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莱纳赫的测试和培训中心的转换 AMP 30 S 上生产的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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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我们将在本期介绍 
Hotmatic AMP 70 XL 热正挤压机

床的复杂调试。位于斯洛伐克的 
INA Kysuce 工厂 (舍弗勒集团旗下工厂) 使用这台机床生

产零件。

今年，我们也成功在中国将首台 Hotmatic HM 35 投入

运行。这款最新一代的先进机床不再仅仅存在于欧洲，印

度、日本和韩国也可觅其踪影。

编号为 1 的 HM 45 位于生产车间。可能您早已获悉，这

台机床基于 HM 35 的成功理念打造而成。您可以说这是

其姊妹版。更多信息，请参见新的 HM 35/HM 45 手册。

本期，我们将回顾一些非常重要的营销活动。从莫斯科的

讨论会以及日本、中国和巴西的贸易展览会，到我们为客户

提供的各种培训课程。

我们还将介绍我们售后服务部门的员工，该部门对我们和

客户而言都非常重要，随着其服务范围的扩大，它在未来

也将变得更加重要。

然后是一些内部新闻 — 2013 年 10 月 1 日， 
Thomas Christoffel 被任命为市场营销部经理，现在负责

哈特贝尔机床在全球的销售。

展望未来：国际管材、线缆及线材展览会将像往常一样于

明年 4 月份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我们将向您展示一款

新型冷成型机。这款机床采用的是关注经济效益的理念，

将带给您一个惊喜！

最后，我衷心地祝您在年终取得业绩成功，并在节日期间

玩得愉快！

Urs Tsch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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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 日，Thomas Christoffel 接收任命，负责哈特贝尔机床在全球的销售，他同

时被升职为市场营销部经理。

Thomas Christoffel 已在公司工作了 15 年。这些年里，他积累并丰富了在技术、销售和业务

拓展领域的经验。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最近还获得了圣加仑大学的行政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内部新闻 —  
市场营销部的新管理层

节日快乐！谨祝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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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与您一起度过 2014 年的每个工作日，进一步拉近我们国家与您的距离。因此，哈特贝尔

再次制作印有瑞士风景的精美挂历。像过去几年一样，您将在 12 月份通过代理商或直接邮寄

的方式收到挂历。

HM 35/HM 45 手册介绍了这两款超快热成型机的详细信息，它们极其成本高效地制造各种精

密锻件。产品传送和主滑块导轨的精确度很高，确保在 HM 35 和 HM 45 上制造精密零件，同

时可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该手册推出了德语、英语、中文、日语和俄语等版本。

HOTMATIC HM 35/HM 45 —  
两款热成型机的新版综合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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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 是一

家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集团，是全球领先的 
滚珠轴承制造商，并且是汽车制造业中颇受 
赞誉的供应商。舍弗勒集团的全球员工总数 
超过 76,000 人，其中约有 29,800 人在德国，

其 2012 年的营业额约为 111 亿欧元。该集团

旗下拥有 INA、LuK 和 FAG 等品牌，为任何 
移动装置开发和制造精密零件，无论是安装 
在机床、设备和机动车辆上，还是用于航空和

航天工业。

舍弗勒集团在 50 多个国家设有 180 个分支

机构，形成了一个包括生产基地、研究与开发

机构、销售公司、工程公司和培训中心的全球

性网络。

该集团于 1883 年在施韦因富特创立。当时， 
Friedrich Fischer 在施韦因富特设计了一种球 
磨机，他通过这种机器首次成功大量制造了 
具有高精度的钢珠。这一发明被视为滚珠轴 
承行业的历史开端，开启了该行业从施韦因富

