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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与卡锣萨尔维在日本 
MF-Tokyo 展览会上首次合作

参展。

首席执行官 
卷首语

尊敬的合作伙伴：

一年多以前，我们在杜塞尔多夫

展览集团 (Düsseldorf) 的 WIRE 
线缆线材展上宣布，哈特贝尔 
将收购总部位于意大利加尔拉泰的卡锣萨尔维公司  
(Carlo Salvi S.p.A.)。尽管双方地理位置接近，企业文化相

似，但还是存在不少差异：我们的产品扩大了尺寸、工作温

度和应用范围，我们在意大利、瑞士、英国、中国、日本和

美国各地的员工获得了新的技能。我们的目标是发挥双方

的特有优势和独特才能，共同为我们的客户创造附加值。

MF-Tokyo 为我们提供了首次联合展览机会，我们通过展

会向世人展示全新面貌。我们为展会形象筹备已久，为展

会激动万分。我们在展位上使用卡锣萨尔维 CS 246 E 机
器演示航空业紧固件的生产。

我们还得以展示哈特贝尔的另一发展：全新冷成型机 
Coldmatic CM 625/CM 725，这款机器通过最新技术

生产复杂成型零件，为我们的行业指明前进方向。我相

信，我们很快能为您带来这方面的更多新消息。

本期文章为您报道我们的最小型热成型机 Hotmatic 
AMP 20 S (用户是土耳其 Torun 公司) 以及较大型 
Hotmatic HM 75 (用户是德国Hirschvogel 公司)。

Netshape 今年只出版一次，我们希望为您提供我们在日本

贸易展会的详细信息以及我们的新形象。祝您阅读愉快。

Thomas Christoffel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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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 4 月 1 日骄傲地向金属成型行业宣布  
哈特贝尔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将收购 Sergio Ziotti 名下的所有卡锣萨尔维 
(Carlo Salvi S.p.A.) 股份。随后，在业界最重

要的展览会 — WIRE 2016 线缆线材展上，

我们借此绝佳机会与同行分享这一消息。在过

去的一年里，哈特贝尔集团内部的员工忙于相

互了解，在技术、专业和设施方面取长补短、

互通有无。制造技术和工艺开发部门之间已经

开始展开深入交流，销售和市场部门之间的合

作已经开始收获成果，很快将扩展到其他业

务部门。我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支集团范围项目

团队已经成立，并且已经开始研究对未来产品

进行重新开发。

到 2016 年 12 月，我们已经能够应用卡锣萨尔维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会成员 Dr Sergio Ziotti 提
供的服务。他现在已经功成身退，开始享受退

休生活，但只要我们需要，他还会随时为我们

提供帮助和建议。我们将永远深深怀念我们

的亲密伙伴关系，祝愿他在人生的新阶段一

帆风顺。

管理委员会组成：Marco Pizzi、Germano 
Pandiani、Renato Saglimbeni、Thomas 
Hiltmann，Thomas Christoffel 在此过渡期

负责领导公司。

Germano Pandiani 负责采购、制造、组装和

客户服务的运营，Marco Pizzi 主管销售、市场

和其他商务活动。

优势互补将帮助两家公司并肩成长，打破地域

障碍，推进合作，为客户带来优势。

卡锣萨尔维 — 转型全新管理团队

 Thomas Christoffel    哈特贝尔

自从瑞士公司哈特贝尔收购意大利公司卡锣萨尔维以来，双方成员组建的新管理团队一直非常忙碌，他们创建的

第一个集团范围项目团队只是他们所做工作的其中一例。随着时间过去，集团内部的这种密切合作将为客户带来

越来越多的优势。

上一排，从左至右：Marco Pizzi (卡锣萨尔维)，Thomas Christoffel (哈特贝尔)。 

下一排，从左至右：Renato Saglimbeni (卡锣萨尔维)，Germano Pandiani (卡锣萨尔维)  

Thomas Hiltmann (哈特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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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哈特贝尔 (Hatebur AG) 和 Lumag AG  
决定合作开辟双方都不熟悉的新领域 — 服
务。他们的目标是能够提供全方位的检查和维

