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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非常高兴在履新后首次向大家介

绍新一期《Netshape》杂志。

2015 年新年伊始，我们就经受了一阵不小的货币冲击。瑞

士国家银行于 1 月 15 日突然宣布取消瑞士法郎对欧元

的汇率上限，这导致瑞士法郎暴涨，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挑

战，未来的形势也不容乐观。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采

取特殊措施。非常高兴告诉大家，我们在今年启动了一系

列应对措施，并将在 2016 年着力推进。

我很荣幸能够在本期《Netshape》中发布一份漂亮的报告

比如，我们与一家经营范围遍布全球的法国公司 Setforge 
商谈进一步的合作，该公司 2014 年安装了一台周边设备配

置齐全的全新 AMP 50；又如，哈特贝尔公司在 2015 年庆

祝创立 85 周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自 1930 年以来的这

段峥嵘岁月。在报告《向工业 4.0 迈出的第一步》中，我们

把目光投向未来。最后，我要向大家介绍我们新成立的子

公司：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我们的现

场团队激情十足、齐心协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建造了一座全

新的成型模具制造厂。这家现代化的企业令我们十分自豪；

各款模具的所有生产阶段都在这家企业内部完成，并采用

瑞士质量标准和流程。为了实现哈特贝尔和客户利益的最

大化，我们正在计划采用当地的成本结构，而第一步就是

确保为中国本地客户供货。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另一份

报告，通报新成立子公司的最新进展。

希望您喜欢本期客户杂志，预祝您在圣诞季和新年一切

顺利。

Thomas Christoffel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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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阿根廷代表 — 
MOLINARI S.A.

Molinari S.A. 已接任哈特贝尔冷热成型机阿根廷代表一职。我们非常欢迎 Molinari 和 Papandrea 
二位先生及其麾下专业团队加入哈特贝尔，并委托他们经营我们在南美市场的业务，我们相信他们

有能力为当地客户和意向方提供专家级的服务。公司的联系方式如下：

Molinari S.A.，Mendoza 4846，C1431CIH Buenos Aires，Argentina 
电话：+54 11 4521 2001 分机 226，传真：+54 11 4522 7105，spapandrea@molinari.com.ar

挂历 — 
来自瑞士的新图片

通过哈特贝尔这本新挂历初步了解瑞士的特别之处。今年，让我们通过

这本挂历带您领略 Chalandamarz (告别冬天，迎接春天)、古堡自驾游

和圣哥达山口马车游的魅力。挂历将由我们的代表分发或直接邮寄。如

果您没有收到挂历但又很感兴趣，请联系我们！

安定祥和的假期和激动人心的新年 — 
祝大家 2016 年一切顺利

祝您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假期，并期待在 2016 年与您开展更深入、

更全面的合作。希望您在新的一年里取得开门红，迎来又一个成功的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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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forge

