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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本期的标题故事为大家介绍我们

长期合作的美国客户 Metform，

该公司购买热成型机 AMP 50 
后，在扩展其产品组合以及巩固其锻造能力方面迈出了

意义重大的一步。公司员工多年来使用 9 台 AMP 20 和 
AMP 30 型号的热成型机，积累了大量关于热成型的知

识。AMP 50 现在为汽车制造业开创了更多的机会。

我们的客户服务就 AMP 70 的革新进行了报告。整个机床

控制系统均已更换，并采用了最新技术。

一张张精彩的图片将向您展示我们其中一个大型压床机

体的制造过程。仅仅几分钟时间，重达 85 吨的钢水便铸

造成热成型机 AMP 50 的原始机体。这就完成了高效卧

式压床的第一个制造步骤。本期将介绍关于此故事的所有

详细信息以及除此之外的更多信息。

我现在希望我们所有人对经济的各种积极预测都能实现，

并且我们期待 2013 年的经济能有较少的负面新闻。祝大

家一切顺利，万事如意！

 
Urs Tsch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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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对 AMP 20 S 手册进行了修订，并根据新的设计进行了

调整。除了目前的德语、英语和中文版之外，自 2013 年起还将推出日语版。

2013 年挂历 — 明年也提供

来年，哈特贝尔将再次准备含有瑞士风景照

的挂历。这些挂历将于 12 月递送至各代理

处，然后从该处发送至每位客户手中。与位于

莱纳赫的哈特贝尔直接联系的公司将通过邮

递的方式收到挂历。

节日快乐！谨祝 2013 年一帆风顺！—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和感谢

我们感谢大家的愉快合作，并期待继续成为成功的合作伙伴。祝您和您的家人节日快乐，并祝来年

一帆风顺。

热成型机 AMP 20 S —  
修订版手册现在推出日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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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form 隶属 MacLean-Fogg Component 
Solutions 集团，是一家总部位于伊利诺

斯州曼德林市的私营公司。Metform 作为 
MacLean-Fogg 旗下的热成型部门于 1976 
年创办，是 MacLean-Fogg 在芝加哥以外建

造的首个厂外设施。如今，Metform 包括 3 个
主要工厂：两个位于伊利诺伊州的 Savanna，
另外一个位于伊利诺伊州的 Mt. Carroll。 
这 3 个工厂主要负责热成型和冷成型，以及对 

复杂传动系部件进行最高精度的 CNC 加工。 
Metform 在这些工厂总共雇佣 275 名员工。

但是，MacLean-Fogg Component Solutions 
集团在美国中西部州和欧洲还设立了其它 
工厂。

持续增长的业务

Metform 热成型部门传统专注于紧固件的 
制造，经过多年的时间开发出了特殊的成型部

件。Metform 目前操作 10 台哈特贝尔热成型

机：5 台 AMP 20，4 台 AMP 30，以及最近刚

安装的一台 AMP 50。

新款 AMP 50 机床早在 2011 年 7 月便已基

本就绪，并在 2011 年 9 月的第一周便开始了

首批零件的生产。Metform 在 6 个月的时间

里完成了安装，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零

件。Metform 随后在 2011 年 10 月至 2011 
年 12 月期间设计并发行了 20 多个零件号。

Metform 的产品中大约有 80–85% 被来自北

美市场的客户购买，包括增长势头强劲的墨西

哥市场。Metform 也为欧洲和日本市场提供

部件。为市场供应的零件是一个健全而且多样

化的组合，涉及汽车、重型卡车以及越野、农

业、采矿和电力部门中的利基市场。

美国 METFORM — 拥有 10 台哈特贝尔热成型机， 
并且依然显著增长

 Jeff Jones + Christine Steiner     Metform + Girard + Thomas Christoffel

除了现有的 9 台哈特贝尔热成型机之外，Metform 公司 (MacLean-Fogg 旗下) 于 2011 年 8 月安装了一台新

的哈特贝尔 AMP 50XL (热正挤压)。可加工零件的尺寸增加至 110 mm 后，Metform 能够给出大型零件系列的

报价。较大零件的生产现在不在话下，AMP 50XL (热正挤压) 将带来新的业务，并将在未来几年成为公司总体增

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帮助整个行业，我们自己也会受益。按时解决客户的

问题，并给出合理的价格。”

