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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总裁兼前任公司所有人 
Paul F. Hatebur 突然意外离世，

令我们悲痛万分。借本期刊出版

之际，我要对他 50 多年来为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致以最

高敬意。

我们对 2013 财年业绩非常满意。由于日元的大幅贬值， 
瞬息万变的货币状况成为一个极大的挑战。而今年我们将

继续面临这种状况。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将继续致力于生产创新

且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力求在未来获得成功。同时，我们 
还将针对经久耐用的机床扩大服务范围。如目录中所示，

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将介绍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我们与最重 
要的中国客户之间的直接而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这方面所 
取得的成功得益于我们的上海子公司 Hatebur Technology 
对本地专业技术的不断改进。

另一方面，我们将重点介绍 Coldmatic 机床系列的最新产

品 CM4-5ECO。在杜塞尔多夫国际管材、线缆及线材展览

会 (WIRE) (2014 年 4 月 7 – 11 日) 上，我们向来自世界

各地的专家展示了这款新机床。它是我们与冷成型技术领

域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密切合作的成果。该机床的主要特性

旨在实现全球可用性并关注实际需求，同时在机床灵活性

和工件质量方面也毫不逊色。

今年，我们仍期待与您成为业务合作伙伴，继续开展良好合

作。我们始终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致敬 
Urs Tsch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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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Hatebur 于 1957 年加入他父亲的公司。1980 年，

他的父亲，即公司创始人 Fritz Bernhard Hatebur 去
世。这位创始人于 1930 年创办了哈特贝尔公司。他有

三个儿子，在他去世之后，儿子 Hans Hatebur 和 Paul 
Hatebur 作为家族第二代代表接管了公司。1997 年，在

兄弟 Hans 去世之后，63 岁的 Paul Hatebur 开始独自

管理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并继续运营公

司业务。

在此后的许多年中，他和他的家庭为公司做出了巨大的

奉献。令人印象深刻的人性化管理、睿智的管理风格以

及为每个职位选拔最佳人选的能力是他成功的法宝。

得益于 Paul Hatebur 的管理策略，公司至今仍保持独

立并归家族所有。

他谨慎、周全地确保了这个成功的家族企业延续三代而

屹立不倒。2010 年 7 月 1 日，他将公司和全部股权转

让给他的女儿 Claudine Hatebur，由此表达了他对她的

充分信任。自此，Paul Hatebur 便开始逐渐卸去总裁的

职责。2014 年 2 月 19 日，Paul Hatebur 在突发重病后

去世。他的去世令我们悲痛万分。

Paul Hatebur 为公司服务超过 53 年之久，在公司的发

展历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我们来说，他在许

多方面都堪称楷模。他热情、慷慨的性格和人性化的管

理风格赢得了员工的高度评价，而其直率、坦诚的品质

也将在公司的经营理念中继续发扬光大。

Paul Hatebur 为他的家庭和事业奉献了一生。而他庞

大的“家庭圈子”便是由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的员工组成。

我们会永远怀念 Paul Hatebur，他的音容笑貌将一直留

在我们心中。在这令人难过的时刻，我们谨此向其家人

致以衷心的慰唁。

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的新任公司所有人，并竭尽所能确

保这个成功的家族企业继续沿着独立自主的道路向未

来迈进。

Urs Tschudin

PAUL FRITZ WILLY HATEBUR — 讣告 
* 1934 年 6 月 12 日   † 2014 年 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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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第一汽车集团 (即 FAW) 的建立标

志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开始。自此，FAW 逐渐

发展成为一家拥有 136,000 名员工的大型

集团，并与多家世界领先的原始设计制造商 
(OEM) 合作，例如大众、奥迪、马自达和丰田

等汽车公司。

如今，第一汽车集团及其合资公司在巨大的 
中国汽车市场中占有显著的市场份额，每年 
生产 500 万辆汽车，其中包括 360 万辆乘 
用车。最知名的合资企业包括一汽大众、一汽

