业提供各种零部件。企业经营理念是倡导 
以开放的态度迎接多元化的文化和市场。

Unytite 株式会社总部

UNYTITE 发展历程

Unytite 公司成立于 1946 年 5 月。作为集团

创始人的 Hisashi Hashimoto 是以生产和销

售螺柱起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

向房屋重建、船体结构和船只引擎制造等供

应大型螺钉，公司业务得到很大发展。20 世
纪 60 年代，大型螺钉和重型机械均已标准 
化生产，公司产品销售遍及全日本。

1965 年 8 月，公司正式更名为 Unytite； 
20 世纪 70 年代，公司开始对外出口大型螺

钉，主要面向美国市场。

为了提高日本国内市场的销售量并适应海外

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形势，公司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兴建了四家新工厂：

– 1966 年 2 月：加古川工厂在日本兵库县加

古川市建成，主要生产冷成型螺钉。

– 1969 年 11 月，日本神户保古地区工厂投

产，开始生产小批量的特殊螺钉和种类丰

富的各类螺钉。

– 1970 年 3 月：位于兵库县朝来市的和田山

凹模工厂开始生产大型螺钉。

– 1970 年 7 月，神户市西区的明石工厂开始

制造生产锻造螺母。

除了投资建新厂外，公司还将资金用于购买

机器设备。Unytite 从欧洲引入了高效锻造 
机后，便开始生产高精度的螺钉。Unytite  
从哈特贝尔购买的第一台机床是 AMP 30， 
1966 年安装，直到最近才停止使用。在当

时，该设备只是哈特贝尔出口至日本的第 
五台锻造机。此后，Unytite 又分别订购了 
12 台型号为 AMP 20、AMP 30 和 AMP 50 
的机床。 
Unytite 从哈特贝尔购买的第 13 台机床 (型号

为 AMP 30S) 直到最近 (2011 年 10 月) 才安

装完成。该新型机床将替代旧版机床，同时

它又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投资。

使用新型机床后，每天两个班次 (一班 8 小
时，一班 10 小时) 即可生产 40 种不同零件，

每批可生产 40 000 个零件。此外，新型机床

也将改进操作人员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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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Unytite 在神户市西区的工业园中

建造了主办公楼、工厂和产品检测楼。公司

拆除了位于加古川和神户的两家旧厂，在原

地重建新厂并与西区进行整合。同时还向原

厂引入项目和生产计划。Unytite 在 1982 年
开始生产并销售六角螺栓和张力螺栓。

公司于 1985 年开创了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紧

固系统。此后，Unytite 不仅制造螺钉，还着

手研发并设计适用于各类应用的紧固系统。

在此基础上，公司又开发了多边形紧锁螺

母，并最终实现了自动化，从而缩短了建筑

与土木工程的工作时间。

此款螺钉连接在当时还比较新颖，能确保拧

紧扭矩精确，并带有集成锁定功能，可大量

用于隧道建设。1985 年，日元对美元大幅度

升值极大地改变了螺钉产业的形势。当时，

造船公司是 Unytite 的主要客户，它们专注

于生产高附加值的高质量轮船。新一代含已

定义预应力的螺钉连接比较受欢迎，它们具

有以下特点：

– 耐腐蚀性

– 构造轻便

旧金山与奥克兰之间的海湾大桥上就有哈特贝尔成型机床生产的零部件。(照片：加州交通局)

东京全新都市高速公路的品川线建筑工地，

改线将于 2013 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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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哈特贝尔公司的 Urs Tschudin  

鼓励我为汽车行业制造零部件。”

