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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寄语
尊敬的合作伙伴：

世界从来都是复杂多变的。

而我们目前所经历的，却是数倍于以往的挑
战：目前，各国之间正在逐步开放，甚至在某
些国家，面对面接触重新成为可能。尽管形势
有所改善，但我们却从日常工作中注意到，上
述重要而谨慎的重启步骤所带来的利好，正
在被汽车行业全球供应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所抵消。

在旅行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不得不与客户寻求创造性的合作方法，
以减少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凭借直
到最近才成功研发的难以想象的前沿技术，
我们成功地对我们最大型的机床 – HM 75 进
行了虚拟式初步验收测试。

让我们追随公司的成功足迹去到遥远的欧亚
大陆北方。我们获准造访位于乌拉尔山脉附
近的车里雅宾斯克，拜候我们的俄罗斯客户 
Konar，一窥其庞大生产基地的幕后情况。这
里可以制造从表面硬化钢到高合金钢等多种
材质的螺母，由一台最近交付并安装的新款 
AMP 30 S 完成高效生产。在这款机床上制造
的许多零件都是专门为俄罗斯大型电力供应
项目设计的。

我们为热成型机客户提供更加环保的简单生
产方案。我们的最新产品，一种机油处理系
统，可以帮助客户显著减少他们的碳足迹。

在为哈特贝尔 HOTmatic AMP 20 N 和 AMP 30 S 
制造电气控制柜的报告中，您可以看到卡锣
萨尔维和哈特贝尔之间成功的跨文化合作。

祝您阅读愉快！

身体健康！谨致，
 

首席执行官 
Thomas Christoff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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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资讯

在哈特贝尔工作 35 年

姓名：Markus Moser  
职位：机械工程师，应用科学大学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 
1986 年 5 月至今

在哈特贝尔工作期间，Markus 
Moser 积累了冷热成型机床领域
的广泛知识。他最初的身份是一
名设计师，后来成为一个团队的
领导，参与并负责的工作范围包
括将 AMP 20 改进为 AMP 20 S、 
AMP 20/AMP 30/AMP 40 的技术
产品责任，以及  HM  35  的新设计
工 作 。他 还 密 切 参 与 了 用 于 
AKP 4-5/3-5 的 Variblock 的开发，
以及将 AKP  4-5 改进为 AKP 4-6 
的研发工作。

此外，他还将在公司内获得的知
识学以致用，不仅引入了有限元
设计方法，还担任了新 CAD 软件 
(NX/TC) 和 NewMatic 项目评估
和引入的联合负责人。

在哈特贝尔工作 30 年

姓名：Christoph Pergher 
职位：开发主管及管理团队成员 
在哈特贝尔的工作时间： 
1991 年 10 月至今

最初，Christoph Pergher 以年轻机
械工程师身份加入了我们的大型 
HOTmatic 机床的开发团队。多年
来，他一直专注于哈特贝尔技术，
并且参与了 HOTmatics AMP  50 
和 AMP 70 的开发。通过领导小型 
HOTmatics 的开发团队以及学习
企业管理，他获得了应对其他挑
战的出色技能。在千禧年前后，电
气工程部门、机床技术部门和客
户特定产品开发部门被合并为一
个研发职能单位，由 Pergher 先生
担任该部门的主管。他于 2016 年
进入管理团队，并在 2018 年进修
完成了创新管理专业的 EMBA，这
些经验帮助他拓宽了视野并且足
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祝贺 Markus Moser 和 Christoph 
Pergher 在任职期间的杰出表现，
并且期待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更好
的成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由贸易协定对于哈特贝尔有多
重要？

在哈特贝尔集团，平均每年约有 
10,000 件订单商品遵循五个最常
采用的自由贸易协定提供给世界
各地的客户。自由贸易协定是为
了促进两个或多个关税联盟之间
的贸易而谈判达成的。通过使用
这些协定，可以在国家之间执行
优惠关税 (从降低关税到完全免
税)。

