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ur performance. Your advantage.

www.hatebur.com

02 | 2020
Our performance. Your advantage.

www.hatebur.com

客户故事

Agrasen Engineering 与  12 – 15 
哈特贝尔 ——  
携手迈向创新之路！ 

机床与配件

CM 625/CM 725 现在  08 – 09 
也配备了伺服直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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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务伙伴，

目前，我们所有人都在亲身经历向客户提供产品
和服务的挑战。在欧洲，出行法规几乎每天都在
变化，对来往世界其他地区的出行也有高度严格
的限制法规。

尽管数字化让我们能够做到以前无法想象的事
情，但我们的员工也缺少了与客户和供应商的现
场直接联系和相互支持。无论是在莱纳赫、加尔
拉泰还是我们在全球的子公司和代表处，都需要
每个人的奉献精神、灵活性和坚持不懈的恒心。
因此，我们要向我们的员工以及我们的合作伙伴
表示由衷的感谢，正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帮助我们
克服了这一特殊情况和前所未有的时刻。

由于我们目前都无法出行，因此在本期杂志中，
我们将带您前往印度次大陆，介绍我们在这个充
满魅力的多元化国家中的长期客户 —— Agrasen 
Engineering。在意大利的短暂停留期间，我们将
详细了解全新产品线 CS 513 TH 并认识其中两位
开发人员。然后我们将回到瑞士，介绍负责为新
机床和服务项目开发定制解决方案的团队。在简
单了解工艺和模具培训之后，我们最后为您介绍
将我们的学徒培训成专家的哈特贝尔职业培训
计划。

祝您旅程愉快，身体健康！

Thomas Christoffel
首席执行官

CEO 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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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与韩国 SQ Tech 有限
公司合作十五年：

2005 年，哈特贝尔与总部位于仁
川的韩国 SQ Tech 有限公司签订
了代理合同。SQ Tech 是多家欧洲
公司在韩国市场的代理商， 
负责为韩国客户和当地感兴趣的
各方提供咨询。其销售团队和服
务工程师为客户提供信息， 
并为  Hatebur HOTmatic 和 
 COLDmatic 机床提供全方位的优
质服务。

2017 年，SQ Tech 还成为卡锣萨尔
维有限公司在韩国市场的代理
商。

新的沟通方式
受全球性 COVID-19 疫情的影响，
很多专业交易会已被推迟或完全
取消。

对于哈特贝尔和卡锣萨尔维而
言，交易会是我们向热心国际观
众展示创新技术和新开发产品的
重要平台。由于我们已失去这些
良机，我们正在全速开发一种全
新的沟通方式。

我们第一份提供最新资讯和新闻
的时事通讯已于 2020 年 11 月发
送给读者们。该时事通讯旨在成
为我们的一个固定沟通工具，定
期发送给订户。

而且，我们还正在开发一个视频
会议平台，可以借此召开会议和
播放演示文稿 – 距离再远的受众
也可以凭此顺畅地沟通。我们很
高兴能向您展示这个新的机会。
 

 

员工周年庆
以下两位员工已在哈特贝尔工作 25 
年： 

 
姓名：Christian Bürgin 
职位： 新机床业务部门主管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1995 年至今

 
1995 年 2 月，年轻的工程师 
Christian Burgin 加入哈特贝尔 
团队。在技术咨询和项目工作中，
他不断拓展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
识，对成型技术和哈特贝尔机床
有了全面的了解。他还成为管理
团队的一员，负责新机床领域，包
括位于布鲁格的装配厂。

哈特贝尔全球新闻   

姓名：René Brunner 
职位：新机床制造协调员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1995 年至今

René Brunner 刚加入哈特贝尔时
在备件服务部门工作。他负责各
种大型备件的报价和改装并绘制
装配图。Rene Brunner 于 2016 年 
2 月加入新成立的制控部门，为集
团的建设积极贡献自己的知识。
他现在负责创建和处理装配部件
清单，还负责帮助团队处理制造
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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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69 2 098

16,6 % 12,4 % 53,7 %17,3 %

你好

合十礼！

名称

经济

健康与幸福 美食

语言

宗教信仰

印度语和英语，以及 21 种其他印度官方
语言。

    首都：新德里        行政区划：28 个邦和 8 个中央直辖区

印度  
国家概况

约 80% 印度教
约 14% 伊斯兰教
约 2.3% 基督教
约 1.7% 锡克教
约 0.7% 佛教
约 0.4% 耆那教

四大出口商品
1. 技术产品 (24%)
2. 宝石/珠宝 (16%) 
3. 原油产品 (11%)
4. 纺织品 (6%) 

瑜伽，约有 2000 年历史 大米、印度薄饼、印度烤饼、 
豆类、咖喱/马萨拉、印度奶茶

货币：
印度卢比

国土面积：
301,277 km²

常住人口：
13.8 亿

印度这个国家得名于印度河。
这个名字来源于古希腊、 
波斯和梵语中的“sindhu”  
一词，意为“河流”。

GDP (单位：十亿美元) 人均 GDP (单位：美元)