Unytite 株式会社首席执行官 Jun Hashimoto

– 螺钉和螺母均采用高强度钛合金材质 (例如

用于深海潜艇 Shinkai 6500)
– 用于发电装置燃气轮机旋转零部件的柱螺

栓/螺母

这些零部件均经过锻造和精加工，由高强度

和耐高温的特种材料组成。该领域的规范是

多方面的，确保一流的质量至关重要。

为提高产品的后续加工能力，Unytite 于 
1987 年建造了第二家主要工厂。

全球化：进入海外市场，成立 UNYTITE  
株式会社

公司早在 1964 年便开始尝试海外业务运

作。公司创始人兼前董事长 Hisashi Hashi-
moto 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专程拜访各螺钉 
生产厂家和机床制造商。在这两个月的时间

里，他认识到了欧洲与美国之间的技术差

异。他对使用现代化机械设备生产高质量螺

钉尤其感兴趣。因此，他打算对自己工厂中

的机械设备进行现代化改造。他希望自己的

产品也能在海外市场打开销路，尤其是美国

市场。回到日本后，他在 1965 年 8 月将公

司更名为 Unytite，以便更好地将公司推向国

际舞台。与此同时，他表达了对企业未来业

务发展前景的展望。早在 1966 年，Unytite 
在现代化欧洲锻造机上的投资就已经超过了 
1 亿日元。正是因为采用了现代化的生产方

式，公司才得以生产出极高质量的产品。

Unytite 员工以拥有哈特贝尔的 Hotmatic 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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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些机床极其可靠，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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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这时，继续为美国客户供应产品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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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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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 NASA 肯尼迪航

天中心的综合发射设施

– 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奥林匹克体育馆

– 各种体育馆，包括 MLB 和 NBA 体育馆

– 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各大酒店

– 桥梁建设，例如横跨旧金山湾的旧金山奥

克兰海湾大桥 (大桥全长 9 公里，不久将被

新的桥梁建筑代替)。

Jun Hashimoto 

(Unytite 首席执行官)、 

Atsushi Hashimoto  

和 Toshiro Onishi  

(从左到右)。

用于 Duodeca 

旋转型柱螺栓的

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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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以来，Unytite 的紧固件业务已

处于饱和状态，因此管理层拓展了一类新

的关键业务，即汽车零部件生产。

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受美国贸易限制所迫，

不得不提高本土零件制造比例。受成型机

床的尺寸限制，Unytite 主要生产驱动机构

或变速器零部件，而不再生产螺钉。汽车

零部件的销售营业额比例大幅上升 (占总 
销售营业额的 
30%)。当时，

说服 Jun 
Hashimoto 为
汽车行业制造

零部件的正是

哈特贝尔的 
Urs Tschudin。

除了在美国开

设工厂外， 
Unytite 还于 2006 年在中国广东建立了一

家本地化生产公司。Unytite 于 2011 年增

设了一家锻造厂，该厂将于 2012 年投产，

主要生产大型螺钉零部件和锻件。

在中国的合作经营企业：佛山优仁精密有限

公司和佛山优仁铸造公司

Unytite 在中国投资设厂的目的并非想利用当

地较低的工资成本来降低产品制造成本。 
Unytite 瞄准的是中国市场未来的大量需求。

此外，Unytite 的客户进入中国市场也是该公

司做出此决定的重要原因。Unytite 公司打算

在中国为这些客户提供服务。设立中国生产

公司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在当地采购零件。

当业务按照预期增长时，投资便变得更具吸

引力。而且，在中国设立生产工厂 (加上已有

的日本和美国工厂) 更加有利于 Unytite 在全

球范围内供应产品。在该项策略的指导下，

零部件销售、业务拓展和生产的选择和灵活

性可发展至惊人的程度。

拥有各种不同文化、习俗和培训背景的跨国

员工与日本员工紧密合作，从而提升了他们

的国际化程度。Unytite 期待下一批新进员工

能够以开放灵活的态度开始工作生涯。

汽车锻件： 

转矩变换器

哈特贝尔机床非常可靠，我们还打算 

继续购买 Hotmatic 机床。”

Unytite 株式会社首席执行官 Jun Hashimoto

汽车锻件：万向节 

组件 (左) 和环形齿

轮轴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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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以开放灵活的态度开始工作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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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机床非常可靠，我们还打算 

