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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2011 财政年度对哈特贝尔金属

成形设备有限公司而言是不错

的一年，尤其是在经历过困难重

重的 2010 年后 — 这的确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我们的

许多客户也在这一年里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是，不言而

喻，欧元危机将依然令人担忧，让我们不敢对将来抱有太

大希望。

现在我们看下事实和数据：哈特贝尔在这一年里做了些什

么？我很高兴能在本期中报告世界一流的技术和工艺：哈

特贝尔 Hotmatic HM 75 上配有温成型外圈，每分钟可制

造 60 个零件！

就较低锻造温度下在快速运转的卧式压床上高效制造复

杂的精密锻件而言，这堪称里程碑式的创举。开发此开创

性的技术耗费了我们多年的心血。其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

由位于 Trier 的 GKN Driveline 完成。首次试产也是由该

公司在现有的 AMP 70 HFE 上完成。

正是由于相互信任并签订保密协议，从而确保在保密情况

下进行此开发工作，直到现在才公布成果。这是我们两家

公司之间堪称典范的合作。此时此刻，我想表达对 Seidel 
博士及其团队的诚挚谢意，感谢他们的信任以及在完成此

复杂项目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专业精神。您将在我们的封面

故事中了解到激动人心的细节！

本期中涉及的其它重要主题包括： 
我们的开发与设计、现场移动式再加工、HM 35 的成功上

市，以及更多其它内容。

希望本期《NETSHAPE》让您阅读愉快。

Urs Tschudin 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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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新样本 — AMP 50 XL/AMP 70 和移动式再加工

新样本“AMP 50 XL/AMP 70 — 用于大范

围零件生产的可靠热锻机”和“移动式再加

工 — 扩展现场服务范围”现已推出了德语版

和英语版。在今年的晚些时候，我们还将推出

这两本样本的其它语言版本。

 

 

这两本样本在 2012 年德国杜塞尔多夫 WIRE 展览

会期间制作，并分发给感兴趣的参观者。

50 年的合作 — 位于 KRIENS 的安德里茨水电公司： 
合格的哈特贝尔合作伙伴

GALBIATI 集团 —  
再次投票当选为最佳供应商

1 月，哈特贝尔第 4 次向 Galbiati 集团颁发了年度最佳供应商奖。近些

年，Pichler AG、Arcade Engineering AG 和 Galbiati 集团等公司赢得

了“最佳供应商”奖。赢得 2010 年度的该奖后，来自意大利的 Galbiati 
集团在 2011 年再次彰显了其实力。

哈特贝尔在位于 Kriens 的安德里茨水电公司

的工厂中装配机床，至今已逾 50 年。哈特贝

尔之前一直在寻找足以容纳其产品系列中最大

型热成型机和冷成型机的大型工厂车间，最后

在 Kriens 找到了符合要求的车间。而对于安德

里茨水电公司而言，与哈特贝尔的合作也使其

劳动力得到了很好地利用。安德里茨的专家对 
HM 75、AMP 50 以及 AMP 70 都了如指掌。

我们要感谢忠诚的合作伙伴的卓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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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会料到可以在快速运转的哈特贝尔  
Hotmatic 上制造出汽车制造业用的外圈，

并且可在最高 950 °C 的温度下每分钟制造

出 60 个零件？经过多年的合作式开发工作

后，GKN 在哈特贝尔的支持下已开发出所需

的基本工艺，并准备在最新安装的 HM 75 XL 
上批量生产零件。

还是让我们慢慢道来：

位于特里尔的 GKN Driveline 隶属于 GKN 
plc 集团，拥有 500 名员工。传动系统部因其

极高质量的传动技术产品而闻名于世，整个

部门拥有 22000 名员工，分布在 23 个国家

的 51 个地点。该公司是世界范围内汽车制造

业最强劲的合作伙伴之一。因此，无怪乎全世

界所有知名的汽车制造商都是 GKN Driveline 

的客户。GKN Driveline 的德国生产基地位于

凯泽斯劳滕、基尔、摩泽尔、奥芬巴赫和特里

尔。开发中心设立在洛马尔。

于 1964 年建立的特里尔工厂起初名为 
Rheinmetall Schmiede- und Presswerk 
Trier GmbH，1993 年更名为 GKN Walter-
scheid Presswerk GmbH。1990 年，安装 
AMP 70 HFE 后，该机器迅速成为特里尔工