Duncan MacLean (他的企业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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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都是汽车制造业里的知名企业，像享有

声望的 OEM 和 Tier 客户。在重型卡车领域，

众所周知的 International (万国)、Freightliner 
Trucks (福莱纳卡车) 或 Paccar (帕卡) 等公司

都是 Metform 的长期合作伙伴。Metform 也
为大量来自北美、欧洲和日本的发动机、变速

器和动力传动系统应用领域的 Tier-1 客户提

供产品。客户和市场多元化始终是 Metform 
持续不断开发产品和工艺的动力。

最近几年里，Metform 通过哈特贝尔 AMP 20s 
和 AMP 30s 制造零件。经过全面的市场研究

与调查之后，公司决定引入较大的 AMP 50 热
成型机。Metform 公司嗅出了市场上的新商机  
某些商机来自汽车制造业的新需求和项目，例

如当车辆变得更加紧凑时，一些传统的大型部

件可以说都会相应“缩小尺寸”。引入哈特贝尔 
AMP 50 热成型机是 Metform 未来实现全系

列哈特贝尔能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满足较大零件直径的需求

客户对大型采购包的询价反映了对更大范围

部件的需求，而不仅限于在 AMP 20s (小型

部件) 和 AMP 30s (中等批量部件) 上制造的

部件。对较大部件的需求显而易见。此外，越

来越多的市场需要更加精密锻造和加工的部

件。这些商机都促使 Metform 在尺寸范围和

精密成型方面不断提高自身能力。

自去年 9 月份安装该机床并投入生产以来，

市场上的商机也有所改变。可加工零件的尺

寸增加至 110 mm 后，Metform 现在能够提

供组件的报价。在 AMP 50 投入生产之前，

公司尚无法提供较大零件的报价，只能外包

给其它公司。在许多情况下，Metform 甚至为 
AMP 20s 和 AMP 30s 赢得了在使用新机床

之前可能无法得到的订单。

当被问及新款 Hotmatic AMP 50 的最大特 
色时，Steve Whiting (运营总监) 和 Nick Bird 
(工程总监) 表示能够快速从一个零件切换至

另一个零件。一旦在系统中模具设计成套后，

很容易进行重复操作并使换模时间保持在  
1.5 小时内。通常，主滑块中不使用调整楔

块的系统，比在 AMP 20s 和 AMP 30s 上
操作要快得多。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深受 
Metform 员工欢迎。

在工艺和模具设计上体现的差异显而易见。 
AMP 50 拥有 4 个成型工位，多于 Metform 
较小机床的 3 个。另外，机械手的时间也不

同，当然，可生产零件的复杂度差别巨大。这

些是 Metform 员工所遇到的最大的改变。

从左到右：Girard (哈特贝尔的北美代理) 的 Jeff Jones、哈特贝尔的 Thomas Christoffel  

Nick Bird (工程总监)、Steve Whiting (运营总监) 和 Metform 的 Matthias Praus  

(副总裁兼总经理) 讨论新款哈特贝尔 AMP 50 的成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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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form 使用模拟软件对较大零件进行模具