特腾飞并继续在全球的扩张之路。2001 年， 
INA-Holding Schaeffler KG 收购了施韦因富

特的 FAG Kugelfischer Georg Schäfer AG 
INA 与 FAG 合并后便成为全球第二大滚珠 
轴承制造商。

KYSUCE 子公司
INA Kysuce, a.s 成立于斯洛伐克，1999 年 
开始建厂。一年之后工厂正式开业，然后几经

扩建，一直持续至 2007 年。

如今，舍弗勒集团扮演着一个控股公司的角

色。全资子公司 Schaeffler Technologies AG 
& Co. KG 负责运营业务的运作。运营业务分

为两个部门：汽车和工业。这两个部门均受研

究与开发、生产、采购、人力资源和财务等部

门集中运营的支持。舍弗勒集团遍及全球的

锻造工厂均属于“锻件”生产线。

舍弗勒集团 KYSUCE 工厂使用的  
AMP 70 XL HFE 热正挤压机床 —  
灵活性更高，质量更有保证

 Dr. Höinghaus/舍弗勒集团与哈特贝尔  舍弗勒集团与哈特贝尔

舍弗勒集团位于斯洛伐克的 Kysuce 工厂每个月使用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70 XL 热正挤压机床生产 
120 万个零件。新建大厅的生产活动早在下订单之后的十个月便开始。机床三班制的工作运行快满一年了，这 
提高了 Kysuce 锻造工厂的灵活性和生产能力。

我们对热情高涨的哈特贝尔团队所执行的完美 

协调的工作感到非常高兴。”

舍弗勒集团 Dr. Alexander Pu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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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组合包括 225,000 款产品
最重要的客户群体来自汽车制造业，其营业额

份额约占 60%。集团在全球的客户包括所有

知名的机动车制造商和颇受赞誉的供应商。

通过一个享誉全球并且接近市场的组织，该工

业部门为大约 60 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供应滚珠

轴承和滑动轴承解决方案，以及 INA 和 FAG 
品牌的线性驱动和直接驱动技术。其产品组

合包括 225,000 多款产品，从毫米级的微型

轴承到外径达几米的大型轴承。该工业部门

的“航空航天”业务部门为飞机、直升机和火

箭发动机制造高精度轴承。高精度轴承的特

殊应用使产品更加完美。

经验分享非常有帮助
集团与哈特贝尔已合作了 50 多年，表明了从

这家瑞士公司采购成型机以来的长期接触。 
来自哈特贝尔的 Hotmatic AMP 70 早在 

舍弗勒集团位于斯洛伐克的 Kysuce 工厂。(图片：舍弗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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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便在施韦因富特运转。2013 年初，位

于斯洛伐克的 Kysuce 工厂采购了一台新的 
AMP 70 XL 热正挤压机床，从而提高了生产

能力、生产灵活性以及质量可靠性。这第二台

配置相同的成型机也具有转换方便的优势，涉

及整个机床的转换，包括模具、材料、备件，

必要时甚至包括人员调配。难怪早在首次讨

论期间便也考虑到了装备因素 (模具组件、凹

模模座、送料轮、凸模模座、运输机械手夹钳

和其它具体装置)。

工作勤奋的庞然大物
与其它科技集团和压床制造商一样，舍弗勒

集团 (“锻件”生产线) 使用哈特贝尔的机床

系列 (从 AMP 20 S 到 70 XL 热正挤压机床)  
经营全球业务。Hotmatic AMP 70 的良好使

用体验是促使该集团再次投资这台机床的决

定性因素。

这台机床重达 180 吨，长度超过 12 米，宽度

超过 7 米，而高度近 4.5 米。它有 1 个剪切工

位和 4 个成型工位，非常适合制造直径不超

过 165 毫米并且下料重量为 5.0 千克的精密

锻件。要求苛刻的滚珠轴承钢可在这台机床

上进行处理。

舍弗勒集团的 Kysuce 工厂在投资 AMP 70 XL 
(热正挤压机床) 之前便是一个锻造工厂。影响

厂址选择的因素还包括客户结构，这种因素在

购买机床之前一直存在。位于斯洛伐克的工厂

主要生产乘用车零件。这些零件均采用了安

全设计 — 例如轮毂轴承。

起重机司机仔细放置悬挂在地基上方的哈特贝尔机床，然后几个工人合力精确调整

位置。

正在为新大厅中的 AMP 70 XL 准备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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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新大厅中的 AMP 70 XL 准备地基。