继续购买 Hotmatic 机床。”

Unytite 株式会社首席执行官 Jun Hashimoto

汽车锻件：万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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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

了解 Unytite 发展历程的客户都在期待该公司

能推出具有各种不同形式、材质和质量特性

的产品。为满足这些要求，还需要使用各种

不同的生产方法。除了在卧式加工过程中使

用哈特贝尔成型机床外，我们也对冷成型操

作采用卧式生产。磨削、抛光和精加工等操

作都在内部完成。这样，Unytite 工厂便不断

积累了产品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使得 
Unytite 拥有众多集成以及各种单一的工艺流

程在锻造业和紧固件行业中显得格外独特。

 
 组合型” — 这是 Unytite 管理层提出的新

关键词。之前，Unytite 工厂通过冷或热成型

操作来制造产品。热成型处理后，对冷却后

的锻件进行精整，从而达到成品形状。于是

产品价值便得以提升。

随着组合型制造方法的提出，如今组合式产

品制造已在不断发展中。Unytite 现已不再生

产单个零件 (单个零件的成型、尺寸或机械零

部件均由技术规范或图纸确定)，而致力于生

产具有特定功能或特性的组合型产品。

提升附加值的同时，也有必要改进操作人员

的技能水平。在销售增长的同时，生产总量

也得到了相应提高。在 Hashimoto 看来，延

长工作时间或增加工作强度并不能提高生产

效率。于是，Unytite 变更了之前采用的工作

方式，从而使每位员工的绩效得以提升。由

此节省的财力物力均用于员工的培训和进

修。腾出来的员工现在可以执行其他新的任

务。正是由于引入这种激励机制，相同数量

的员工才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生产价值。

管理层相信，通过工作本身实现自身潜在价

值对员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完成的好，

就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个

人修养并推动周围地区和社会不断发展。因

此，员工应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新的挑战，并

以开阔的心胸对待不同的文化和市场。

凭借新的技术发展，以及满足不断变化的市

场及客户需求的能力，Unytite 公司得以在竞

争异常激烈的螺钉、螺母和专业连接元件市

场中脱颖而出并居于市场领先地位。

周年庆典

今年，Unytite 株式会社将在各分公司举办 
65 周年庆典活动，在职和退休员工都将参加

此次庆典。届时，员工家属将有机会参观各

工厂；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更好地

了解 Unytite，从而鼓励我们的员工不断开发

新的经营理念，并使之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和

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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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第一届金属成型专题讨论会 —  
从原材料到成品件

和  Klaus Schreiner, Christine Steiner 

几十年来，哈特贝尔一直与成型行业的企业保持着联系。我们的 Ferrostaal AG 代理 (总部在莫斯

科) 帮助俄罗斯联邦各国了解哈特贝尔提供的机床和服务。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地区从事整体成型

