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明”）是国内著
名的现代综合性钢铁服务企业，
专业从事不锈钢材料的加工、销
售和技术服务。大明总部位于江
苏无锡，拥有全球一流的钢铁材
料加工设备、建有“裁剪、切

割、表面处理、成型、扁钢、钣
金、焊接和机加工”8大加工平台
和现代化理化检测中心，并在杭
州、武汉、天津、太原、靖江、
山东设有6大加工中心。自2006年
起，大明连年跻身中国制造业500
强，并多次被中国金属材料流通协
会不锈钢分会评为“中国十大不锈
钢流通企业第一名”。

	 近年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使其对高强度板材的需求与日俱
增。但是，高强板因为加工难度
较大，钣金加工企业往往得不到
理想的材料品质。

	 “我们之前也用过一些矫

平设备，但它们都无法满足产品
高性能要求，我们希望可以找到
一款用于解决高强钢火焰切割
件的C形弯和边波浪的精密矫平
机。”大明设备部刘部长这样
说。为了确保在行业中的领先优
势，大明每年都会去欧美先进国

家考察设备。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这是他们深谙的道
理。			
	 2012年，就在德国考察之
际，大明接受阿库的邀请，参观
了阿库的德国总部。“这是我们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阿库，
整个生产环境整洁、有序，工作
人员专业、严谨，德国品质确实
名副其实。”在阿库的牵头下，
大明还走访了阿库当地客户的生
产车间，亲自感受了一下阿库设
备在实际生产中的运行能力。

	 在全面对比市场上的同类
型产品以及综合考虑FlatMas-
ter®120200的性能和成本后，大

明还是对阿库投出了信任的一
票。

	 “FlatMaster®120200针对
3.0-35mm厚板材及零件矫平尤其
是火焰切割件所设计，有几项非
常关键的优势。首先，它拥有机

械型矫平设备所没有的伺服液压
矫平间隙控制系统。”阿库销售
经理陈沪介绍道，“这个系统可
以在运行过程中动态识别上下矫
平辊的间距，并利用液压油控制
矫平施力，使其始终保持恒定，
达到优异的矫平效果。”

	 矫平高强度材料所需的压力
远远高于普通材料。这时，机床
就更需要有效的过载保护。有别
于机械式矫平机的破坏性机械过
载保护，FlatMaster®120200配备
了反应更为灵敏的液压过载保护
系统。一旦矫平机过载，液压系
统可以在瞬间作出反应，为设备
提供及时保护。

当高强度板材遇到阿库FlatMaster®	
FlatMaster®120助力江苏大明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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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经济稳步发展的
进程中，市场对行业周边服
务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机
械制造行业也不例外。

	 阿库江苏昆山矫平服
务中心率先一步，将矫平代
加工这一新兴服务形式带入
中国市场。经过两年多的运
营，矫平中心以其一流的设
备技术、灵活的交货周期和
显著的矫平效果受到了钣金
加工市场的好评和认可。越
来越多的客户将冲压件、激
光切割以及火焰切割件发往
阿库矫平中心委托代加工。

	 未来我们将顺应市场需
求，进一步扩展服务范围，
让世界领先的矫平技术服务
更多的中国客户。

矫平代加工赢得市
场认可

ARKU总裁Albert Reiss先生

左起：阿库销售经理陈沪，大明副总经理唐中海，阿库亚洲区销售经理隆志翰（Johannes Landin），大明设备部部长刘学政	



ARKU gewinnt Außenwirtschaftspreis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ligula eget dolor. Aenean massa. Cum sociis natoque penatibus et magnis 
dis parturient montes, nascetur ridiculus mus. Donec quam felis, ultricies 
nec, pellentesque eu, pretium quis, sem. Nulla consequat massa quis enim. 