设计。FORGE 模拟程序包可用于帮助设计零

件的所有成型操作。锻造模拟在设计模具、首

次计划零件以及投入生产方面非常成功。这

也将有助于在头两年实现非常高的机床计划

利用率。

典型的批量取决于产品组。通常，Metform 尝
试将其批量限制在 1 万件或更多，但是他们

也在 AMP 20s 上运行多达 80 万个零件。在

较小的机床上，从一个零件至另一个零件的更

换模具时间大约为 1.5 小时，如果需要更换送

料轮，则时间还会略长些。

机床安装之前的新合同

投资新的 AMP 50 热成型机也带来了一些新

客户。我们现在为 8 位新客户提供零部件，其

中有许多来自汽车制造业，当然也有来自其

它行业的客户。当意识到这款新机床提高了 
Metform 的尺寸加工能力和精度能力时，这

些公司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客户中有许

多还为 Metform 带来了可通过 AMP 20s 和 
AMP 30s 机床处理的其它业务。

Metform 的一些新客户在项目实施阶段或机

床安装期间便已得知这款新机床，并联系公

司获取详细信息，从而进一步探讨该项目。结

果，大量客户在机床实际到达之前便已承诺

签订关于零件的合同。客户的这种承诺是源自

对 Metform 公司 30 多年从事热成型业务的

信赖。

在 Metform 实际启动 AMP 50 项目之前，每

位员工都清晰概括出市场中的商机，并也赢

得了大量客户。他们不仅从商业层面上着手

处理该项目，还在技术工程方面下功夫。在 
Metform 团队与 MacLean-Fogg 业务拓展

小组的协同努力下，公司最终同意对哈特贝尔 
AMP 50XL 热成型机进行投资。

METFORM 在市场上展示承诺和自信

Metform 员工对于此次新投资表现地非常

激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已不止一次地考虑

和讨论过这种投资。因此，员工在得知使用 
AMP 50 可帮助 Metform 制造出更大并且

更精密的部件时感到非常高兴。此次投资是 
MacLean-Fogg 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将确定用

于伊利诺斯州的 Savanna 工厂。

新款热成型机 AMP 50 机床成功

安装后，Metform 收到来自哈特

贝尔的祝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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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的成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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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合作非常成功，从下订单到安装机床所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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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9 个月，这足以说明一切。这清楚体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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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关系。

此类团队工作的重要要素是相互了解，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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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查看哈特贝尔需要在某些活动和项目步骤

中提供哪些支持。这种了解是项目成功的关键

因素，可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并且系统质量达

到预期标准并符合所有相关人员实际团队努

力的结果。

这完全取决于人

Metform 的重要优势是人 — 一切以人为本，

将知识和技能设置为锻造业务中的业务已有

将近 36 年。Metform 员工在热成型、冷成型

和 CNC 加工等核心工艺中进一步提升各自

的能力。这些员工在 Metform 的表现确实很

出色。另一个重要优势是，Metform 实际上

就所服务的市场而言是一家多种经营公司，

并且特别重视产品和工艺的持续开发。这是 
Metform 作为 MacLean-Fogg 公司 (一家强

大、专注、创新并且充满激情的家族企业) 旗下

成员推动业务不断发展的基础。

副总裁兼总经理 Matthias Praus 和工程总监 Nick Bird 检查新款 

AMP 50 机床生产的热成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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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款 AMP 50 上生产的用于变