厂机器设备的关键部分。自 2003 年起，公司

便更名为现在的 GKN Driveline Trier GmbH。

公司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全凭一点：那就是一

流的工作能力！

去年，公司营业额达 1.52 亿欧元。在特里 
尔，GKN 使用大约 86000 吨钢铁制造了  
8440 万个零件。GKN 使用哈特贝尔 
AMP 70 HFE 和 Hotmatic HM 75 XL 进行 
操作，后者于 2011 年首次投入操作。

精密成型的高档零件

GKN 的产品系列以动力传动系统零件为中

心。产品包括重量小于 0.1 kg 的冷挤压零件

到重达 30 kg 的热锻车轴。公司主要生产  
1.5 至 3.5 kg 的精密成型外圈。

位于特里尔的 GKN DRIVELINE — 在 HM 75 基础上开

发出开创性的工艺

 Christine Steiner    GKN Driveline，Christine Steiner

GKN Driveline 选择了具有变革性的道路：在低温环境下，通过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75 XL 将棒料钢剪切

并加工成精密零件。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在零件成型之后直接以可控方式冷却大约 1000 万个所需零件，然后通过

冷精整完成零件生产。

 我们一直希望特里尔工厂能够再引进一台新的哈特

贝尔机床。现在我们已成功将 HM 75 XL 作为核心

设施集成在创新式系统概念中。”

GKN Driveline Trier GmbH 总经理 Roland Seidel 博士

GKN 特里尔工厂的建筑面积达 

31000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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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特贝尔机床上进行制造后，外圈的内轮廓

便完成成型，准备用于下游冷成型工艺的安

装，或在某些情况下带有机加工余量。外轮廓

具有净成型的几何外形，可直接进行花键和底

部密封区域的机加工。在哈特贝尔机床上，主

要使用 GKN 标准材料 (类似于 Cf 53 的感应

硬化钢) 或满足汽车制造商要求的材料。

更换模具的时间极短

目前在两班制操作中，每天更换机床模具一次

或两次。平均批次大约为 15000 个零件，更换

模具时间为 35 至 75 分钟，具体取决于零件

类型。更换模具的时间短，便能确保机床可用

性高。采用极其稳定的工艺和谨慎小心的质量

控制，GKN 也尽一切努力防止出现缺陷，只交

付无瑕疵的零件。

AMP 70 的统计数据令人印象深刻，从 1990 年
到 2011 年底为止，制造的锻件总数达到难以

置信的 2.55 亿个，处理的钢材超过 38.5 万
吨。采购 HM 75 XL 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为

了稳固并扩展已有 18 年历史的 AMP 70 的
制造能力；另一方面，HM 75 XL 为较低温度

下的新工艺奠定了基础。为了为新客户提供各

种产品，新机床将与各种冷成型系统联系在

一起。

除去外壳后的 HM 75 XL 显示出了锻压机复杂的

内部结构。

哈特贝尔在交付由其制造的第 7 台 HM 75 机床时给该机床取了一个特别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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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N 员工在 AMP 70 的工艺开发和系统操作

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工艺的开发尤其依

赖于此专门技术。对于 GKN 而言，Hotmatic 
HM 75 XL 的优势是其高产性 (生产率) 和关

联的强大制造能力。与 AMP 70 相比，GKN 
也从全新设计的剪切装置上获益，这是 
HM 75 的突出特点，并且对成功实施新工艺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机床的目标是年产量

达到 1000 万个零件。

梦想已变成现实

自 80 年代以来，工业领域里在立式锻机上已

经开始使用了温锻工艺。此工艺的优势是制

造或多或少可随时安装的零件，例如具有高精

度尺寸和表面质量的零件。通过在成型之后

立即使用可控的冷却，可以系统性地达到所需

的材料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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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优势