Farinia Group 是何时创立的？

其组织架构如何？

Thierry Chazot (Setforge 首席运营官)： 
Farinia Group 创立于 2002 年，专业从事材

料变形、金属加工和生产优质零件。近 15 年

来，集团一直为汽车、航空、能源、国防、市政

工程和材料输送设备等多个行业的客户提供

创新零件。

Farinia Group 的核心业务包含四个主要部分

锻造 (Setforge)、铸造 (FMGC)、增材制造 
(Spartacus 3D) 和机械加工。

作为法国锻造业的领导者和全球最重要的锻

件供应商之一，Setforge 在法国有 9 家公司

在印度有 1 家合资公司。每家公司都专业从

事各类制造技术。Setforge 的产品组合涵盖

冷锻造、热锻造和温热锻造，以及各种精加工

工序。

FMCG 将自身定位为欧洲灰口铸铁平衡器制

造领域的领导者。这座铸造厂为多个行业提

供优质的平衡器和压载物解决方案。FMGC 
的能力和富有经验的工作团队使公司有足够的

能力进军海洋再生能源等新市场。公司近期推

出了两个新品牌的产品 — 用于重力型水力涡

轮机地基的灰口铸铁压载物，以及用于保护

海底电缆、集成有压载物功能的外壳。

多家机械加工车间坐落在集团的各个生产单

元内。

Farinia Group 遵循投资和创业发展政策。

Spartacus3D 为集团一项新的主要业务铺平

了道路：增材制造。Spartacus3D 已在这一新

兴市场取得不错的成效，并吸引了 AEQUS 的
注意。这家航空制造供应链中的跨国公司已投

资购买了增材制造公司的少数股份。

Farinia Group 在全球有多少员工？

TC：约 1250 名员工。

Farinia 的年销售额是多少？

TC： 2013/2014 年，Farinia 的销售额为两亿

六千两百四十万欧元。

AMP 50 XL — 同类中的最佳机床 — 
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每年 1600 万个零件

 Marc-Alain Meyer    Setforge

2014 年，全新 AMP 50 XL 投入生产，替换已生产 2 亿多个零件的旧机床。这台热成型机在 2016 年的产量应达

到 1600 万个零件。Setforge 依赖哈特贝尔的机械专业知识和可靠设备。双方的合作始于 1983 年 Setforge 购
买第一台 Hatebur Hotmatic AMP 50。

一条完全一体化的生产线，

从棒料储存、包装到成品仓库。”

Thierry Chazot，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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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线开始端以及棒料架和加热器视图 (机床安装期间的照片)。

Setforge 内部有哪些活动？

TC：Setforge Engineering 是 Setforge 的研究

与技术开发部门 (R&D)。一支经验丰富的工程

师团队不断开发新的锻造技术，并协同设计或

再设计创新解决方案。Setforge Engineering 
代表了我们对技术进步的坚定承诺。

Farinia 制造的产品被发往哪些国家？以及哪

些市场？

TC：国家：主要是欧洲 (85%)，亚洲以及北美

和南美。市场：汽车、航空、农业、非公路机械

材料输送、卡车、能源和再生能源、石油和天

然气、国防、造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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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操作平台 (机床安装过期间的照片)。

Farinia 的主要客户有哪些？

TC：Farinia 的客户涵盖欧洲不同业务领域的

所有主要参与者。

Setforge Hot Formers 工厂位于何处？

TC：位于法国东部的 Hagondange，距离巴黎 
3 小时路程。

Hagondange 工厂于哪一年建立？

TC：Hagondange 工厂是 1952 年集团引入 
RSA 政策后建造的，其所有锻造活动都在一

个地点完成。

Setforge Hot Formers 何时并入 
Farinia Group？

TC：2011 年，在 Bpifrance (FMEA) 的支持

下，Setforge (Farinia Group) 收购了 
Safe Automotive (Hagondange) 并将该公司拆分

成两家技术导向型公司：Setforge Hot Formers 
(专业从事热锻造) 和 Setforge Near Net (专业从

事冷锻造和温热锻造)。

Setforge Hot Formers 安装有多少台机床？

TC：4 台卧式锻造热成型机加 1 台环形碾扩

机。其范围覆盖 40 毫米到 220 毫米直径。

Setforge Hot Formers 何时开始使用哈特贝

尔机床？第一台机床是什么型号？

TC：1983 年，第一台 AMP 50。

最新的 AMP 50 XL 机床是何时安装的？

锻造生产线的结构是怎样的？

TC：这台机床在 2013 年得到批准并于 2014 
年投入生产。这条锻造生产线实现了从棒料储

存、包装到成品仓库的全集成。

你们为何购买这台新哈特贝尔机床？

TC：为了替换一台已生产了 2 亿多个零件的

旧机床。

该项目中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TC： 项目时间很紧，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将流

程的每一个步骤整合到生产线中。

Setforge 最欣赏哈特贝尔机床的哪一点？

TC：哈特贝尔以其机械专业知识和设备可靠

性闻名。此外，我们还能依靠它的设计室为这

台同类最佳机床的增产扩能提供出色的服务

和支持。

在产品方面，这台机床制造哪类零件？

TC：齿轮、高精度齿轮、汽车变速箱、非轴对

称零件和特殊零件。 

哈特贝尔机床每周有多少个生产班次？

该机床目前每月生产多少个零件？

TC：一周五天，每天三个班次。目前每周生产 
350 000 – 400 000 个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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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特贝尔庆祝公司创立 85 周年之际，大家