16.6%
制造业

12.4%
工业

53.7%
服务业

17.3%
农业

最有名的建筑

泰姬陵

国花

莲花经常因为以下原因而被认为是一种
神圣的花：在佛教中，它象征心灵的纯洁、
忠诚、创造力和启迪。 

事实和数据
印度 

最大城市：     孟买 1850 万     德里 1630 万
  加尔各答 1410 万     钦奈 870 万     班加罗尔 8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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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专业技
术和知识

莱纳赫  哈特贝尔直接向客户提供多
年积累的专业技术和知识。

哈特贝尔的服务包为客户提供广泛的专业知
识，帮助客户熟练操作成型系统。

哈特贝尔提供的服务选项包括模具设计培
训、机床操作员培训和维护。由基础和复习培
训课程或单独的定制培训课程组成。哈特贝
尔专家还提供复杂成型部件方面的专业技术
和知识及生产支持。

文本：Kim Weber
图片：哈特贝尔  

客户可随机床一起购买培训课程或者单独购
买培训课程。培训课程由每天负责哈特贝尔
成型机床各方面工作的资深专家主持。客户
的新员工将大大受益于哈特贝尔多年的专业
技术和知识。

工艺和模具培训
哈特贝尔非常乐于为客户提供模具设计和工
艺方面的最新专业技术和知识。模具质量以及
工艺和模具开发对于确保成型机床的高效运
行至关重要，而密集的模具培训同样必不可
少。

与客户一起讨论具体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参与者学习如何在未来开发自己的解决方案。

模具与工艺   



0707

  所有培训课程都以一种有意义
的方式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
起，帮助参与者快速学习哈特贝
尔机床的成型技术。

优势： 
无需从头开始开发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知识， 
可以从哈特贝尔多年积累的知识中获益。

机床操作员和维护培训
正确操作系统有助于防止发生典型的错误，并
确保操作员快速掌握必要技能。其最大的优点
是提高系统的效率和输出。此外，公司还指派接
受过培训的员工进行事先计划的定期机床维
护，以帮助避免生产故障和不必要的成本。

在莱纳赫或客户现场进行培训
在目前这段几乎不可能出行的时期，哈特贝尔
提供关于各种模具使用的简单在线培训课程，
有效地让员工复习和扩展专业技术与知识，或
向员工传达有关哈特贝尔成型机床以及工艺和
模具开发的基本知识。培训课程可以采取与面
对面培训相同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可以像以
前一样有多人参加。从而节省了原本会花在出
行上的成本和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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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关于哈特贝尔产品的信息？
请联系我们获取更多信息后再决定是否购买。

hatebur@hatebur.com/ 
电话 +41 (0) 61 716 21 11。



 0808

哈特贝尔 COLDmatic 
CM 625/CM 725 现在也配
备了伺服直驱系统

所使用的驱动电机 (称为转矩电机) 是一个利
用永磁体工作的水冷多极同步电机。与每台
伺服电机一样，编码器系统可调节速度和位
置。

如前所述，直驱系统没有飞轮，这意味着它们
没有动能存储。一个电容器组内置于驱动箱
中，以提供成型所需的能量。这些电容器能够
在成型过程中释放大量能量并在收割台的无
负载阶段充电，使得配备直驱系统的收割台
进料能力保持在标准水平。

莱纳赫  直驱系统与 CM 625/CM 725 
目前的本地驱动系统相结合，开辟了许多未
被挖掘的可能性和节能潜力。

随着伺服驱动系统在零件运输和线材供给方
面 的 成 功 引 进，直 驱 系 统 的 推 出 也 推 动 了 
CM 625/CM 725 的开发。

直驱系统已在板材成型领域使用了一段时间
并且已经普及。由于技术复杂、成本高，该系
统在卧式多级收割台上的应用较少。如今，专
为 CM 625/CM 725 开发的这一解决方案以极
高的成本效益比实现了该技术的最大优势。

使用伺服驱动器意味着不再需要传动皮带、
飞轮和离合器/制动器的组合。直驱系统所需
的额外组件几乎无需维护。

撰文： Carsten Sieber, Christian Bürgin
配图：哈特贝尔  

聚焦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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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ach  Der Direktantrieb in Kom-
bination mit den bestehenden dezentralen 
Antrieben der CM 625/CM 725 eröffnet eine 
grosse Bandbreite an bisher ungenutzten 
Möglichkeiten und Einsparpotenzialen.

Nach der erfolgreichen Einführung von Ser-
voantrieben im Bereich Teiletransport und 
Materialeinzug, setzt sich mit der Lancierung 
des Direktantriebs die konsequente Weiter-
entwicklung der CM 625/CM 725 fort. 

In der Blechumformung sind Direktantriebe 
bereits seit längerer Zeit im Einsatz und auch 
weit verbreitet. Bei horizontalen Mehrstufen-
pressen ist deren Verwendung, aufgrund der 
anspruchsvollen Technologie und der damit 
verbundenen Kosten, noch nicht so häufig. 
Die für die CM 625/CM 725 entwickelte Lö-
sung ermöglicht es nun, die grossen Vorteile 
dieser Technologie mit einem sehr guten Kosten-
Nutzen-Verhältnis anzubieten. 