丰田和一汽马自达。

为了满足日益提升的锻件数量和质量要求，

第一汽车集团的锻造部门与来自印度的一家

大型锻造公司携手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并于 
2006 年 3 月 20 日投入运营。该合资公司位

于中国东北吉林省长春市，逐渐发展成为中国

最大的锻造企业之一。2013 年 11 月，该公司

再次成为第一汽车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并更名

为中国一汽锻造 (吉林) 有限公司。

兰宝存先生和沈汝利先生对锻件的质量非常满意。

中国一汽锻造 (吉林) 有限公司 —  
借助 AMP 50 XL 达到新的高度

  Reinhard Bührer / Andy Liang    Andy Liang /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十年来，中国汽车市场发展迅猛，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始终遥遥领先。多家世界领先的汽车制造商均与这家

国有企业携手建立了合资公司，并从其锻造子公司采购优质齿轮零件。早在 20 年前，哈特贝尔就与中国一汽锻造  
(吉林) 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为其供应两款哈特贝尔热成型机，用于零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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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为其供应两款哈特贝尔热成型机，用于零件生产。

目前，一汽锻造有限公司由三个子公司组成，

共有 1,400 名员工，通过 30 条生产线生产

用于汽车及轻型、中型和重型卡车的 900 多
种锻件，年产量超过 120,000 吨。该公司还 
为铁路、矿山、钢铁和石油行业生产锻件。锻

造产品的范围包括用于发动机 (曲轴和连杆)、
变速箱 (齿轮毛坯) 和底盘 (前轴和转向节)  
的零件。

一汽锻造有限公司不出口零件，而是向第一

汽车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等国内客户供应零

件。例如，这些锻件最终组装在一汽大众的

变速箱内供应至国内市场或出口至世界各

地。一汽锻造有限公司的客户可以分为两类：

重型卡车制造商和乘用车制造商。一汽解放

汽车有限公司和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

有限公司是重型卡车分类中的重要客户。乘

用车分类中的客户包括一汽大众、上海大众、

一汽大众 (大连) 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

限公司、一汽马自达、北京现代和东风起亚。

奥迪项目的齿轮毛坯采用了新的工艺。

 “与其他设备相比，哈特贝尔热成型

机具有多项优势，包括更高的稳定

性、更低的废品率、更出色的效率

以及更高的产能。”

兰宝存先生，高级经理

吉林省省长巴音朝鲁先生参观 AMP 50 XL 生产线，并与兰宝存先生 (一汽锻造有限公司高

级经理) 探讨零件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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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零件在传送至出料装置的过程中仍保持炙热。

伺服驱动送料轮将加热后的棒料送入机床。

与哈特贝尔合作历史悠久

第一汽车集团和哈特贝尔之间的合作始于 
20 年前，那时，中国汽车制造商决定对卧式

热锻造生产线进行投资。AMP 70 项目是当

时第一汽车集团最大的投资项目，其目的是

满足大众及集团其他合资企业合作伙伴的需

要，因为他们已经在使用哈特贝尔 Hotmatic 
设备为其国内市场生产优质锻件方面积累了

长期经验。AMP 70 于 1995 年安装，至今仍

在其最初的安装位置进行生产，该设备目前

归一汽锻造有限公司所有，位于长春市中心

的第一分公司内。

一汽锻造有限公司使用哈特贝尔热成型机生

产主要用于变速箱的零件。这些变速箱在多

款车型上使用，例如一汽大众生产的捷达、 
速腾和迈腾车型，上海大众生产的朗逸车型，

以及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红旗车型。

得益于与哈特贝尔之间的密切合作和新工艺

开发支持，新零件也将用于奥迪的变速箱。

自安装后 18 年来，AMP 70 已被证明非常成

功。该设备的生产稳定性、自动化程度和效率

均无与伦比，并由此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在哈特贝尔的支持下，一汽锻造有限

公司积累了广泛的工艺和工具设计专业知识，

为以高利用率操作卧式热成型机奠定了必要

的基础。

哈特贝尔热成型机的卓越质量和可靠性是做出

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当 AMP 70 的产能 (每月生产超过 100 万件

高质量锻件) 不足以满足大众等公司大幅增长

的需求时，考虑投资新设备对于一汽锻造有限

公司而言势在必行。AMP 50 XL 成为来自瑞

士的第二款热成型机。它安装在长春市郊新

工业区的一汽锻造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内。该

工业区是第一汽车集团的一项战略投资，旨在

通过促进变速箱和相关产品的发展来提高竞

争力。这项投资极具战略性，总额约为 200 亿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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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这项投资极具战略性，总额约为 200 亿
人民币。