操作的公司尚未形成一个联盟，因此，俄罗斯的成型行业很难获取有关行业研究成果、最新发展态

势、供应商和出版物等信息。

俄罗斯成型金属加工行业的专家们经过多次

讨论后，决定举办一次专题讨论会。通过这

些讨论可以明显看出从业人员迫切希望了解

专家信息和供应商激励措施，以及建立个人

联系方式。

莫斯科国际机床展览会

俄罗斯国际机床展览会

每年举办一次，在为期

一周的时间里，各金属

加工企业 (机床制造商及

供应商) 将借助这一平台 
(在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 
向目标客户展示其系

统、机床和模具。

哈特贝尔打算借本次展览会之机组织一次附

加活动，即俄罗斯成型技术专题讨论会。专

题讨论会的主题为“从原材料到成品件”，

目的在于向与会者介绍成型技术的概况，包

括关联的上游工艺和下游工艺。

8 家赞助商

哈特贝尔与 Ferrostaal 公司 (哈特贝尔在俄罗

斯的代表) 一起，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着手准备

专题讨论会事宜。我们的目标是组织一场为

期一天的专题讨论会，会议赞助商 (一些来自

金属加工行业的企业，对俄罗斯市场十分感

兴趣) 将与会。在哈特贝尔的公关下，总共有 
8 家企业表示愿意承担会议开销；它们还提

供了潜在目标客户的地址信息，并举办了讲

座，积极参加到这一活动中来。

与会公司介绍了各自在工艺链中参与的部分。

我对这些精心准备的文档 

以及专业水准的演示文稿尤 

其赞赏。”

SECO/WARWICK Thermal S.A. 公司东部 
市场销售总监 Roman Bykov 博士

钢铁生产 加热 成型 齿轮装齿 热处理 加工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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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生产 加热 成型 齿轮装齿 热处理 加工 融资

注册登记企业超过 100 家
在有近千个地址的列表上，我们通过信函联

系并邀请了大约 600 家来自俄罗斯、乌克兰

和白俄罗斯的企业参加会议。最后我们有 
幸邀请到 110 位代表注册参加专题讨论会 
(2011 年 5 月 24 日举行)。晚上，与会者们 
在莫斯科河游船之行中愉快地相互交流意

见，圆满地度过了充实的一天。

在游船夜游时，与会者们对救世主 

大教堂赞不绝口。

 

Klaus Schreiner、Norbert 

Joehl 和 Thomas Freiermuth  

在专题讨论会上介绍了哈特贝尔 

的机床和服务。

俄罗斯第一届成型专题讨论会的与会者在漂亮的礼堂中合影。

形象宣传及未来潜在客户群

初始经费投入非常必要：各来宾和赞助商都

认为本次专题讨论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许

多与会者都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因此，我们

打算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该项专题讨论会。

哈特贝尔可以借此机会拓展其在俄罗斯的市

场，并加强同现有客户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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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门有多少员工？组织结构是怎样的？

Hansjörg Gebhard (GH)：售后服务 (指的是

机床出售后为客户提供的所有服务) 部门拥有 
31 名员工。这些员工共分成 6 个小组。这些

组包括备件服务组、维修组、物料需求规划

组以及进货和送货组等。

各小组成员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Martin Fünfgeld (GF)：在行政调度部门， 
3 名员工负责处理与派送备件相关的所有任

务。装运之前，准备好所有货物，并开具好

发票。这项工作也包括关于运输和海关规定

的一般说明，有时会比较繁琐复杂，具体取

决于接收者的国家/地区。

售后服务 —  
取胜于备件服务

和  Christine Steiner

一天清晨，Ingo Gerspach 一走进办公室便听到电话铃声响起。一位德国客户急切地需要一个备

件。夜班期间，他的 Coldmatic AKP 3-5 出现故障。机器本应当处在全力工作状态，但现在却停

下了。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ASE 小组找到了合适的零配件，并将其包装好配送给了客户。傍晚

时分，这位客户又来了电话：机床已经恢复运转！

团队成员 René Brunner、Beat 

Seiler、Alexander Dobson 和 

Vanes Stabellini (从左到右， 

Chunhong Lu-Moos 不在照片

中) 负责解答产品疑难问题并给 

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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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 —  
取胜于备件服务

和  Christine St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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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ASE 小组找到了合适的零配件，并将其包装好配送给了客户。傍晚

时分，这位客户又来了电话：机床已经恢复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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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es Stabellini (从左到右， 

Chunhong Lu-Moos 不在照片

中) 负责解答产品疑难问题并给 

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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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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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有装运培训经历、熟悉国际运输系统和

