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至 2016 年 4 月 1 日时，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已通过收购卡锣萨尔维巩固了市场地位。

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国际线材及线缆展览会上，负责此次交易的人员正在借此契机庆祝这一成功的合并。

从左到右：Thomas Christoffel、Claudine Hatebur、Germano Pandiani、Sergio Ziotti 博士和 Marco Pizzi。

哈特贝尔卧式冷、热成型技术期刊―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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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合作伙伴：

非常荣幸为大家带来最新一期

的《Netshape》杂志。在最近的

几个月中，我们经历了许多令人

印象深刻并且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段时间发生了许多重要

的改变，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

欧元的强势表现提醒我们分析当前流程和结构，重点以

接口技术和工艺流程为导向。我们已经完成了该流程的

第一个阶段，新的机构已于 2016 年 2 月 1 日开始投入

运营。

去年十一月，我们自豪地为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举办了开幕庆典。这个新的子公司已布置完善，

致力于在中国开展模具制造业务，主要负责供应亚洲市

场，如今已经收到了第一批订单。

2016 年 4 月 1 日，我们荣幸地宣布收购了位于意大利

加尔拉泰的卡锣萨尔维股份公司 (Carlo Salvi S.p.A.)。该
公司现已被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完全收购，

这是对我们集团的完美补充。卡锣萨尔维股份公司的业务

运营领域主要包括中小型冷成型机。收购该公司使我们的

产品系列得到极大的扩展。两家公司的业务运营市场在地

理位置上也是完美互补。我们期待在未来相互合作，并深

信此次并购将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更为

广泛的产品系列。

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示例便是我们的罗马尼亚客户 Compa
该公司是罗马尼亚最重要的汽车供应商之一。本期还包括

有关位于日本和中国的两个服务中心的文章。我们的服务

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走过的每一年里都愈加突显其重

要性！

致敬

Thomas Christoffel 
首席执行官

官方开幕庆典，出席者包括  

Hatebur 女士 (哈特贝尔董事会主席)、 

Hoffet 先生 (瑞士驻上海总领事)、 

Christoffel 先生 (哈特贝尔首席执行官)  

彭先生 (莘庄工业园区主任) 和  

Bührer 先生 (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总经理)。

左图：Claudine Hatebur 和 

Thomas Christoffel 为两头舞狮 

点睛。这象征着为它们赋予灵魂， 

使它们生动起来。

右图：在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有限 

公司车间举办的正式宴会。

左图：一位变脸艺人 (“变脸”，一种

古老的中国艺术形式) 与 Claudine 

Hatebur。

右图：哈特贝尔的员工们在成功之际 

愉快地合影留念。

中国印象 ―  
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有限公司开幕庆典

 +  哈特贝尔

2015 年 11 月 27 日，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开业伊始，公司便扩大了

制造工具的机械加工范围，并将各种工艺流程部署到位，随之首个客户委托项目已经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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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末，Hatebur Japan K.K. 团队的

一部分员工来到爱知县中部国际机场 (名古屋

南部) 附近的办公地点，开始筹备中部服务中

心的开幕庆典。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这个新的办公地点

非常接近集中在中部和关西地区的客户，可

以快速地提供本地服务支持。因此，哈特贝尔

团队更加接近客户，从而改进了效率并节省了

时间。

另外，该办公地点靠近主要的机场，为备件运

输和供应带来许多优势，对于需要频繁出差

的售后服务团队而言也非常便利。

中部办公室的团队成员包括 Seiji Miyata 
(销售工程师)、Yuichi Fukui (服务工程师) 和 
Christian Barmettler (高级服务工程师)，一位

瑞士外派员工，常驻日本。

新的办公地点具有以下优势：

 – 能够更快地抵达位于名古屋附近的哈特贝尔

客户所在地

 – 有更多空间用于准备和组装待发备件

 – 有更好的条件来存放和准备工具箱

 – 用于存放 Hotmatic AMP 20/AMP 30 移动

加工设备

 – 用于迎接负责保养工作的瑞士工程师代表

HATEBUR JAPAN K.K.―
新的中部服务中心 (CSC)