瑞士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
协定是一份对瑞士机械工程行业
非常重要的新协定，于 2014 年起
生效。瑞士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
间则存在一项早得多的协定，其
生效时间可以追溯到 1973 年 1 月 
1 日。

各协定的使用受到严格指令的约
束，这些指令在每个协定中都有
具体说明。具体要求因标准和交
易规范的不同而异。它们通常会
影响到内部区域，如存储系统，并
适用于组件中单个部件的进一步
使用、整机的制造和个别部件的
交付。

哈特贝尔专家们的丰富经验确保
我们可以合理利用自由贸易协
定，进而让我们能够以尽可能低
的海关税费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
供产品。

哈特贝尔全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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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能力的完美组合：  
联手制造电气控制柜

在 2016 年与卡锣萨尔维合并之后，哈特贝尔的
经理们对意大利的加尔拉泰充满期待。意大利人
一直是在公司内为其机床制造电气控制柜，但瑞
士人则是在设计和制图电气控制柜后，便将其制
造业务外包了。“难道我们不能在集团内为我们
的哈特贝尔机床提供解决方案吗？” 这是一个重
要问题，但公司说到做到。在对技能、能力和可能
性进行分析之后，某些哈特贝尔机床的电气控制
柜现在已经开始在加尔拉泰制造了。这就是协同
工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Reinach  当两家公司合并时，专家们最
喜欢谈论协同效应所带来的最佳前景。并且，通
常他们只会考虑一件事：裁员和降低成本。哈特
贝尔和卡锣萨尔维却证明了成功之路并非仅此
一条。在 2016 年合并后，公司立即对双方的技术
和能力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终，意大利人现在
已经开始为瑞士生产的小型机床制造电气控制
柜。一个真实的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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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挥积极的协同效应：自 2020 年以来，卡锣萨尔维也一直在为一些哈特贝尔机床生产电
气控制柜。



07机床与配件   

合作始于两个真正的任务
这次堪称典范的合作始于两个具体的机床订单，充分展示了
如何在公司合并中以最好的方式实现最大的协同效应。一台
用于制造凸轮轴凸轮的 HOTmatic AMP 20 N 在 2021 年初被
发往美国。这款新近开发的压力机总锻造力达 1500 kN，每分
钟可生产 200 个最大直径 48 mm 的零件。另外，去年还有一
台 HOTmatic AMP 30 S 被销往俄罗斯。该机型能够生产最大
直径为 67 mm 的中型锻件，每分钟最多可生产 140 个。

在确定了制造电气控制柜的具体分工之后，团队立即开始运
转起来。待工序清单上的第一件事是选择合适的电气控制柜。
之后，哈特贝尔的设计人员根据所需生产能力确定了设计思
路。同时，国家规格要求和客户选择也被纳入考虑。

电气控制柜在阿尔卑斯山脉南部进行组装和测试
在阿尔卑斯山以南的科莫湖区附近，卡锣萨尔维的专家们根
据哈特贝尔提供的电气图对电气控制柜进行组装。他们根据
配件清单从 Reinach 定购部件和电缆，布置电气组件并进行
电缆连接，然后在内部测试中心对组装完成的电气控制柜进
行测试。

在整个过程中，两家公司的经理们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这意味
着他们能够快速且实事求是地明确项目相关的问题，并尽早
消除潜在的问题。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制造电气控制柜属于常规操作 – 卡锣萨
尔维在电气技术方面一直是自给自足的。例如，他们在制造螺
丝或铆钉的冷锻机上就一直使用内部制造的电气控制柜。在
与机床一起交付给客户之前，电气控制柜要经过组装、配置、
安装和测试等多项流程。现在，该流程也被成功地应用于一些
哈特贝尔机床上。