修服务，这些服务不仅要在客户现场完成，而

且要由单一服务供应商完成。

他们很快同意直接投资于现场移动加工领域

的相关系统，为此双方成立了一个合资企业，

并将其命名为 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HLS)。Roland Luternauer 担任总经理，董事

会由分别来自两家公司的各两名成员组成。

创业之初，他们非常重视购买适用于目标工作

的加工系统，始终把质量、安全、速度和灵活

性等要求放在首位。为了取得最佳效果，HLS 
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机床开发人员，将他们

所有的制造需求都均衡地考虑在内。

作为起步，他们主要针对 AMP 50 / AMP 70 
和 HM 75 的加工设计系统。优先工作是压力

板层压表面碾磨以及机器主体内部的螺纹孔、

镗孔和定位键的再加工。

后续系统则针对 AMP 20 / AMP 30 设计，系

统要求相似，但用于成型模具区域的压力面和

轴承面。两套系统都采用电动驱动，从而减少

液压设备的使用。

此后就是签订单和积累必要的经验，让机器几乎

转个不停。工作人员往往边做边学，不断进步。

HATEBUR-LUMAG AG — 十周年庆

 Hansjörg Gebhard    哈特贝尔/Lumag

全套现场服务：从机器检查到规划，及至所有哈特贝尔成型系统的现场移动加工 — 十年前，哈特贝尔  
(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心怀这一目标宣告成立。在客户生产环境中进行修理。由于采用这种灵活的工

作方式，缩短了停机时间。加工设备可以快速、方便地安装、拆卸，从而实现极高精度水平。此外，只需拆卸少数机

器零件。

Hatebur-Lumag Services 总部是再加工机械的存储

和维护场所，所有要在客户现场使用的材料在装运之

前均先行整理，以便适时发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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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维护场所，所有要在客户现场使用的材料在装运之

前均先行整理，以便适时发往世界各地。

随着新机器的增加，机器队伍不断壮大：

 – AMP 50/AMP 70的进一步加工模块是主滑

块的加工，以便适合机器内外两侧，以及对

调整楔块孔腔的加工。

 – 用于转动曲轴内径 (达到 HM 75 的尺寸) 和
凸轮轴 (适用于所有机器尺寸) 的一套系统。

 – 用于 AMP 50/AMP 70 的第二套系统。

 – 用于 AMP 30 的侧向出料的一套钻孔系统

 – 用于 AMP 20/AMP 30 的第二套系统，存放

在亚洲市场。

 – 一种带液压驱动的通用纵向铣削系统。

毫无疑问，当时顺利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大量

的工具和合适的运输箱确保安全运输 — 
两方面都是巨额投资。今天，值此十周年庆

典之际，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地
位稳固，几乎所有必要的加工工作都可以在

哈特贝尔系统上现场完成。此外，公司已经

能够接受来自其他行业的订单，比如瑞士的

水力发电和海运行业。

市场证明，由于与竞争对手的小时费率存在

差异，向瑞士海外市场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报

价充满挑战。尽管如此，公司已经开辟出向

客户提供报价的途径。同时，由于灵活性得

到极大改善，最终使得高质量、高精确度成

为优先目标，Hatebur-Lumag Services 因
此成为客户心目中可以信赖的公司。

Hatebur Lumag Services 欧洲

员工自备车辆，以便能够快速、方

便地抵达远方生产设施，完成必要

的再加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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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s Bild von 
Flyer Hatebur mit 
Beschriftung ver-
wenden

新技术于 2017 年 7 月在 MF TOKYO 金属成

型与加工博览会推出

工程设计团队通过几项创新改进客户效率 
和生产率：CM 725 每分钟可加工多达 180 
个零件，比上一代机器效率提高 10%。同时  
哈特贝尔采用伺服电动机技术减少换模时