 Marc-Alain Meyer    哈特贝尔

经过 2015 年完美的 20 周年庆典之后，在 2016 年伊始，Hatebur Japan K.K. 揭幕了新的服务中心：中部服务

中心。对于哈特贝尔而言，拉近与客户之间的距离对客户和服务工程师来说都有很大好处。由此，回应时间将会更

快，并且可以节省长途差旅费用。

哈特贝尔服务中心位于 4 层。

从左至右：Yuichi Fukui、Christian Barmettler 和 Seiji Miyata。

新仓库提供了充足的可用空间。  东京办公室

 中部服务中心



5

NETSHAPE 1/16

2015 年 11 月末，Hatebur Japan K.K. 团队的

一部分员工来到爱知县中部国际机场 (名古屋

南部) 附近的办公地点，开始筹备中部服务中

心的开幕庆典。

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说，这个新的办公地点

非常接近集中在中部和关西地区的客户，可

以快速地提供本地服务支持。因此，哈特贝尔

团队更加接近客户，从而改进了效率并节省了

时间。

另外，该办公地点靠近主要的机场，为备件运

输和供应带来许多优势，对于需要频繁出差

的售后服务团队而言也非常便利。

中部办公室的团队成员包括 Seiji Miyata 
(销售工程师)、Yuichi Fukui (服务工程师) 和 
Christian Barmettler (高级服务工程师)，一位

瑞士外派员工，常驻日本。

新的办公地点具有以下优势：

 – 能够更快地抵达位于名古屋附近的哈特贝尔

客户所在地

 – 有更多空间用于准备和组装待发备件

 – 有更好的条件来存放和准备工具箱

 – 用于存放 Hotmatic AMP 20/AMP 30 移动

加工设备

 – 用于迎接负责保养工作的瑞士工程师代表

HATEBUR JAPAN K.K.―
新的中部服务中心 (CSC)

 Marc-Alain Meyer    哈特贝尔

经过 2015 年完美的 20 周年庆典之后，在 2016 年伊始，Hatebur Japan K.K. 揭幕了新的服务中心：中部服务

中心。对于哈特贝尔而言，拉近与客户之间的距离对客户和服务工程师来说都有很大好处。由此，回应时间将会更

快，并且可以节省长途差旅费用。

哈特贝尔服务中心位于 4 层。

从左至右：Yuichi Fukui、Christian Barmettler 和 Seiji Miyata。

新仓库提供了充足的可用空间。  东京办公室

 中部服务中心



6

NETSHAPE 1/16

Compa 于 1886 年创立，拥有约 2,000 名员工 
(截至 2015 年 12 月)。该公司股票自 1997 年开

始在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一批

被评为 1 类的公司之一。2015 年，其年销售额

达到 1.08 亿欧元。Compa 是该国汽车零件制

造业最强大的经济实体之一。

Compa 从 20 世纪初开始为汽车行业制造

零部件。早在 70 年代，公司便已经开始制造

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转向装置 (ZF 授权)、
制动装置 (Knorr Bremse 授权)、减震器 
(Armstron 授权) 和传动轴 (GWB 授权)。

Ioan Deac 先生自 1990 年开始担任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Compa 转型

为该地区的顶级汽车供应商之一。公司通过

热锻钢扩展了其业务领域，作为汽车和非汽车

市场中各大领先公司的综合供应商可提供完

整的产品组合。

哈特贝尔的良好声誉赢得了契机

当决定投资于成型机床时，Compa 的多个客

户均提到了哈特贝尔的名字。在两家公司最初

接洽的过程中，双方交换了有关公司细节、具

体要求和机床程序的信息。最终，哈特贝尔作

为开发高性能成型设备和极具竞争力的工具

的全球领先企业，其良好的声誉促使公司做出

了购买哈特贝尔机床的决定。

COMPA 制造的零部件主要用于汽车行业：

喷射系统组件、涡轮增压器、转向装置、弹簧、

空调系统部件、工业设备、冲压件、风挡玻璃

刮水器、焊接组件、模具、冲模和锻件。公司

内部还设有喷漆、热处理和涂层等相关服务。

公司的重要客户包括 Delphi、Bosch、
Honeywell、Fuji-Kiko、Jtekt、Dacia- Renault
Daikin、INA Schaeffl er、Thyssen Krupp Bilstein