卡锣萨尔维的专家们根据配件清单从 Reinach 定购部件和电缆，布置电气组件并进行电缆连接，并且在内部测试中心对组装
完成的电气控制柜进行测试。

现有的技能和设备
卡锣萨尔维的电气仓库经理首先与部门经理一起
确定需要采购的部件，并与瑞士的采购部门一起选
择合适的供应商。

装配经理执行电路图并计划电气连接器和组件的
重要标识。订购的材料送达后，立即用专门的标签
对导体和板件进行标记。这些工作都基于电路图中
的规格在内部完成。

在装配阶段，技师和电工贡献他们在图纸、组件、标
签和电气连接方面的知识。卡锣萨尔维的技术专家
还可以通过内部制造支架、隔板和类似部件进行钣
金加工。结合专业的手工技能、极大的奉献精神、坚
定的决心以及与哈特贝尔同事间的密切合作，最终
造就未来可期的成功秘诀。

学习阶段和数字化有助于团队合作，即使在充满挑
战的时期也不例外
电气服务部门的 Maurizio Colombo 很乐意为您讲
述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当我们被问及是否愿意
参与这个项目时，我们都感到无比兴奋。”为了对哈
特贝尔电路图的工艺及特点达成相互理解，卡锣萨
尔维的专家们于 2020 年夏天首次前往布鲁格的哈
特贝尔装配厂。“这是非常重要的，它促进了我们与
哈特贝尔同事的合作，拓展了我们双方的知识和视
野，”Maurizio Colombo 回忆说。最为重要的是，它
有助于克服最初的语言障碍。“理解外语中的专业
术语并进行翻译通常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得益于
出色的团队合作，所有含糊不清的问题总是能够迎
刃而解。”



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哈特贝尔集团的所有系统都实现了数字化，以便对电气控制柜实施远程检查。 

新冠疫情的爆发让所有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因为
面对面的会议通常是不被允许的。但 Maurizio 
在这方面看到的并不都是负面因素。“在如此具
有挑战性的时期，哈特贝尔在集团内实现了公司
系统的全部数字化。能够与瑞士同事一起远程检
查电气控制柜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
利。”

以积极的方式协同增效
卡锣萨尔维的能力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与及时的
规划，从这个示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当两
家经验丰富且健康发展的公司合并时，可以实现
协同效应，产生非常积极且具有创造性的效果。

为确保正确识别所有连接，必须进行清晰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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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nert –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代理

自 2021 年中期以来，我们在西班牙的代理以 
“Daunert, Maquinas-Herramientas, S.A.” 
获得了卓越且众所周知的新形象。

Daunert 在机床领域拥有超过 100 年经验，以
提供全球领先品牌的机床和配件以及预防性
维护而著称。其业务范围涉及汽车、航空、医
学假体及铁路等诸多行业。

公司设在Cornellá de Llobregat，是西班牙乃
至欧洲的金属加工行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企
业之一，由德国人的后裔 Maximilian Daunert 
于 1917 年创立，现在由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
负责经营。这家加泰罗尼亚公司在西班牙、葡
萄牙、瑞士和墨西哥都设有分公司。

DAUNERT的经营方法基于对全球最佳和最新
机床技术的不断探索，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发
新产品，这也正是哈特贝尔深受其信赖的原
因。

通过两家公司之间的独家协议，哈特贝尔非
常清楚 DAUNERT 的目标是始终将持续发展
作为关注点，继而保持不断创新的脚步。秉承
以敬业精神为核心的宗旨，哈特贝尔一直非
常重视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这意味着哈特贝尔信任 DAUNERT，其始终专
注于在节能和效率计划方面的改进，进而提
高其客户的生产能力和盈利能力。许多公司
都希望拥有技能高超、专业知识丰富的维护
团队，而 DAUNERT 无疑具备了所必需的全部
技能和素质。
Angel Bravo 先生在 Daunert 拥有 15 年以上工
作经验，主管锻造和冲压解决方案，如今，他
将负责一些新的项目，并且将成为哈特贝尔
在西班牙的备件协调员。