Beim Einsatz des Servo-Direktantriebes ent-
fallen unter anderem die Antriebsriemen, das 
Schwungrad und die Brems-Kupplung-Kom-
bination. Die für den Direktantrieb zusätzlich 
benötigten Komponenten sind praktisch 
wartungsfrei.

Der verwendete Antriebsmotor, ein soge-
nannter Torquemotor, ist ein wassergekühl-
ter hochpoliger Synchronmotor, welcher mit 
permanent erregten Magneten arbeitet. Im 
Motor integriert ist – wie bei jedem Servomo-
tor – ein Geber-System für die Drehzahl- und 
Lageregelung.

Wie beschrieben, verfügen Direktantriebe 
über kein Schwungrad, das heisst sie haben 
keinen kinetischen Energiespeicher. Um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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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用于线材进料和零件运输的标准本地驱
动系统，CM 625/CM 725 已在动力学方面具有
前所未有的灵活性。例如，夹钳的移动或传送
单元的速度可以独立于机床的速度进行更
改。

这意味着可以优化成型模具或使零件在更高
输出功率下实现更可靠的运输等。将这些选
项与直驱系统相结合还会影响冲头运动。一
般情况下，在实际成型过程中，可以在不降低
输出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割头前死点位的速
度。

例如，可以通过减小前死点位的冲头速度来
产生类似于肘杆式压力机的运动。像这样的
功能可以显著延长成型模具的使用寿命，尤
其是可以节省标准模具和紧固模具的生产成
本。甚至连各种铝合金也可以在较慢的速度
下更好地成型。

同时，新驱动系统在处理长零件或重零件时
也具有优势。冲头运动可能会发生变形，使冲
头后部的运动慢于标准运行。这意味着有更
大的时间窗口来运输更长或更重的零件，从
而实现更稳定的零件运输。但与此同时，也可
以进行相反的应用：与标准运行相比，长零件
的运输速度更快，这可以防止与已进入下一
阶段的模块发生碰撞。因此对于操作员而言，
可以选择在同一类型的收割台上制造更长的
零件。

也可以像不对称功能一样在剪切过程中提高
部分速度，从而使收割台的前死点位不在挤
压循环的中心。

凭借驱动系统在整个速度范围内提供的巨大
扭矩，可以轻松地在设置模式 (蠕动速度) 中
完成零件成型。由于无需在调节后抬起飞轮，
因此可以更快地设置收割台。

冲头功能

冲
头

行
程

 (m
m

)

图形中：0 =机器角度（*）

标准冲头功能 

FDC慢速冲头功能 

FDC快速冲头功能 

FDC =前死点

左：配备标准驱动系统的 CM 725
右：配备伺服直驱系统的 CM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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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厂：
Brugg 地区的整合工厂

文本：哈特贝尔
图片：哈特贝尔  

一直以来，在瑞士组装机床对于哈特贝尔非
常重要，这样才能满足客户对瑞士产品精密
性的严格要求。几十年来，机床一直在 Brugg 
和 Kriens 的合资工厂组装。
 
2013 年，哈特贝尔接管了主要负责中小型热
成型机和所有冷成型机组装的  Brugg 装配
厂，并将其整合到哈特贝尔的生产体系中。 
2020 年 11 月，又接管了负责大型热成型机组
装的 Kriens 装配厂并将其并入 Brugg 工厂。
来自 Kriens 的三位经验丰富的专家也将加入 
Brugg 装配厂的团队。

最重要的是，在 Brugg 工厂对整条机床生产
线进行整合，也简化了物流流程并使其更加
标准化。一个专家团队负责管理整个流程，从
材料供应、预组装和总装，一直到机床验收、
包装及客户交付。

装配车间工作
场景：在 Brugg 
装配的第一台 
HM 75 热成 
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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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M. R. I. Shaikh 

职位： 高级销售顾问

姓名： Neten Ranjjan 

职位： 国内销售总监

姓名： Firoz Kumar Sethi 

职位： 服务工程师

哈特贝尔全球新闻   

在代表和代理商的帮助下，哈特贝尔很早就
进入了印度市场，并成功地为印度次大陆提
供了数十年的成型机床。最初市场对用于紧
固件行业的小型 BKA-2 和 BKA-3 冷弯成型机
的需求量巨大，而近十年来市场对 HOTmatic 
系列 AMP 和 HM 越来越大的锻压机的需求在
不断增加。

 
如今的印度汽车工业是全球第六大工业， 
而且是印度经济繁荣的关键产业。因此，哈特
贝尔不断增加对先进、高效生产设施的投资，
包括总压力载荷达 20,000 kN 的 HOTmatic 
HM 75。在此期间，印度供应商已逐渐用现代
化的高度自动化锻造线取代了过时的传统生
产线，使其生产能力能够适应不断增长的需
求。

 
这些客户不但为本地市场生产零件，而且也
在为国际市场生产越来越多的零件。由于需
要出口高质量的零件，印度市场对制造这些
零件的机床的相应需求也在增加，因此需要
提供以客户为导向的支持。这就是哈特贝尔
决定调整印度销售和服务组织的原因。

 