Takata、Haulotte Group、Hutchinson 和 BOS
因此，公司的产品销往多个国家，例如罗马尼

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比利时、

英国、意大利、匈牙利、中国和印度等。

自己生产，无需再额外购买

在使用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50XL 机床

进行制造之前，Compa 的零件都是从外部供

应商处采购的，其中一部分产自立式锻造生产

线。今年，大约有 300 万个零件将在哈特贝尔

机床上制造，明年该数量有望增加 200 万，

零件总数达到 500 万。未来的战略是每年制

造 1500 万至 2000 万个零件。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公司在媒体上宣传新的

制造方案并组织营销活动，当然还包括在

商务会议上向潜在客户介绍哈特贝尔 
Hotformer AMP 50XL 机床。

贯穿机床整个使用寿命的服务与支持

如今，成型机床的高效输出不再仅仅依赖于

制造参数，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器操作

员以及向制造工厂提供的可靠的全方位服务

与支持。哈特贝尔在该领域提供战略合作

方案。

为了使机床平顺、完美地运行，哈特贝尔对 
3 位工艺工程师、6 位操作人员以及来自维

护部门的 3 位员工进行了有关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50XL 机床的深入培训。哈特

贝尔在培训和支持方面提供的卓越服务也是 
Compa 决定选择这家瑞士供应商时加以考虑

的一个额外优势。这是由于在 Compa 进行的

所有金属成形加工工艺中，用于哈特贝尔机床

的模具将在内部设计和制造。

罗马尼亚的成功故事―

生产线上的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50XL

 Compa/哈特贝尔    Compa/哈特贝尔

Compa 在寻找可靠且知名的金属成型设备供应商，经客户推荐联系了这家瑞士机床供应商―哈特贝尔。

Ioan Deac，

总经理。

AMP 50XL 的热锻件。

项目管理/订购流程

对于这个 AMP 50XL 项目，从一开始时间

安排就非常紧张。哈特贝尔在组装所订购的 
AMP 50XL时，关注重点就已放在了制定精心

设计的培训计划上，以准备迎接 COMPA 作
为他们的新客户。哈特贝尔项目管理团队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为地基结构和模具冷却

系统计划提供了最佳支持。

此外，哈特贝尔专业地履行了所有合同义务。

在哈特贝尔机器调试工程师的指导

下，COMPA 团队在 AMP 50XL 及时抵达后

便小心地完成了卸货。因为重型卡车无法行驶

至机床地基附近，所以专门使用一台起重机

升起了这台 68 吨重的卧式锻造机床，通过房

顶进入建筑并安全地放置在地基上。

使机床投入运行是一项挑战，因为所有相关

建设团队必须同时出现在安装调试现场，以

便在接口设施方面平行地开展工作。但是，

实践证明，对于如此重要的一项任务来说经

验丰富的哈特贝尔调试团队是一个非常宝贵

的资源，他们成功指导了所有其它涉及的团队

工作。

最后，一位哈特贝尔应用专家在现场结合模具

设置为机床操作员提供了培训。所有人在经历

全新的 AMP50XL 锻造工艺时，看见和感受

热锻齿轮零件以完全锻造生产速度从传送带

出料时，都非常满意。

卧式锻造的成功实现

这项投资被证明是正确的决策：针对复杂的

锻件，机床能够确保自动、稳定的流程以及

高生产率。对于这台新机床，Compa 则有必

要实施新的流程。

从重型卡车到起重机：安置大型机床需要精确的配合，并且要拥有一支精心组织的团队。



7

NETSHAPE 1/16

Compa 于 1886 年创立，拥有约 2,000 名员工 
(截至 2015 年 12 月)。该公司股票自 1997 年开

始在布加勒斯特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一批

被评为 1 类的公司之一。2015 年，其年销售额

达到 1.08 亿欧元。Compa 是该国汽车零件制

造业最强大的经济实体之一。

Compa 从 20 世纪初开始为汽车行业制造

零部件。早在 70 年代，公司便已经开始制造

高度复杂的产品，例如转向装置 (ZF 授权)、
制动装置 (Knorr Bremse 授权)、减震器 
(Armstron 授权) 和传动轴 (GWB 授权)。

Ioan Deac 先生自 1990 年开始担任公司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在他的领导下，Compa 转型