一汽锻造有限公司的高级经理兰宝存先生表

示，新型 AMP 50 XL 最令人满意的方面包括

始终如一的高品质、优良的可靠性、长使用寿

命、哈特贝尔及时的服务及其位于上海的服务

中心。与其他设备相比，哈特贝尔热成型机具

有多项优势，包括更高的生产稳定性、更低的

废品率、更出色的效率以及更高的产能。与已

投入使用 18 年的 AMP 70 相比，外形更小的 
MP 50 XL 具有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加强了设

备保护并提高了安全性，同时还具备多种新

技术特性。

从左到右：黄云龙先生 (工艺工程师)、沈汝利先生 (车间主任)、兰宝存先生 (高级经理)、张志忠先生 (电气工程师)、蔡凤岐先生 (副车间主任)、 

刘猛先生 (工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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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处理生产线。

AMP 50 的棒料加热器。

锻造流程中所使用的材料取决于最终客户的

需求。锻造之后所采用的后续流程包括热处

理、抛丸和探伤。而零件质量则是一汽锻造

有限公司的重要关注因素之一。为此，公司开

发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流程，对每次故障的原

因进行确定和纠正，以防再次出现同样的故

障。Hotmatic AMP 50 XL 的自动化程度及 
整合式生产工艺对提高生产效率和零件质量

贡献良多。

对于 AMP 70，公司采用每天 3 班制、每周 
15 班制的工作制度，而 AMP 50 XL 仍在当前 
10 班制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目前每月可生产 100 – 120 万件零件，共有 
30 种不同的用途。由于该设备已经投入生产

一年，操作人员渐渐熟悉新设备的特点，因此

效率逐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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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AMP 70，公司采用每天 3 班制、每周 
15 班制的工作制度，而 AMP 50 XL 仍在当前 
10 班制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目前每月可生产 100 – 120 万件零件，共有 
30 种不同的用途。由于该设备已经投入生产

一年，操作人员渐渐熟悉新设备的特点，因此

效率逐日提高。

2011 年，中国浙江辛子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美国五金及家居集团和人本集团 (美国) 
有限公司在浙江省湖州市共同建立了这家合资

企业，这里距离上海市大约 2 小时车程。

除其他设备外，该合资公司还引进了 3 条哈特

贝尔 Hotmatic AMP 70 生产线作为主要生产

资产。合作伊始，各方均深知这 3 条 AMP 70 
生产线 (从位于美国纽约州托纳旺达的美国五

金及家居集团工厂迁入中国湖州) 必须在再次

投入运行之前进行大修，而在此之前则需要进

行细致入微的机床检测。

哈特贝尔派出专家执行机床检测

由于浙江辛子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

五金及家居集团都拥有多年运行哈特贝尔卧

式多工位热成型机的经验，因此两家公司均与

该机床制造商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密切合作关

系，而哈特贝尔作为机床制造商则将为此次的

大规模项目提供专业技术和支持。但是，由于

锻造生产线的最初安装地点不再配备电力供

应，所以无法在机床抵达湖州之前执行机床检

测。这个问题会导致项目严重滞后，因此引起

了 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伟

方先生的高度重视，他也是随后在湖州安装哈

中国湖州 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  
AMP 70 XL-HFE 的全面大修

  Reinhard Bührer / Andy Liang    Andy Liang / Mapleland

通过从美国向中国引入三台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70，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必要地提高了产能，从而满足了全球