间。这些创新技术于2017 年 7 月 12 日至 
15 日举行的 MF-Tokyo 金属成型与加工博

览会上首次与公众见面。

全新 Coldmatic CM 725 的设计目的是用

于复杂工件成型。CM 725 和 Coldmatic 
CM 4-5ECO 一样，采用底板安装，从而减少安

装和调试时间。通过 QTC 快速换模技术减少

换模时间：从而可在后台完成生产过程中的

模具准备。哈特贝尔新型精密线性进给系统和

高速剪切技术为业界设立了从高质量的剪切

料段达到精密的终产品技术新标杆。这是高

效、高质量成型工艺的重要因素。成型加工始

于第一工位。

独特的工艺和运动学

Coldmatic 技术的优点之一是在凸模和凹模

上具有相同的成型能力。此外，可以优化工件

的脱模顶出和夹紧，无需使用复杂而不可靠

的旋转机构，这一点有别于其它概念。

CM725 — 灵活 7 工位冷成型机，为高生产率精密生产

而设计

 Reinhard Bührer    哈特贝尔

全新 Coldmatic 725 有七个成型工位，以生产最高质量标准复杂零件为设计目标。对于零件长度从 8mm 到 
126mm，使用的盘条最大直径到 20 mm，Coldmatic 725 冷成形机是汽车行业中生产发动机或阀门零件产品

的最为理想机器。

高速、灵活、精确：哈特贝尔全新 

Coldmatic CM 725 提升工件生

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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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matic CM 725 提升工件生

产效率。

哈特贝尔工艺可以改进原材料金属流动，模具

简化，从而降低其成本。此外，更好的模具冷

却技术使模具寿命得以延长。

混合传动系统

伺服电机技术使得传动系统得到简化。现代

传动系统的工艺和设置限制较少，同时，由于

机械驱动轴的简化 (只有主滑块、切削、凹模

和冲模侧顶出器)，客户可实现减少维护、加

快设置的优点。

不锈钢和高合金材料成型

采用高效感应加热系统的哈特贝尔 
Coldmatic CM 725 亦可作为“加热”版本冷

成形机加工不锈钢或高合金材料。这些材料

在汽车和航空航天工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感应加热器安装在剪切系统附近，可将材料

加热至 900 ˚C。由于感应线圈和剪切工位之

间的距离很短，所以几乎没有温度损失，能量

要求极少。

兼容性

无需为新工艺、模具或机械手夹钳有所担心。

新机器继承了原有 AKP 机型的著名加工理

念。凹模、凸模、剪切刀具和夹钳尺寸相同， 
可全面兼容。

全新中型冷成型机采用久经考验的 COLDmatic 
技术，以其先进的新特性为您实现优异性能 
— 请联系我们了解详细信息！

左图：哈特贝尔 Coldmatic AKP 4-6 S 曲轴；右图：哈特贝尔全新 Coldmatic CM 725 曲轴。采用伺服电机简化驱动系统，减少过程和设置限制，减少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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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定期访问巴塞尔地区的重要公司。通过

访问哈特贝尔，六位政府人员得以更好地了解

巴塞尔地区的又一家重要创新企业，而哈特贝

尔董事会成员则借此机会直接向政府表达他

们的关切。政府人员和董事会成员讨论了瑞士

中小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所面临的挑战以及

其他事宜。主题包括欧元汇率、国际政治形势

和自由贸易。

双方还讨论了一些当地问题，如赖纳赫交通设

施、劳动力市场、员工招聘以及州政部门的电

子服务。

演示中心的生产

在工厂参观过程中，来访者参观了哈特贝尔演

示中心，了解了锻件在卧式冷成型机和热成型

机上的生产过程，以及生产部件所需完成的

各个成型步骤。

州政府到访 — 国际挑战

 哈特贝尔   

2017 年 6 月 13 日，巴塞尔乡村州政府访问哈特贝尔公司，在此期间，与公司管理团队成员探讨了跨国制造公司

所面临的普遍局势和挑战。议员们亲耳聆听哈特贝尔讲述经验，由于公司员工分布在七个不同地方，这些经验显

得尤其中肯。

在莱纳河 (Reinach) 州政府的激动人心之旅以一幅集体照完美收官。

通过参观工厂，州议会议员们了解了他们以前不了解的成型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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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F-Tokyo 每两年 (奇数年) 举行一次，主要展