为该地区的顶级汽车供应商之一。公司通过

热锻钢扩展了其业务领域，作为汽车和非汽车

市场中各大领先公司的综合供应商可提供完

整的产品组合。

哈特贝尔的良好声誉赢得了契机

当决定投资于成型机床时，Compa 的多个客

户均提到了哈特贝尔的名字。在两家公司最初

接洽的过程中，双方交换了有关公司细节、具

体要求和机床程序的信息。最终，哈特贝尔作

为开发高性能成型设备和极具竞争力的工具

的全球领先企业，其良好的声誉促使公司做出

了购买哈特贝尔机床的决定。

COMPA 制造的零部件主要用于汽车行业：

喷射系统组件、涡轮增压器、转向装置、弹簧、

空调系统部件、工业设备、冲压件、风挡玻璃

刮水器、焊接组件、模具、冲模和锻件。公司

内部还设有喷漆、热处理和涂层等相关服务。

公司的重要客户包括 Delphi、Bosch、
Honeywell、Fuji-Kiko、Jtekt、Dacia- Renault
Daikin、INA Schaeffl er、Thyssen Krupp Bilstein

Takata、Haulotte Group、Hutchinson 和 BOS
因此，公司的产品销往多个国家，例如罗马尼

亚、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比利时、

英国、意大利、匈牙利、中国和印度等。

自己生产，无需再额外购买

在使用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50XL 机床

进行制造之前，Compa 的零件都是从外部供

应商处采购的，其中一部分产自立式锻造生产

线。今年，大约有 300 万个零件将在哈特贝尔

机床上制造，明年该数量有望增加 200 万，

零件总数达到 500 万。未来的战略是每年制

造 1500 万至 2000 万个零件。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公司在媒体上宣传新的

制造方案并组织营销活动，当然还包括在

商务会议上向潜在客户介绍哈特贝尔 
Hotformer AMP 50XL 机床。

贯穿机床整个使用寿命的服务与支持

如今，成型机床的高效输出不再仅仅依赖于

制造参数，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器操作

员以及向制造工厂提供的可靠的全方位服务

与支持。哈特贝尔在该领域提供战略合作

方案。

为了使机床平顺、完美地运行，哈特贝尔对 
3 位工艺工程师、6 位操作人员以及来自维

护部门的 3 位员工进行了有关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50XL 机床的深入培训。哈特