	 在机器与钣金件之间举办的
接待仪式并不常见，而戴姆勒股
份公司董事长的演讲更是屈指可
数。因此，3月12日近200位来宾
应MIT（德国中型企业及经济联合
会）巴登中部地区分会的邀请来
到阿库矫平中心。

	 矫平中心换上了节日的盛
装。在职业培训车间，后生力量
自豪地现其所能。17名职业培训
学员	 –是阿库理想的东道主，因
为对年轻人才的培养在戴姆勒董
事长的眼中是尤其重要的主题，

因此，迪特•蔡澈博士没有放过这
个与这些年轻人交流的机会。

	 用作会议厅的公司新餐厅
准时完工。“确切地说是昨天才
完工”，阿库总经理赖斯先生	
（Albert Reiss）开玩笑地说道。
在年轻的小提琴家Marie-Claudi-
ne Papadopoulos	 的两首优美小
提琴曲的伴奏下，他向嘉宾致简
短的开幕辞。

潜力巨大的中型企业
迪特•蔡澈博士引用德国联邦政府

总理的一句话：“没有休息的时
间！”开始他的演讲。	 戴姆勒公
司马不停蹄，寄希望于全球增长
和高度的创新力上。环保驾驶和
自动驾驶将是两大未来市场，戴
姆勒已经开始对这两方面进行大
力投资。

	 独树一帜，戴姆勒继续将重
心放在德国生产基地，以此也为
给德国中型企业带来商机。阿库
公司半数左右的订单来自汽车制
造业，其中就包括戴姆勒股份公
司。最后迪特•蔡澈博士强调，这

样的发展要求政界、大工业企业
和中型企业之间开展高效的伙伴
式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将汽车发
祥地发展成为引领发行的未来之
都。“

	 演讲结束后，嘉宾们带着
众多的议题参加了招待酒会。在
被彩光照射得流光溢彩的矫平机
之间，来宾们互通有无、交换看
法，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此外，为了避免金属板材
表面被粉尘和废屑等异物颗料划
伤，FlatMaster®120200还配有矫
平辊快速更换装置，在保证矫平
质量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可以大
大缩短清洁矫平辊的停机时间。

	 2014年9月，第一台FlatMas-
ter®120200在大明无锡工厂正式
投入使用，有效地改善了大明加
工2205等材料时遇到的横向变形
问题。

	 今年3月，另一台FlatMas-
ter®120200将在大明太原工厂安
装到位。届时，大明作为中国不
锈钢流通行业的领头羊，将有望
进一步增强钣金加工方面的竞争
力，巩固其作为全国“制造业钢
铁加工配供中心”的市场地位。
了解更多大明公司的信息请登录
http://www.wuxidm.cn/ 阿库亚洲区销售经理隆志翰（左一）回访设备运行情况

阿库总经理赖斯（右二）为迪特•蔡澈博士（右一）演示矫平设备 迪特•蔡澈博士的演讲标志着阿库公司餐厅兼新会议厅的正式启用

	 2015年4月2日，第15届深圳国际金属成形机床及模具展览会在深
圳会展中心落下帷幕。阿库携适用于厚度在0.3至5mm各种板材零件的
精密矫平机EcoMaster®30参与盛会，获得了观展者们的关注。
	 了解更过阿库矫平设备信息请登录www.arku.cn查询

2015深圳国际金属成形机床及模具展览会圆满闭幕

阿库迎来贵客到访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迪特•蔡澈博士（Dr. Dieter Zetsche）作客巴登巴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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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万方数控网类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方”）是一家研发
和生产各式冲孔板的专业企业，公
司拥有国内外最先进的数控冲孔设
备和各类轻型、中型以及重型冲孔
机械，并具备剪裁、焊接、喷漆、
喷沙、整平、抛光、镀锌、浸塑、
卷圆成型、阳极氧化、着色等工艺
处理能力。产品包括精密冲孔网、
圆孔板、条孔板、菱形孔板、月牙
孔板、十字孔板、喇叭网板、筛片
等等种类齐全的冲孔板。并出口到
世界多个国家及地区。

	 随着钣金行业品质的提高，
市场对各种冲孔板平面度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普通矫平机已经无法满
足和达到要求，万方公司就曾面临
这样的挑战。
	 2014年3月，万方全力竞标
一笔为某时装品牌供应用作产
品展示柜的冲孔网板的出口订
单。SPCC钢板为原料，成品尺寸
为1130x559x0.8mm。由于钢板在
冲孔后有拉伸，生产出来的网板都
严重变形，必须经过矫平工序纠正