报关流程的专业人士加入我们的团队。

GF：与客户协商时，我们会依据扎实的技术

基础培训经验来为客户提供建议。与客户打

了多年交道后，我们的员工还练就了一种直

觉感知的本领，可以更加具体地探究客户的

需求和要求。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们也

必须确保为客户提供好的建议。因此，随时

保持高度备战状态也非常重要。

除了要求具有卓越的技术培训经历之外，我

们技术备件部门的员工还必须尽可能地熟悉

控制工程和调控技术 (液压和气动系统) 以及

电气工程方面的知识。有经验的装配人员或

学习过技术进修课程的人员均有相应的优

势，因为所有其他领域的培训均会为整个团

队带来益处。找到能够胜任我们工作各方面

的全能性人才非常困难。我们的每位员工各

有所长。录用新员工时，我们会注意录用团

队欠缺领域的专业人才。

过去几年里，公司对员工的要求和运营模式

有没有发生改变？

GH：迫于时间压力，如今在客户方进行的修

改通常必须在四周时间内完成，然而几年

前，我们所允许的时间是这两倍还多。在过

去，只要熟悉机械学便足以出色地完成公司

内部的操作，但如今却不能胜任，因为随着

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机床构造越来越完备，

从而要求操作人员必须具备电器、液压和气

动等多项专业技能。这就使得材料变得非常

复杂。

售后服务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满足客户的要

求。这就要求：

– 零部件库存必须充足

– 高度灵活且可随时调度

– 售后服务部门和内部专家组均须具备广泛

的专业技能。

 

 

 

 

Jeanne Willig、Hidir Oezmen 

和 Martine Caggegi (从左到右) 

负责组织派送所需的备件，并阐明

相应的装运说明和海关规定；他们

每周按照这个程序向全世界派送大

量的产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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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员工能得到有关机床和备件的最新
信息？

