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BITO 仓储技术彼特曼有限
公司来说，这种信任还将持续下
去。自1986年购进第一套阿库卷
材机组并投入使用以来，BITO 的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今天的 BITO 
将生产流程自动化和灵活性最大
化作为完善生产的核心目标。与
之相应的，其供应商也应具备灵
活和可靠的特质。在最近的一个
交钥匙工程项目中阿库再次证明
了自己的这些特质。

   德国迈森海姆 – 用“叹为观
止”来形容BITO仓储技术比特曼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点也不为
过。BITO是一家中型企业，共有
员工890人。主要产品从简单的档
案架到重型托盘货架，再到整体
全自动货架，各种仓储系统应有
尽有。总公司附近的分厂则生产
种类齐全的货架配套产品：如工
业用塑料收纳盒、收纳箱。分布
在欧洲各地的十四家子公司以及
设立在迪拜的分公司与遍布全球

的销售伙伴们携手将一流的产品
销往世界各地。

        在迈森海姆，BITO为来自不
同行业的客户生产仓储物流中所
需的所有产品。无论大小、轻
重、形状，根据客户仓储货物的
不同，BITO供应种类齐全的仓储
装备。BITO工业工程部经理Gün-
ter Knecht先生介绍说：“我们
所收到的订单数量常常会有很大

的波动。这就要求员工和生产设
备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可靠并可
以快速满足供货需求对于我们和
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最基本的要
求。因此，我们的生产流程必须

达到高度的自动化。”

         最现代化的设备让这一切成
为可能：仅需一个按键机器人就
会将笨重的钢板垛从一处移到另
外一处。只需通过一个用户端口便
可以非常直观地控制整套机组。在
BITO生产车间内运行的十二套阿
库机组中，Günter Knecht先生特
别强调了2012年投入使用的集成
了冲床和机器人的卷材机组。

        使用该套机组每年需要剪裁
出一百万张钢板用于制造搁板、支
柱和货架底板。除了数量以外，
为了完成特殊订单，机组还必须
能够具备加工超宽卷材的能力。

不变的选择 
30年来，BITO始终信赖阿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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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及卷材的矫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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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套钢板加工流程：BITO公司能够在阿库以交钥匙工程方式提供的机组上对最大宽度可达1500

毫米的卷材进行开卷、矫平、冲压、剪裁以及堆垛

欢迎莅临

上海
2014年11月4日至11月8日

E5馆A015号展位

          今年的10月和11月您将在
德国汉诺威、中国上海和美国
亚特兰大的三大金属加工展览
会上见到阿库矫平机的身影。

                        对于阿库来说，这将是我们
向全球客户展示的一次大好机
会。与其他两大展会一样，在
上海工博会 - 数控机床与金属
加工展上，我们将再一次带来
来自矫平技术和卷材加工机组
制造领域的最新资讯，来自阿
库中国子公司工作人员期待您
届时莅临。

       展会后，我们还将对会上
的重要信息进行报道。但如果
您能亲临现场，我们将荣幸之
至。阿库在汉诺威、上海、亚
特兰大恭候您！

三大洲金属加工展

ARKU总裁Albert Reiss先生

左起： 阿库卷材机组业务副总监 Frank 
Hirschmann，BITO工业工程部经理Günter 
Knecht，机组操作员Alexander Owtscharenko 
以及Sascha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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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地保证流程安全:  国际
起重设备制造商帕尔菲格目前已
在两大洲的生产基地使用阿库的 
FlatMaster® 88型精密矫平机。该
设备出众的矫平效果是实现生产
自动化的重要因素。

          成立于1932年的帕尔菲格公
司以向货运车辆和海运行业提供
创新、可靠和经济实惠的装卸吊
运解决方案而名扬全球。作为总
部设立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家
跨国集团，公司在欧洲、南北美
洲和亚洲均设有制造和装配生产
基地。 

           帕尔菲格的核心产品是货卡
用铰接臂式起重设备。在这一业
务领域，该企业拥有近150个款型
的产品和超过30%的市场份额，
是全球市场和科技的龙头企业。
在用于道路和野外装卸木材及回
收品的起重设备和集装箱吊运系
统方面，帕尔菲格也是全球最大
的制造商。 