文本：Reinhard Bührer 
图片：哈特贝尔  

印度 ——  
出现增长迹象

为了加强我们在印度的业务，尤其是更加接
近我们的客户群，哈特贝尔于 2020 年初开
始与 Maier + Vidorno (M+V) 合作。在 M+V 
的帮助下，Firoz Kumar Sethi 先生成为我们
的服务工程师，而从 2021 年 1 月起担任国内
销售总监的 Neten Ranjjan 先生将只代表哈
特贝尔工作。他们将成为我们与印度客户之
间的首批联络合作伙伴。担任我们高级销售
顾问的 M. R. I. Shaikh 先生也将为我们的工
作提供进一步的支持。他在哈特贝尔业务方
面具有数十年的经验，因此是我们与本地客
户之间的可靠联络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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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sen Engineering  
与哈特贝尔 – 携手迈向创
新之路！

第一家制造工厂在斋浦尔的 Vishwakarma 工
业区建立。1990 年代初再度建立了两家工厂 
– 一家生产部件，一家生产加工部件。如今，经
过数十年的创新和成长，公司拥有 270 名员
工，年销售额超过 2000 万欧元。

斋蒲尔  印度公司 Agrasen Enginee-
ring 传奇般的成功故事。公司始于 1968 年，最
初只有 4 人，创建于历史悠久的“粉红之城”斋
浦尔的某个后院，后来发展成为印度领先的
汽车部件制造商之一。为了加速扩张并提高
生产力，Agrasen 依赖于哈特贝尔先进的热成
形机。但是，让我们先从更早的创始之初开
始。

1965 年，从村庄迁到城市继续学业后，Vinod 
Agarwal 先生一直对自己创业很感兴趣。他并
没有工程设计经验，而是通过观察学习，开始
在住宅后院加工轴承环。装备仅有一台车床，
由他带着一位助手亲自操作。没人能预料到
未来几十年会发生什么。1983  年，Agrasen 
 Engineering 正式成立，公司使用管材和棒料
以高质量的标准和经济的价格来制造轴承环。

文本：Bernhard Hagen, Hagen PR 
图片：Agrasen Eng. Industries Pvt. Ltd.   

公司： Agrasen Eng. 
Industries Pvt Ltd. 
地址： 印度斋蒲尔 
员工： 270 人  
年销售额：  2000 万欧元 
机床： AMP 30 S、 
 AMP 30、  
 AMP 50-9 
即将上线： AMP 30 S  
 2020 年底

斋蒲尔 Agrasen 工厂

客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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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飞跃
2005 年，公司发展迈出关键一步。当时， Agra-
sen 配备了第一台哈特贝尔机床 AMP 30 S， 
并以年产能 6000  吨开始进行锻造工艺 。 
“HOTmatic AMP 30 S 的坚固性、精确度和卓
越质量让我们印象深刻。先进的技术令哈特
贝尔机床能够始终如一地运行，并保持生产
力，”Agrasen Engineering 董事长 Vinod Agar-
wal 解释说，“通过此次机床升级，我们能够在
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
出。”
 
AMP 30 S 是一款三工位热成形机，用于生产
直径最大 67 毫米的中型锻件，每分钟产量最
高达 140 件。该机型非常适合汽车行业锻件的
全自动生产，以多功能性以及易于设置和操
作的特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Agrasen Engineering 在创新之路上继续前
行，安装了机器人解决方案，并于 2010 年开
办了第四家工厂。Vinod Agarwal 先生表示：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最大的工厂。我们将其中
一间现有工厂并入新工厂。我们开始垂直锻
造 和 热 处 理 ，并 将 锻 造 能 力 扩 大 到 每 年 
10000 吨。两年后，即 2012 年，我们成功创办
了技术发展学院，以满足技术人才的需求。学
院提供资源和技术库。其专业知识、人才和创
新精神是我们成功的基础。”

热成形机 AMP 50-9
2015 年安装了另一台 AMP 30，并将锻造能力
提高到每年 13000 吨，之后，Agrasen Enginee-
ring 将目光投向了新的热成形机 AMP 50-9。 
Vinod Agarwal 先生说：“我们希望提高产能，
而且对机床的强大设计深信不疑。”AMP 50-9 
HFE 属于 AMP 50 更强大的机型，由哈特贝尔
在 2015 年推出。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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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功能包括 9000 千牛的更高压力负荷  
(以前 8000 千牛) 以及最大部件直径从 104 毫
米增加到 108 毫米。Agrasen Engineering  
下了订单，之后机床于 2018 年安装，将公司的
锻造能力翻了一倍还多，达到每年 33000 吨。 
AMP 50-9 立即证明了它是一款重型滚动轴承
加工系统，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同时保持了生
产众多其他部件的灵活性。Agrasen Enginee-
ring 总经理 Namit Agarwal 解释说：“在 AMP 
50-9 上，我们安排了 8 个人，每周 20 班轮班
工作。高生产力和 OEE (整体设备效率) 确实出
色。它提供了超过大多数竞争对手的优势，让
我们可以生产复杂部件，例如第三代轮毂。”