贝尔在培训和支持方面提供的卓越服务也是 
Compa 决定选择这家瑞士供应商时加以考虑

的一个额外优势。这是由于在 Compa 进行的

所有金属成形加工工艺中，用于哈特贝尔机床

的模具将在内部设计和制造。

罗马尼亚的成功故事―

生产线上的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50XL

 Compa/哈特贝尔    Compa/哈特贝尔

Compa 在寻找可靠且知名的金属成型设备供应商，经客户推荐联系了这家瑞士机床供应商―哈特贝尔。

Ioan Deac，

总经理。

AMP 50XL 的热锻件。

项目管理/订购流程

对于这个 AMP 50XL 项目，从一开始时间

安排就非常紧张。哈特贝尔在组装所订购的 
AMP 50XL时，关注重点就已放在了制定精心

设计的培训计划上，以准备迎接 COMPA 作
为他们的新客户。哈特贝尔项目管理团队出色

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为地基结构和模具冷却

系统计划提供了最佳支持。

此外，哈特贝尔专业地履行了所有合同义务。

在哈特贝尔机器调试工程师的指导

下，COMPA 团队在 AMP 50XL 及时抵达后

便小心地完成了卸货。因为重型卡车无法行驶

至机床地基附近，所以专门使用一台起重机

升起了这台 68 吨重的卧式锻造机床，通过房

顶进入建筑并安全地放置在地基上。

使机床投入运行是一项挑战，因为所有相关

建设团队必须同时出现在安装调试现场，以

便在接口设施方面平行地开展工作。但是，

实践证明，对于如此重要的一项任务来说经

验丰富的哈特贝尔调试团队是一个非常宝贵

的资源，他们成功指导了所有其它涉及的团队

工作。

最后，一位哈特贝尔应用专家在现场结合模具

设置为机床操作员提供了培训。所有人在经历

全新的 AMP50XL 锻造工艺时，看见和感受

热锻齿轮零件以完全锻造生产速度从传送带

出料时，都非常满意。

卧式锻造的成功实现

这项投资被证明是正确的决策：针对复杂的

锻件，机床能够确保自动、稳定的流程以及

高生产率。对于这台新机床，Compa 则有必

要实施新的流程。

从重型卡车到起重机：安置大型机床需要精确的配合，并且要拥有一支精心组织的团队。



8

NETSHAPE 1/16

Compa 已经采用了立式锻造工艺，并拥有

一台配备带式馈送线的伺服冲床以及其他

冲床 (凸轮式冲床、液压冲床和自动冲床)。
凭借 Hotmatic AMP 50XL，Compa 对于

卧式热成型机的专业知识更加了解并且熟悉

了可进行的操作。

COMPA 对高品质的期望以及客户满意度

COMPA 采用符合 ISO/TS 16949 标准的

质量保证体系。因此，质量是制造过程中最

重要的主题，客户可以对此放心。质量保证

体系和 CBS (Compa 业务系统) 生产系统的

设计确保不会有坏件出厂。保护客户的利益

是 Compa 的首要任务，得益于可靠、精确

的哈特贝尔机床，这一切变得更加简单。

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50XL 上使用的材

料是普通钢和高合金钢。零件制造符合机床

生产流程：热处理、表面涂层、喷漆和组装。

其策略是将锻件加工融入到生产系统中，并

在锻造后尽可能地进行多项后续加工。这款

瑞士机床是专为大批量生产而设计的。

组装团队很少看到哈特贝尔 AMP 50XL 被高高地悬吊在巨大的起重机上。

由于制造大厅还没有固定的墙壁，

机床必须耐风、防尘且耐低温―

这对于结构坚固的哈特贝尔机床

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整齐排列的机床，展现了 Compa 的生产规模。

组装哈特贝尔机床所需的材料按

照准确的顺序放置着。这样可以

高效、轻松地安装。对于时间紧迫

的项目，必须与涉及的所有各方

进行详细规划并有条不紊地工作

遵循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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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的项目成功完成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项目中，虽然一些特定里程

碑似乎无法按时实现，但是 COMPA、哈特贝尔

和罗马尼亚代理“MDC Turbo Services SRL”
组成了一支专业团队，使第一批备受期望的

多项机床项目成功投产。

得益于所有合作方的努力，Compa 现在除了

在机床加工、热处理和涂装等领域拥有了专业

技术之外，在提供高质量、有竞争力的锻件

方面也拥有了强大的实力，成为极有竞争力的

综合型供应商。

组装团队实现了期望的里程碑，大家都非常开心。从左至右：Mario Binggeli (Andritz)、Bruno Koch (Andritz)、Marco Felder (Andritz)、

Albert Achermann (Andritz)、Andreas Portmann (Andritz)、Daniel Krieg (哈特贝尔)、Claudiu Solomon (Compan S.A.)、

Marius Dogaru (MDC Turbo Services SRL = 哈特贝尔罗马尼亚代理商)、Mario Gsponer (Andritz)、Bruno Bachmann (Andritz) 和 

Florin Acu (Compa S.A.)。

子公司成立之后，哈特贝尔立即聘用了一位

当地的服务工程师 Jeff Shen，由于先前的

工作经验，他已经具有相当的在服务和电器

系统领域工作的基础知识。

最初，Jeff Shen 在工作中需要全面顾及，

是公司的“万事通”；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了

哈特贝尔客户的重要联系人，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他拥有出色的电气专业技术。

为了进一步促进和扩展服务业务领域，哈特

贝尔在 2011 年委派了一位资深员工 Daniel 
Dietrich 作为一名外籍员工来到中国。自此，

他开始在服务经理的岗位上负责协调整个

团队。

中国汽车行业

该行业日益明显的变化，尤其是汽车市场的

爆炸式发展，致使机器设备的订单量大幅增

涨，而这需要更多的人力。为了满足这一要求

该团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扩大了规模，增添

了两名当地服务工程师 Kevin Xu 和 Leo Li。
2014 年，另一位外籍员工 Simon Engel 开始

在上海工作。

中国团队的扩大还为哈特贝尔提供了灵活性，

使其能够在日本和韩国等其他重要市场人员

短缺时更加快速地作出响应。

哈特贝尔中国―

服务团队介绍

 Daniel Dietrich    哈特贝尔

在通过代理商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 30 年之后，哈特贝尔于 2008 年成立了子公司，哈特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

迈出这一步的目的是加强销售和服务领域的发展，同时在日常业务运营中发挥重要作用。

高级服务工程师 Jeff Shen (右) 在对客户进行机床使用培训。

由服务团队定期提供的内部培训 (由上图中的 Daniel Dietrich 提供) 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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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机床维修来说仅仅依靠员工本身是