GH：经理和同事会向新员工详细介绍行业的

最新动态。期间，新员工也会参观装配厂并

学习机械方面的知识，以便熟悉实际的操

作。之后会进行“在职”学习，即根据当前

的订单积累新知识，使用内部资源，参加模

具培训会议，或从内部专家处收集更详细的

信息。

能否告知工作范围以及部门的订单量？

GH：库存备件的价值大约 2400 万瑞士法郎 
(制造成本)。由于新款机床面世，库存量持续

增长 (过去十年里大约增长了 30%)，客户不

再希望将所有货物都存入自己仓库中。

哈特贝尔的备件业务对公司而言至关重要，

其平均销售额约占总销售额的 30%。售后服

务部门的销售额中有超过 80% 的份额是由备

件业务完成的。

哈特贝尔机床由成 
千上万个零部件组
成。客户如何知道 
自己订购的是正确 
的零部件？

GF：在出现损坏情

况，自然清楚损坏的

部件必须更换。客户

可以使用备件目录对

这些零部件进行定

义，然后无需询价便

可直接订购。如果需

要，我们售后服务部

门的员工也会提供装

备失效部件所需要的

调整、设定部件。这

样可确保提供要更换的零部件同时也提供另

外所需的材料，以便内部装配人员或哈特贝

尔的装配人员更加方便地执行装配和更换操

作。然而，用户经常有必要提供损坏部件的

照片或者通过电话详细描述这些部件。如果

客户在德国，则处理起来要相对容易，我们

可以快速有效地进行处理。但对于海外客

户，情况就有些复杂，因为语言、时差以及

专业技能和习俗不同，我们很难通过电话详

细探讨并提供帮助。

贵部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是否有明确的企业
战略或转型计划，或是否将要制定？

GH：纵观行业发展，对技术的要求显然越来

越高。我们不断地为自己设定目标，以便更

加专业地处理这类要求。如果客户一开始就

问到问题的要点，我们便可以更加高效直接

地处理复杂问题；如果客户一开始就与相应

的专家咨询商讨，便能最大限度减少后续询

问的次数。

GF：为做好充分准备以迎接未来挑战，哈 
特贝尔现在开始就投入了大量精力提供以下 
帮助：

– 为每台机床制作一张零部件明细表。该明

细表记录了每件出厂的零部件。这意味着

公司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维护电

子数据。这对客户和哈特贝尔员工都有好

处，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防止交货出错。

– 由于客户仅仅提供所需零部件的项目编

号，所以我们拿到订单后必须进行检查，

以明确客户正在使用哪种版本哪种类型的

机床。对于旧版的机床，也必须检查是使

用新零部件还是使用改进后的零部件，或

者是否可对其进行改装。因此，员工每天

都要回顾所有版本及其不同版本 (均以其原

始形式存在) 的图纸。

– 由于一个特定订单备件可能存在多种不同

版本，所以负责备 件的员工必须正确分配

零部件，并在电子文档中进行相应更新。

因此，大约有 10% 的员工将时间用在更新

数据库上，从而保证为外部或内部员工提

供一个全面而有用的数据库。

我们友善热情的电话客服 

人员 Stefan Bernet、 

Ingo Gerspach、Brigitte 

Utinger、Urs Schnell 和 

Gerard Blum (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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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友善热情的电话客服 

人员 Stefan Bernet、 

Ingo Gerspach、Brigitte 

Utinger、Urs Schnell 和 

Gerard Blum (从左到右)。

您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GF：尽可能快地为客户提供正确合适的零部

件。除了响应及时和送货快速之外，充足的

备件库存也是一项重要因素。

客户定期需求哪些产品？

GH：我们主要把精力放在含预装配零件的更

换单元上。这样，客户可以很方便地将故障

单元更换成经哈特贝尔修整后的可用单元，

然后将故障单元返还给我们，经我们重新修

整后又可以供其他客户使用。按照这种方法 
企业可以节省成本 (更换单元大概只需新单元

价格的 70%)，而更换单元在技术上仍与新单

元一模一样。此外还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这

对客户而言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

能否列举使哈特贝尔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三
个优质服务？

GH：一方面当然是我们非常巨大的备件库

存，这能够确保提供足够的可用备件。这有

助于我们完成既定目标：24 小时内为欧洲客

户提供其所需零部件，48 小时内为欧洲以外

地区的客户提供其所需零部件。

另一方面，机床零部件明细表 (在我们内部流

程中使用) 可确保运送至客户的零部件对应正

确的机床。

有一种“发布订单”的服务如今已大受客户

的青睐，这种服务尤其适用于工具模块、凹

模模座和冲头保持器，以及可存入哈特贝尔

库存达两年而无需任何附加费的零部件。即

使自首次收到正式订单时客户便已实际拥有

零部件，我们也会等在客户要求提货时才开

具发票。这是一种有利于客户的解决方案！

 

Martin Fünfgeld 和 

Hansjörg Gebhard  

(左起) 正在检查即将 

用于更换的连杆。

 

 

 

位于莱纳赫

市的哈特贝

尔大型备件

仓库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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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对 Hotmatic AMP 70 上的飞轮轴装配进

行了重新加工，并配备有 Ortlinghaus 生产的

液压离合器和制动系统。

在执行预防性保养操作时，打开并检查 HM 75 
上的液压离合器。检查期间，未发现超出容差

值的磨损。为此，我们假设机床的最低使用 
寿命为 10 年，这是一般液压离合器和制动 
器的使用年限，同样适用于修整后的  
Hotmatic AMP 70。但具体还得看实际操作 
情况。

用于 AMP 70 的无磨损离合器 —  
实用性更高，保养成本更低

Christoph Pergher, Christine Steiner   Christoph Pergher

Ortlinghaus 公司液压离合器和制动系统的技术已成功使用多年，如今哈特贝尔的  
Hotmatic AMP 70 也采用了这项技术。Hotmatic AMP 70 的上一代产品 Hotmatic HM 75  
之前也使用了该技术，效果不错，如今稍加改进后应用于飞轮轴复合件上。此解决方案可随时 
用于新的机床，并可改造成现有气压系统的备件。

液压飞轮轴，以  

Hotmatic HM 75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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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matic HM 75 为例