出金属成型和加工技术。近年来，1,500 多家

公司以其产品和服务接待了 30,000 多名参观

者到场参观。MF-Tokyo 2017 的主题是“连接

未来，走向世界”。哈特贝尔已经三次参加这

一重要展会。

今年，哈特贝尔宣布推出全新尖端 
Coldmatic CM 725 — 面向复杂零件几

何形状而设计的高精度、高生产率七工位灵

活冷成型机。全新 Coldmatic 的工件长度为 
8 mm - 125 mm，线径最大到 20 mm，可用

于生产形状复杂的精密零件 (更多最新创新

参见第 6 页)，是汽车工业供应商的理想选择

此外，于 2016 年 4 月被哈特贝尔收购的卡锣

萨尔维现在通过哈特贝尔日本株式会社向日

本市场展出旗下的预先加热生产钛合金的  
CS 246 E WS 机型。卡锣萨尔维机器设备的

目标市场为紧固件、航空航天、汽车和电子

工业。与哈特贝尔 Coldmatic 冲压机 (线径 
14 - 27 mm) 相比，卡锣萨尔维机器设备能生

产尺寸更小的零件 (线径 0.8 - 22 mm)，生产

率高，经济有效。246 E WS 二模四冲镦锻机

的设计线径为 6 mm。工件可在每个凹模中

成型两次，因此，有可能为复杂工件提供四种

成型工艺。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换模时间，该

机器经过特别开发，并配备预热感应系统，从

而允许加工钛和超合金等需要预热才能成型

的材料。

这两款机器的引进使哈特贝尔大获成功。

瑞士哈特贝尔展台参观者络绎不绝，参观的

客户和公司不仅来自日本，也来自其他亚洲

国家。

参观者们有幸一睹哈特贝尔和卡锣萨尔维这

两家热成型机和冷成型机专业制造商合二为

一的新风采。全新开发和设计成果意在展现

两大品牌的能力、一流金属成型机器和他们

几十年的应用技术。以此体现我们的新口号：

我们的性能，成就您的优势。

MF TOKYO 2017 — 全新冷成型机 CM 725 挺进市场

 R. Bührer    哈特贝尔

哈特贝尔 MF-Tokyo 2017 展台为参观者带来回报。参观者对全新哈特贝尔 Coldmatic CM 725 冷成型机和卡锣

萨尔维 CS 246 E WS 二模四冲镦锻机兴趣浓厚，其中采用集成感应加热系统的 CS 246 E WS 首次在日本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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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un 成立于 2000 年。尚无标准产品系列；

团队积极应对各行各业不断扩大的产品范围

带来的挑战，产品包括卫生、制冷/制热系统、

汽车、安全、医疗器械、流体控制和测试设备

等多个行业的零部件。由于几乎所有零部件  
(超过 90%) 均销往海外，该公司在 34 个国

家拥有各行各业的大型全球客户 (以欧洲和

美国为主)。他们的目标是成为面向解决方案

的供应商和成本领先者，从而成为客户首选

的全球战略业务伙伴。

2016 年，464 名员工实现了 4,700 万欧元

的年营业额。董事会主席 Ahmet Torun 的
左膀右臂是 Ömer Faruk Öz (总经理) 和  
Dr.-Ing.Volkan Güley (产品经理及哈特贝尔业

务部门负责人)。他们最重要的客户是美国霍

尼韦尔、丹麦丹佛斯、德国汉斯格雅和博世。

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20
Torun 公司拥有 13 台立式冲压机和一台哈特

贝尔 Hotmatic AMP 20 S 热成型机。公司购

买瑞士哈特贝尔机器的目的是管理大批量产

品以及扩大新型特制产品的范围。在一次展

览中，Torun 了解到哈特贝尔的 Hotmatic 系
列，随后与瑞士的哈特贝尔工程团队取得了联

系。2014 年秋季，当 Torun 决定投资购买一

台新的热锻压机时，哈特贝尔 Hotmatics 机器

的高产量使 Torun 的天平偏向了 AMP 20 S。
最终签订订单后，项目于 2015 年春季启动。

首先在土耳其博斯普鲁斯进行讨论，接着召

开计划会议、参观一些已经在德国公司投产的 
AMP 20 S，随后在瑞士进行模具制造和机器

操作培训。

经过短暂的调试，机器及其棒料加热设备、传

送带和模具冷却水设备准备就绪。

不断扩张的 TORUN (土耳其盖布泽/科喀艾里) —  
投资购买第二台 HOTMATIC AMP 20 S

 哈特贝尔    Torun

Torun 是一家现代化热锻和机械加工黄铜产品工业转包公司，根据客户的图纸制造产品。该公司于 2014 年买入

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20 S 机器，于 2016 年在土耳其公司开始生产，其年销量以及各色 (复杂) 产品范围得