今天，在哈特贝尔机床 AMP 30 S、AMP 30、 
AMP 50-9 上，Agrasen 可生产轴承环、凸轮和
等速万向节 (CVJ) 部件。

Namit Agarwal 强调说：“新的 AMP 30 S 计划
于 2020 年 12 月到货。它将让我们的整体锻造
能力提高到每年 40000 吨。”

Agrasen 产品针对汽车行业各种轴承应用的
需求量身定制，例如滚珠轴承、圆锥轴承、凸
轮、齿轮毛坯和 CVJ 部件。Agrasen 主要加工
各种钢和合金钢 (包括轴承钢)，属于最难锻造
的钢材。

哈特贝尔机床占总产量的 60％
Agrasen 制造设施的装机容量为每年 1 亿个
轴承环和汽车部件，在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在一个月内，每台哈特贝尔 AMP 30 大约生
产了 220 万套双环，而在 AMP 50 上则生产 
180 万套。总之，我们在哈特贝尔机床上的产
量占总量的 60％，”Agarwal 先生说。

 从左到右：Mahesh Prajapati、Dilip Agarwal、Namit Agarwal、Rajesh Kumar 站在 HOTmatic AMP 50-9 机床前。

客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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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浦尔生产的热成形部件受到全世界许多公司的欢迎。

来自瑞士的新型 HOTmatic AMP 30 S 将于 2020 年底推出。

通过将不同的高速热成形机和垂直成形线 
路 与 热 环 轧 相 结 合，公 司 能 够 满 足 大 批 量 
产品和大尺寸小批量产品的需求。除了印度
国内客户外，Agrasen Engineering 产品还主
要销往美国、欧洲、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
泰国。ILJIN、JTEKT Corp.、Nachi、NEI、NSK、 
SCHAEFFLER、SKF、Tata 和 TIMKEN 等公司都
是对他们满意的客户。

高效实现工业 4.0
董事长 Vinod Agarwal 和总经理 Namit Agar-
wal 计划继续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我们
已经开启了工业 4.0 的第一阶段，大多数机床
都已连接，且能够实时获取所需的数据。2021 
年，我们将继续努力提高整体生产率和效率，
并将我们的整个生产、检验和物流流程整合
到工业 4.0 中。携手了解我们需求的真正的技
术先驱哈特贝尔，我们将拥有强大的合作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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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513 TH ——  
新星的诞生

文本：Jürgen Fürst，SUXES GmbH
图片：Carlo Salvi S.p.A.  

加尔拉泰  业内人士称，在投放市场
前，卡锣萨尔维机床已经过详尽的性能测试。

新机床的展示对于客户和所有相关人员而言
都是一个亮点。我们通常对于一台机器要投
入使用并准备投入市场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只
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尤其是在首次加入新功
能的情况下，例如加入了滚丝机的卡锣萨尔
维 CS 513 TH。我们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与卡锣萨尔维测试工程师就幕后发生的事进
行对话。您将在下文中了解到这一独家消息。

Paolo Bormida 是一个冷静的人，但在谈到自
己在加尔拉泰卡锣萨尔维作为测试工程师的
工作时，他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他不仅要
确保先进的五级收割台单元能够在最新的意
大利机床上完美运行：卡锣萨尔维也首次将
滚丝机单元集成到机床中。

这给客户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这些机床不
再需要外部滚丝机，而且由于占地面积较小，
因此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完成工作并节省空
间。

卡锣萨尔维机床必须由 Paolo Bormida 和测试团队进行大量测试并获得批准后，才能投放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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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计划在线缆线材展的发布活动现在因疫情取消
从为期四个月的测试到计划在线缆线材展上发布  
(由于疫情被取消)，Paolo Bormida 常常如履薄冰。
尤其是对新滚丝机单元的供应需要特别小心，这是
因为首先要对五阶段成型单元和滚丝机单元分别进
行测试，然后才能对整个机床进行测试。

作为卡锣萨尔维在过去 90 年中的常规业务，成型
设备的测试本应是小菜一碟，但由于新滚丝机单元
的加入，这次测试需要高度的谨慎和专注。这台机床
最终将主要用于为汽车制造商生产螺丝。Paolo 
 Bormida 强调：“任何熟悉 0 PPM 要求的人都知道我
在说什么。”

收割台和螺纹部件的精准同步
这些工作的主要重点是将压制部件输送至滚丝机的
供应单元。从装入零件到插入零件再到相位调整，一
切工作都必须平稳、完全同步进行，并且要确保零件
不会倾斜、滑动或丢失。首先使用预成型的螺丝坯料 
(演示件) 进行测试，然后再进行整个成型和滚丝过
程。接下来，在真实条件下进行测试，然后生产出真
正的商用螺丝。

Paolo Bormida 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寻找导致运输停
止的异常情况时的压力。将零件纵向和横向供应至
清洗模具中的双系统用于确保定位的可靠与准
确。Bormida 拥有工程学学位并在三年前开始担任
卡锣萨尔维测试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测试阶段，他告
诉我们：“如果两个动作不完全同步，部件可能脱落
或卡住。”