修整操作的先决条件

您可以在机床 470068 (1997 年) 之后的标准

装备 (如果这些装备上配有加强的飞轮轴轴承

系统) 上执行修整操作。当然，也可以对之前

版本的机床执行修整操作，但需要花费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

耗费在转换上的时间和精力

尽管进行了转换，但没必要对飞轮和小齿轮

轴进行修整。必须对地基稍加修改，以适应

添加液压单元后的新环境。

我们按照目前最好的技术添加了控制系统，

从而提升了机床操作员的操作安全。此系统

在哈特贝尔开发人员对机床执行的所有改装

和修整操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制动器为例 

介绍功能原理。 

(© Ortlinghaus-

Werke GmbH)

修整过程的特征

 离合器和制动器均通过液压运作。

 通过液压油进行冷却/润滑的烧结金属垫能有效地抗磨

损，可极大地降低保养成本。

 主动式冷却可确保高稳健性，能有效对抗热过载。

 未沾上油的金属垫可产生作用于离合器和制动器的恒定

扭矩，这是确保制动角度稳定和高可用性的基础。

 修整过的机床因其配有现代的模块化控制系统而显得

与众不同。

 水冷式液压单元可布置在地下室内。

 离合器和制动器在结构上与 Hotmatic HM 75 的几乎 
完全相同。唯一不同之处是根据 Hotmatic AMP 70 的
要求对扭矩进行了适当的改装，减少了板的数量。

3 压缩油 
(开关油)

回油

增量编码器  
(可选)

润滑

装上液压离合器和制动系统的飞轮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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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在远东地区的分支机构 —  
我们的子公司概况

Reinhard Bührer, Takeshi Imada, Christine Steiner    Reinhard Bührer, Takeshi Imada

哈特贝尔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二十多年里，哈特贝尔委托了

不同的贸易机构代理其在中国的业务。而哈特贝尔日本子公司 Japan K.K. 则早在上海子公司成

立 13 年之前 (1995 年) 即宣告成立。通过多年来在这两个市场的优异表现，哈特贝尔已经变得

众所周知，现在，哈特贝尔只需通过建立自己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便可加强并拓展其在市场中

的地位。

上海是一个拥有 2400 万居民的现代化经济

大都市。我们的上海子公司位于上海市的中

心位置，拥有一个精神饱满积极向上的团

队，他们与瑞士的专家一起，向客户解答有

关机床、模具和流程的问题。在东京，我们

也有这样一支团队。除了拥有专业技能和多

年的经验外，该团队的特别优势还在于他们

熟稔东西方间的文化差异。因此，一些具体

的问题和疑问均可通过各国的语言进行正确

专业的解答。

目前，哈特贝尔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

共有 16 位客户，已售出 20 多台哈特贝尔 
成型机床，这些机床日复一日地为汽车和滚

珠轴承行业以及其他行业生产零部件，哈特

贝尔也一直为这些机床提供着支持。很快新

订购的 AMP 50XL 和 AMP 20S 也将进行 
安装。

哈特贝尔日本公司 (团队成员共 7 人) 则拥有 
30 多家客户，包括 Toyota、NGK、Daido、 
Aichi 等企业。在过去的 50 年里，哈特贝尔

总共向日本客户售出了 100 多台机床，这么

多年过去后，多数机床还在继续生产零部件

与客户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并提供高效的售后

服务是我们中国和日本子公司的重要职能。

它们可保证我们的客户改进日常生产工艺并

提高生产效率。据此需求，我们还打算建立

一家亚洲服务中心，将服务范围扩展至中国

和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

。

哈特贝尔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团队成员： 

Daniel Dietrich、梁晶、余正华、 

Reinhard Bührer、史琼、沈玉定  

(从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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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也一直为这些机床提供着支持。很快新