以发展。

Torun 生产车间的第一台哈特贝尔 

Hotmatic 机器 (AMP 2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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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un 生产车间的第一台哈特贝尔 

Hotmatic 机器 (AMP 20 S)。

现在，这台机器生产黄铜部件已经有一年多，

其生产速度和高可靠性是最受欣赏的优点。

投资购买 AMP 20 S 之后，产品范围扩大，零

件数量增加了 3,500 万件。

质量第一

哈特贝尔机器带来工艺的改变。经过调整，现

在的加工工艺适用于小尺寸大批量产品。客户

们得知了增加新机器的消息，对这样的发展表

示非常欢迎，Torun 的员工也不例外。

卓越品质在 Torun 公司发挥着重要作用，各

种认证可以反映这一点：ISO 9001:2008 质
量管理系统、ISO14001:2004 环境管理系

统、ISO / IEC 27001:2013 安全管理系统、 
ISO 10002:2014 客户投诉管理系统以及通

过电子存储记录实现全面可追溯性。Torun 
不仅把质量视为一个控制过程，而且视为一

个产生价值的过程。这意味着它将持续改进

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参与单位。

AMP 20 S 使用的材料为黄铜合金，如 
CW617N、CW614N、CW511L、CW713R 
和 Ecobrass 无铅铜合金。产品为联管螺母、

锻压螺母、短节和球。它们用于黄铜总成的紧

固件和零件。下游生产工艺 - 喷砂、加工和涂

漆也安装在其中。不过，有时候以锻造件形式

交付零件。

从左至右：Nafiz Ulukan (生产部)，Barıs Timur (生产部)，Barıs Yıldırım (维护主管)，Ahmet Torun (董事会主席)

Dr.-Ing.Volkan Güley (生产经理)

零件系列从 20,000 到 1,000,000 

不等。Torun 盖布泽厂区不仅拥有

热锻机，还包括机械加工设备、模具

车间、刀具车间、冶金实验室、大型

仓库等，占地面积 15,00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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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HOTMATIC AMP 20 S 实现强劲增长

根据所生产的产品系列/产量 (2 万件到 100 
万件)，转换到其他部件的换模时间为每天 1-2 
次到每周仅 1 次。换模时间在 2-4 小时之间。

因此 Hotmatic AMP 20 S 每月产量达 300 万
件左右。现在，这台瑞士机器的产量占总产量

的 50%，成为 Toruns 机器系列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Torun 现有 3 名员工进行 AMP 20 S  
操作培训，足以佐证这台机器的重要性。

Torun 的员工在满足客户期望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该公司对自己的定位是以与众不同的特

色、不断提高的竞争力以及所获得的可持续

成功成为业界独具一格的企业。

做好准备，迎接发展

这家土耳其公司的总部位于盖布泽/科喀艾里  
盖布泽生产基地已从先前的 5000 m2 扩大到 
2016 年的 15,000 m2，另有 16,000 m2 有待

投入使用。该公司在伊斯坦布尔、捷克共和国

和意大利均设有子公司，并正在将国际化脚步

迈向中国和东欧，尤其是捷克共和国。这同样

有助于超越竞争对手，获得新客户。

在热锻部门 (压机车间)，Torun 拥有大量不同

吨位的机器人自动化压机生产线。重量、形状

各异的零件基于同样的目标进行生产：稳定

的锻造工艺、长期的成本优化、一致的产品质

量。通过各种机器和设备，生产所需要的模具

和夹具都在该公司的模具车间内自主生产，实

现自给自足。由于锻模的所有维护和更换都由 
Torun 自行完成，因此可以实现不间断生产。

Torun 的未来一片光明。该公司预计 2017 年
将生产 3,000 - 4,000 万件零件，已经订购了

第二台 AMP 20 S，将于 2018 年安装。更大

的发展空间仍然在等待着他们，哈特贝尔期

待这家生机勃勃的公司从土耳其传来更多好

消息！

Torun 总部还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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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产 3,000 - 4,000 万件零件，已经订购了