将哈特贝尔 Hotmatic 机床与可控的冷却和之

后的冷成型 (流水线) 连接，便可以避免费时

的热处理，并确保此机床在世界上独一无二。

在降低温环境下剪切和成型并链接至下游工

艺的优势十分明显：操作安全性级别较高、环

境干净、质量更好、节省时间以及库存减少。

在公司内部，项目组面临着与集团内其它部门

之间的激烈竞争，仅仅增加一台 AMP 70 对
于 GKN 特里尔工厂来说远远不够。因此，该

项目组只有使用 HM 75 XL 及其新工艺方法

才能取得成功。此创新式步骤以及战胜一切

阻力和障碍的决心将考验大家的意志力，并在

特里尔工厂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成功实施创新式系统概念

通过采用新工艺并进行公司有史以来最大规模

的一次投资，改革正在蓬勃兴起。这是一次真

正的创新。尽管如此，但是实施该项目的挑战

依然不可小觑。特里尔新生产线在预定时间成

功开启，见证了 GKN 与哈特贝尔项目组的惊

人贡献和杰出协作。

采用精巧的设计，应对新工艺的挑战

该项目构成的最大技术挑战是要符合 950 °C 
温度下所需的剪切质量以及模具寿命，尤其针

对横截面有较大变化并且流程较长的挤压成

型过程 (第 1 和第 3 个工位)。与热成型外圈

相比，必须对变形工序进行修改，以便在降低

温环境下进行锻造操作。

新工艺也会影响模具：由于温度较低，所需的

挤压负载和模具的磨损都会增大。即使操作

人员也会感觉到差异：该创新式工艺也要求制

造相应的新零件，这对操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

求。操作员必须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所以所

有操作人员都需要提前接受内部强化训练，以

了解新的质量和精度级别要求。某些员工从其

它立式压床生产线 (其上面的产品在温锻下运

行) 调至 HM 75。

好机会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
HM 75 上新工艺的开发持续了 5 年多的时

间，至今仍未完成。GKN 早在 2007 年便在 
AMP 70 上使用较小批量完成了初步试验，并

且在 GKN 集团内部展示了使用新工艺制造的

首批零件。此外还进行了大量与之前温锻工艺

对比的测试，例如比较使用寿命和零件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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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更好。因此，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向

所有汽车制造商客户全面发行新产品的步伐，

而且目前已有部分制造商在使用新产品。

计划过程中存在各种技术问题和风险，只能在

实施过程中解决。GKN 和哈特贝尔的员工都

非常自豪，因为这个非常有雄心的计划通过大

家的小心实施现已付诸实现，并且采用新技术

后甚至超越了既定的目标！

此工艺的前景

可在最高 950 °C 温度下成型的 HM 75 XL 在 
GKN 和哈特贝尔的成型技术历史上树立了重

HM 75 上使用的感应加热器的处理

能力为 15 吨 /小时。

静止的成型件要接受首次目视

检查。

使用 HM 75 在流水线中制造的

冷零件。

客车中等速驱动轴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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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里程碑。特里尔工厂将继续深入开发该外

圈制造工艺。在 2012 年上半年，超过 20 种
不同的零件已投入生产。下半年，我们会将更

多的零件从较旧的机床转移到 HM 75，并且

在流水线中创建两班轮班制系统利用率，即让

下游系统在生产线中工作。

GKN 的特里尔工厂敏锐地觉察到未来 HM 75 
上成型应用巨大潜力，通过下游冷成型系统

完成 (近) 净成形几何外形，这些几何外形均经

过优化可用于进一步处理和特定应用。可以想

像，此技术将会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其它 GKN 
成型工厂。

HM 75 项目组：上排 (从左到右)：Michael Streit、Tobias Kollmann；中排 (从左到右)：Sabine Kuhnen、Ansgar Knippertz； 

下排 (从左到右)：Michael Fritzenwanker、Marco Welter、Stephan Müsch、Rainer Kir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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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在 IFC 官员的致辞中开始。安得拉邦财