可能会惊讶地发现这家公司依然如此年轻。这

是因为这个具有开拓精神并掌握卧式冷、热成

型技术的瑞士家族始终将自己视为现代锻造

技术的一份子。实际上，我们的创始人不断进

行革命性的发明，从创立伊始就大规模地开展

成型技术的开发，这对哈特贝尔的成长和发展

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故事还证明了创新并非

始终需要光鲜亮丽的市场营销活动和新颖的

包装。比如，最初的几台 1200 吨热成型机床

之一 AMP 70 型连续工作 50 年且没有出现任

何投诉 (!)，为我们的一家客户制造了无数的传

动系统齿轮。尽管外表老旧，但可以在内部找

到最新、最具创新力的技术。这个例子证明了

确保公司稳步发展的幕后人士是真正的英雄。

但是，术业有专攻。

1930 年 4 月，36 岁的 Fritz Bernhard Hatebur 
在德国诺伊斯市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当时大家

还不知道，这家公司日后将成为全球技术和市

场领导者之一。该公司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非常

明确：创始人致力于制造和开发无屑固体成

型机床和工艺。这位工程师依靠自己的研究

和在德国和荷兰多家机床和螺栓行业公司的

长寿的机床与历史悠久的公司 — 
哈特贝尔迎来创立 85 周年

 Jürgen Fürst    哈特贝尔

哈特贝尔是全球高端卧式冷、热成型机床制造商之一。公司成立于 1930 年，从发明革命性的转塔式热锻压机开

始，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多家锻件制造商的重要合作伙伴。哈特贝尔是100%的家族企业，以哈特贝尔家族命名，现

在已成功传承到第三代。

哈特贝尔的总部位于莱纳赫，当时

还没有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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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经验，开发出第一台自动转塔型热锻

压机。这台设备能够将长钢棒料自动输送到系

统中，并实现每小时 6000 个 M20 螺母的产

量。这一巨大进步大幅减轻了操作员的工作负

担，使他们从手动送入棒料这项费劲的工作中

解放出来。Fritz B. Hatebur 因这一革命性的

发明而获得人生中的第一项专利。

在德国二战爆发前的动荡时期，Fritz Hatebur 
选择将全家和他的公司搬到瑞士巴塞尔。由

于通关时无力支付关税，他不得不忍痛销毁所

有的技术图纸和文档。但是，这不仅没有摧毁 
Hatebur 的动力，反而令他更加振作。这位才

思敏捷的工程师通过 PKE 10 预压成型机和

半自动 PKZ 1 后压成型机开发了新一代的创

新冷成型工艺，该工艺很快就取得了成效。随

着瑞士对外贸的不断重视，这项新技术也逐渐

走向国际市场。直到今天，外贸对于瑞士仍十

分重要。比如两台用于生产螺母的自动冷冲模

压力机被运到瑞典。我们的客户分布在德国、

法国、波兰、前南斯拉夫和埃及等国家。另外，

由 Hatebur 自行开发的两台用于生产 M10 和 
M16 螺母的半自动整形机被销往比利时和法

国。但全球其它地区不仅对我们的机床感兴

趣，更对我们的技术感兴趣。Fritz B. Hatebur 
甚至被 Kemal Atatürk 邀请到土耳其举行为

期 8 周的讲座。

即使是二战也几乎没有减缓这家公司的天才

创造力，虽然在国境关闭后，外界对哈特贝尔

成型机的需求几近干涸。Fritz B. Hatebur 在
此期间致力于发明一款创新自行车踏板，开发

用于汽车发动机的木质汽化器，制造无心磨

削机，以及改进自己的热成型和冷成型系统设

计。当战后这家家族企业在瑞士恢复正常运

营后，成型机市场也在迅速恢复。战后，哈特

贝尔以一系列创新发明帮助公司快速回到增

长轨道。

1960 年 12 月，德国公司 

Neumayer 从哈特贝尔购入一台 

Hotmatic AMP 30。

一台具有 1200 吨冲压能力的 AMP 70 被

交付给德国的 FAG。运输大型机床必须事

先进行周密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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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全球第一台用于制造 M20 到 M30 
螺母、采用水平模具排列的全自动三模渐进