哈特贝尔很高兴与 Daunert 合作，并确信这将
有利于两家公司以及我们的客户。

联系人：Angel Bravo
Daunert M&H
Tirso de Molina 7-9-11
08940 Cornellá de Llobregat, 
Barcelona, Spain
电话：+34 605 114 975
abravo@daunert.com

Daunert 总部设在西班牙 Cornellá de Llobregat

   哈特贝尔全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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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材料节省 –  
锻造车轮轴承 

Reinach  通过尽量减少原材料使用量，
哈特贝尔 HOTmatic 机床在锻造时最大程度地节
省了成本，同时确保一致的零件质量。

各种车辆的轻量化结构已成为了当今市场的主
流。而且，原材料成本约占成品零件成本的一半。
为了能够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并满足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哈特贝尔根据终产品零件，利用模拟
软件Forge设计出接近净成形的锻件。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车轮轴承“飞边”中
原材料的使用。在多数情况下，多余的材料 (在锻
造行业被称为飞边) 在哈特贝尔 HOTmatic 工艺
中被从锻件上分离出来。为了确保非常复杂的几
何形状锻件得到足够的填充和正确的传送，在锻
造时需要飞边。减少的飞边精确适应部件的最优
体积分布、模具负荷以及传送表面。在充分利用
机床运动学的前提下，根据零件的几何形状甚至
还可以省去溢料的传送表面，直接通过零件柄进
行传送。此外，还可以通过减少锻件上的加料量
和模具锥度来进一步减轻重量。

充分发挥您的机床的潜力 – 咨询您的哈特贝尔
联络人！

文本：Kim Weber
图片：哈特贝尔  

1 离开机器后的成品锻件。
2 锻件的飞边。
3 冲压和分离之前的锻件模拟。
4 冲压和分离之前的锻件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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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装配厂，一款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75 XL 卧式锻压机正在准备进行工厂验收测试。

在疫情爆发之前，客户通常花一两天时间在
现场进行工厂验收测试，同时使用清单检查
供货范围。最近的工厂验收测试都是通过实
时在线传输给客户的，或者，如果需要，可在
验收协议中对供货范围进行拍照、说明和记
录。然后拍摄机器的试运行，再将带图示说明
的清单发送给客户。一旦签章后的清单被寄
回至哈特贝尔，即开始为机床交付进行发送
准备。

Reinach  在瑞士布鲁格的装配厂，一
款哈特贝尔 HOTmatic HM 75 XL 卧式锻压机
正在准备进行工厂验收测试。

我们机床的工厂验收测试与合同商业时间表 
(即支付条款和机床交付) 相关联。

HM 75 工厂验收测试 –  
也可对大型机床进行远
程测试

文本：Daniel Krieg
图片：哈特贝尔  

   机床与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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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厂验收测试对于大型机床和小型机
床而言差别不大。然而，带产品样品的生产演
示通常只对冷成型机而言有可能进行。由于
大型机床上的棒料加热器和模具冷却只能在
客户处进行安装，所以无法进行测试生产。将
为客户演示机床的空转运行情况以及在最大
生产速度下运行的情况。

对于某些机床项目而言，全球电网的电力频
率和电压差异意味着我们机器的建造和工厂
验收测试使用了符合瑞士电网标准的辅助驱
动器和外围驱动电机。专门为某些客户和国
家订购的电子设备在即将交付前才会安装，
并且仅在客户处进行调试。

由于哈特贝尔为全球所有语言地区提供机
床，机床的操作信息和机床文件也会被翻译
成相应国家的语言。

对 于 某 些 较 小 机 型，模 具 测 试 甚 至 可 以 在 
 Reinach 的哈特贝尔公司内进行。

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在瑞士哈特贝尔与工厂
验收测试同时进行的客户模具培训，现在仅
在线上进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客户都非常欣
赏哈特贝尔的这种灵活处理方式，而且线上
培训也有很多优势。例如，在非高峰时间进行
非实时的线上培训可以令客户自由选择培训
时间，这样对双方都有利。