变形，恢复平整度。当时与万方同
时竞标的还有其它几家企业，由
于客户对网板平整度的要求较高，
况且冲孔网板的矫平本身难度就较
大，普通国内矫平设备都无法胜
任。这时，万方经过网络搜素找到
了阿库。
	 阿库位于江苏昆山的矫平服
务中心备有3台不同型号精密矫平

设备，用于矫平厚度在0.3-23mm
的板材零件。一方面为购买设备的
客户做矫平测试，选择最合适的机
型；另一方面也为矫平需求相对较
小的客户外协加工。
	 收到万方公司的询价后，首
先选定合适其网板矫平的设备-适
用于矫平0.3至5mm厚板材工件
的EcoMaster®30矫平机，并在该

设备上对网板进行了矫平测试。
测试结果令万方大为惊喜：仅仅
几分钟调整好参数后，网板在矫
平机上加工两遍，平整度便到达
了0.5mm，远远超出客户要求的
3mm。在阿库的协助下，万方击
败了其他竞争对手，顺利拿下订
单。拉开了与阿库合作的序幕。
	 截止今年3月，阿库已经为万
方代加工了8万多片冲孔网板。万
方公司的总经理赵峰感慨地说：“
虽然目前国内市场上国产矫平机很
多，但都很难确保稳定的品质和快
速的生产效率，但这些问题阿库昆
山矫平中心都能迎刃而解，而且阿
库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专业进行外
协矫平加工的公司，技术也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填补了行业空白。”
	 现今万方牌产品已广泛运用
于国内各类工矿企业、国内重点市
政工程等项目中，并远销美国、日
本、加拿大、印度等国家。
	 更多关于万方公司信息请登
录其网站查询
www.wanfangshukong.com

跟内应力说再见
霍曼门业有限公司（Hörmann KG）使用阿库高性能矫平机加工优质板材

八万张冲孔板，非一般的平整	
阿库外协加工助万方树立品质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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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阿库中国客服项目与德总部逐渐同步后，2015
年初，阿库又为中国市场开通了24小时全天候客服热
线。进一步缩短报修时间，节省宝贵的生产工时。最
大程度地实现着品质第一，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

阿库中国客服热线

	 阿库新近为其卷材加工机组产品之一的之字
形冲压送料机组拍摄了视频短片，生动地呈现该
机组各组成部分的功能以及节省空间和原料的技
术特点。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视频

之字形冲压送料机组

	 位于德国萨克森州布兰迪斯
市的霍曼门业生产厂隶属欧洲优质
院门、室门和门框的龙头供货商霍
曼集团，该集团设有有28家专业
生产厂，分布在全球各地，其中半
数以上的生产基地设在德国，在北
美和中国也分别设有两个生产基
地。

	 为了避免经过预切处理的板
材积存在库房，灵活地满足自己对
防火保护门、房间用门、地下室
用门和房屋大门生产的需要，布兰
迪斯市工厂自行对原料钢卷进行剪

切。霍曼所选购的横剪机组适用于
剪切厚度在0.5到1.5毫米之间且材
料表面不同的卷板。

	 这条撗剪生产线在不久前还
在使用一台20多年的旧矫平机来
完成封装或装饰零件的精密矫平，
每小时加工1100件。几十年的运
转无可避免地在矫平机的性能上留
下了痕迹，这些痕迹已经无法靠设
备保养工作来消除。	 “对这台矫
平机的全面检修已势在必行。彻底
检修所需的时间通常要比安装新设
备更长。况且检修后的设备也未必

能达到最新的技术水平”，霍曼布
兰迪斯分厂设备技术主管Karsten 
Germer先生对此非常清楚。	 “无
论控制系统还是矫平技术，只有达
到现今的技术水平才能保证板材质
量稳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霍曼选中了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
矫平技术专家-阿库。
	
	 这个项目的难点在于：鉴于
横剪机组在生产中所担任的重要
角色，霍曼希望尽可能地将停产
期降至最低。这对于阿库来说可
谓是重任在肩：必须在五个月内
完成HiCap® 45的生产和安装。“
阿库严谨专业的项目管理成就了
矫平机与横剪机组的顺利组合”，	
Rentsch先生强调道。