为了进一步拓展机床专业知识，舍弗勒集团为

员工提供了卧式压床知识的培训。调试期间，

哈特贝尔的主要维修技术员也会对操作和维

修人员进行培训。

规定时间紧迫
该项目最大的挑战是下订单之后的十个月开始

生产 (包括大厅附属建筑和基础设施)。即使

是前期项目阶段 (即从最初的设想到机床的采

购，设定为三个月) 也很有挑战性，只有所有相

关人员密切协作才能成功完成项目。

2012 年 6 月，承运人和卸货专家以及负责该

项目的人员访问了 Kysuce 工厂以查看当时的

现状。舍弗勒集团的负责人员于 6 月底在瑞士

克林斯装配厂执行了初始客户验收。在执行过 
程中，重点根据需求规格说明来检查设计特

征，确保机床的制造令人满意并具有专业水

准，然后目测交货范围。

机体于 8 月 6 日在瑞士装货，并于 2012 年 
8 月 14 日抵达位于斯洛伐克的工厂，然后使

用升降装置卸货。哈特贝尔维修人员于 8 月
至 11 月执行装配和调试工作。最快可在 9 月
中旬下达“通电”命令！我们签订了缩短调试

时间的目标协议，并于 2012 年 10 月 22 日通

过剪切首根热棒料进行了热锻机的演示。为了

完成目标，执行调试期间，哈特贝尔的三名维

修技术员和一名电工在合格的舍弗勒集团员

工协作下工作。使用“塔式弹簧”验收零件，

可以在新机床上测试分离过程；2013 年 2 月 
1 日，这台机器成功完成了 200 小时的生产

运行。

大厅暂时看上去像一个大型建筑工地，正在使用沉重的辅助设备。

即将装配加热系统和其它外围设备。

围栏后面是哈特贝尔机床吗？不是，这是为设备使用的隔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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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完成项目
结果，舍弗勒集团对热情高涨的哈特贝尔团队

所执行的完美协调的工作感到格外高兴。该机

床三班制的工作运行至今已满一年，制造了质

量出色并且充填均匀的精密锻件。

工厂的进一步扩建以及其它哈特贝尔机床的

协同采购将根据要求来确定。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必须开发锻件市场的潜力和机遇 — 例
如，减少对材料和能源的使用。但是，未来增

长最快的市场将依旧非汽车产品莫属。尽管来

自亚洲的竞争增加了成本压力，但这对于基准

管理很有益处。现在对于舍弗勒集团而言，其

在 2014/2015 年的下一个重要里程碑是完成

前期项目计算中设定的目标。

检测输送带上的锻件 (轮毂轴承料段)。(图片：舍弗勒集团)

装有集成 ABS 传感器的乘用车轮毂轴承，可提高稳

定性和安全性。(图片：舍弗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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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经验丰富的培训师为从事哈特贝尔成

型机的各种相关工作的专业技师提供指导和

培训。培训既可以在客户购买或安装新的哈特

贝尔成型机时随之提供，也可以在补充机床相

关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提供。

通常要求使用哪些培训模块？

工艺和模具研发 
哈特贝尔机床的效率取决于所使用的模具和

工艺的质量。因此，哈特贝尔非常愿意帮助客

户在模具设计和工艺流程方面都保持与时俱

进。要实现这一点，通过全面丰富的培训课程

向客户传递知识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机床保养与维护 
提前计划机床的定期保养有助于防止出现生

产故障和不必要的成本。哈特贝尔的专业技

师可以在现场或莱纳赫为您的员工提供培训 

机床操作 
正确操作机床系统有助于防止出现典型错

误，并确保迅速掌握必要的技能。这样，便可

提高效率并增加产出。我们也可在您的公司 
现场进行这方面的培训。对于尚未完全安装

的小型机床，请联系我们在莱纳赫预订培训。

电气系统 
您的员工可以学会解读故障信息，并了解如何

修复电气系统中的故障。

我们的培训课程内容极为丰富和多样化，但始

终是切合每位课程参加者的实际需求为其量

身定制的。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售后

服务部门。我们将乐意为您提供建议。 
电话：+41 (0) 61 716 21 11  
hatebur@hatebur.ch

哈特贝尔提供的培训 —  
专业地讲授专业知识

  +   Christine Steiner

哈特贝尔提供多套服务方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可用的资源进行搭配组合。我们提供关于建造、 
机床操作和/或机床保养等主题的培训课程，以及基本课程、进修课程或客户特定的课程。