           帕尔菲格在全球各大洲共设
有4500多个销售点和服务点，
始终做到贴近客户。他们的全球
部署使企业能够提供最优质的售
前和售后服务，量体裁衣地满足
各个市场的个性化需求，超过
95%的产品出口到全球130多个国
家。2013 年集团拥有约6.600名员
工，销售额达9.81亿欧元。

高强度钢材的倒角与焊接 

         帕尔菲格集团国际化的定向
和贴近客户的部署要求其合作伙
伴和供应商具备极大的灵活性和

高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2006年
当这家企业决定强劲推行自动化
生产时，同样也对他们提出了这
样的要求。市场对帕尔菲格起重
设备需求的增加促使企业进一步
地提高生产效率。在此背景下，
公司树立了新的目标：实现对高
强度钢材倒角和焊接的自动化并
保证流程安全。因此他们也要求
矫平技术的安全性和自动化，于
是阿库以其FlatMaster® 88型矫
平机粉末登场: 2006年阿库先为
客户在总部巴登巴登进行矫平试

验。„积极的试验结果令我们十分
振奋。于是我们当即为斯洛文尼亚
和保加利亚的生产基地订购了两台 
FlatMaster® 88 型精密矫平机“，  

帕尔菲格板材生产负责人 Bojan  
Pusnik先生回忆道。

       鉴于在欧洲所获得的良好经
验，目前阿库的FlatMaster® 88型
精密矫平机也已在帕尔菲格巴西的
生产基地投入使用。生产中，矫平
机显示出卓越的质量，并且运行可
靠，这大大加快了整个生产流程。
此外，矫平机操作简单，矫平辊快
速更换系统又使矫平装置易于清
洁。

 “这些仅是两家成功合作的一部
分。至少同等重要的还有我们专
业的服务，目前无论是在欧洲、
亚洲，还是在南北美洲，我们都
能确保提供到位的专业服务”
，阿库卷材机组及客服部总监 
Marcus Bartle 解释说。阿库的技
术服务人员反应快速，技术能力

强，遵守客户当地国家的法令法
规。在此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想
象帕尔菲格今后还将在世界其他大
洲使用阿库轿平机。

目前，机组的加工宽度已经从之
前的500毫米提高到了最大1500毫
米。机组中的开卷机单元可承重
20吨重，核心单元 - 矫平机采用
的是阿库21辊精密矫平机，切边
剪、冲床和横剪单元紧随其后。
最后，在将钢板送入折弯机前，
由机器人完成堆垛程序。Knecht
欣慰的说：“对我们来说，与一
个可靠的合作伙伴一起完成整个
项目至关重要。通过多年的合
作，我们知道阿库一定是正确的
选择”。毕竟1986年投入使用的
第一台阿库机组今天仍正常运转
在BITO的车间内。

      机 组 还 在 阿 库 进 行 预 验 收
时，BITO就已经在机组上完成了
一个紧急订单的第一个批量。当
时，许多BITO的员工能够前往位
于巴登巴登的阿库总公司接受全面
的培训。此机组投入使用以来，已
经完成了大量的项目，其中也包
括多个搁板生产的大订单。因此
Günter Knecht先生对此合作项目
称赞有加：“阿库团队的项目完成
能力和可靠性对于我们对供应商的
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质量卓
越的机组也是不可或缺的。只要是
与板材轿平相关，阿库就是我们的
第一选择。”

BITO确保大型仓库用货架搁板平稳坚固，客户可以直接从制造商BITO公司处获得5000种以上的

仓储装备产品

    继德国用户案例视频短片发布后，来自阿库中国和美
国子公司的用户案例视频短片也陆续拍摄完成。短片中，
来自三个国家的不同行业的用户讲述阿库矫平设备在实际
生产中的运行情况和他们选择FlatMaster®系列矫平设备
的原因。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视频

各国用户评价

最大程度地保证建筑机械领域的流程安全  
起重设备制造商帕尔菲格在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和巴西的生产基地都使用阿库 FlatMaster® 88型精密矫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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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菲格与三一重工合作生产货运车辆随车