远远不够的，因此哈特贝尔极其重视内部培

训、外部专业资源开发以及现代雇佣条件。

为确保可以建立一支强大、高效的团队并且

能够长期成功运营，这是唯一的途径。最终，

这也为我们严苛的客户带来了益处。

规划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专业服务是成功的

关键

目前，服务团队负责大约 30 个客户，机床

数量超过 40 台。提供的所有服务均在当地

进行，包括小型维修、检测和机床调试，以及

对大型机床精心地进行全面重新设计。

高级服务工程师 Jeff Shen 介绍说：“我们

甚至能够完全重新设计自己的电气控制系统，

最近我们已经两次展示了这种能力。”

服务工程师 Leo Li 补充说：“哈特贝尔机床

的复杂性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也意味着我们

需要具备卓越的机械、气动、电气和液压系统

知识。如果我们在能力方面遇到瓶颈，可以求

助瑞士总部，那边的同事具有丰富的经验。”

客户在成本压力和生产率方面的需求为服务

部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询价必须尽可能在

最短时间内予以回复，修理工作必须快速执

行并且符合所有专业标准。在客户处进行的

修理工作可能短至几个小时，也可能长达几个

月。服务经理 Daniel Dietrich 深入介绍了这

一点：“我们的客户非常重视专业的当地联系

人，以及能否在需要时立即获得支持，而无需

考虑时差或语言障碍。”

服务工程师 Kevin Xu 正在操作顶出机构。

服务工程师 Simon Engel 正在刮铜衬套。

拥有精良的工具和出色的员工才能完美地

完成工作

哈特贝尔中国分公司拥有完善的装备，包括 
20 种不同的工具箱、测量仪表和辅助轴，并

于近期配备了用于冲压吨位标定的标定套件。

几乎没有什么工作能够难倒他们。服务工程师 
Kevin Xu 介绍到：“许多客户无法或者不想

购买专用工具，在我们执行工作时我们免费

提供这些工具使用。这是我们服务的一部

分！”上海分公司的员工所具备的丰富专业

知识意味着可以提供制造支持、模具优化、

应用改进和许多其他服务，均由该本地公司

提供。

服务协议日益增多

Daniel Dietrich 再次就该话题谈论到：“我们

最近与多家知名客户签订了服务合同。我们

重视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并作为进一步自我

提高的机会。”

不久前，哈特贝尔成立了第二家子公司，名为

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向

在上海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除了机器设备维护，哈特贝尔中国分公司现

在还可以为其不断扩大的客户群提供在中国

制造、拥有瑞士品质的成型模具。

服务工程师 Leo Li 正在维修驱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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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arlo Salvi 于 1939 年在意大利创办他的

机械工程公司时，他大概想不到他的公司有

一天会成为多冲头和多工位锻机市场的主导

者之一，这些设备主要用于制作锻造紧固件

和复杂的专用零件。公司创始人从开发用于

热轧线机械除锈和清洁的系统开始创业。

这种针枪需要在进行拉丝准备时使用。几年

后，他开始开发和生产用于螺帽和螺栓滚丝

和制造的机床。1940 年，该产品得到客户的

广泛认可，成为这位头脑敏锐的工程师的

第一次成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奇迹中，意大利

与其他国家一起经历了复兴阶段，Carlo Salvi 
开发出了他的第一台成型机床，一台单模二冲

锻机。这第一台用于制造螺钉坯件的机床凭

借其先进的功能和新颖的设计，给人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它为当时的用户提供了高水平的

生产率。在取得这些成功之后，Carlo Salvi 开
始涉足利润丰厚的成型机床开发和制造领域，

这种成形机床主要用于生产螺丝、螺栓和铆

钉等成形机械紧固件，并从 20 世纪 70 年代

初开始生产用于制造管状铆钉的一个新的机

床系列。该机床采用冷成形工艺，也称为冷镦

工艺，可用于制造半管状和管状铆钉。其制造

能力高达每分钟 600 个铆钉，使 Carlo Salvi 
的客户能够大幅降低制造成本。从公司创立的

第一年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公司的客户均

主要来自德国。

适用于汽车和飞机制造领域的铆接和专用零件―

卡锣萨尔维现已加入哈特贝尔

 Jürgen Fürst    卡锣萨尔维股份公司

卡锣萨尔维股份公司成立于 1939 年，拥有近 80 年的发展历程，从关注技术的一家机械工程公司发展为关注

客户和解决方案的现代大规模成型公司。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约 90 名员工，在机床、维护和解决方案方面为