速器的轴应用。

从左到右：运营总监  

Steve Whiting、工程总监  

Nick Bird 和副总裁兼总经理 

Matthias Praus，他们很高兴准

时启动新的生产线。

未来增长

展望未来，Metform 将继续在市场、客户和产

品方面使用其多元化策略。一个基础方面将是

继续在尺寸、机智和特殊成型部件方面进一步

开发其产品供应。从这个角度看，AMP 50 是
增强已建立的 AMP 20/AMP 30 功能以及在

其基础上进行构建的下一个逻辑步骤。

Metform 将继续定期搜索市场上的商机，并

寻求进一步接近总体全范围能力情况的可能。

经过过去 8 年的努力，他们最终开发出精密部

件，但也意识到驱动业务活动的比较传统的标

准部件同样不容忽视。Metform 的挑战将是

利用其在锻造业务中的技能和知识，生产出

更加精密成型的部件和精密机床部件，他们在

这方面已投入了大量精力。这更多的是从复杂

性角度看，并且哈特贝尔 AMP 50 将继续带

来新业务，并成为 Metform 未来几年业务整

体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

不了解哈特贝尔系统的客户时常会担心从一

个公司购买哈特贝尔机床并从另一个公司购

买电感应加热器后会出现什么问题。Metform 
对 Girard Associates 公司及其作为哈特贝尔

在美国官方代理的声望充满信心。基于此， 
Metform 放心地从 CEFI 购买电感应加热器。

哈特贝尔明确支持购买 CEFI 电感应加热器，

因为这将是帮助 Metform 提高可靠性和竞争

力的最佳解决方案。这又回到团队的工作层

面上：最后，这对于 Metform 而言是一个卓

越的解决方案，可确保实现巨大增长和业务

成功。

从左到右：工程总监 Nick Bird、

成型专家 Dennis Neyens、副总

裁兼总经理 Matthias Praus、

运营总监 Steve Whiting 和哈

特贝尔操作员 Shawn Tholen，

他们对新款机床的问世感到非常

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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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Axilok
Integralok
Securex
热锻齿轮毛坯

热锻主轴螺母

热锻大型工业螺母

大型螺栓销

轴承座圈

提供服务的行业：

汽车工业

重型卡车

重型挂车

工业发动机

农业

地址：

905 South Jackson Street, Mt. Carroll, IL 61053
7034 Route 84 South, Savanna, IL 61074
2551 Wacker Road, Savanna, IL 61074
P +1 248 853 2525 · MFCS@macleanfogg.com
www.macleanfoggcs.com

事实和数字 —  
与北美任何其它供应商相比，METFORM 拥有 
更多哈特贝尔卧式热锻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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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在制造可生产品种极广的冷成型和

热成型零件的成型机方面至今已有 80 余年

历史。由于结构坚固并且保养良好，许多机床

在经过 40 年的有效使用后依然可运转。即使

经过这么长时间后，哈特贝尔依然能够供应所

有机械制造的零部件。

但是，不能供应液压和气动或电气元件。尤其

是电气元件，有时不可避免地要求经营者进

一步投资。

哈特贝尔为客户提供必要的支持，并可帮助

从旧的接触器控制或 S5 控制系统转换成最

新的控制系统，如西班牙 Forjanor 公司最

近所使用的系统。Forjanor 决定使用西门子 
S7 控制系统使其 AMP70-M050 实现现代

化。AMP70-M050 机床于 1987 年交货，依

然配备有接触器控制系统。

除了备件供货问题之外，机床的供货能力同样

扮演着重要角色。该能力已得到大量提升，可

为其客户提供必要的可靠性。

将控制系统转换成 S7 — 为 FORJANOR 的整个电气系

统重新布线

 Hansjörg Gebhard    ASK

备件的供货持续减少，加上对生产可靠性的要求较高，这就迫使世界各地所有较旧生产设备的经营者采取行动。不

再能够具备长期竞争优势，以及不再能够保证交货，这种危险可以很快地边缘化供应商在市场中的操作。生产可靠

性在最终客户和 OEM 选择供应商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从左到右：Fernando Velasco (Forjanor)、Antonio González (Forjanor)、Stefan Götz (哈特贝尔) 

Rafael Quesada (Forjanor)。即使在初步讨论期间，专家也会设置课程并准备好团队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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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以及报价范围

为了尽可能地给出精确的报价，必须提前讨论

所有要点。

 – 对机床完全重新布线是否必要或明智？

 – 谁协调安装，谁执行安装？

 – 此阶段是否应该考虑可能的修改和转换？

 – 使用新电机甚至交流电机是否明智或必要？

 – 有多少时间可用于实现现代化，实际需要多

长时间？

 – 谁负责哪个部分，接口在哪里？

 – 需要考虑并调整哪些安全方面，使之符合新

的指导方针和指令？

根据对设备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有较高要求

的新机床指令，必须进行详细检查。

升级至 S7 控制系统被视为重大修改，需要 
采取特殊措施。作为一个机械制造商，哈特 
贝尔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确保正确执行

修改。

来自哈特贝尔的 Horst Hülpusch 对外观不引人注意的控制柜非常熟悉，知道其在确保使用哈特贝尔成型机顺

利工作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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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收到订单后，哈特贝尔电气技术单元便绘制布