式锻机问世；1951 年，多工位锻机六角头螺

栓无废料制造流程取得专利；1954 年，用于

制造 M6 到 M10 螺钉的四模 BKA 2 渐进式

锻机问世；一年后，四模 BKA 16 渐进式锻机/
螺栓机问世。公司几乎每年都会取得技术突

破，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哈特贝尔非常注

重集思广益，重视机床和系统的开发与制造

以及品牌管理。但它们均由合作公司制造而非

哈特贝尔。

1956 年最终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在一家德国滚珠轴承工厂进行

了为期八周的大胆系列测试后，这家瑞士公

司的员工制造出用于制造球轴承圈的热成型

机，而此前的热成型机只能制造螺母。第一台 
AMP 30 球轴承圈生产热成型机的试运行标

志着哈特贝尔吹响了称霸全球的号角，之后几

年，哈特贝尔的球轴承圈热成型机出现在全球

几乎每个角落。而这一年还发生了另一项巨大

的变革：1956 年，哈特贝尔开始代表客户开发

系统性模具。哈特贝尔建造了一座内部模具车

间，开始自行生产测试模具。

除技术创新之外，还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诸如此

类的战略来推动公司的发展，并且在哈特贝尔

家族的下一代以及 Fritz B. Hatebur 的三个儿

子 Bernhard、Hans-Walter 和 Paul 的领导下

得以延续。多项新发明展现了公司强大的创造

力和持续的创新能力，比如 1964 年发明了当

时全球最大的锻造机 AMP 70，其冲压能力

达到 1200 吨；1969 年发明了 ESA 系统 (电
子棒料料头踢料器)；1971 年发明了 AMP 50 
热成型机，该机床每分钟可加工 90 件直径 
92 毫米以下的锻件。1968 年，公司迁址到莱

纳赫，在那里又建立了一座内部开发中心。

公司创始人 Fritz B. Hatebur 于 1979 年退休

并于 1980 年逝世后，Hans-Walter Hatebur 
接过了董事会主席一职。Hans-Walter 和 
Paul Hatebur 作为公司的第二代领导人带领

父亲创立的公司继续在未来取得成功。公司开

始进入系统的全球化时代，在德国、日本和美

国创建了子公司和经销机构，使这家瑞士公司

更好地了解全球各地的客户，从而更清晰地洞

察市场的需求。这意味着技术创新仍在继续，

成功地为哈特贝尔的客户创造收益并提高产

量。公司一直在贯彻 1968 年开发中心在莱纳

赫开业时的一句格言：“我们的客户应该去赚

钱，比如生产。而我们为他们提供赚钱所需的

工具。”

在这个时代，全球化进程的步伐日益加快，制

造设施也要以客户为中心。为了适应这一形势

我们 1991 年开发出 Coldmatic AKP 这款用于

制造大型螺母的改进型热成型机。同时，1997 
年 Hans-Walter 逝世后，Paul Hatebur 接过了

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

2004 年，Urs Tschudin 从 Paul Hatebur 手
中接过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者转为董

事会成员。

当然，运气也不是一直站在哈特贝尔这边

的：2007 年，一台运往日本的 AKP 4-6S 在
阿姆斯特丹被一台装载起重机完全损坏后不

得不报废。

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成立于 2007 
年 8 月，哈特贝尔持有该公司 60% 的股份。