完成测试所需的努力和毅力
这位痴迷于音乐和葡萄酒的工程师主要负责组织测
试活动、对细节进行可行性分析和设置设备。尽管这
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只在卡锣萨尔维工作了三年，
但 他 与 这 些 机 床 已 经 打 了 三 十 多 年 的 交 道 。
Bormida 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首次将收割台和滚丝机
单元同时安装在新卡锣萨尔维机床上这项工作。该
项目需要他全力以赴。他告诉我们：“为了让项目成
功通过测试并做好投放市场的准备，需要付出巨大
的毅力和努力。”

开发工作已在进行中
尽管每个参与者都按照原计划进行，但在杜塞尔多
夫举行的 2020 年线缆线材展上，CS 513 TH 机床并
未按计划投放市场。从今年夏天开始，客户就可以购
买 首 批 卡 锣 萨 尔 维 组 合 机 床 。但 这 并 不 表 示 
 Bormida 和他的团队没有工作可做；恰恰相反，卡锣
萨尔维目前正在对该机床进行后续开发，而且开发
和测试工作一直在齐头并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在下一个开发阶段，客户将有选择权并能够独立执
行各流程，但必须在 Paolo Bormida 和他的团队经
过大量测试后才能批准投放市场。

成型和滚丝：全新卡锣萨尔维 CS 513 TH 同时具备这两项功能。

在完成整个成型和滚丝过程之前，团队使用螺丝坯料作为演示件。 
在测试中，将在真实条件下生产商用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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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的基石

文本：Matthias Prischl
图片：哈特贝尔  

莱纳赫  我们的技术研发部门
不会经常受到客户的大量关注，但该部
门是客户服务的基石。

部门由电气工程师和机床技术人员组
成。他们的任务包括：

_ 为新旧机床开发定制机电解决方案
_ 负责从报价到交付的维修工作
_ 在装配厂和客户现场对新机床进行电

气调试

_ 对机床进行改造和现代化升级，例如
新的控制系统、伺服进料、机床主体更
换、冲击标记优化、安全更新等.

您在生产产品时是否有任何问题，或者
需要在机床上增加其他功能或提高局部
性能吗？
请告诉我们，我们将竭尽全力满足您的
要求。

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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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Wolfgang Müller 
职位： 技术研发总监 
在哈特贝尔 
的工作时间： 2009 年 2 月

跟我们说说您在哈特贝尔的工作吧。
在学习机械工程之前，我接受了工业机械师
的培训，并且在制造业工作了两年。

完成学业后，我担任过液压机的设计师和项
目经理，还担任过机械制造经理。

在哈特贝尔，我从一名设计师开始，与同事们
一起负责对新机床和外围设备 (基础、物料搬
运技术、感应等) 进行定制化的机械调整。大
约一年半后，我开始领导这个设计团队。我们
目前的团队是在 2016 年初重组时组建的。

作为团队负责人，您的工作是什么？
一方面，如果团队成员有技术问题，我要协调
任务并为他们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为同事规
划职业发展 (通过内部/外部培训)。
 
您的团队中有哪些成员？
我们的团队中有四名机械工程师/技师和三
名电气工程师。团队内部能够快速达成一致
意见，因此项目的执行效率很高。

您的部门在哈特贝尔中负责哪些工作？
_ 开发电动和机械机床的改装
_ 完成改装的各项计算
_ 为新系统创建布局
_ 在新系统上实现定制请求
_ 调试新机床和现代化升级
_ 加工送到哈特贝尔进行维修的机床零件和

组件
_ 与客户和供应商探讨需求/问题并制定可

能的解决方案
_ 协助服务工程师排除故障

您和您的团队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直接与客户一起开发解决新挑战的
方案。

比如用于冷弯成型机的感应系统、减少撞击
痕迹的分送系统或者用于旧机床的新控制系
统等等。

这份工作最棒的地方在于客户遇到问题时会
与我们一起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即使是最
初看起来十分大胆的想法，也有很多可以付
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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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贝尔职业培训

文本：哈特贝尔
图片：哈特贝尔  

莱纳赫  哈特贝尔从 1954 年开始培
训学徒，为年轻人提供扎实的机械工程理论
和实践培训。通过这一方式，公司为年轻人提
供了充满前景的未来，并且可以在他们完成
学徒培训之后根据需要雇用成绩优秀的技术
人员。 

哈特贝尔开展设计学徒培训已有 66 年。完成
培训的学徒将获得瑞士技术证书，帮助未来
雇主确认新员工的专业技术和知识。到目前
为止，哈特贝尔已经为 60 多名设计师提供了
培训。

四年理论和实践培训
开放日可以让双方彼此了解并在培训开始之
前尝试合作。目前，一名女生和三名男生正在
位于雷纳赫的哈特贝尔完成他们的设计学徒
期。学徒期共计四年。年轻的设计师刚开始需
要接受金属方面的基础培训，学习处理各种
材料和机床的重要工作。学徒在第一年还要
接受 CAD 软件培训。学徒每周在职业学院接
受一到两天的教育培训。而在其他日子，哈特
贝尔的学徒将接触到广泛的工作领域并与同
事一起为全球客户开发高质量的机床。