客户提供支持，帮助其以经济的方式制造锻造紧固件。2016 年 4 月起，卡锣萨尔维加入哈特贝尔。

卡锣萨尔维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 Sergio Ziotti 博士与哈特贝尔首席执行官 

Thomas Christoffel 握手，庆祝两公司的合并。

位于意大利加尔拉泰的卡锣萨尔维工厂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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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的里程碑

这些大规模冷成形机床不仅是 Carlo Salvi 
推向市场的新产品，它们还开启了一个新的

时代，使紧固件的新型应用和使用成为可能。

随之，公司不断为汽车、航空航天和机械工程

行业等主要领域的客户提供越来越先进的制

造技术。公司发展历程中的其他里程碑包括

开发用于处理不锈钢和钛等其它材料的机

床。航空航天领域的要求尤其涉及到这些

特殊材料的加工处理。

同时，机器设备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公司开始

向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其先进的机床。如今，

公司制造的机床大约有 90% 销售给了意大利

以外的客户，大约 40% 销往欧洲以外的客户。

因此，多年来，卡锣萨尔维在中国、美国和英国

都建立了分支机构。除此之外，公司不断开发

新的技术，例如用于制造特殊零件的多工位

锻机。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汽车行业逐渐发展

为公司的主要销售领域，因为该行业需要高质

量的铆钉进行有效的连接。汽车行业使用的连

接元件中，很大一部分是蘑菇头铆钉，也称为 
STR 铆钉。虽然从客户那里无法获得准确数

据，因为一些客户使用这些意大利机床为多个

行业 (例如电子行业) 加工零件，但是据估计，

年营业额中有 70 % 都来自汽车行业。汽车行

业需要高速、可靠并且能够不断重复加工的机

床。卡锣萨尔维机床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从而

为自己赢得了卓越的声誉，并占据了很大一部

分市场份额。

位于加尔拉泰的卡锣萨尔维制造大厅一瞥。

航空航天行业的高标准要求

其他客户包括来自家具和电气连接领域的

客户。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于这些由

意大利的卡锣萨尔维生产的高科技机床来说

航空航天行业也成为重要的长期买家。速度

是汽车行业最重要的一方面，而航空航天领

域则需要机床能够处理难以成形的材料，例

如钛或高强度合金。为此，卡锣萨尔维冷成型

锻机 (如机动式 248 E 锻机等) 可以配备一个

预热系统，用作热成型锻机。

公司的不断创新是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

的重要因素。在开发者的设计规划中，加工材

料从不锈钢开始不断出现各种特殊类型的钢，

航空航天行业提出的重要特殊要求也加入到

了卡锣萨尔维的产品开发过程中。例如，在开

发过程中，双模四冲锻机成为了一个里程碑。

它所在的产品系列提供可以按比例增大和减小

加工尺寸的版本，用于加工 12.5 至 22 毫米

的各种直径的盘条。该领域中最重要的客户为

波音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等飞机制造商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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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正在变得愈加重要