这家新公司负责组装工作，并为整体改造和修

复提供支持，另外还专门负责处理所有哈特贝

尔机床移动再加工系统的开发和管理。在这

里，公司与市场的贴近同样证明能够带来优

势，因为这使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核心流程的

附加生产设施并为上下游加工扩大锻造技术

流程链。哈特贝尔专注于建设综合支持网络，

扩大服务范围，并与客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这些在短期内就被列为公司最优先考虑

的事项。

哈特贝尔很快突出了为新员工提供

机床实际操作强化培训的重要性。

我们的客户应该去赚钱，比如生产。

而我们为他们提供赚钱所需的工具。”

莱纳赫开发中心开业时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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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为他们提供赚钱所需的工具。”

莱纳赫开发中心开业时的格言。

尽管有诸多技术创新并且贴近市场，但哈

特贝尔依然没能摆脱 2008 年末开始的那

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最终，Paul Hatebur 
的女儿、继承人和公司第三代传承人 
Claudine Hatebur de Calderón 在 2009 年 7 
月这一极其艰难的时刻加入公司。哈特贝尔在

全球市场的杰出声誉以及客户对公司的信任，

使这些掌握深厚锻造生产技术的瑞士专家们

能够在市场开始复苏时继续为公司的成功添

砖加瓦。2010 年，哈特贝尔低调庆祝公司创

立 80 周年。

法国和印度市场的复苏带来了令人振奋的信

号。2013 年，哈特贝尔决定提升内部的小型锻

造机生产水平，并在未来自主制造这些系统。

怀着这一目标，HATEBUR Swiss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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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最佳的机床技术和一流的服务，每一位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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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继续成为客户心目中极具价值的合作

伙伴。

Fritz Bernhard Hatebur

Hans Hatebur

Paul Hatebur

Claudine Hatebur 

de Calderó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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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显然对于 AFRC 的设施、人员的知识、热情和多样性以及会议组织筹办的专业感到兴奋。

国际冷成型会议 (ICFC) 每五年举办一次，冷

成型行业的领导者汇聚一堂，帮助确定行业未

来走向。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在产品复杂性和定

制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何削减成本。

会议期间所探讨的主题提高了大家对此的认

识，并引发了对目前最先进技术和未来改进潜

力的讨论。

Klaus Schreiner 受邀发表了题为“先进技术

如何保证工艺的灵活性”的演讲。他介绍了哈

特贝尔及其各种冷成型机，就瑞士 Coldmatic 
机床的三大主要优点进行了说明：

 – 高生产速度

 – 高利用率

 – 安全生产零件

他展示了 Coldmatic 技术可用于制造广泛的

产品和高精密零件。

更多信息：www.afrc.org.uk

国际冷成型会议 — 
我们在格拉斯哥的展示

 AFRC/Klaus Schreiner    AFRC

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先进成型研究中心 (AFRC) 在于 2015 年 9 月 2 日至 4 日在格拉斯哥举办了第 13 届国际

冷成型会议。约 120 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工业领域。Klaus Schreiner 
就“先进技术如何保证工艺的灵活性”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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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停机......
......如果系统的使用率高，并需要为客户供货