政部长以及印度重工业和公共企业部长 Shri 
Praful Patel 进行了政治演讲，然后对协会里

值得嘉奖的成员致以敬意。之后，中国、日本、

欧洲、北美、南美和中国台湾的锻压协会的区

域代表分别展示了场景的报告。

活动集中围绕 60 多个不同的演示进行，内

容涉及锻造行业内的各种技术主题。哈特贝

尔充分利用在意向专业人士面前展示的机

会：Norbert Joehl 进行了一场名为“大批量

多工位卧式金属成型设备 (热锻造)”的专题

演讲。他在演讲中介绍了我们向汽车、滚珠

轴承和紧固件市场推出的产品系列中的产品

技术。

与此同时，大会的主办单位也可以将其产品展

示给业界的专家们。来自锻造行业的知名客户

和近 1000 名代表在两天时间里参观了供应

商的展览。

在最后两天时间里，我们参观了印度各地的

商业集团。参观的其中一个工厂位于拉杰果

德，与会者们在这里目睹了来自哈特贝尔的 
HM 75 制造劳力士的操作过程。通过此机床

以及其它投资，该公司已设法通过 OEM 模式

来制造其产品。

如此多的专业人士齐聚印度交流经营理念并

以这种方式相互建立关系网络的机会非常难

得。下一次相聚将在 3 年之后，也就是举办下

一届 IFC 之时。

此时此刻，我们希望强调 2012 年 IFC 组织者

所做的杰出工作。该活动组织得非常好，多样

化的项目为哈特贝尔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

不仅借此提高了公司的知名度，还在越来越重

要的印度市场签订了新的合同。

印度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 — 哈特贝尔在 IFC 成功露面

 Norbert Joehl + Christine Steiner    Norbert Joehl

2011 年 11 月 13 日至 17 日，国际锻造会议 (IFC) 在印度的海得拉巴举行，期间同时举办了 3 项活动。哈特贝尔区域

销售经理 Norbert Joehl 在 IFC 上进行了关于热锻造技术的演示，吸引了许多人对公司的关注。此外，我们的合作伙

伴 Chrystec Machine Tools Pvt. Ltd. 也设立了一个展台陪同展览。

专题演讲开启了许多新的合同，现在可以

有目的地进行跟进。

我们的代理公司 Chrystec Machine 

Tools 的代表 M.I.R. Shaikh 先生与 

Norbert Joehl。

本次展览会的亮点无疑问是与 Kalyani 

集团所有者兼 IFC 主席 B. N. Kalyani 

先生及其几名员工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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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shape：开发与设计部门的结构如何？并

且各小组有多少员工在从事工作？

Christoph Pergher (PE)：该部门包括 3 个相

互之间紧密联系的核心专业领域，有点类似于

车轮机构。机械设计部有 3 个小组，每组包括 
4 至 5 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负责集中致力于

我们产品的进一步机械开发。他们借助最先进

的软件工具进行 3D-CAD 以及 FEM 和动力

学计算。电气工程小组中的 10 名员工负责管

理与驱动和控制技术相关的一切项目管理，确

保质量并使整套机床投入操作。此团队也负

责改装工作以及对现有制造工厂执行全面的

重新电气化。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工厂布置规划部的三

强小组在设计和设置整个定制生产线方面为

我们的客户提供支持。他们也负责完全整合的

外围设备解决方案的项目管理，从噪音防护到

人身安全和材料处理技术。

设计团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PE：举个例子，他们负责进一步开发装配组技

术，例如：伺服驱动的送料系统、AMP 70 的
液压离合器和制动器，或者不断改进工艺控

制系统 (如 ESA 600) 或负载监测器。另一方

面，他们也参与实施全新的设计，如 HM 75  
AKP 4-6S、HM 35 和 HM 45。

专注于设计 — 创新式解决方案需求量大

 Christoph Pergher 和 Christine Steiner    设计部门和 Christine Steiner

开放交流意见、专门技能和大量经验，并与各部门和合作伙伴进行密切合作，这样能够使设计团队在技术、资源和

复杂性方面达成对自己提出的严格要求。尽管电子设备领域的发展迅猛，但是机械设备依然在行业里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

Markus Moser (左) 和 Christoph Pergher (右) 在现场和屏幕上验证设计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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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部门的工作方式以及达到其目标的方式

的某些大体趋势是什么？

PE：毫无疑问，将产品开发调整至最接近客

户需求的能力将是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未来对功能性、成本效益的制造、职业安全、

易组装性和易保养性、环境保护等的要求会

日益增长，设计部门将需要不断成长并更新其

知识库。

设计复杂的机床需要非常全面的专业知识。您

如何保持正确级别的专业知识？来自不同部门

的各员工如何相互交流？

PE：我们相信合理的做法是将新老员工搭配

在一起，并且绝对开放地在团队之间交换知识

和意见。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将

我们在该领域里的专业知识和在设计工艺方

面的大量经验与最新的研究成果及尖端技术

相结合。随着我们设计团队的成员更多地参与

客户工厂的制造工艺，我们也致力于通过与我

们服务工程师更加紧密地合作来整合重要的

实地经验。

是否明确描述了各工作小组的日常工作和

职责？

PE：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工作和职责基

本上以项目为基础，并明确写入工作进度表

中。但是，在日常处理优先级方式上仍需要一

定的灵活度。组长的职责是及时回答初步询

问，并确保其团队尽可能有效地集中精力解决

问题。但是，无论何时世界上哪个地方的机床

出现计划停工之外的故障，都必须始终优先

得到解决。

开发新零件的过程中达到什么程度时才需要

考虑成本因素？

PE：当成本压力巨大并在零件设计中凸显 (表
现为与采购和制造部门激烈讨论) 时。这在设

计工艺里是一个重要方面，必须经过慎重的考

FEM 方法用于计算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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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但是，当涉及产品的成本结构时，更具决