线图，并对控制系统的预置进行调试。在运送

至客户之前，我们会对机床进行全面的检查和

初步审定，必要时，我们会当着客户的面来完

成这些操作。

实施

为了对旧系统进行全面的重新布线，必须拆卸

所有主要的零部件。

对机床的重新安装既可以由客户执行也可以

由哈特贝尔执行，并且会有经验丰富的哈特贝

尔装配人员在一旁指导。工作通常轮班执行，

以确保周转时间最短。

同时也会布置并连接电气柜和控制台。一旦完

成安装，便对机床重新装配。

哈特贝尔电气工程师现在再次执行功能检查，

包括机床上的所有开关和功能组件。

项目经过调试、安全系统检查和移交至生产

后，便可准备投入运转。

此订单也表明团队合作必不可少，并可确保共享成功。从左到右：Antonio González (Forjanor)、 

Stefan Götz (哈特贝尔)、Oliver Borgolte (哈特贝尔)、Fernando Velasco (Forjanor)、 

Rafael Quesada (Forja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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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机床、ESA600、负载监控和加热装置新配置和安装的控制装置。

Garrisson 和 Schmersal 的停机监控和锁闭系统是遵循机

床规范法定规定的必要和关键部件

安装并为机床上新的主接线盒接线 各种新接线盒的安装，包括安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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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是一种古老的制造工艺，早在公元前 
5000 年就在中东地区被用于铸造和锻造黄

金。如今，任何地方都会用到铸件，从最小的

零部件到非常大的零部件都使用铸造金属 
制造。

大型零部件只能通过铸造生产工艺制造。例

如，从一个实心砌块铣削大型零部件需要加

工好几立方米的金属。此外，还需要起重机和

刨切机来处理重达数百吨的机体。哈特贝尔

机床的机体因其尺寸和内部中空也不能使用

成型操作 (如锻造) 来制造。因此，对于这些

大型零部件，唯一可行的制造工艺是将液态

金属灌注至之前准备好的模具中。在此工艺

中，制造商会进行辨别，确认铸件的模具或模

型可以使用一次 (熔模铸造) 还是多次 (金属

型铸造)。

位于法国的 Tamaris Industries 公司多年来一

直为哈特贝尔提供用于 AMP 20 和 AMP 50 
型号热成型机的铸件。

Tamaris Industries 公司大约有 100 名员工，

隶属 SEKCO 集团旗下。2011 年，该集团的

收入达 1 亿欧元，员工大约有 1250 人。它在

法国、德国和波兰的铸造和锻造业务领域表

现出色。

机体铸造中最重要的工艺步骤

1. 向 Tamaris 发出订单

2. 项目计划

3. 准备或修复模型

4. 创建模具 (成型)
5. 在熔炉中准备熔融金属

6.  准备浇注包 (包括加热)
7.  为浇注包提供轨道运输

8. 去除熔渣

9. 测量温度

10.  检查熔融金属的化学成分

11.  将浇注包置于熔炉旁

12. 在浇注包中注入钢水

13.  使用覆盖熔剂覆盖熔融金属

14. 运输至成型车间

15. 放置浇注包

16. 将钢水灌注至模具中

17. 待铸件冷却

18. 开凿原始铸件

19. 机械加工运输

20. 分离供料系统

21. 喷砂/粗加工

22.  热处理/焊接/热处理

23. 喷漆/涂底漆

基本内容 —  
哈特贝尔机床的铸体

 Christine Steiner 和 Max Teichmann    Max Teichmann

哈特贝尔热成型机和冷成型机都包含一个大型的机体部分，通常重达数吨。此机体由我们金属铸造领域的供应商

制造。下面的图片报道显示了制造机体过程中涉及到的不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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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 —  
哈特贝尔机床的铸体