近二十年的强劲组合
	 霍曼在精密门板的生产中信
任阿库技术实非偶然。早在1997
年，阿库就在向霍曼供应型材预整
机组中开卷机的项目中树立了良
好的声誉。之后阿库又先后拿下了
包括小型卷材绕卷和特型卷材加工
机组的三个项目。“在多年的合
作中，我们十分看好阿库提供的既
经济又可靠的解决方案”，霍曼布
兰迪斯分厂主管技术和贸易的厂长	
Manfred Rentsch先生解释道。	

柔性矫平加工
	 与其前代产品相比，新型	

HiCap®45矫平机无需过多保养，从
而大大降低成本并节省工时，而矫
平性能却大幅度提升：自主专利的
传动装置EcoPlan®使HiCap® 45的
矫平能力比其他矫平机高出30%。
它确保矫平辊可以完美适配材料。
这种传动系统使矫平辊不会在板材
上打滑，就像汽车的防抱死刹车系
统ABS。表面敏感的板材尤其收益
于这一性能，同时矫平辊的磨损度
也随之减小。此外，EcoPlan®	 还
大幅度降低了单个矫平辊的转速，
为整个机组节约能耗。	

	 EcoPlan®传动式HiCap®45
通过矫平辊的条形结构加上其良
好的支撑装置将经过最佳矫平处
理的板材送出机组。“我们对这
套机组极为满意。它不仅能够保
证特别经济的生产，而且还能保
证用于制造门和院门的板材无残
余应力和拥有稳定的霍曼品质”
，Germer先生解释道。阿库快
速的项目实施和高性能矫平机	
HiCap®45	在霍曼再创佳绩：“从
初次洽谈到安装和启动运行一切
都顺利完美。组织有方的员工及
其精深的专业知识让阿库能够快
速实施项目。以后有机会，我们
非常愿意再次享受这样的阿库服
务”，Rentsch先生最后留下这样
的评语。

HiCap®45加工出完美平整度

阿库矫平中心负责人吴树成（左一）与万方总经理赵峰共同比对网板矫平前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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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优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优视”）成立于2004
年，是国内一家专业生产、经营装
饰类不锈钢板材的企业。目前，优
视拥有油磨发纹、镜面、蚀刻、镀
钛、喷砂、乱纹等十余台（套）生
产线，年生产加工能力达到一万吨
左右。多年的品牌经营使优视与众
多知名电梯企业和装饰企业都建立
了长期合作。对他们来说，站稳国
内市场后下一阶段的目标便是如何
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而在走向
世界的过程中，阿库在机缘之下为
优视助了一臂之力。

	 冲压是金属塑性加工的主要
方法之一。据悉，在全世界的钢材
中，有60～70%是板材，其中大部
分都会经过冲压制成成品。由于内
应力的作用，不同材质在冲压后会
发生不同程度的形变。不锈钢因为
自身具有一定韧性，形变程度最
难控制，而要校正冲孔网板的平整
度则可谓难上加难。除了材料的原
因，网板上的孔距、孔径和冲孔设
备本身都会对平整度造成影响，继
而让后续工序变得棘手。对优视来
说，网板的平整度尤其是个无法回
避的问题。他们的产品大多用于高
档商业建筑和公寓楼的电梯门厅，
商场化妆品专柜上经常也能见到它
们的身影，为客户担当着“品牌门
面”的重任，优视哪敢掉以轻心？
	 “去年，我们成功拿下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订单，这家客户对冲孔
网板的平整度提出了远比之前所有
客户高得多的要求，这才让我们下
定决心，一定要配一台专业的矫平
设备。”	 优视总经理陈上发先生
说。
	 在物色设备的过程中，阿库
的德国背景是对优视的最初吸引
力。“德国技术众所周知是世界顶
尖的，所以我们自然也更信赖德国
设备的品质。”	陈总说。
	 历史累积下来的口碑无疑是加
分的，但要获得优视的最终信任，
阿库还得用实力证明自己。
	 “此项目原材料主要是厚度为
2.0mm和3.0mm的316L不锈钢板