维护培训和操作员培训可以在客户处在设备
安装、调试过程中和之后很方便地进行。这些
适应性调整为客户带来了诸多积极因素，如
高性价比的工厂验收测试和客户培训，因为
相关团队不再需要额外的差旅、住宿和餐饮
费用。这也可以被视为对气候保护的贡献。

HM 75 XL 主传动装置。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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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中文版机床文件、凹模顶出器、电气控制柜主电源和机床主开关。

链接至 HOTmatic HM 75 的视频。

将 HOTmatic HM 75 XL 装载到重型卡车上并运输至莱茵河上的伯斯费尔登港，在这里机床被装到一艘在
莱茵河上航行的内陆货船上运往鹿特丹，然后再漂洋过海送到客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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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和成本节省： 
内部开发的机油处理设备

废油通常在第一次分离后就被弃置 – 但在可
持续发展和环境意识日益成为焦点的今天，
这种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诟病。而
从成本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浪费，因为一个
系统一年所产生的废油总量最多可达 4 万升，
是一辆油罐车加满后的油量。某些用户会把
废机油送到其他公司进行再处理。这种解决
方案当然很实用，但也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
运输问题，更不用说成本、处理废油所消耗的
时间和精力了。

“大约 90% 的机油在处理后可以重复使用”
得益于哈特贝尔新设计的废润滑油再处理系
统，系统操作员现在可以在现场直接完成这
项工作。“大约 90% 的废润滑油可以利用三相
离心机和细滤器进行再处理，之后在其他流
程中重新可靠使用，” Wolfgang Müller 证实。
这位机械工程师作为哈特贝尔技术开发部的
主管，与他的 7 人团队一起设计并测试了该设
备，因而他对此非常肯定。

杂质在工作中对机油影响很大
当热成型机连续工作时，加载和传送单元旁
的成型模具温度最高可达 1200 °C。这样的温
度难免会产生煤渣并且随后混入润滑油中。
而且，润滑油中还会混入在成型区使用的水

Reinach  为了高性能哈特贝尔成型
系统能够在连续运行中顺利生产零件，移动
的功能单元必须始终得到润滑。可惜的是，那
些使用过的润滑油都会被作为废油进行弃
置。现在，通过新的机油处理系统，哈特贝尔
为此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改进方案。今后，大约 
90% 的废油将可以被重复利用。这种解决方
案不仅有利于环保及显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还明显降低了操作工作量和附加成本。

当哈特贝尔压力机全速工作时，通常能够生
产出数量庞大或种类繁多的工件，或者兼而
有之。理论上讲，如果压力机保持 7 天 24 小时
连续运行，生产速度为每分钟 80 个零件，这
样，在生产年度结束时，通常可以生产数千万
计的可靠成形锻件。高性能的润滑油必不可
少，如此才能令装载机顺利供给棒料，并通过
三到四个成型工位的传送。润滑油从系统的
储油箱中抽取并供给至移动的部件。

加满一辆油罐车的废润滑油量
然而，以每小时大约 10 升润滑油的消耗速度
计算，油箱在 7 天 24 小时生产周结束之前就
必须进行添加了。可通过补充泵静止加注，或
通过中央管道系统持续回补，无论哪种方式，
都将需要新机油，进而产生大量成本。

文本：Jürgen Fürst，SUXES GmbH
图片：哈特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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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冷却润滑剂。造成润滑油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第二冷却回路的冷却润滑剂中的锻造添加
剂。这意味着每小时约有 10 升宝贵的高质量
机油不得不从冷却回路中排出。现在可以清
楚地看到为什么每年总计 4 万升油被分离并
弃置了。“以前客户无法自己处理废机油并重
复利用，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高性能系统的
保质许可失效，” Müller 如是说。在目前市场
上，还没有一种能考虑到所有关键环节的有
效处理系统。但市场上对于废机油处理的需
求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哈特贝尔的用户会议
中一直被反复提到。
 