最大汽车工业市场对优质锻件日益增长的需求。2013 年夏，在哈特贝尔的专业技术支持下，第一台 AMP 70 在投入生产之前进

行了检测和大修。

Mapleland 的第一台 AMP 70 正在进行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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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贝尔 AMP 70 的项目负责人。另一个不利因

素是中美电压和频率的差异。为了克服这个障

碍，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最终决定

专门定制一款变压器，从而以 480 伏的电压

和 60 赫兹的频率沿用原有主电动机。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哈特贝尔专家的指导下，

中美工作人员于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2 月在纽约州托纳旺达完成了机床拆卸工

作。通过采用多种交通方式，历经数周的运

输行程之后，这批极为沉重的货物终于运抵

湖州。在运输设备的同时，新建的 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工厂也在为三台 AMP 70 
进行地基现场准备工作。从而使 AMP 70 机
床在运抵之后便可一次性放置于地基之上，

为进行检测做好准备。

新机床的电气布线和控制系统大修

随后，来自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的

机械和电气专家执行了机床检测，并针对第

一台 AMP 70 的运行状况出具了详细的检测

报告，从而在所需大修工作范围管理方面为 
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提供了详实的

信息。终于，大修工作于 2013 年春季开始

实施。该工作由哈特贝尔工程师团队、来自 
Mapleland 的 10 名项目团队成员以及新招

聘的员工共同执行。最终，大修工作按时完

成，其中包括整台机床的完整电气布线以及

新机床控制系统和 ESA 600 棒料末端检测

与落料系统的安装。2013 年 7 月，机床生

产准备就绪。

目标：每月生产 100 万件零件

目前，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拥有 
40 名员工，生产 20 多种不同类型的锻件，

其中主要是第 3 代和第 4 代轮毂，每月消

耗约 500 吨原材料。这些零件用于多款车

型，例如哈弗 H6 和 C30 (长城汽车)、观致 
CF16 (奇瑞汽车) 和蒙迪欧 (福特)。公司采

用每周 6 班制的工作制度，每班进行一次

工具换模。由此可使操作人员不断改进生产

流程和零件之间的转换操作。换模时间已

从最初的五小时成功缩短至不到两小时。

第一条 AMP 70 生产线的产量实现稳步提

高之后，公司计划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对第

AMP 70 的轴承加热器。检测输送机上的锻件 (轮毂毛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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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 70 的轴承加热器。检测输送机上的锻件 (轮毂毛坯)。

二条和第三条生产线进行大修，以在所有生产

线上实现每月生产 100 万件零件的产量目标。

浙江辛子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首要目标

是成为汽车行业的世界第八大锻件制造商和

国内原始设计制造商 (OEM)。

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携手合作伙

伴，共谋未来发展

通过在 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公司和另一

家附属公司安装哈特贝尔 Hotmatic 产品，浙

江辛子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共有六台

哈特贝尔卧式多工位热成型机投入生产，并

成为了此类设备在中国的最大客户之一。该公

司借助来自这家瑞士制造商的设备，获得了

高效、稳定地生产优质锻件的优势，这是其他

设备无法比拟的。管理层坚信，通过与哈特贝

尔及其位于上海的本地子公司建立密切的合

作关系，可以确保 Mapleland 精密锻造有限

公司赢得辉煌的发展前景。得益于这种合作

关系，双方可以在从机床操作到维护、工具设

计以及应用支持的各个层面交流经验和专业

技术。

汪伟方先生、邵东先生、谢伟杰先生、夏小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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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能在小型成型系统上实现的优势现在