 Christine Steiner 和 Max Teichmann    Max Teichmann

哈特贝尔热成型机和冷成型机都包含一个大型的机体部分，通常重达数吨。此机体由我们金属铸造领域的供应商

制造。下面的图片报道显示了制造机体过程中涉及到的不同步骤。

创建模具。(成型) 准备熔融金属，例如在 50 吨的熔炉中。通过熔

渣开口测量温度。铸造温度达到 1650 °C。

均热炉中准备好的模具。

浇注包已准备好并已加热。 浇注包的轨道运输已准备好。

多次排出熔渣。在将材料注入浇注包之前，立

即使用光谱分析检查熔炉的材料样品。从浇注

包中取出下一个材料样品。只有在检查过程中

判断材料样品合格后，才可释放熔融金属进行

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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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熔炉旁准备好 60 吨的浇注包。然后将浇注包降至熔炉旁的均热炉中，并将 52 吨钢水注入浇注包。待浇注包注满时，立即在熔融金属上覆盖一层覆盖

熔剂防止其冷却，直到其流出为止。

将浇注包运输至成型车间，以使材料流出。 第二个浇注包也运走。对第二个浇注包也使用几乎相同的工艺，并也将

该浇注包移至 35 吨熔炉旁的位置并加注。

负责两个浇注包的团队就下一步行动达成最终

协议，然后便开始谈生意。两个浇注包必须准

确放置在模具的开口上方，这是一项非常精细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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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剂防止其冷却，直到其流出为止。

将浇注包运输至成型车间，以使材料流出。 第二个浇注包也运走。对第二个浇注包也使用几乎相同的工艺，并也将

该浇注包移至 35 吨熔炉旁的位置并加注。

负责两个浇注包的团队就下一步行动达成最终

协议，然后便开始谈生意。两个浇注包必须准

确放置在模具的开口上方，这是一项非常精细

的工作！

铸造过程完成。 在不到 10 分钟的时间里，85 吨的钢水便消失在泥土中。

铸件现在必须在泥土中放置两周时间，直到其冷却为止。 开凿的原始铸件

在机械加工过程中，供料系统分离，并且机体在粗加工和涂底漆之前经过

喷砂处理。直到那时，机体才可用于正常的进一步处理，以打造成下一个

哈特贝尔机床。

关于进一步工艺步骤，请参见将于 2013 年中期推出的

下一期 Netsh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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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的质量保证 —  
不是七印封严之书