定性的是顾全大局的能力。大量搜索最佳解决

方案可为整个附加价值链带来巨大效益。最

具成本效率的零件是从不需要的零件。

信息技术在开发工艺中有多重要？

PE：最新的软件工具和强大的硬件对于现代

开发工艺而言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同步工

程”，即共享同步发展，是跨团队创建集成解

决方案的关键。只有那些使用 IT 解决方案支

持这些越来越复杂的接口的人，才能够满足

未来产品开发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和要求。

您如何确保团队成员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尤其

是持续开发软件环境？

PE：目前，我们为确保实现开发部门整个 IT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而进行了大量投资。强化训

练、用户群、超级用户和定期交流知识和专业

技术对员工大有裨益。

使用新机床的所有这些天里，机械设计是否仍

发挥着一些作用？或者电子设备是否变得越

来越重要？

PE：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十分肯定

的。机电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时下的流

行词，很好地反映了机床结构中的现有和已建

立的工艺。虽然电力驱动技术的快速发展已在

许多领域里取代了机械系统，但我认为未来最

大的可能并不是“其中之一”，而很有可能是

将机械和电子巧妙结合。

设计新机床零件或新机床时，成功的决定性标

准是什么？

PE：全面而明确的技术解决方案要求，以及牢

固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团队的经验都是绝对必

要的。为了找到功能性、技术类型、资源使用

与制造成本之间的最佳折中方案，不同部门之

间的良好网络以及客户的早期参与毫无疑问

是关键因素。

机床区域中是否存在无需进一步改进设计的

地方？或者是否进行了测试，确保所有零件均

无改进之处？

PE：我认为任何设计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

在有待改进之处。所用技术的更新、采购选项

的更改等等，这些始终都会要求对设计进行

相应的改进。但是，关键因素是投资有限的资

源并产生尽可能大的成本/效益比率。

Wolfgang Müller 正在检查 

AKP 4-6S 的零件。



13

NETSHAPE 1/12

虑。但是，当涉及产品的成本结构时，更具决

定性的是顾全大局的能力。大量搜索最佳解决

方案可为整个附加价值链带来巨大效益。最

具成本效率的零件是从不需要的零件。

信息技术在开发工艺中有多重要？

PE：最新的软件工具和强大的硬件对于现代

开发工艺而言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同步工

程”，即共享同步发展，是跨团队创建集成解

决方案的关键。只有那些使用 IT 解决方案支

持这些越来越复杂的接口的人，才能够满足

未来产品开发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和要求。

您如何确保团队成员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尤其

是持续开发软件环境？

PE：目前，我们为确保实现开发部门整个 IT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而进行了大量投资。强化训