也可以在大型系统上实现：

多年前，只有直流电动机才能够满足主传动

器的要求，而现在交流电动机同样可以实现

这一点。

几年前，哈特贝尔将其成型系统的主传动器电

动机从直流转换为交流异步电动机。

由于成型机的点动模式和缓动模式对电动机

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都

绝非易事。然而，传动技术的发展使这种转换

成为可能。

直流电动机的众多不足之处

众所周知，直流电动机一直具有交货时间长和

采购成本高的缺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必

须始终采用定制电动机解决方案。此外，还必

须附加一个需要集成于电动机内的锁定制动

器。经过几年的运行之后，就需要进行首次大

型保养工作。如果没有昂贵的备用电动机，这

通常可能意味着必须停产数周，同样会造成

很高的维护成本。

可用性优势

异步电动机凭借一些细微但显著的优势脱颖

而出。对于超过 300 千瓦的规格而言，虽然该

电动机并非现货销售，但其可用性显著提高。

在进行维护或发生损坏时，这项优势特别明

显。该电动机达到 IP 54 的防护等级，具有始

终如一的强大性能。它无需昂贵的维护或返工

工作，也无需更换集电器和碳刷。只有电动机

外壳上安装的轴承油嘴必须进行润滑。

这也意味着电动机上不会形成积碳，而在早期

解决方案中，这些积碳通常会对线圈电阻造成

不利影响，因此必须进行浸渍清洁。

另一个优势是电源待机功耗极低，在配备电

源馈线的大型成型机上，几乎不产生功耗。另

外，该电动机几乎不会在电源上产生谐波。

转换为交流电主传动器 —  
性能强大、保养简单且经济高效

  Hansjörg Gebhard    哈特贝尔

目前，哈特贝尔还可为大型系统装配交流电动机，并由此带来多项显著的优势，例如缩短交货时间、独立的锁定制

动器、缩短停机维护时间并由此降低成本，同时降低电源的待机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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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交流电主传动器 —  
性能强大、保养简单且经济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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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哈特贝尔还可为大型系统装配交流电动机，并由此带来多项显著的优势，例如缩短交货时间、独立的锁定制

动器、缩短停机维护时间并由此降低成本，同时降低电源的待机功耗。

锁定制动器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提供

哈特贝尔利用电动机转换的机会将锁定制动

器 (在点动模式中对机床定位起着重要作用) 
从大型成型系统的电动机中分离出来，并将其

作为一个附加的独立单元。当然，这也有助于

不再受限于定制电动机解决方案。

由于对现有系统的转换非常简单，所以不断有

客户要求对大型系统进行这种转换。

您是否有兴趣？我们将非常乐于为您提供建议 

配备液压离合器和制动器的新型传动单元更臻 

完善。新型锁定制动器位于主电动机和皮带轮之间 

的护盖下方。



14

NETSHAPE 1/14

哈特贝尔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在时间紧迫的项

目初期阶段对项目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基于最

初的概念考虑因素和成本估算，灵感的火花被

彻底点燃。思路逐渐清晰：严格的商业要求与

现有及新型解决方案成本/效益方面的开放式

交流相结合可带来巨大的潜力。

客户为项目开发贡献一臂之力

在各种会议上，资深专家可以在开放的氛围

中彼此交流想法，从而将各种灵感和建议融

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概念。SFS intec 在建

立高效生产流程方面的丰富经验与哈特贝尔

久经考验的开发技术完美结合，产生了巨大

的创造性。

CM 概念的基石

基于久经考验的 Coldmatic 系列的优势，通

过有针对性地集成新型解决方案，一种更加

高效的生产方式应运而生：一款紧凑型“重

型”设备，在关注高生产率和易操作性的同

时，提高了开发新成型工艺的灵活性。它具

有多项新特性，例如可以在第一个处理步骤

之前直接加热材料，也可以通过伺服轮送料

简化棒料处理流程。

新产品：哈特贝尔 COLDMATIC CM 4-5ECO —  
从客户需求到产品

  Christoph Pergher     哈特贝尔设计部

秉承已在 SFS intec 深入人心的精益生产理念，这位经验丰富的 Coldmatic 操作人员向哈特贝尔提出了一个 
特别的要求。对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地点，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最贴切地体现集团理念的生产方式。



15

NETSHAPE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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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确保与现有 Coldmatic AKP 4-5 工具之