时：对各相关方都是一场噩梦，但却无法完

全避免。如今，时间就是金钱，客户需要快速

的援助。

如果制造商的服务专家可以远程实时调校系

统而无需从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赶到，就可以

尽可能地缩短停机时间。借助适当的软件和正

确的调校，远程访问以及必要的远程维护打

开了“工业 4.0 时代”的大门。

哈特贝尔的专家正在上线

哈特贝尔的员工常常思考他们可以为客户提供

哪些附加服务，从而增加机床的利用率并提高

竞争力。哈特贝尔专家现在可以通过现有设施

在莱纳赫远程访问客户的成型系统。

目前，哈特贝尔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此项服务，

为新的成型系统标配远程访问系统，而对于

老款成型系统，也可通过升级为其添加远程

访问系统。

远程访问旨在快速找到故障，确定原因并直接

采取纠正措施。经授权的客户员工启用一个障

碍观察显示程序后，莱纳赫的哈特贝尔专家即

可直接访问控制系统和集成化系统。

客户会立刻依赖并直接获益于：

 – 哈特贝尔专业人员的直接访问，免去远距离

和高成本的顾虑。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派遣员工前往客户现场

需要数小时，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可能

需要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 (比如必须获得签

证)。长久的等待时间通常难以接受，但不可

避免，会对机床的利用率造成直接影响。

 – 现在，可以直接呼叫和利用哈特贝尔知识深

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

每一个部门都位于哈特贝尔在莱纳赫的运

营场所，并且可根据需要直接加入到流程中

这意味着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安排多个部

门的讨论和经验交流。

 – 可以直接发送和测试集成化系统的必要修

改或更新。 

迈向“工业 4.0”的第一步 — 
展望未来

 Hansjörg Gebhard    哈特贝尔/Secomea

跨国公司面临全方位的挑战。跨国业务常常很难节省时间和成本。但哈特贝尔现在正在帮助客户预防长时间系统

停机，并通过远程访问快速、经济地为客户解决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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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对 SECOMEA 的信任

为了保持最大的安全性和利用率，Secomea 
开发了一套“三件式”远程访问解决方案：

 – SiteManager：SiteManager 是机床和客户

互联网之间的接口。该硬件被集成到电气控

制柜中，一端与冲压控制系统相连，另一端

与互联网相连。

 – LinkManager：LinkManager 是一款安装

在控制专家编程设备上的软件。该程序被用

于建立从编程设备到 SiteManager 接口的

连接。

 – GateManager：GateManager 是一项基于

云的 M2M 服务，可以作为 LinkManager 和 
SiteManager 之间的连接设备。

Secomea 使哈特贝尔的专业人员能够与全球

范围内机床建立远程访问连接，并通过这些

连接操控必要的控制系统元件。

改造

将 SiteManager (机床电气控制柜中的硬件) 
内置到客户的 IT 基础设施中非常简单。

SiteManager 使用与普通网页浏览器相同的

通信通道，使 SiteManager 连接客户网络时

无需调整服务器、网关或防火墙。

如果无法创建与客户网络的连接，可通过手机

网络建立连接。但经验表明，此类连接一般速

度较慢并且稳定性较差，哈特贝尔建议与客户

的 IT 基础设施建立连接。

安全性

必须完全确保远程连接的安全性，方可成为

可接受的解决方案，这决定了安全性是最首要

的考量指标。Secomea 是全球首个和唯一的

安全认证远程访问解决方案。Secomea 提供

安全的远程访问。

改造

每一台新的哈特贝尔压床均配备 SiteManager
但原有机床系统也可选择升级到 SiteManager
在这种情况下，压床控制系统的最佳解决方案

要根据每台机床单独确定。

工业 4.0”在不久未来的其它可能性

 – 智能编程实现了在一台机床处理器上采集和

处理系统生产、监控和运行数据，之后再由

哈特贝尔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 这些数据对于哈特贝尔的后续产品开发至

关重要。

 – 这些数据还能够以匿名或开放的“基准”数

据形式提供，必要时以规定的关键数据/数

系统运营方和系统供应方之间的连接基于一套“三件式”远程访问解决方案。

PLC 编程 

HMI 编程 

网络接入

Scada 系统 

数据库系统 

视频/摄像头 

语言/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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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C 编程 

HMI 编程 

网络接入

Scada 系统 

数据库系统 

视频/摄像头 

语言/电话

值形式提供。这可以用作比较的基础，也可

以用于确定任何制造公司的竞争力。

 – 维护间隔不再依据规定的时间，而是根据运

行时间和系统负载制定。

 – 可对易磨损的重要零件或区域进行监控，从

而确保所需的替换件在适当的时间入库。

节约您的时间和金钱 — 向哈特贝尔索取部署

远程维护系统的报价！

该系统通过与网页浏览器相同的通信通道快速、简单地整合到系统运营方的 IT 解决方案中。

SPS

手
机
网
络

以太网

伺服 Pilz

可视化

B&R 或 Siemens PLM ESA

可通过客户网络或手机网络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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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讨会的基本理念是吸引俄罗斯成型行业