重要的日常实践
学徒在定期举办的公司间课程中进行实践 
性学习并亲身实践专业原理。此外，学徒需要

在铸造厂和哈特贝尔装配厂实习，这使他们
能够对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虽然这些工 
作与他们的专长领域没有严格的联系，但可
以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其他职业领域各个环 
节之间的联系。此外，在哈特贝尔专业实践 
活动中，学徒还要为哈特贝尔 HOTmatic 和 
 COLDmatic 机床及其模具设计各个零件和组
件。他们还使用 CAD 程序绘制精确的技术图
纸。

哈特贝尔为学徒提供在学徒期获得瑞士联邦
职业学士学位的机会，从而使他们除了获得
瑞士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文凭外，还能获得
国际认可的资质。

严格而内容丰富
除了成为设计师这一职业愿望之外，这些年
轻的技术人员通常希望能够进入技术行业 
工作，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并且享受数学、
物理学和几何学带来的乐趣。这对他们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必须对机械系统和设计感兴
趣并具有良好的可视化技能、技术理解能力、
分析思维能力以及优秀的技术绘图能力。在
学徒期取得的成功具有激励作用，例如，哈特
贝尔的学徒喜欢在激动人心的项目上合作，
并且已经可以开始在项目中贡献自己的想
法。

  学习如何正确阅读和评估图纸和数据表是培
训的关键部分。因此，正如二年级学徒 
Outhman Aabid 所熟知的，实践非常重要。 
 
 

姓名：Heinz Frank 

职位：学徒培训设计导

师： 应用科学大学 

机械工程师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 

时间：2001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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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双轨制教育体系 —— 灵活制度的优势 

瑞士经济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其双轨制教育体系。在学徒期，年轻人在公司完成
职业培训，然后进入职业学院学习。这意味着他们能接受高质量的培训，并能直
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机会是联邦政府、州和行业组织合作的结果。他们为高
质量的职业培训提供支持并为学徒提供足够的机会，保证尚未确定学术方向的
学生可以获得有效的培训，以此确保较低的青年失业率。

根据不同领域，学徒期可能持续两到四年，学生可以获得瑞士联邦职业教育和
培训证书 (两年) 或联邦职业教育和培训文凭 (三到四年)。此外，学习成绩优异
的年轻人还可以完成瑞士联邦职业学士学位，然后再获得本科学历。这意味着
学生可以与大学或瑞士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处于同一水平。

职业培训为职业发展提供了便利，而且向所有人开放；成年人也可以在之后完
成此类培训。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培训和继续教育途径，逐步达到更高的教育水
平。学习不是强制性的。接受过培训的年轻技术人员可以专注于他们所学的职
业并获得相应的瑞士联邦文凭或就读高等教育学院。总体而言，技术人员的教
育水平以及职业前景和薪资均得到提高。

完成职业培训后的学习能力非常重要。职业技术人员可以随时接受继续教育，
既可以按照规定的进度完成，也可以延后完成。技术人员无需提前决定是否需
要学习，这让感觉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的年轻人可以在之后学习他们所选择的职
业。

  可以直接使用机床零件将所学到的技能理论付诸实践。

姓名：Nicolas Oehler 

职位：第四年设计学徒 

在哈特贝尔的时间： 

2017 年至今

姓名：Eliane Hess 

职位： 第三年设计学徒 

在哈特贝尔的时间： 

2018 年至今

姓名：Outhman Aabid 

职位：第二年设计学徒 

在哈特贝尔的时间： 

2019 年至今

姓名：Florian Aerni 

职位：第一年设计学徒 

在哈特贝尔的时间： 

2020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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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eo Panzeri

 Andrea Valnegri

访谈录
姓名：Matteo Panzeri 和 Andrea Valnegri 
职位：机械制图员和设计师 
加入卡锣萨尔维的时间：Matteo: 2005/Andrea: 2008 

 
你们两位在卡锣萨尔维的职位是什么？
M+A：我们的职位都是机械制图员和设计师。

你们在卡锣萨尔维一直是这个职位吗，或者说，以前曾经
从事过别的工作吗？
M：我在上大学时就以实习生身份加入了卡锣萨尔维。 
完成学业后，我获得了继续在这里发展自己事业的机会，
并且果断抓住了它。实习期对我有着非常大的激励作用。
A：我刚加入卡锣萨尔维时职位与现在不同，负责处理冷
镦机备件及其相应的手册。在此期间我了解到了公司专有
技术的不同方面，这对于我后来成为设计师有着极大的帮
助。

在教育和培训方面你们有何背景？
M：我取得了机械工程的专业学位。
A：我也有机械工程的毕业证书。

你们开始在 Garlate 工作之前，知道卡锣萨尔维及其冷镦
机吗？
M：是的，我知道，因为我就生活在 Garlate，在那里每个人
都知道卡锣萨尔维。尤其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记得 Salvi 
先生和女士赞助过我效力的当地足球队。
A：是的，我在之前的实习期里有幸了解了这家公司及其
技术。

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新 CS 513 TH 项目的？
M/A：作为设计师，我们认为在每一天开始时都有提供和
设计新东西的愿望是极其重要的。在 2019 年 2 月，我们得
到了开发新产品系列并在市场上销售的任务。尽管我们遇
到了种种困难，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为被选中而激动不已。