间的通用兼容性，包括所有运动可能性。

在最终使用地点进行可靠的调试

紧凑型系统概念将减少所需的车间容积，并

在实施新的物流或生产流程时实现高度的灵

活性。通过致力于“即接入即生产”的实现，

在缩减生产工厂的调试开支方面投入了更大

的力度。

最终选定的解决方案采用坚固的底座作为中

央装配元件，满足了在地面水平安装时节省

空间的要求，同时也为系统组装和测试完毕

后进行运输和调试奠定了基础。

通过在一个紧凑的空间内集成润滑和液压单

元并安装电子、气动和冷却组件，可以更加高

效地将噪音、人员和机床防护措施相结合，

从而实现良好的易用性和易维护性。

彼此信任、公开透明的项目管理策略

对合作伙伴的尊重、对其能力的信任以及开

诚布公的交流方式是在所有层面上进行成功

协作的基础。对于该项目而言，在制定明确

的项目计划之前，双方不仅在技术和商业方

面达成一致，还确定了时间表和核心阶段。除

验收条件以外，还明确了在投入生产后第一

个月进行联合监测的时间框架，并探讨了在

出现故障时的解决流程。

共同打造更好的解决方案

在项目推进阶段，双方坦诚布公的态度成为

主要的促进因素，并促成产品生命周期各个

不同阶段中的多项改进。由于所涉及的主题

复杂多样，仅通过举例来进行说明：例如通

过优化安全概念或在模块设计中将离合器/
制动器组合与磨擦衬片相结合的标准用法，

来实现更高效的缓动效果。

我们对 SFS intec 团队提供的强大支持和成

功协助深表感谢，并坚信我们能够通过不懈

的努力快速、顺利地打造出新的机型，以此

为 SFS 提供可靠的生产方式。

第一个 COLDMATIC CM 4-5ECO 系列目前

正在 Hatebur Swiss Precision 进行打造。通

过一系列广泛的测试程序之后，我们有望在

年底之前向 SFS intec 交付第一台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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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经销商

2010 年，工程师 Fábio Wagner Pinto 创建了 
Eins Soluções em Engenharia Ltda 公司，总

部位于布卢梅瑙。其专业团队由机械工程师和

生产工程师组成，在生产线的规划、实施和维

护方面拥有高超的专业技术。公司主要致力于

生产线加工工艺。EINS 已于 2014 年 1 月起

成为哈特贝尔巴西代表处。

联系人：Fábio Wagner Pinto 
Eins Soluções em Engenharia Ltda 
CEP 89031-000 Blumenau / SC Brasil 
电话：+55 47 8404 98 18 
fabio@eins.com.br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经销商

2011 年，Marius Dogaru 创建了 MDC Turbo 
Services 公司。MDC Turbo Services SRL 已
承担 Ferrostaal Bukarest 在罗马尼亚的部分

业务。公司在罗马尼亚有 3 名员工，在保加利

亚有 1 名联系人。Marius Dogaru 从 2010 年 
开始与哈特贝尔建立了业务往来。 
 
联系人：Marius Dogaru 
S.C. MDC Turbo Services SRL 
020359 Bucharest, Sector 2 / Romania 
电话：+40 722 22 36 46

英国经销商

Schneeberger Engineering 从 1989 年便开 
始在英格兰运营。1993 年，Ernst Schneeberger 
开始承担哈特贝尔在多个国家的装配业务，从 
2003 年开始便作为英国市场的经销商进行运

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在多个国家提供售后服

务和维护工作 — 这也是其优势所在。

联系人：Ernst Schneeberger 
Schneeberger Engineering 
West Midlands / Great Britain 
电话：+44 1213 513 865 
ernstschneeberger@hotmail.com 

印度经销商

Chrystec Machine Tools Pvt. Ltd.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由多人共同创建，其中包括 
Voltas Machine Tool Division 的前业务部主管 
兼总经理 Philip Mascarenhas 先生，以及前生