第二台 AMP 20 S，将于 2018 年安装。更大

的发展空间仍然在等待着他们，哈特贝尔期

待这家生机勃勃的公司从土耳其传来更多好

消息！

Torun 总部还有进一步发展空间

Hirschvogel Holding GmbH 在德国被称为 
登克林根”长达 54 年。成立 75 年以来，这

家乡村锻造作坊发展成一家行销全球的企业。

该公司如今在欧洲拥有 4000 名员工，在世界

其他地方拥有 1000 名员工。多年来，这家在

法律上和经济上均独立的家族企业一直依赖

忠诚的长期商业伙伴和员工，与他们携手应对

近年来的各种变化。2016 年年营业额 5 亿欧

元、综合营业额 10 亿欧元反映了这种长期合

作的效果。这使得 Hirschvogel 成为全球最大

的钢铁和铝大规模成型及后续加工领域的活

跃汽车供应商之一。

德国、波兰、中国、印度和美国的各种设施都 
为这些惊人的数字做出了贡献。Hirschvogel  
目前正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新设施，将于今年 
晚些时候投入生产，以此扩大其全球影响力。 
Hirschvogel 在汽车工业的各个领域均有涉

足，为发动机、变速箱、传动系统、底盘、电 
子驱动乃至“非公路”设备生产零部件。 
Hirschvogel 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满足同样

为跨国企业的主要客户的需要，如博世、ZF、
戴姆勒、宝马、大众等。

第一台哈特贝尔热成型机

在 Hirschvogel 打破传统购买哈特贝尔 
HM 75 Hotmatic 机器之前，这家公司只使

用立式成型机。生产工艺经过调整顺利地 
在瑞士哈特贝尔卧式成型机上投入使用。 
目前，这台最大型哈特贝尔机器生产的热锻

件占该公司产量的三分之一。在 HM 75 上制

德国 HIRSCHVOGEL — 年产零件 1400 万件的 
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75

 哈特贝尔    Hirschvogel

Hirschvogel Umformtechnik GmbH 是冷成型、温锻和热成型领域的领先生产商之一。正因如此，这家德国

公司使用最大型哈特贝尔热成型机批量生产复杂零件，这一点使哈特贝尔尤为高兴。

该系统通过一个集成了压力监测系统和各种设置选项的触摸屏面板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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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部件多为轮毂和齿轮锻件，随后成为车

轮支架、齿轮、驱动轴和手刹的组成部分。机

器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保证了至关重要的关

键部件的一流质量。

数百万线性仪表

Hirschvogel 每年零部件产量为 1200 - 1400 
万，即每月产量为 100 万。零部件在哈特贝尔 
HM 75 上锻造成型后，再进行内外部加工。各

种碳钢均可作为生产材料。

Hotmatic 的生产工艺遵循“物流原理”，即进

料、成型、喷砂、检查等工艺在发货之前一个

接一个地按顺序完成。

要生产的零件每天都有变化，Hirschvogel  
员工通常每天会为 HM 75 更换模具 1.5 次。 
Hirschvogel 过去每年通过立式热成型机生产 
300 万 - 500 万件零件。而 Hatebur HM 在 
2016 年则为公司生产了 1400 万件零件 — 
难怪员工为此欢呼！

瑞士手表

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75 是 Hirschvogel 
旗下唯一一台瑞士机器。它位于登克林根厂

区，每周运行 15 班次，达到最大产出。这项

投资的目的是使复杂零件能以较高的冲程速

度锻造。高速、可靠和绝对精确是选用哈特

贝尔机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Hirschvogel 
工厂经理奥利弗·毛雷尔 (Oliver Maurer) 将
其称为“瑞士手表”，也就不足为奇了，其稳

定性和可重复性为该公司在热成型方面的

成功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这款瑞士机器在 
Hirschvogel 的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

员工培训

对于已经习惯使用立式机器的操作人员，安

装卧式机器意味着进行培训。哈特贝尔随时

提供帮助和支持，回答具体问题、提供培训

课程。卧式机床生产的部件得到了客户的积

带测量轮的棒材进料装置与电子

棒材端部消除器相结合，优化了棒

材端部的去除操作。

奥利弗·毛雷尔 (Oliver Maurer)， 

Hirschvogel Umformtechnik 

GmbH 工厂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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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认可 — 新制造工艺由公司客户进行正