订购的 AMP 50XL 和 AMP 20S 也将进行 
安装。

哈特贝尔日本公司 (团队成员共 7 人) 则拥有 
30 多家客户，包括 Toyota、NGK、Daido、 
Aichi 等企业。在过去的 50 年里，哈特贝尔

总共向日本客户售出了 100 多台机床，这么

多年过去后，多数机床还在继续生产零部件

与客户保持紧密合作关系并提供高效的售后

服务是我们中国和日本子公司的重要职能。

它们可保证我们的客户改进日常生产工艺并

提高生产效率。据此需求，我们还打算建立

一家亚洲服务中心，将服务范围扩展至中国

和日本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

。

哈特贝尔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团队成员： 

Daniel Dietrich、梁晶、余正华、 

Reinhard Bührer、史琼、沈玉定  

(从左到右)

中国上海团队

余正华 (总经理)，有超过 16 年的哈特贝尔技

术经验。他利用自己渊博的市场营销和专业

知识，帮助建立了哈特贝尔上海子公司，并

负责当地客户运营的销售部分。

沈玉定 (服务工程师)，自 2008 年起在上海子

公司担任维修技术员。他负责为客户的操作

和保养人员提供支持，对相关技术问题给出

专业建议，并在必要时进行现场维修和服务

调度。

史琼 (秘书)，2008 年加入公司，负责财务部

和后勤部的相关事宜。此外，还负责协调销

售活动和商品交易会事宜。

梁晶 (销售工程师)，2011 年加入我们的团

队。他在之前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的服务经

验，现在为销售和客户服务提供支持。

Daniel Dietrich (亚洲服务中心经理)，是一

位经验丰富的哈特贝尔维修技术员，2011 年
迁到上海常住。他受公司委托负责加强并进

一步拓展我们在亚洲的客户服务活动。

Reinhard Bührer (亚太销售总监)，2010 年
加入上海团队，负责协调亚洲市场中与客户

相关的活动。

日本东京团队

Takeshi Imada，负责管理哈特贝尔  
Japan K.K.。他于 2010 年加入哈特贝尔团队 
他不仅拥有丰富的推销经验，还获得过机械

工程学士学位，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Hiroshi Kawamura 于 2011 年 3 月被任命

为服务部经理。他拥有机械工程学士学位，

以前曾在一家瑞士的涂布机公司工作，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Seiji Miyata 是 2011 年 4 月新入职的服务工

程师。他是一名资深的服务工程师和技术开

发员。

Rie Ishikawa 自 2007 年起担任秘书一职。

她负责东京子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

Yukiko Kobayashi 于 2011 年 2 月加入团

队，她负责协同 Rie Ishikawa 一起工作。

 
Nobukazu Kitabatake 已在哈特贝尔公司工

作了 30 多年。他之前是代表董事，现在担任

技术顾问。

Takashi Kaiya 是名古屋地区的区域经理。他

也有 20 多年的哈特贝尔机床操作经验。

。

哈特贝尔 Japan K.K. 团队成员 (从上 

到下，从左到右)：Seiji Miyata 和  

Nobukazu Kitabatake，Takashi Kaiya 

和 Rolf Hagin，Rie Ishikawa 和  

Yukiko Kobayashi，Hiroshi Kawamura 

和 Takeshi Im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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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n 在德国

 德国杜塞尔多夫：2012 德国杜塞尔多夫 
国际线材展 (WIRE 2012)，2012 年 3 月 
26 日 – 30 日。

中国地区的活动

2011 年 8 月 23 日至 26 日，2011 中国国际锻造展览会与中国国际 
金属成型展览会一同在上海举行。哈特贝尔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再 
次热忱欢迎各客户和其他有意向的企业前来参观，并建立新的业务 
来往。

展会/活动

在巴西举办的活动

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办的第 31 届 Senafor 会议 (10 月 5 日 – 7 日) 上 
一位哈特贝尔员工和 Precimac Lfda. 的代表们欢迎巴西商品交易会的

参观人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