的专业人士和决策者带来吸引人的产品系列

并且邀请他们交换意见。

8 家公司在哈特贝尔的领导下汇聚一堂，在

会议上展示产品和技术。它们分别来自炼钢

加热、成型、机械加工、材料输送和润滑剂

行业。

政治是俄罗斯社会近期关注的焦点

今年的政治经济环境并不非常有利。海外政

策问题、低油价、汽车业产量下降以及本地化

进展缓慢 (166 法令规定汽车行业本地化程

度为 60%)，这些决定了市场大环境的低迷。

但与会的 8 家企业一致同意应从长计议，主

张建立和扩展一个稳定的关系网。

从钢材到成品零件

会议议程囊括了诸多主题。在开幕词中，来自

德俄商会的特邀演讲者 Jens Böhlmann 谈
到了经济和政治形势，并鼓励业界的企业继

续促进相互之间的合作。这位专家生动地介

绍了业内流程链不同阶段的多种技术，包括

炼钢、成型和成品部件。

和与会者积极开展对话

来宾在单方面接受演讲者的信息之外，还真

正参与到对话当中，这对于赞助者非常重要。

与会者充分利用会议带来的机会，在专家展

示结束时提问，而在两场展示之间的休息时

间段，个别来宾还在“演讲者角”接受了采

访。在专业协调人员的帮助下，还展开了一场

生动的专题讨论，专家们就日常工作中遇到的

问题择其精要展开了讨论。

会议在河畔顺利闭幕

在展示了完整的数据和事实后，大家在最后

一天泊舟漫游莫斯科河。主办方提供了丰盛

可口的食物和饮料，而23 ºC的夜间温度也非

常适宜。讨论在甲板上下展开，将东欧和西欧

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一位赞助者一语中的：“今天我所进行的交

流和讨论比之前所有贸易展加在一起的还要

多 还要好。”

我们所询问的发起人和来宾一致同意，这一系

列活动应该继续举办。我们期盼着在 2017 年 
5 月，还能再说一次：“再见，莫斯科”。

哈特贝尔的 Klaus Schreiner 接待了多位

来宾并籍此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俄罗斯第三届成型研讨会 — 
迎难而上，走向成功

 K. Schreiner    哈特贝尔/Ferrostaal

对话成型技术”是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莫斯科举办的俄罗斯国际机床展览会第三届成型技术研讨会的主题标

语。该研讨会自 2011 年起开始举办，现已举办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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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成型技术”是 2015 年 5 月 28 日在莫斯科举办的俄罗斯国际机床展览会第三届成型技术研讨会的主题标

语。该研讨会自 2011 年起开始举办，现已举办三届。

在会议休息以及夜游莫斯科河期间，与会者充分利用此次机会与同行交流了观点并扩大了自己的网络。

此次俄罗斯研讨会的发起者和

赞助者：



18

NETSHAPE 2/15

Neues Bild 
folgt.

哈特贝尔活跃在中国市场已有 30 多年。哈特贝

尔成型机床最初通过代理商在中国销售，但自 
2008 年起，这一巨大的市场就交由哈特贝尔的

子公司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公

司进军中国市场 8 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

市场地位得到了巩固，建立起一个覆盖范围

广的网络，并从零开始建立了客户服务和应用

支持。销售额也稳步增长 — 目前在中国约有 
30 台 Hotmatic 成型机和多台 Coldmatic 成

型机正在服役 — 我们的 11 位员工为中国市

场的未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符合瑞士质量标准的“中国制造”