处理的需求始终存在
Müller 在谈到早期阶段时这样说道：“我们解
决了处理大量润滑油的问题后，进行了诸多
思考并得出了一种优质的解决方案。” 经过不
断努力，最终研发出了这款哈特贝尔机油处
理设备。现在可以选择将其作为新系统订单
的一部分加入到初始设备购买合同中。也可

以通过改造将其直接引入客户的现有设备。
该设备的设计非常紧凑，占地面积小，尺寸仅
为 2000 x 2000 x 1800 毫米，因此在现有情况
下完全可以腾出安装空间。它可以直接安装
在某台压力机的生产线上，也可以作为处理
中心同时服务于多台压力机。哈特贝尔可以
为 客 户 的 决 策、安 装 和 调 试 提 供 全 方 位 支
持。“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地的生产厂对于其现
有系统的改造需求非常强烈，”Müller 如是
说。

使用经处理的润滑油不会导致保修失效
因此，使用处理后的润滑油与处理之前一样
高效。这种内部开发的设备具有多个特点。首
先，使用过的机油被加热到 80–85 °C。接下
来，离心机分三个阶段析出固体、其它机油粒
子和水。为此，离心机以高达 10,000 转/分钟
的速度旋转。杂质中的固体最多占废油总量
的 15%，水占 30%，锻造添加剂则占 0.1%。一旦
固体从液体中分离出来，液体将被持续喷出。

 
根据客户个性化需求改造之前的机油处理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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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滤器可滤除锻造添加剂和其
他不需要的物质等。高度乳化锻
造添加剂进入到成型单元冷却润
滑剂回路中通常会令处理更具挑
战性。“据我们所知，市场上的所
有 供 应 商 对 此 都 没 有 办 法 ，” 
Müller 说。哈特贝尔凭借使用抗
乳化低通过滤器获得了成功，从
而克服了处理过程最具挑战性的
整体复杂性。机油处理设备每小
时可输出 50 升机油，有足够的能
力同时处理多个系统的废润滑
油。在一个工作流程后，对经过处
理的机油进行湿度和颗粒物的测
量，并在需要时开始另一个流程。
过滤器和离心机也会被监测。为
此，设有一个自主、定期自动运行
的清洁程序，从而使设备几乎完
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并且可在只
需极少维护的情况下运行。最后，
可重复使用的润滑油流过一个热
交换器，以重新对其进行冷却。

为此，向心泵有效地吸入液体，根
据其比重进行分离。出口处的阀
门负责调节背压。得益于这种调
节作用，用户实现了滚筒内液体
边界区域的正确定位，从而优化
了分离性能。

在此过程中，离心机作为自清洁
分离器工作。在加速过程中会考
虑电力消耗和剪切力，并相应地
以优化方式运行。系统还监测乳
化液的形成，并通过控制速度避
免形成乳化液。一旦固体从液体
中分离出来，便会被收集到一个
收集容器中，在连续运行过程中，
可对该容器进行部分排放。连续
运行停止后将清空容器。PLC 以全
自动方式控制运行。

为多个系统处理机油的能力 
随后，经过彻底清洁的机油流过
一个细滤器。这种带有极细滤网

事实和数据

 
可重复使用的机油  高达 90%，得益于三相离心机和细滤器

每年的机油消耗  多达 40,000 升，具体取决于机床型号

处理能力  每小时处理 50 升机油

过滤出的物质  固体、水、锻造添加剂

监测  全自动

系统尺寸 2000 x 2000 x 1800 mm

保护环境并降低成本
新的哈特贝尔机油处理设备意味
着，每年每套锻造系统多达 4 万
升的废油将不再被弃置，这对环
境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这还不
是全部：由于负责任的系统运营
商可以为其采购部门提供多达五
位数的成本节约可能性以及仅一
到两年的投资回收期，预算分析
师也会对此感到满意。

联系我们并从个性化咨询 
中获益：
电话：+41 (0) 61 716 21 11 或 
service@hatebu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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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Maurizio Colombo 
职位：电气部门主管 
受雇于卡锣萨尔维：2014 年至今