四位哈特贝尔训练员。从左到右：Sotirios Andriopoulos、 

Heinz Stutzmann、Reto Elsener、Olivier R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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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举办的第二届成型研讨会 —  
实际应用中的机床和系统

 Klaus Schreiner    哈特贝尔

两年前，哈特贝尔在俄罗斯举办了首届关于成型的研讨会。该研讨会在“俄罗斯国际机床展览会 
(Metalloobrabotka)”期间举行，对锻造行业的专业人士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今年的后续活动证

实了哈特贝尔对俄罗斯市场的承诺。

机动车制造商对金砖国家的关注已有一段时

间。无论以什么标准看待，巴西、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都是非常有前景的销售市场。由

于人口不断增长、机动性需求增加并且社会

更加繁荣，这些都使得对车辆的需求日益 
增加。

过去几年里，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机动车制造

商均与俄罗斯 OEM 建立了合资伙伴关系，

以便在俄罗斯市场上提供现代时尚的汽车。

针对该市场提供有 CKD 和 SKD 套件 (即全

散件和半散件)。

这些套件均运输至俄罗斯，然后在俄罗斯装

配厂进行装配，就像某瑞典家具公司所用的

模式一样。

更多本地制造

俄罗斯政府现在以高达 60% 的速度促进更

大的价值创造。与组件制造商 (一级供应商) 
和零件制造商 (二级供应商) 协作，便可按照

要求增加附加值。

许多组件制造商已对 OEM 的这种要求做出

了回应，在工业园区靠近汽车工厂的位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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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组件制造商已对 OEM 的这种要求做出

了回应，在工业园区靠近汽车工厂的位置设

立了工厂。最初，我们只制造生产工艺易于

管理的简单产品。但是现在，我们正引入越

来越复杂的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生产工艺，比

如冷固和热固成型技术。

哈特贝尔在俄罗斯的活动

在工业发展的这一阶段，非常有必要在市场

上占据一定位置，并向俄罗斯公司展示最先

进的机床和现代水平的制造技术。

与两年前一样，哈特贝尔邀请来自成型行业

的 7 家公司作为主办单位，并联系上游和下游

加工阶段举办了一场联合演讲活动。2013 年 
莫斯科工程贸易展览会“Metalloobrabotka”
再次为该活动提供了合适的框架。贸易展览

会的天空大厅 (一个带金字塔形玻璃屋顶的 
演讲室) 提供了理想场所。约有 100 人接受

了邀请，表明对这项活动有着浓厚的兴趣。

来自 Gerpisa 汽车研究院 (位于巴黎) 的 
Stefan Heim 博士在他的引导性致辞中概述

演讲文档 (包括删节版演示文稿) 已提

交给主办单位并经过仔细研究，为参

与者提供了绝佳的参考源。

参加第二届俄罗斯成型研讨会的人员在美丽的天空大厅演讲室前合影。

了俄罗斯汽车市场的结构、生产数据和增长

前景。主办单位与其中一位客户一起，就 
 实际应用中成型行业的机床和系统”主题 
发表了演讲。

有经验的俄罗斯客户的演讲

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最先进的机床

和生产工艺，还让在场的各位了解俄罗斯公

司和俄罗斯人如何使用和应用机床和工艺。

听众对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大加

赞赏。

演讲之后，便进入活动的重点环节：在莫斯

科河上乘船夜游。这为大家彼此相互了解并

与同行专家尽情深入探讨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该活动至今已是第二届，通过举办研讨会，

哈特贝尔建立了一系列活动和宣传，以便在

未来几年里继续延续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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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部门在销售和项目实施阶段之后 (即
在保修期过期之后) 承担起对机床的责任，通

常这种责任的时间要长于一代人。在此期间，

售后服务人员负责解答所有客户问题以及关于

现有系统的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联系人

该部门人员的配备视具体国家而定，其中德国

的人员配比最大。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对亚洲

客户执行的工作在不断增加，所以哈特贝尔不

断投资扩展该区域的子公司。因此，难怪日本

和泰国市场的售后服务顾问今年春季在日本

待了三个月，秋季又待了两个月，以便为那里 
的子公司提供支持。但是美国、巴西、印度、 
中国、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和东欧等销售地