产主管 MRI Shaikh 先生、Sunil Bhatkhande 
先生、ARA Kani 先生和 J.D. Moogat 先生，

公司成立的最初原因是 Voltas Ltd. 决定退出

一部分贸易业务。公司团队由 21 名员工组成，

包括销售、服务和应用人员。 
 
联系人：P. Mascarenhas 
Chrystec Machine Tools Pvt. Ltd. 
560025 Bangalore / India 
电话：+91 9845 153 978 
pmascarenhas@chrystec.com

哈特贝尔全球经销商 —  
您当地的直接联系人

得益于广泛的全球经销商网络，哈特贝尔能够在客户需要时直接在当地为其提供服务。由于后继法规和所有权的 
变更，在某些国家需要了解新经销商的信息。因此，在本期和下一期 Netshape 中，我们将简要介绍我们的长期

合作伙伴和新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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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销商

SQ Tech 公司位于首尔附近，服务于韩国客户  
2015 年初，哈特贝尔和 SQ Tech 将庆祝双方

成功合作 10 周年。总经理 Sang Yul Yoo 先
生在热成型和冷成型市场拥有多年经验，他将

凭借持久如一的活力和干劲为哈特贝尔的成

功提供强大支持。SQ Tech 团队技术实力雄

厚，能够在机床调试和维护操作期间为哈特

贝尔提供支持。SQ Tech 随时陪伴客户左右，

竭诚提供非常高效的服务。 
 
联系人：S.Y. Yoo/J.W. Seo 
SQ Tech Corp.  
403-858 Incheon City / Korea 
电话：+82 32 623 7800-6 
sales@sqtech.co.kr 

新加坡经销商

Munger Machine Tool Pte Ltd. 在市场上享

有盛誉，拥有一支精干的销售和服务团队， 
25 年来，一直是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市场上

的著名机床制造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金属

加工领域要求严格的客户提供咨询和服务，由

此为成功合作奠定理想的前提条件。 
 
Munger Machine Tool Pte Ltd. 
Singapore 669569 
电话：+65 6764 6388 
sales@mungermachinetool.com 
service@mungermachinetool.com 

泰国经销商

Munger Machine Tool Pte Ltd. 
Singapore 669569 
电话：+65 6764 6388 
sales@mungermachinetool.com 
service@mungermachinetool.com 

马来西亚经销商

Munger Machine Tool Pte Ltd. 
Singapore 669569 
电话：+65 6764 6388 
sales@mungermachinetool.com 
service@mungermachinetool.com 

波兰经销商

1992 年，Waldemar Trzesniewski 创建了 
ABH，作为一家技术型机构在成型技术领域

从事机床和技术咨询以及相关的进口业务。 
约有 20 名员工在位于华沙的公司总部工作，

其办公楼内拥有 120 平方米的机床展示空

间。除进行销售以外，ABH 还运营维护、培 
训和备件业务。 
 
联系人：W.+M.Treschniewsky 
ABH Trzesniewski 
PL-02-401 Warsaw / Poland 
电话：+48 2286 359 89 
info@abh.com.pl 

捷克/斯洛伐克经销商

Rostislav Necas 和 Tomas Cajska 于 1996 年 
创建了 Elcomed 公司，从 2012 年便开始与 
哈特贝尔合作。除哈特贝尔成型系统以外， 
Elcomed 还为捷克市场中的传送带电气安全

组件供应商提供支持。 
 
联系人：Rostislav Necas 
Elcomed spol. s.r.o. 
104 00 Prague 114 / Czech Republic 
电话：+420 910 61 04 21 
hatebur07@elcomed.cz

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在本期 Netshape 中列出一部

分经销商。其他经销商的信息将在下一期 Netshape 杂

志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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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 集安全性和盈利能力于一身