式抽检，以零故障获得批准。

展望未来

Hirschvogel 的计划是长期地、不断地扩大、 
优化和稳定生产设施。它们属于奥利弗·毛雷尔 
的重点工作。员工们每一天都有机会进行创新，

这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Hirschvogel 
认为，在未来的 5 到 8 年里，锻造市场将继续

增长。由于电动汽车领域仍有许多未解决的

问题，目前的应用不会出现太多变化。这意味

着 Hirschvogel 仍有大好机会继续在市场上

成功运营。然而这并非易事，因为亚洲的竞争

对手正在闯入 Hirschvogel 的既有市场，因此

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但主要目标是通过持续

优化每一个工作流程来巩固领地。如此，再加

上与传统价值相结合的员工的专业知识，将使 
Hirschvogel 汽车集团得以持续发展。

这台瑞士制造的生产设备在生产设施中占地面积巨大。

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75 输出端可实现零件和废料可靠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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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卡锣萨尔维镦锻机超过 
3000 台。公司因此成为紧固件行业的领先供

应商。卡锣萨尔维提供品种丰富的高精度、快

速冷成型机，线径从 0.6 到 22 mm 不等。这

些机器适用于多种领域的应用，包括航空、汽

车、电子…

在以前的文章中，关注重点是这两种类型的机

器：一模二冲镦锻机 (例如型号 CS 005) 和二

模四冲镦锻机 (型号 CS 248 E)。

今天，我们将介绍渐进镦锻机，使产品系列介

绍更为全面。

意大利卡锣萨尔维 — 渐进机床

 哈特贝尔    卡锣萨尔维

我们开发的渐进镦锻机可用于各种技术解决方案，为之生产形状极其复杂、公差严格和要求苛刻的零件。生产特

殊螺钉、螺栓以及实心、半空心、空心零件的正确选择。

用于复杂外形冷成型的渐进镦锻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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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创新冷成型解决方案

从 1998 年到 2010 年，卡锣萨尔维将重点放

在机器设备的技术升级上。这些年来，机器装

备了更多的创新配件，包括：触摸屏、线材线

性进料、电动调节和快速换模系统；卡锣萨尔

维机器因此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

2003 年，卡锣萨尔维收购了渐进镦锻机制造

商 Multipress S.r.l.，其机器采用五工位和六

工位，线径范围 12 - 22 mm。这次收购完善

了卡锣萨尔维机器系列，从而得以进一步满足

客户要求。

此外，卡锣萨尔维推出市场和新客户所要求的

创新冷成型最新解决方案，尤其是 CS 002、 
CS 003、CS 246 E、CS 663 E、CS 005、 
CS 513、CS 613、CS 516、CS 616、CS 520 
和 CS 620。

面向钛金属和其他特殊合金的解决方案

2015 年，卡锣萨尔维着手开发 CS 668 E 新
机型。在同一时期，使用热成型技术的加热型

系列 (WS) 面世：创新的感应工艺使线材能够

预热至最高 900 ˚C。由于这项技术可以针对

钛和其他高级合金等特殊材料完成冷成型无

卡锣萨尔维 CS 613 渐进机床

 

凹模退出和线性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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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冷成型的渐进镦锻机 CS 668 E。

凸模退出。

能为力的成型工艺，从而开辟出航空航天工业

和医疗应用领域的全新潜在市场。

卡锣萨尔维中小型渐进镦锻机的推动力还包

括 Toggle Action (肘节操作)。除了 toggle  
(肘节) 给成型零件带来的众所周知的优势，

操作人员设置任务也变得更容易，因为在最

后一部分的行程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打

开和关闭机械指。制造非常短的零件时，这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卡锣萨尔维渐进镦锻机可在最后两个工位配

备切边工序。

此外还可以使用下列快速装夹辅助：

 – 单独传送钳指设定

 – 线材进料长度和线材挡块长度的电动设定。

数值显示在 LCD 显示器上，可在机器运转

时进行微调。

 – K.O. 单元的电动或手动调节： 
1) 在电动调节中，凹模内的 K.O. 销杆的实

际位置显示在 LCD 屏幕上。 
2) 在手动调节中，组装在每个 K.O. 单元中

的机械编码器将显示凹模内的 K.O. 销杆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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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第四界成型技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展览会期间举行。