区也在售后服务工作量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对使用哈特贝尔机床的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

提供支持

在客户与售后服务部门的联络中，生产预备 
和生产力始终是优先考虑因素。

如果没有哈特贝尔售后服务部门会出现什么后果？…… — 
不堪设想！

 Petra Helbling   Christine Steiner

客户非常重视世界各地的哈特贝尔售后服务部门，如果没有售后服务部门的本地顾问及经理的支持，几乎无法想象

如何年复一年地确保哈特贝尔机床运转。

 

 

 

 

 

 

 

在访问瑞士期间，我

们也在莱纳赫的培 

训和测试中心讨论了

最新技术。SQ Tech 

Corp. (韩国代理商)  

总裁 S. Y. Yoo 

先生 (左) 和哈特

贝尔的 Thomas 

Freiermuth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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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问瑞士期间，我

们也在莱纳赫的培 

训和测试中心讨论了

最新技术。SQ Tech 

Corp. (韩国代理商)  

总裁 S. Y. Yoo 

先生 (左) 和哈特

贝尔的 Thomas 

Freiermuth (右)。

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哈特贝尔在下列方面尽可

能提供最佳支持：

– 客户员工培训课程

–  机床检查

–  大修计划

–  备件交货

–   机床运行过程中突如其来的问题

–   关于成型的问题以及对制造选项的澄清

–   对新零件和/或模具质疑的澄清

– 关于换模的建议

多方面和持续挑战

从初次联系到产品报价和项目实施，乃至开具

发票和付款收据，售后服务员工都会对客户提

供支持 — 这些涉及各种不同的需求，需要具

备广泛的专业知识。

对该部门而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求是快速

反应和澄清。当客户带着问题或疑问来到该部

门时，售后服务顾问负责联系技术专家部门、

备件部门或哈特贝尔服务技术人员。他们共同

寻求一个面向客户的解决方案，以便将生产故

障降到最低。

在每周例会上，我们会重点探讨特殊案例。 

从左到右：Thomas Freiermuth、Matthias Prischl、Thomas Rost、Ueli Wenger、 

Petra Helbling、Oliver Borgolte、Stefan Bühler、Hansjörg Gebhard (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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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订单的完成可能只是提供小批量但是重

要的备件，但也可能涉及大修工作期间的组织

安排和提供支持，有的大修为期长达 6 个月。

作为预防措施的年度检修

售后服务部门为客户提供年度检修，作为修理

工作的预防措施。这最好在停机时间执行，尽

可能不影响客户的生产活动。因此，应每周与

哈特贝尔项目部协商好大修或其它较大规模

工作的装配人员部署。

此外，售后服务部门员工还应为客户提供有关

新服务产品、技术创新、翻新选项以及可能适

合机床的改进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在协商之

前，准确计算投资也同样重要，例如向客户说

明什么时候摊销 ESA 600 (电子棒料料头踢料

器) 的转换。这些计算基础随后也可用于估算

材料的节省情况。

无语言障碍的国际交流

欧洲客户可以直接联系售后服务部门。在国际

贸易中，哈特贝尔在中国和日本设立的子公司

或我们的代理商负责进行处理。这样便可避

免语言和文化问题。由于代理商和子公司不断

对员工进行培训，因此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的合

作伙伴联系人，他们同样具备高水平的专业

知识。

 

 

来自子公司 Hatebur Japan K.K. 的 Iwao Hoshi 

和 BKA 1 (编号 009，于 1959 年制造) 旁的 

Jacques Hänggi。从一位日本客户的工厂中退役

后，该机床被带回哈特贝尔，现在展示在位于莱纳赫

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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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订单的完成可能只是提供小批量但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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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装配人员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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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机床的改进措施等方面的信息。在协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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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什么时候摊销 ESA 600 (电子棒料料头踢料

器) 的转换。这些计算基础随后也可用于估算

材料的节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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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客户可以直接联系售后服务部门。在国际

贸易中，哈特贝尔在中国和日本设立的子公司

或我们的代理商负责进行处理。这样便可避

免语言和文化问题。由于代理商和子公司不断

对员工进行培训，因此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的合

作伙伴联系人，他们同样具备高水平的专业

知识。

 