练、用户群、超级用户和定期交流知识和专业

技术对员工大有裨益。

使用新机床的所有这些天里，机械设计是否仍

发挥着一些作用？或者电子设备是否变得越

来越重要？

PE：我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十分肯定

的。机电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时下的流

行词，很好地反映了机床结构中的现有和已建

立的工艺。虽然电力驱动技术的快速发展已在

许多领域里取代了机械系统，但我认为未来最

大的可能并不是“其中之一”，而很有可能是

将机械和电子巧妙结合。

设计新机床零件或新机床时，成功的决定性标

准是什么？

PE：全面而明确的技术解决方案要求，以及牢

固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团队的经验都是绝对必

要的。为了找到功能性、技术类型、资源使用

与制造成本之间的最佳折中方案，不同部门之

间的良好网络以及客户的早期参与毫无疑问

是关键因素。

机床区域中是否存在无需进一步改进设计的

地方？或者是否进行了测试，确保所有零件均

无改进之处？

PE：我认为任何设计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

在有待改进之处。所用技术的更新、采购选项

的更改等等，这些始终都会要求对设计进行

相应的改进。但是，关键因素是投资有限的资

源并产生尽可能大的成本/效益比率。

Wolfgang Müller 正在检查 

AKP 4-6S 的零件。

正如我们在采访中所闻知，设计部门已分解成

不同的小组或部门。因此我们希望各组长分别

介绍下各自小组的特点：

电气小组 (TKE) 组长 Stefan Götz：TKE 中的

各工程师会紧密合作，因此当团队成员在关于

各类机床方面面临着相似的情况或挑战时，

大家会热烈交流各自的知识和专业技术。这样

的交流，尤其是我们的现场参与 (通过调试新

机床和对现有制造机床进行改装)，有助于持

续不断地开发我们的控制系统。

订单管理小组 (TKA) 组长 Wolfgang Müller：
我们的工程师经过与客户磋商后，会根据自己

的经验按照每位客户的需求来定制工厂布置

规划。由于具有技术性的项目管理和综合的实

践经验，我们在工厂布置规划中的专业技术

得以不断增长。

设计小组 (TK1) 组长 Markus Moser：我们

具有解决和寻找对客户非常有利的解决方案

的创造能力，以及将好想法变成切实可行的设

计的决心和坚韧不拨的毅力。

 对我们以及我们的客户而言，全球市场中的竞争越

来越激烈。您必须能够开发具有竞争性的价格解决

方案，才能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Christoph Pergher

Oliver Maritz 在

测试设置时设定伺

服控制器 SPS 接

口的程序。

在所有的哈特贝尔

机床上，机械设备

以及电子设备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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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服务范围

为了扩展哈特贝尔 AG 提供的现有服务，集

团于 2007 年在 Roggliswil 成立了新的公

司哈特贝尔 Lumag Services AG，此外还

有 Lumag AG (拥有 40% 的股份) 和哈特贝

尔 Umformmaschinen AG (拥有 60% 的股

份) 两个公司。Roland Luternauer 被任命为

总经理。

在一个瑞士工程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对移动式

再加工的要求进行了分析。这家瑞士公司虽然

不大，但非常灵活，并且在设计加工系统方面

拥有大量经验。从一开始就特别要求机加工的

精度要非常高。此外，要求机加工系统能够快

速而高效地架起和拆卸，这非常重要。第 3 个
要求是在哈特贝尔机床上执行操作时应尽可

能减少拆卸。

这些要求无法通过单个机床实现。因此，开发

小组把重点放在两个不同的主要单元上。第一

个单元是较小的机床，名称为 MBE 30，机床

类型为 Hotmatic AMP 20 和 
AMP 30；而第二个单元是稍微

大点的机床，名称为 MBE 70  
机床类型为除上述两类之外的所有其它类

型。现在几乎只有热锻机使用这两个机床进行

后期处理。

应用领域和精度

通过这两个机床，哈特贝尔 Lumag Services 
AG 的员工现在可以实现新机床的精度公差。

此外，实际上模具区域中所有必要的工作均可

通过一个夹紧操作来执行。定期执行的操作

包括：

 –  对需要承受大量磨损的压力板接触面进行

再加工 (此时传送单元仍然处在安装位置)

快速而高效的“现场支持” — 借助移动式再加工

 Hansjörg Gebhard 和 Christine Steiner    哈特贝尔员工

在客户现场工作时，哈特贝尔 Umformmaschinen AG 的服务工程师会不断收到客户的反馈，要求在当地进行

更大更广泛的工作，例如再加工。之前因为没有必要的大型设备，所以工作无法展开。为此，哈特贝尔 AG 的管理层

决定开启新的业务范围，为客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充分集成的服务。

在 AMP 20 上膛曲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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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更广泛的工作，例如再加工。之前因为没有必要的大型设备，所以工作无法展开。为此，哈特贝尔 AG 的管理层

决定开启新的业务范围，为客户提供单一来源的充分集成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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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执行上一操作的同时铣削支承表面