访谈录

Garlate _________ 您在卡锣萨
尔维从事什么职位？您在卡锣萨
尔维工作了多久？
我是卡锣萨尔维电气部门主管。
我从 2014 年开始在这里工作。在
此之前，公司没有内部电气部门，
我在代表其操作系统并随后被收
购的外部公司工作。

您在卡锣萨尔维一直是这个职位
吗，或者说，以前曾经从事过其他
工作吗？
我加入卡锣萨尔维的时候，担任
过程序员和测试员。多年来，我获
得了更多的经验和责任，直到担
任目前的职位。

您接受了什么培训和继续教育？
说到培训，我是从职业学校毕业
的。多年来，我参加了许多培训课
程，在工作实践中证明，这些课程
很有用。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
工作实践和遇到的所有问题对我
来说都是真正的“锻炼”。

上任之前，您是否已经了解卡锣
萨尔维以及他们的机床？
是的，自从我开始工作以来，我总
是不得不和卡锣萨尔维机床打交
道。

哪些任务是您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
我在日常工作中会执行不同的任
务：接到订单后，我为同事们安排
工作和活动。我为客户提供支持
并帮助他们解决与售后服务相关
的问题。我还在新项目和新软件
的创建方面进行合作。

您最喜欢的工作是什么？为什么？
我最喜欢的工作是设计和构建新
软件。我觉得这项工作非常刺激，
并且总能让我学到新东西。

您参与更大规模的团队工作，还
是仅限于您自己的职责范围？或
者您是否与客户或供应商有更多
的联系？
目前有两个人在我负责的领域与
我合作。我管理与供应商和客户
的联系。

与哈特贝尔的工作人员一起为这
家瑞士公司组装控制柜是什么体
验？
我非常珍惜这次经历。两个工作
团队之间建立了一种美妙的协同
作用，使我们能够克服语言障碍
并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这个项目最有趣的部分是什么？
毫无疑问，数字工具的使用对于
支持团队合作至关重要，即使在
新冠疫情大流行这样的困难时期
也是如此。看到这些工具如何如
此强大真的很有趣。

您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如果
有，孩子多大了？
我 结 婚 了 ，有 两 个 孩 子 。大 的 
14 岁，小儿子 12 岁。

您在业余时间做些什么？有什么
爱好吗？
在业余时间，我非常喜欢旅行、 
参观和探索新场所。我还喜欢踢
足球；我是一支男队的教练。

   杰出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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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1/10/2021

美国国际紧固件展

地点：美国克利夫兰 
公司：Carlo Salvi S.p.A.

11 月 8 日 – 10 日，在克利夫兰亨
廷顿会议中心的展厅举办了美国
紧固件展。这是针对紧固件领域
及其服务的制造行业发展最快的
贸易展览会及会议活动。该贸易
展览会为整个供应链提供了一个
会面、合作和交流的独特机会。

卡锣萨尔维也利用这个机会再次
在其展台上与客户和相关方进行
了面对面交流。

11/05–11/10/2021

CIIE  
(202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地点：中国上海 
参展公司：Carlo Salvi S.p.A.

自 2018 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 (CIIE) 于今年 11 月上
旬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再次举
行。对中国政府来说，这是支持贸
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积极
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的重要途
径。这届进博会非常有利于世界
各国和地区加强经贸合作，促进
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促进
全球经济开放。

卡锣萨尔维 (广州) 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参加了此次交易会，在展台
上与参观者和相关方进行了愉快
的面对面交流。

延期至 2022 年 6 月： 
IFS (国际紧固件工业博览会)， 
中国

地点：中国上海 
参展公司：Carlo Salvi S.p.A. 