当设计新机器时，最为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M/A：在刚开始时。第一次面对不同的现实，这是一种全新
的、几乎从未被探索过的概念。我们意识到责任重大，希望
尽最大努力满足公司的期望。

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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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机器的开发过程中，你们最喜欢其中的
哪个部分？为什么？
M：当然是开发辊子。将我们的技术与一种全
新技术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学习是沒有止
境的！
A：开发部件如何从冷镦机移动到辊子。开始
时非常困难，但我喜欢这种挑战！

你们会开发可以用于系列中其它机器的辊子
吗？
M/A：肯定会！我们的目标是不断发展我们的
机型系列，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开拓当前尚未
涉足的市场。我们真的很想为每种螺纹尺寸
都 开 发 出 相 匹 配 的 冷 镦 机 ：下 一 步 将 涉 及  
2 凹模/4 冲模的冷镦机，当然我们还要等待管
理层的最终决定。

请描述一下你们一天中的主要任务 。
M：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使用 CAD 工具以
及进行计算，但我也为生产部门提供支持并
处理客户需求。
A：我也使用 CAD 工具进行设计，并且为备件
和多工位冷镦机装配提供辅助和支持。

如果你们可以改变工作的某些部分，你们想
改变哪些？
M：我当然想在研发部门多花些时间，我觉得
这里更能给我动力。
A：我愿意用更多时间去试验新的原型，以便
持续改善我们的技术。

你们将有什么新项目或特殊任务？
M/A：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可以集成到其它型号
冷镦机的新辊子装置，以便扩大该技术的应
用范围，为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案。

你们结婚了吗？有孩子吗？如果有，他们多 
大了？
M：我结婚了，小孩快一岁了。
A：我也结婚了，有两个孩子，分别是 11 岁和 
18 岁。

你们在业余时间做些什么？有什么爱好吗？
M：我喜欢在山里徒步旅行以及练习搏击。
A：我喜欢自行车运动，并且热爱冬季滑雪。



©
 H

at
eb

ur
 U

m
fo

rm
m

as
ch

in
en

 A
G

   
保

留
技

术
修

改
权

利
。  

 0
2/

20
20

_c
n_

v1

总部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General Guisan-Strasse 21，4153 Reinach， 
Switzerland
电话：+41 (0) 61 716 21 11， 
传真：+41 (0) 61 716 21 31 
info@hatebur.com，www.hatebur.com

分部

Hatebur-Lumag Services AG
Birchmatte 9，6265 Roggliswil，Switzerland 
电话：+41 (0) 62 754 02 63； 
传真：+41 (0) 62 754 02 64 
info@lumagag.ch 

Hatebur Umformmaschinen GmbH
Bahnhofstrasse 18，51674 Wiehl，Germany
电话：+49 (0) 2262 761 65 68， 
传真：+49 (0) 2262 761 65 69 
sales@hatebur.com

哈特贝尔金属成型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莘庄工业区  
元山路 318 号 7 号厂房 
邮编：201108
电话：+86 21 3388 6802，传真：+86 21 3388 6827 
info.cn@hatebur.com 

Hatebur Japan K.K.
Kowa Shibakoen Building 5F 
1-1-11 Shibakoen, Minato-ku 
Tokyo, 105-0011, Japan
电话：+81 3 5843 7445，传真：+81 3 5843 7446 
info.jp@hatebur.com

Carlo Salvi S.p.A.
Via Tommaso Salvini，10，20122 Milan (MI)， 
Italy
电话：+39 (0) 2 87 88 97， 
传真：+39 (0) 2 86 46 17 88  
carlosalvi@carlosalvi.it, www.carlosalvi.com 

Carlo Salvi S.p.A.
Via Ponte Rotto，67，23852 Garlate (LC)，Italy 
电话：+39 (0) 341 65 46 11， 
传真：+39 (0) 341 68 28 69  
carlosalvi@carlosalvi.it 

Carlo Salvi USA Inc.
4035 King Road，Sylvania，OH 43560，USA
电话：+1 419 843 17 51， 
传真：+1 419 843 17 53
sales.usa@carlosalvi.com 

Carlo Salvi UK Ltd.
Unit 4, Cedar Court, Halesfield 17, Telford, 
Shropshire, TF7 4PF, UK
电话：+44 (0) 1952 58 77 30， 
传真：+44 (0) 1952 32 71 80
sales.uk@carlosalvi.com

卡锣萨尔维 (广州)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中山七路 65 号富邦中心 1404 室 
邮编：510140
电话：+86 20 8173 46 72， 
传真：+86 20 8123 93 59
gm.china@carlosalvi.com

欢迎 
莅临！

2021 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
德国斯图加特国际紧固件展
览会

地点：德国斯图加特
公司：Carlo Salvi S.p.A.

2021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
俄罗斯国际机床工业制造周

地点：俄罗斯莫斯科
公司：Hatebur Umformmaschinen

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
美国国际紧固件展

地点：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
公司：Carlo Salvi S.p.A.

我们期待在展会上与您相会！
 
所有日期在 2020 年 10 月前均正确 –  
请在参加活动前在网上查询最新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