哈特贝尔再次与其代表公司 LLC Ferrostaal 
Moskau 合作，在莫斯科展览中心的天空大厅

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活动。

研讨会由 8 家欧洲主办单位参加，主题为“锻

造工业发展的成功因素和趋势”。通过同传翻

译，主办单位介绍了俄罗斯锻造行业重大事

件的详细信息，从钢铁制造 (通过加热锻造钢

材，然后通过卧式或立式机床进行加工)、运
输和喷涂技术直到模拟、润滑和投资项目的融

资机会等。

这一活动使 60 名左右的参加者得以交流想法  
并结识了瑞士和德国的各家公司的代表。它还

为未来的合资企业提供了充足的交流机会。

主办单位如下： 
GMH Group、SMS Elotherm GmbH、Lasco 
Umformtechnik GmbH、Fröhlich 
Sortiertechnik GmbH、Carl Bechem 
Lubrication Technology、simufact 
engineering gmbh、LLC Ferrostaal 
Moskau。

与会者和发言者在研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证明这场两年一度的盛事非常成功。

第四届俄罗斯成型技术研讨会 —  
金属成型行业专家讲座

 哈特贝尔    哈特贝尔

俄罗斯锻造领域的机械市场发展不太快。在这方面可以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项目为行业带来推动力、提升锻造领域

专家，从而获得帮助。因此，自 2011 年以来，哈特贝尔一直与合作伙伴举办研讨会促进合作。

如果我们希望有所进步，进行国际级经验交流是 

绝对必要的。”

Aleksandr Prokopenko，Chernyshov 工厂技术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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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哈特贝尔展区

 在中国

2017 年 9 月 19 日至 22 日，

中国国际金属成形展览会暨

中国国际锻造展览会 (CFF) 
在上海举办。哈特贝尔 (上海) 
贸易有限公司将设立独立展

位参展。

 在泰国

全球最大的机械工具和金属

加工技术贸易展会 — 泰国

国际机床和金属加工机械展

览会 (Metalex Bangkok) 将
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在泰国举行。哈特贝尔正式

代表 Munger Machine Tool 
将设展位参展。

欢迎前来这些展览会参观我

们的展位—我们期待与您

相逢!

展会/活动

在德国的活动

德国斯图加特紧固件展览会是世界领先的紧

固件和夹具展览会，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至 
30 日举行，我们的子公司卡锣萨尔维在该展

览会上设有自己的展位。

在美国的活动

两年一次的锻造展览会于 2017 年 4 月 4 日
至 6 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我们与我

们的北美代表 Forging Equipment Solutions 
一起为美国客户提供建议，向他们介绍全新  
Coldmatic 725 以及我们意大利子公司卡锣

萨尔维的产品。

在德国的活动

在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8 日举行的汉诺威

展览会上，哈特贝尔与批量锻造工业协会的

其他成员共享一个展位。本届展会的主题是 
整合行业 — 创造价值”。

2017 年 5 月 16 日至 17 日，由成型技术

研究所 (Institut fur Umformtechnik) 和成

型技术研究协会 (Forschungsgesellschaft 
Umformtechnik mbH Stuttgart) 主办的“批

量成型的新发展”国际会议在德国费尔巴赫 
举行。像往年一样，哈特贝尔参加了本届会议

在俄罗斯的活动

在 2017 年 5 月 15 日至 19 日举行的俄罗斯

国际机床展览会上，哈特贝尔与瑞士机械行业

的其他代表们共用一个展位。哈特贝尔还和

代表公司 LLC Ferrostaal 一起在俄罗斯举办

了第四届技术研讨会，主题为“锻造工业发展

的成功因素和趋势”。

在中国的活动

2017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在中国上海紧固

件博览会上，卡锣萨尔维欢迎广大客户和参观

者前来展位参观。

在日本的活动

关于我们的 MF-Tokyo 参展历程请参见第 10 
页报导。

在巴西的活动

哈特贝尔和代理公司 EINS Soluçoes em 
Engenharia 一起参加 2017 年 6 月 20 日至 
24 日举行的巴西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