IFS 中国的组委会充分考虑了国
家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和当地实际
情况，决定推迟本届 IFS，将原定
于 2021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的会
期延至 2022 年 6 月举行。
所有与会者的健康和安全是重中
之重。当前关于预防感染和相关
控制措施的规定给所有各方都带
来 了 不 便 。因 此 ，I F S  将 推 迟
到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3 日在上海
世博会展中心的同一地点举行。

卡锣萨尔维期待明年能够安全而
成功地参加此次盛会。

延期至 2022 年 3 月：
泰国 (曼谷) 国际机床和金属加工
机械展览会

地点：泰国曼谷 
参展公司：哈特贝尔和卡锣萨尔维

在政府及卫生主管部门的建议
下，展会组织者决定推迟 Metalex 
2021 的举办。本展览会原定于 11 
月 在 曼 谷 国 际 贸 易 展 览 中 心 
(BITEC) 举行， 现已被推迟到 2022 
年 3 月。Metalex 2022 仍将于明年 
11 月 16 日至 19 日举行。

哈 特 贝 尔 将 与 其 代 理 公 司 
 Munger Machine Tool 一起参加 
2022 年 11 月的泰国 Metalex 展
会。我们非常期待能够再次与我
们的客户和各相关方见面。

全球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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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10/28/2021

美国国际锻造展
地点：TCF Center，美国底特律 
公司：Hatebur Umformmaschinen AG 
展会亮点：AMP 20 N/Service

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客户直接接触，也没有参加任何贸
易展览会之后，能有机会在底特律的锻造博览会上再次与
专家同事交谈非常愉快。哈特贝尔在贸易博览会上设有一
个展位，由 Forging Equipment Solutions 作为参展代表。

美国国际锻造展是北美最大的锻造行业盛会。来自世界各
地的约 2000 位锻造专家参加了这次商展会，以了解新产
品、做出采购决策以及建立业务联系。因此，这次展会为供
应商和锻造商提供了一个接触高质量潜在客户的平台。

   展会回顾

哈特贝尔这次推出的重点产品是 HOTmatic AMP 20 N 机
床，利用样件制造充分展示了这种紧凑而可靠的热成型机
的应用潜力。另一个重点是哈特贝尔为其压力机提供的各
项服务。

我们感谢所有来宾的关注并期待着未来有更密切的合作。

文本：哈特贝尔 
图片：哈特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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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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肇嘉浜路 789 号均瑶国际广场 
7 层 B1 室，邮编：200032
电话：+86 (0) 21 6417 84 28； 
传真：+86 (0) 21 6417 8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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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5843 7445； 
传真：+81 (0) 3 5843 7446
info.jp@hatebur.com

Carlo Salvi S.p.A.
Via Tommaso Salvini，10，20122 Milan (MI)， 
Italy
电话：+39 (0) 02 87 88 97； 
传真：+39 (0)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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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41 65 46 11； 
传真：+39 (0) 0341 68 28 69
carlosalvi@carlosalvi.it 

Carlo Salvi USA Inc.
4035 King Road，Sylvania，OH 43560，USA
电话：+1 (0) 419 843 17 51； 
传真：+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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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140
电话：+86 (0) 20 8173 46 72； 
传真：+86 (0) 20 8123 93 59
gm.china@carlosalvi.com

欢迎 
莅临！

Postponed

2022 年印度班加罗尔成型
机床及工具展览会 
(IMTEX FORMING)

地点：印度班加罗尔
展厅和展位：4，C107
公司：哈特贝尔

05/23–05/27/2022

Metalloobrabotka 2022

地点：俄罗斯莫斯科
公司：哈特贝尔

05/25/2022

第 6 届俄罗斯机床及金属
加工展览会，2022

地点：俄罗斯莫斯科
公司：哈特贝尔

06/20–06/24/2022

2022 年德国杜塞尔多夫线
材展览会

地点：德国杜塞尔多夫
展厅和展位：16，A22
公司：哈特贝尔和卡锣萨尔维

我们期待在展会上与您相会！

如想了解我们参加展会的最新资
讯，请访问 www.hatebur.com 和 
www.carlosalv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