材，我们为优视推荐的是FlatMas-
ter®55165型精密矫平机，它的独
到之处是特别善于对钣金异形件的
矫平，即使是难度较高的冲孔网
板，也能做到游刃有余。”	 阿库
中国区销售主管刘薇说。	
	 该机型配备了先进的伺服液
压系统，能够精准控制上下矫平辊
间的间隙，使其保持恒定状态，发
挥出色的矫平作用；灵敏的液压过
载保护系统能够在发生意外时，及
时为设备提供最佳的保护；独一无
二的阿库矫平辊快速更换装置使用
户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可完成工作

辊的更换以及对矫平装置的彻底清
洗。
	 “FlatMaster®55165的应用范
围很广，厚度在0.5~12mm范围内
的矫平任务，它都能轻松胜任。”
刘薇说。
	 为了验证设备的稳定性，阿
库总共为优视进行了多达十余次模
拟测试，每次至少采用3种不同型
号的冲孔网板。一次次的结果显
示，在不同的开孔位置、形状和大
小下，FlatMaster®55165均能表现
出稳定的性能，并提供理想精度。
就这样，双方很快就开始了首次合
作。一台全新的FlatMaster®55165
在德国生产、组装，之后运抵优视
的北京工厂。2015年3月，这台设
备正式投入运行，优异的稳定性和
精度表现一如阿库当初所做的承
诺。
	 随着和阿库顺利开启合作，优
视也由此走上了向生产中高端产品
的转型之路。
	 “优视现在正处在高速的成长
期，我们希望在稳定国内客户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在海外市场的影
响力。我相信，在这点上，阿库可
以为我们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陈
总说，“从长期的发展来看，这是
一笔性价比非常高的投资。另外，
从今年开始，优视也将为周边有需
要的企业提供代加工服务。”

	 了解更多优视公司的信息请登
录www.u-view.cn

阿库：协助更多中国品
牌走向世界			

 

 

	 承蒙各行业用户的厚爱，
阿库设立在江苏昆山的中国分
公司暨矫平服务中心已经成功运
作两年有余。在全体同仁的共同
努力下，公司的各项业务稳步发

展。随着矫平设备在全国各地的
销售，阿库在中国的销售业务逐
渐扩展，用户群也随之扩大。从
金属制品加工业到锯片行业，从
汽车工业到轨道交通行业，从机
械制造到航空航天，都有阿库高
品质、高性能矫平设备服务的身
影。
	 顺应发展的趋势，2014年
起，以德国总部为范本，阿库中
国进一步延伸客户服务项目。在
原有的设备维护、操作培训以及

本地配件仓储的基础上，又增
加了设备翻新改造、二手设备销
售、设备保养组合以及举办矫
平技术研讨会等业务。2015年
初，阿库中国本地24小时客服

热线正式开通。以中国为中心，
服务全亚洲。就此，中国分公司
的客服内容与德国总部完全同
步。彻底贯彻了阿库客户至上的
经营理念，并实现了阿库成立中
国矫平服务中心的初衷。
	 对未来阿库与其中国不断
壮大的团队充满信心，有能力
为中国以及亚洲客户们提供更全
面、周到且专业的服务。阿库昆
山矫平服务中心诚邀您的莅临！

	 2012年6月加入阿库中国团
队，入职前曾在供应链物流企业
和世界知名造纸企业任职，是加
入阿库中国子公司的首批员工。
其工作职责除了日常行政管理工
作以外，还兼顾处理子公司与德
国总部之间的采购协调、客服
人员调度、进出口清关报关等事
务。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对相关行
业的了解让她很快就将各项事务
处理得井井有条，成为一线部门
坚强的后盾。
	 徐婵燕性格开朗、活泼幽
默，经常给紧张的日常工作带去
许多欢乐，是同事们的开心果。
	 谈到对未来的计划，除了
努力工作以外，积极乐观的她希
望能给家人和朋友们带去更多的
正能量，享受与他们共处的每一
天。
								行政相关事务请与徐婵燕
联系	Yuki.xu@arkuchina.cn

阿库中国：看齐德国，服务亚洲

人物	

徐婵燕

版权说明	
发行人：	阿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责任人：	Albert Reiss, CEO	
协调人：	韦丹丹

设			计：		Marschner+Kühn GmbH & Co. KG		
排			版：		Rommel & Company	

生产中的FlatMaster®55165 

阿库中国全体员工	

InfoM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