 

来自子公司 Hatebur Japan K.K. 的 Iwao Hoshi 

和 BKA 1 (编号 009，于 1959 年制造) 旁的 

Jacques Hänggi。从一位日本客户的工厂中退役

后，该机床被带回哈特贝尔，现在展示在位于莱纳赫

的总部。

在营业时间之外 (即夜间或周末) 对哈特贝尔

的呼叫将转移至手机上。负责值班的售后服务

员工随后可以给客户回电话并提供一些初步

援助，或者迅速启动其它澄清程序。

移动中的售后服务员工

售后服务部门的所有员工应与客户保持非常密

切的联系，并定期拜访客户，以便回应其要求

和需求。哈特贝尔通常也会参加各种专业贸易

展览会。

难怪业务背后有那么多飞往世界各地的商务

旅行，不仅需要预订机票，还有各种其它事情

需要明确，例如获得签证、预订酒店、租车等。

所有这些工作均在该部门的行政管理办公室

中执行。

这就是整个售后服务团队为确保客户满意而

做的工作：做事稳妥、迅速并且直接。

Petra Helbling 和 Ueli Wenger 为下一次大型商务旅行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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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总压力载荷监控器 (PLM) —  
专门针对热成型机而设计

 Christine Steiner   哈特贝尔

哈特贝尔确保从莱纳赫出厂的热成型机可长时间不超过技术上所允许的总压力载荷。为此，我们采用最先进的 
总压力载荷监控器 (PLM)。哈特贝尔机床操作员可以利用控制面板显示屏上提供的信息，很容易地防止出现任 
何损坏。

哈特贝尔 Hotmatic 热成型机非常适合生产

精密锻件 (采用全自动工艺使用棒料钢进行生

产)。哈特贝尔机床令人钦佩之处不仅在于它

们的精度和灵活性，还因为它们能够以高生

产率生产大量零件，这反过来又可以实现良

好的生产效率。

总压力载荷的差异

每台机床都有不同的总压力载荷，具体取决

于通常生产的零件的尺寸和范围。因此，总

压力载荷范围可能从最小机床 (AMP 20 S) 
的 900 千牛一直到哈特贝尔最大热成型机 
(HM 75 XL) 的高达 20,000 千牛。

为了确保机床能够在多年时间里可靠而精确

地生产零件，必须避免超负荷运行。这就是

哈特贝尔为热成型机提供最先进的总压力载

荷监控器 (PLM) 的原因。

这种监控系统是哈特贝尔于 2009 年自主研

发的产品，以便利用公司内部已经存在的关

于系统和装配、调试以及校准的专业知识。

总压力载荷监控器的显示屏

集成在控制台中，操作员可以

直观地监控机床。图中所显

示的是 AMP 30 控制台的

一部分，可以看到 PLM 监控

器就位于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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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零件，必须避免超负荷运行。这就是

哈特贝尔为热成型机提供最先进的总压力载

荷监控器 (PLM) 的原因。

这种监控系统是哈特贝尔于 2009 年自主研

发的产品，以便利用公司内部已经存在的关

于系统和装配、调试以及校准的专业知识。

总压力载荷监控器的显示屏

集成在控制台中，操作员可以

直观地监控机床。图中所显

示的是 AMP 30 控制台的

一部分，可以看到 PLM 监控

器就位于左侧。

故障-安全的操作

这可防止机床运行长时间超过技术上所允许

的总压力载荷。PLM 确保监控每个冲程信号

脉冲，并确保在床身监控器与机床控制系统

之间交换信号脉冲。如果此信号丢失，则机

床停机。这样便可确保立即检测到测量链中

的故障或组件故障。在该过程中，会监控各

种限值。如果超过定义的范围，则机床自动

停机。

界面友好的监控

集成在控制台中的视频显示器可向机床操作

员指示所有信息。编号的流程信息显示是否

出现信息项、警告或故障。测量值不断被保

存在评价单元中，然后也可用于质量控制或

评估。这些功能为操作员提供了可靠并且界

面友好的监控系统。

向我们咨询详细信息

为了防止机床过载，哈特贝尔建议在每次购

买新的热成型机时安装总压力载荷监控器。

我们可以对已经使用的机床进行翻新。申请

我们的产品信息表，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售

后服务部门提供详细信息。

在机体上安装载荷传感器，图中显示的是 AMP 30 S。 使用校准 PLM 的液压缸在机体上创建标称压力载荷， 

图中显示的是 AM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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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的 AMP 30 S 自 1968 年起投入运行。