 – 对键槽进行再加工并固定螺纹孔

 – 直线钻出顶出器床孔

 –  铣削模座的轴承面。

MBE 70 的特征

较大的机床于 2011 年进行了扩展，包括可移

动的特殊支承和驱动轴。这意味着也可以重

造 AMP 70 和 AMP 50 的压力机滑块中的调

整楔块型腔。该系统具有内置灵活性，允许在

设备上执行工作，同时仍可安装在机床中 (如
有必要，则安装在机床外部)。必须定期对调

整楔块型腔的角半径进行再加工。这需要特

殊的装备。

此机床的最大优势是其应用领域：MBE 70 可
用于哈特贝尔机床的所有领域，包括可能需要

的所有铣削、主轴和钻孔任务。

锦囊妙计：特殊的钻孔单元

对于支承点的直线钻孔 (如传动轴轴承、剪切

滑块轴承和曲柄轴承) 以及某些特殊情况 (如
顶出器床孔)，哈特贝尔 Lumag Services AG 
已提供并扩展了特殊的钻孔单元以满足这些

特定要求。此单元与带有无级变速控制的电

动机一起工作。它因此可用于所有电压和频

率范围，灵活并且易于使用。其工作范围包括

直径为 50 至 600 毫米而长度超过 3.5 米的

区域。

定制产品的其它支撑

为了执行所有普通类型的工作，我们设计并制

造了多种不同的支撑，以便在哈特贝尔机床上

进行快速而准确的附加和机加工。其中的许

多任务只有使用特殊模具才可用并有效。为

此，我们大量投资于带有特殊铣削和主轴头

的必要机加工模具。

移动式再加工系统的操作

移动式再加工系统几乎专门由 Lumag AG 的
员工使用。Lumag AG 公司因其非常精准的刮

削和磨削工作而闻名。该公司员工也可以利用

其在此领域里的专业知识，在哈特贝尔机

床上使用现场总成。许多 Lumag AG 员工

也非常熟悉 Hotmatic 设备，并可执行额

外的装配工作。在哈特贝尔客户工厂处执

行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也可以定期提高团

队的专业技术。这是一种优势和重要的先

决条件，确保维修人员能够找到正确的解

决方案，尤其在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或当时间非

常紧迫时。

紧急情况下高度灵活

哈特贝尔 AG 客户通常具有非常高利用率的

制造能力并采用轮班工作。因此，通常执行

所需维修的时间非常少。哈特贝尔 Lumag 
Services AG 因此提供高度灵活性。必要时，

维修人员昼夜轮班并在周末也工作。

机床外部的压力机滑块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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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工压板接触

面上的键槽。

机加工 AMP 70 

上的调整楔块

型腔。

AMP 30 模具

区域

在 AMP 30 上

直线钻孔。

AMP 20 框架上

的曲轴孔。

展望哈特贝尔 LUMAG SERVICES AG 的 
未来

由于高度利用现有的移动式再加工系统，哈特

贝尔 Lumag Services AG 可以另外投资型号

为 MBE 30 和 MBE 70 的机床，以继续满足

不断增长的需求并保持必要的灵活度。因此，

我们也将于 2012 年夏在日本放置一台小型 
MBE 30 机床，以便在当地维修大量哈特贝尔 
AMP 20 和 AMP 30 机床。

哈特贝尔 Lumag Services AG 与哈特贝尔

莱纳赫的员工之间的出色合作，也确保可以召

集所需的所有资源来解决任何无法预料的问

题。哈特贝尔 AG 后勤办公室的专家部门为 
Lumag Services AG 人员提供帮助，并提供

额外的深入知识，以直接惠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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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貌 — 哈特贝尔服务工程师上演时装秀

 +  Christine Steiner

外派至客户：2011 年，哈特贝尔的 10 名服务工程师将其 98% 的工作时间用于为客户提供服务。直到 2011 年
底，他们才在莱纳赫穿上他们的新工作服。在圣诞节前的一段时间，年度内部培训也为其提供了赶上同事聚集和找

出各机床最新开发成果的机会。

从左到右：Martin Fassbender、Jean-Luc Bass、Bernahrd Mutter、Karsten Wick、Loris Bernardini、Carsten Sieber、 

Alex Bacchini。因紧急调出至客户处而未登上照片的员工：Peter Aigner、Rolf Nyfeler、Uwe Th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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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HM 35 的成功上市历程 — 经验教训

 Christian Bürgin    Christine Steiner

高水平的创新技术、4 台机床直接投放市场以及客户离操作员的距离较远，这些都为引入 HM 35 机床提出了严苛

的要求。客户与制造商之间的出色合作克服了所有这些障碍，并产生了卓越而熟练的技术成果，而未出现任何发展

初期的困难。

项目纪要

在 2008 年春，哈特贝尔通过推出其首款  
HM 35，引领了中小型热锻机的新时代。从一

开始，这便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涉及多个

方面的未知领域。在将产品投放到市场之前，

我们对该市场的要求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

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只有优化了生产率的高度

创新机床，才有实力进军这一竞争异常激烈

的市场。基于多年构造和操作 AMP 30 的经

验和当前市场的要求，我们起草了具有以下要

点的产品规格：尽可能增大产出并尽可能减少

再加工时间，从而提高机床的可用性，降低操

作成本。除了要有吸引力的市场价格这一首要

要求之外，开发人员、采购人员和负责在客户

工厂实施的项目管理组都将面临极其艰巨的

挑战。

成功已生根……
市场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型号的机床需求量

大，因此我们在权衡了赞成者和反对者的意见

后做出了决定：开始直接制造这 4 种机床，而

实际上不构建任何原型。结果立即显而易见，

新的压床完全符合市场需求：即使在向德国客

户正式展示第一台机床之前，便已向德国锻造

公司售出了两台机床。之后不久便在亚洲成功

销售，分别在韩国和日本售出了 HM 35。

……但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由于创新水平非常高并且直接投放 4 种机床  
因此客户工厂里最新调试的机床始终需要某