自 1961 年推出以来，ESA 不断根据客户需求

进行了改进和调整。由于通过激光栅精确记

录棒料末端，其探测精度接近毫米，通过进行

分析，可借助一个测量轮实现比发丝更细的进

料监测精度。这意味着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

作废剪切料段的数量，从而显著节省能源和材

料成本。

ESA 600 与伺服技术的集成

如果 ESA 600 单元识别出棒料末端过于接 
近其中一个剪切料段末端，ESA 会向机床控

制系统发送相应的信号。随后，控制系统会 
使伺服送料轮执行行程更短的进给 (更短的

剪切料段)。因此，棒料末端位置会转移至剪 
切料段的中间，从而避免出现处理起来非常 
麻烦的碎片。执行该操作时，通常会使一个更

短的剪切料段和一个正常剪切料段 (包含棒 
料末端) 作废。

ESA 600 — 安全性和盈利能力

 Carsten Sieber    哈特贝尔

在 Hatebur Hotmatic 中处理棒料时，必须确保棒料末端不会进入成型处理流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哈特贝尔开发了 ESA 60/ESA 600。从而可在哈特贝尔 Hotmatic 成型机从棒料架到加热器再到剪切板的整 
个流程中对棒料末端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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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atebur Hotmatic 中处理棒料时，必须确保棒料末端不会进入成型处理流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哈特贝尔开发了 ESA 60/ESA 600。从而可在哈特贝尔 Hotmatic 成型机从棒料架到加热器再到剪切板的整 
个流程中对棒料末端进行监测。

伺服送料轮同时也适用于所有热成型机 
(AMP 20S 除外)，并可作为附件在现有成型 
机上配备。

ESA 监测超出目标温度范围的棒料区域

待成型材料的温度至关重要，对滚珠轴承钢

和汽车零件而言更是如此。为此，ESA 可以

通过对加热区域末端的高温计信号进行分析，

来监测相应的区域。ESA 系统对接近剪切面

的棒料区域进行监测，并随后在机床上将其

作废。

新版本 6.03 带来多项明显改进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进是当启动锻造系统

时棒料会产生温差。最新版的 ESA 会在棒料

离开棒料架之后立即对其进行检测，从而评 
估监测到的棒料温度波动，如有必要，会在机

床上将该料段作废。

该特性与 ESA 中新增的进给长度监测相结

合，可使工艺可靠性提升到全新的水平。

ESA 600 的新特性

 – ESA 从系统启动时起便开始监测材料。

 – 通过 ESA 测量单元监测剪切长度。

 – 分析棒料之间的间隙，从而实现棒料滚轮 
的最佳调节。

 – 客户可以更改受保护区域的密码，以防系 
统出现错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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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在德国

6 月 29 日至 7 月 4 日，哈特贝尔将参加在柏

林举行的第 21 届国际锻造会议 (IFC 2014)。

 在中国

2014 年，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还将

参加于 9 月 18 日至 21 日举办的中国国际轴

承及其专用装备展览会。

 在巴西

EINS Soluçoes em Engenharia 将与来自哈

特贝尔的代表一起参加于 10 月 8 日 – 10 日
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 Senafor 国际锻造

会议。

展会/ 活动

在德国开展的活动

4 月 7 – 11 日，哈特贝尔参加了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两年举行一次的国际管材、

线缆及线材展览会。哈特贝尔设立了独立展台，参展团队包括公司管理层、国 
际销售团队、售后服务和技术团队，除此之外还有受邀客户和潜在客户。展会 
期间，对哈特贝尔的重要创新产品 Coldmatic CM 4-5ECO 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并向感兴趣的参观者进行了详细介绍。关于该机床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本杂志

的第 14 – 15 页，或直接咨询哈特贝尔联系人。

在韩国开展的活动

2014 年 4 月 8 – 13 日，哈特贝尔与我们在韩国的长期经销商一起参加了在首

尔举办的韩国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SIMTOS)。

在印度开展的活动

2014 年 1 月 23 – 28 日，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Imtex) 在班加罗尔举行。 哈特

贝尔员工与我们在印度的经销商 Chrystec Machine Tools Pvt. Ltd. 一起在展

览会上欢迎各方来宾。IMTEX 展览会聚焦于所有技术应用领域的成型技术。

新闻

供应商奖

来自利斯塔尔的  
Max Pichler AG 再次荣获 
哈特贝尔供应商奖，该公司 
一直可靠地供应各种规格的

重要零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