哈特贝尔正在中国市场迈出新的一步：2015 
年末，我们的第二家子公司哈特贝尔金属成型

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将投入运营。这家企业

是哈特贝尔在瑞士以外地区建立的第一家自己

的制造和机械加工公司。在 Reinhard Bührer 
的指导下，这一模具厂将按照瑞士精度和质量

标准生产用于哈特贝尔 Hotmatic 成型机的成

型模具。

这样的精度和质量正是中国市场最缺少的 — 
目前使用的成型模具的品质往往参差不齐。

此项举措的另一个理由是，当地市场不具备

生产卧式多工位锻机所需的专业知识，并且

对成型力缺乏了解，这也说明了中国制造的成

型模具的使用寿命为何比西方制造的模具短

数倍。通过建立自己的模具生产部门，哈特贝

尔正在运用相关专业知识支持中国客户和活

跃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客户，在当地以有竞争力

的价格提供优质模具，进而帮助客户提高生

产效率。

在中国新成立的模具制造公司 — 
增长点

 Hagen PR    哈特贝尔

哈特贝尔在中国建立了第二家子公司，以建立自己的模具制造厂并改进客户服务。为此，公司正在回应市场上的特定

机会和需求：尽管中国的汽车行业正在蓬勃发展，但该市场的成型模具质量仍存在严重缺陷。

德马吉森精机 (DMG Mori) 车床为我们从事最高层次的模具制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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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在中国建立了第二家子公司，以建立自己的模具制造厂并改进客户服务。为此，公司正在回应市场上的特定

机会和需求：尽管中国的汽车行业正在蓬勃发展，但该市场的成型模具质量仍存在严重缺陷。

德马吉森精机 (DMG Mori) 车床为我们从事最高层次的模具制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位于上海莘庄工业园的全新哈特贝尔模具车

间配备有制造出色成型模具所需的所有技术，

包括车削、铣削、磨削、硬化和氮化设施。在

两到三年内，这座模具车间预计将招聘 20 名
员工，生产数万个模具零件。该车间制造的模

具零件将覆盖从 AMP20 到 HM75 的所有哈

特贝尔 Hotmatic 成型机规格。

中国：汽车年产量超过 2000 万辆

在哈特贝尔扩张的背后是一个在过去十年以

惊人速度增长的行业：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每

年生产的汽车数量不超过 100 万辆，而如今，

中国汽车行业的年产量已猛增至 2000 多万

辆。北美和欧洲市场的汽车千人保有量分别

为 650 和 560 辆，而中国市场目前的千人保

有量仅为 90 辆，仍有巨大增长空间。由于哈

特贝尔机床制造的成型零件几乎应用在每一

辆汽车上，因此，中国市场未来仍有很大的增

长潜力。为了满足对零部件数量和质量方面的

需求，并应对未来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汽车

行业就必须引入新的生产工艺。

模具车间内部目前正在全面开展翻新和改造

工程。今年 9 月将开始安装机床，同时落实培

训和测试。开业仪式计划于 2015 年 11 月底

举行。

现代化的工作站以及最新的设施设备将确保高效的订

单处理，进一步提高客户满意度。

值得称道的是，我们选定的运营点占地 
1500 m2，为新模具车间提供了充足的办公

和生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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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哈特贝尔的子公司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

公司参加了 9 月 16 日至 19 日举办的中国锻

造业贸易展览会。公司向参展嘉宾提供了有关

新模具车间年末投产的信息。

巴西

哈特贝尔还与代理商 
EINS Soluçoes em Engenharia 一同参加了 
10 月 7 日至 9 日举办的 Senafor 会议。

泰国

我们在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代表参加了 
2015 年 1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曼谷举办的泰

国国际金属加工机械展。公司设立了展台，向

来宾介绍了产自瑞士的冷成型机和热成型机，

并热情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德国

两年一次的德国国际管材线材展览会将于 
2016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在杜塞尔多夫举办。

届时，哈特贝尔将在展会上设立展台。我们非

常荣幸将在这一周为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

任何其他意向方提供一个直接从我们的专家

处了解最新信息的机会。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贸易展 / 活动

俄罗斯

2015 年 5 月 26 日至 29 日，国际机床展览会 (Metalloobrabotka) 在莫斯科

举行。哈特贝尔及其代表 Ferrostaal 在展会上设立了展台并向诸多莅临嘉宾提

供有关机床方面的信息。

日本

哈特贝尔的子公司哈特贝尔日本株式会社代表哈特贝尔参加 2015 年 7 月 15 日至 
18 日举办的 MF Tokyo 贸易展。公司向莅临嘉宾详细介绍了 Hotmatic AMP 50-9 
和 Coldmatic CM 4-5ECO ，并回答了有关整个系列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