我们在引入多项引人注目的创新 (最近在 
Hotmatic 上实施) 期间对该机床实现了现 
代化。

几年前，我们安装了将零件排出至机体一侧 
的系统，并安装了新的加热系统。新排料系统

的优势是减少了落料痕迹以及减少锻件同冷

却水的接触。此外，我们还实施了下列创新：

 – 安装了增强的传送单元 (在冲程数较高的 
情况下实现准确定位，并实现无故障生产)

 – 更换了压床控制系统

 – 采用 Simatic S7-300 SPS 进行控制，并 
将 Simatic 触控面板与新的控制台集成

 – 对 Pilz PNOZmulti 安全控制系统进行翻

新改进，该系统像触控面板一样，通过 
Profinet 与 SPS 通信。必要时或者明智 
的做法是同时更换机床的电气装置。

 – 转换至最新版的 ESA 600 (MSX-Box)
 – 感应加热系统 

莱纳赫的四个系统用于执行客户委托的模 
具试验，也用于机床项目，以及执行相对较 

莱纳赫的培训和测试中心新面貌 —  
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30 S

 Patrick Stemmelin   Christine Steiner

瑞士莱纳赫的哈特贝尔培训和测试中心里，四个系统各就其位：用于冷成型的 Coldmatic AKP 3-5 和 AKP 4-6 S，
以及用于热成型的 Hotmatic AMP 20 S 和 AMP 30 S。最旧的机床现已实现了现代化，同时根据标准设计涂上

一层新漆。

AMP 30 在机械结

构以及外观上都将 

迎来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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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莱纳赫的哈特贝尔培训和测试中心里，四个系统各就其位：用于冷成型的 Coldmatic AKP 3-5 和 AKP 4-6 S，
以及用于热成型的 Hotmatic AMP 20 S 和 AMP 30 S。最旧的机床现已实现了现代化，同时根据标准设计涂上

一层新漆。

AMP 30 在机械结

构以及外观上都将 

迎来新面貌。

小的生产运行。工艺开发部门与哈特贝尔自己

的研究与开发部门合作，使用这些机床进行试

点试验。这些系统也用于展示新的技术概念，

以及在客户到访时用于演示生产运行。经过全

面的机械大修之后，机床也涂上一层新漆，现

在可再次执行各种任务。

莱纳赫工厂中经过机械大修和重新涂漆的 AMP 30 S。曲轴、飞轮和离合器。

AMP 30 S 的操作面板， 

可以方便机床操作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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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的活动

在阿雷格里港举行的第 33 届 Senafor 期间 
(10 月 9 日至 11 日)，许多巴西参观者来到 
哈特贝尔展台咨询与热成型机和冷成型机 
相关的信息。

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在德国

杜塞尔多夫国际电线电缆展览会 (WIRE) 将 
于 2014 年 4 月 7 日至 11 日再次在杜塞尔 
多夫举行。哈特贝尔将设立展台，并展示其最

新机床。敬请收听来自瑞士的一些好消息， 
不要错过将在展会上首次露面的新产品！我 
们敬候您的光临。

展会/活动

在日本的活动

最近的一次活动是 7 月 24 日至 27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京冲压、钣金、

成形加工展” (MF-Tokyo)。2011 年举办了该展会的第一届，今年是第二届。

两年前，参展商已达 150 家，近 30,000 名参观者在现场的 850 多个展位上 
咨询有关金属成型的信息。哈特贝尔日本分公司参加了今年的展会并设立了 
自己的展台，公司很高兴看到有许多参观者在展台前咨询。

在中国的活动

2013 年中国国际锻造展览会于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与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同 
时在上海举行。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的展台再次迎来许多客户和其

他有兴趣的公司，并获得了新的订单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