种程度的优化。在市场上的快速成功以及与

某些客户的距离很远，这两点大大提升了对优

化操作的要求，并给整个操作带来了一些巨大

挑战。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是所有发展初期的

改装的机械手夹钳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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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都在投放市场期间便已克服，并且我们与

操作员合作开发并实施了大量优化和改进措

施。分析了各种机床状态，整理并计算了大量

操作数据。这样便大大改进了机床，尤其在机

械手夹钳、机床定时和驱动轴区域，所有这些

都在机床的制造过程中执行。如今，HM 35 系
列均已经过充分的实地测验，并且所有“发展

初期的困难”均已成功解决。

不只是构建机床

将此类复杂的产品投放市场涉及到的不仅仅

是现场机床的实际构造。还需要进行工厂布

置规划、操作员的培训以及新模具和工艺的开

发等大量工作。新产品在投放市场初期并没有

大量可借鉴的客户或供应商经验，在这些领域

始终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为了充分做好准备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

们决定制定一个全面的 3D 工厂计划，准确描

述所有的外围设备接口。这些文件使得客户可

以轻而易举地设计其各自定制的布置。

因为 HM 35 在操作方面与现有的小型哈特贝

尔压床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们在控制系统上

投入了大量精力确保其直观明了，并且为客户

提供有关个人操作和再加工工艺方面的强化

训练。此外还大量关注模具和工艺的开发：除

了各种模具设计车间之外，哈特贝尔也开发出

了 10 余种客户模具 — 所有模具都在莱纳赫

工厂制造并与哈特贝尔服务工程师协作在现

场进行操作。

经验教训

HM 35 投入市场的事实表明：只要客户与制

造商紧密协作，即使是非常有雄心的项目也可

以在双方的努力下成功完成。虽然双方之间距

离遥远而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只要正确履行

义务并下定决心，便可轻松克服此障碍。

事实和数据

制造第一台机床 2008 年春

世界范围内的机床数量， 德国有 4 台机床 
截至 2012 年春 韩国有 2 台机床 
 日本有 1 台机床 
 印度有 1 台机床

模具研发 目前为止总共有 10 件模具 
  由哈特贝尔开发和测试

迄今为止在 HM 35 上锻造的零件数量 > 1.4 亿锻件



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中国

中国国际锻造展览会 (CFF) 将于 9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际轴承及其专用装备展览会将于 9 月 
20 日至 23 日在上海举行。 

 土耳其

第 14 届土耳其国际金属加工技术及机床展 
(TATEF) 将于今年 10 月 2 日至 7 日在伊斯坦

布尔举行。

哈特贝尔将通过在中国的子公司和在土耳其

的代理公司参加这 3 个展览会并设立展台。 

回顾 2011 年的展览会

 乌克兰：

哈特贝尔首次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
参加在乌克兰举行的国际工业论坛。我们与代

理公司 Ferrostaal 共同搭建一个自己的展台，

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韩国：

我们在韩国的代理公司 SQ Tech Corp. 参加

了于 2012 年 4 月 17 日至 22 日在首尔举行

的一年一度的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SIMTOS)  
并与许多潜在客户进行了有效的接触。

展会/活动

3 月份举行的 WIRE 展览会

从 3 月 26 日至 30 日，一年两次的 2012 年度 WIRE/TUBE (线材/管材) 国际

展览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哈特贝尔再次参加这个重要的欧洲展览会，并设立

有自己的展台。

今年大约有 70% 至 80% 的参观者来自德国企业；其它 20% 至 30% 的参观

者主要来自土耳其和其它欧洲国家。哈特贝尔派出销售代表以及客服和工程人

员参加，他们花费时间与客户和意向购买者交谈，并收集关于市场开发的其它

意见和信息。

展览会场总面积超过 57000 平方米，有来自 50 个国家的 1300 多家企业在此

展示各自的产品和服务。今年的趋势比较倾向于更有效的外观，展台比往届更

大并且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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