 和  Christine Steiner

“质量是取巧的对立面。”这句引自德国邮政某执行董事会成员的话是哈特贝尔理念的基础。巧克力、钟表、军刀、

奶酪 — 这些产品的卓越质量为瑞士赢得了国际声誉。类似地，哈特贝尔成型机多年来也一直在全球享有盛名，因

其可靠的质量而无可争辩地跻身于专家行列。

哈特贝尔是一家工程和服务公司，负责调试内

部开发的机床的结构，并负责机床完成之后的

服务和客户关照。公司员工也致力于解决工具

加工和工艺开发过程中的问题。

与供应商非常紧密的合作保证了内部知识不

断传递。这种合作基于清晰定义的要求。整体

控制由质量保证部执行，包括质量检查和货物

收据检查。

哈特贝尔将所有机床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相

关领域里最能胜任的制造商。因此，公司长期

以来都拥有一个明确的质量保证结构。数据被

记录下来，并可应客户要求供其查看。对于首

次交货和复杂的零部件，跨公司项目团队的合

作非常密切。哈特贝尔提供清晰的规格，除了

绘图之外，也提供包含详细规格的哈特贝尔质

量说明。这些是确保正确为我们国际客户制造

和交付产品的指南。类似地，合作伙伴也会收

到关于要检查的尺寸的信息，以及必须执行的

验收协议。

结束与供应商的合作

必要时，我们会为供应商提供关键零部件的

演示材料。这种合作的文化意味着供应商在

生产过程中的早期阶段，对于任何问题、不确

定因素或偏差均可与哈特贝尔联系。如果出现

故障，哈特贝尔会提供建议的维修，然后在之

后的货物收据检查中进行详细审查。因为这影

响单品系列而不是批量生产，所以快速并且定

期的沟通极为重要，可避免不必要的成本并防

止截止日期延长。哈特贝尔在供应商眼中是非

常开放的公司，合作伙伴能够方便快速地报告

问题并共同找出解决方案。必要时，共同优化

生产工艺。

我们依据进货检验的结果对供应商进行评

估。对于 A 级供应商，依然只是对货物收据进

行随机抽样检查。而对于新供应商或出现交

货错误的供应商，我们将对其进行完整的货物

收据检查。

可追踪性和经常记录

某些进货专门运至哈特贝尔备件仓库，而其

它货物则专门用于客户机床。这些货物直接

交付至我们的装配厂，然后在其中也执行类

似严格的进货检验。如果检查出错误，哈特

贝尔质量保证将会收到一份偏差报告。此信

息被用作决定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的基础。

因此，报告和决定的可追踪性得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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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Beat Hayer (质量控制主管)、Ulrich Hinz (质量管理)、Antonio Mauro、 

Vincenzo Cristofano、Mehmet Oezbey (全部 3 个质检员)：在 Kanisial 涂装之前， 

对 HM 75 热成型机的凹模和凸模模座执行 100% 尺寸和质量检查。

机床发布前的工作流

 – 哈特贝尔员工在装配厂对机床进行功能

和控制检查

 – 装配厂中记录的和可追踪的初步验收

 – 装运前在装配厂中的客户验收

 – 拆卸并运输至客户

 – 哈特贝尔装配人员在客户现场进行装配

 – 将生产 (包括安全性) 与采购订单中的要

求进行比较

 – 客户现场验收

 – 记录的和可追踪的客户最后核准和发布

在装配厂中实施……
外部装配厂检查其自身工作，并在早期阶段报

告所有与要求偏差的情况。此外，这些工厂也

得到装配主管的强烈支持。在发布整机之前，

会对精确定义的工艺执行一系列检查。

……并且在客户现场部署哈特贝尔员工

服务技师依据清晰的安装、维修和维护手册

及规定进行工作。内部训练强度非常大，在具

备所需经验之前，所有服务技师在客户访问时

都会有经验丰富的同事陪同。所有工作均使

用安装程序报告记录下来，并作为进一步工

作的工具传达至哈特贝尔的不同部门，以增长

内部知识。

无需认证

符合瑞士所有的安全指南和机器指令。因此

哈特贝尔成功进入市场。

因为记录和可追踪性始终在哈特贝尔扮演着

重要角色，所以目前不打算着手进行任何认

证。而是在产品开发方面部署人力资源，并为

客户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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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值此 2012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之

际，2012 第 13 届中国国际锻造展览会也同步

举行。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成功在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设立其自己的展台。

2012 第 13 届中国国际轴承及其装备展览会 
(CIBIE) 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至 23 日在上海

世博会主题馆举行。42 000 平方米的巨大展

厅迎接了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600 位
参展商，参观人数达到 50 000 人。我们的子

公司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也在上海

的轴承展现场设立了自己的展台。

 土耳其

2012 年 10 月 2 日至 7 日，哈特贝尔将与土

耳其新代理公司 Boztas, Makina Sanayi de 
Dis Ticaret A.S. 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的 TATEF 
上共同搭建一个自己的展台。TATEF 是土耳其

最大的金属加工专业展览会，也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工业展览会之一。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

参展商将展示行业内的各种最新发展、创新产

品和技术。

展会/活动

SQ Tech Corp. 凭借其颇具视觉冲击力的展台，在 2012 韩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SIMTOS) 

上也为哈特贝尔代理赢得了诸多关注。

参加 2012 韩国国际机床展览会 (SIMTOS)
哈特贝尔的韩国代理 SQ Tech Corp. 成功参加在首尔举行的 2012 韩国国际机

床展览会 (SIMTOS)。参观者对这家来自瑞士机械制造商的产品系列表现出极

大兴趣，并很乐意有机会在展览会上获得产品的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