在上个世纪，技术解决方案一直是业务中的

首要方面，而如今附加服务对于决定公司的

成功也同样重要。自 Sergio Ziotti 担任首席

执行官之后，卡锣萨尔维开始进行相关的开发

工作。1994 年，在卡锣萨尔维公司的创始人

去世之后，他收购了这家公司，从 1995 年开

始，他一直致力于在公司中推行改革，使公司

保持处于技术前沿，并将总部设在科莫湖南部

的加尔拉泰。为此，公司规划了进一步的发展

战略，从 2002 年开始，制造规模得到扩大并

实现了现代化制造。第二个阶段从 2005 年开

始。2014 年，卡锣萨尔维收购了一家合作伙伴

公司，该公司是此前为机床电气和电子系统供

货的供应商。这一重要战略步骤进一步保障了

现代机床的生产。但是，更加重要的一步是能

够提供随叫随到的高质量客户服务。2015 年 
10 月，又一栋 1300 平方米建筑的竣工标志

着公司完成了又一个发展计划。除此之外，公

司还加快了自己的市场营销活动步伐，成为 
2015 年全球扣件业大会 Fasteners Meetaly 
的主要赞助商，本届大会首次在距离公司很近

的米兰举行。如今，卡锣萨尔维在世界各地已

售出 3000 多台机床，提供从 0.8 至 22 毫米

盘条直径的广泛的冷锻机床选择。这家意大

利公司可保证 24 小时内在世界范围内提供备

1300 平方米的卡锣萨尔维厂址距离加尔拉泰湖仅几步之遥。

件。公司在英国、美国和中国设有分支机构，

同时在重要市场也都有代理机构。

在没有继任者的情况下确保公司的未来

为了确保卡锣萨尔维拥有辉煌的未来，

Sergio Ziotti 开始寻找声名卓著的最佳商业

伙伴，并最终与哈特贝尔签署了协议。2016 年 
4 月，这家瑞士公司收购了卡锣萨尔维这一制

造高性能高科技机床的现代化公司。此次合并

将使两家公司进一步建立其强大的市场地位，

并且在地理位置上双方的市场也可以完美地

相互补充。双方之间的合作将开辟新的市场和

应用范围，并使哈特贝尔的冷成型技术不断

发展。合并后的公司员工人数达到近 250 人，

并且在世界各地拥有强大的销售和服务运营

网络，使公司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针对卧式成型

技术提供解决方案和客户服务，而所有这一切

都来自同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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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在中国

中国国际轴承及专用装备展览会将于 9 月 20 日
至 23 日在中国举行。我们的中国子公司哈特

贝尔 (上海) 技术有限公司将代表哈特贝尔出

席展会。欢迎亚洲成形行业的重要决策者届

时莅临展台。

 在日本

亚洲锻造会议将于 11 月 7 日至 11 日在东京

举办。Hatebur Japan K.K. 的员工将在自己

的展台上欢迎参观者，并期待与众多参观者

会面。

 在泰国

11 月 23 日至 26 日，哈特贝尔代理商 
Munger Machine Tool 将参加在泰国曼谷

举办的第 30 届泰国机床展，该公司将向参观

者介绍哈特贝尔热、冷成型机床，并提供有关

卧式成型技术的信息。

我们欢迎您在展会期间莅临哈特贝尔展台。

展会/活动

在印度的活动

Chrystec Machine Tools Pvt. Ltd. 是哈特贝尔在印度的代理商，在 2016 年
印度金属及非金属成型机床展上拥有自己的独立展台，向感兴趣的参观者介绍

哈特贝尔成型机床。此次贸易展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至 26 日在班加罗尔举办

另外，来自哈特贝尔的 Norbert Joehl 在展会期间做了精彩的产品展示，扩大了

哈特贝尔参加此次贸易展的知名度。展会期间，参观哈特贝尔和 Chrystec 展台

的意向合作方和客户络绎不绝，令人鼓舞。

在德国的活动

2016 年 4 月 4 日至 8 日，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国际线材及线缆展览会。哈特贝尔

参加了此次展会并拥有独立展台，借此机会，在 4 月 5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非常荣幸地宣布收购了卡锣萨尔维股份公司。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于 4 月 25 至 29 日举办。哈特贝尔作为 Industrieverband   
Massivumformung e.V. 工业协会的成员参加了此次博览会。虽然哈特贝尔已经

很久没有作为参展商参加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但是许多意向客户和意向合作方

仍然前往展台与我们面对面交谈，并展开了深入探讨，提供了与瑞士热轧工艺

有关的详细信息。

在韩国的活动

2016 年 4 月 13 日至 17 日，第 17 届首尔国际机床展 (SIMTOS) 在首尔的韩国

国际展览中心举办。共有 800 家公司参加了此次贸易展，展台数量达到 5000 个
在为期 5 天的展会期间，向 100,000 多位参观者提供了有关最新技术和机床的

信息。展会期间，代理商 SQ Tech Corp. 在自己的展台上介绍了哈特贝尔，向意

向合作方和客户介绍了有关瑞士成型机床的信息。

在中国的活动

2016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首届亚洲服务培训大会在上海举办。来自子公司和

日本、韩国、泰国和中国代理商的 11 位服务工程师前往上海参会，分享了工作

经验并接受了进一步的培训。参会者还获得了与卡锣萨尔维产品系列有关的

第一手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