起重机

2007年起，帕尔菲格在深圳生产拉臂钩



以“质”取胜：Michelfelder金
属与激光技术有限公司委托阿
库矫平代加工两年后购进阿库 
EcoMaster® 30矫平机。这款零
件矫平机凭借其可靠的加工质
量，被使用在医用金属网筐的生
产中。

         德国Spaichinger – 平整的冲
孔网板也被应用到医疗器具中，
这一点在Michelfelder金属和激光
技术有限公司的一个新项目中得
到了体现。这家德国医疗设备供
应商始建于1970年，为了适应公
司规模的不断扩大，Michelfelder

公司于2012年对其企业结构进行
了重整。Michelfelder金属和激光
技术有限公司就此诞生，同年开
始了与阿库的合作。这之后的两
年间，Michelfelder公司委托阿库
位于德国巴登巴登的矫平中心对
其产品 – 医用金属网筐的原料冲
孔网板进行矫平代加工。2014年
春，Michelfelder公司购进了阿库
的EcoMaster® 30零件矫平机。
公司总经理Dietmar Ilg先生介绍
说：“阿库在过去的两年中所交
付的矫平质量让我们非常满意，
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可靠的技术引
进公司”。

卓越的矫平技术确保医用网筐质量

         采用EcoMaster® 30矫平机矫平
的冲孔网板将用于制作医用网筐。
医用网筐是医院医疗机构中必不可
少的医疗用具，用于比如：放置手
术室中手术工具。为了能实现安全

地保管和快速地取拿这些医疗用
具，网筐的尺寸则必须绝对精准。

        在此之前，要达到这个要求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
冲压过程会使板材内部形成巨
大的应力，以至于成形后网板
严重变形。而阿库所研发的适
用于板厚0.3至0.5毫米之间板材
零件矫平机EcoMaster® 30正是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目
前，Michelfelder公司可以仅在
短短几秒钟内实现网板表面平整
度达到0.1毫米，而且质量稳定。 

 “有了EcoMaster® 30我们的生
产效率明显提高，这对于我们和
我们的客户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
优势”，Dietmar Ilg强调说。“
同时，我们也向附近不同行业的
企业提供矫平代加工业务。”此
举为阿库矫平技术在Spaichingen 
地区赢得了更多的亲睐。

阿库液压式精密矫平机 – 提升风的智慧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购进FlatMaster® 55

冲孔网板矫平前后对比

引进可靠的矫平技术 
Michelfelder：从委托矫平代加工到购进EcoMaste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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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库的客户服务部承揽设备现代化翻新业务，无论是更换机
组中单元设备，还是各单元重新组装，无论任何厂家的卷材加工机
组经过阿库技术人员的翻新后，都能重新适应现代化的生产需求。
请与阿库客服部联系，获取更多信息。邮箱：china@arku.com  
电话：(0512) 36853910

设备现代化翻新

      您希望改善矫平效果、降低故障率、提高生产能力？阿库矫平中心
定期举办的矫平培训可以帮助您实现这些愿望。详情请与阿库矫平中心
联系：邮箱: china@arku.com 电话: (0512) 36853915

矫平培训

拥有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空调风机
品牌、空调风机国内第一品牌的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创
建于1994年，2012年上市。是
国内规模最大的中央空调风机开
发生产企业和知名的建筑通风机
（工程风机）制造商。公司旗下
品牌包括被誉为国内中央空调
风机品牌领导者的“yilida”、中
德合资国内建筑通风领域高端品

牌“Wolter”、以及国内高品质轴
流风机品牌“富丽华”。销售服
务体系遍布全球，将高效率的产
品和高价值的系统解决方案销售
至世界几十个国家个地区。

         亿利达远见卓识的领导团队
十分注重公司和产品可持续发展
以及品牌形象的树立，将安全、
节能、环保做为产品的研发理

念。为了不断完善升级产品，他
们从完善生产设备出发，加大产
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对每
一个生产步骤的质量要求都相当
严格，在世界一流生产设备辅助
下，严格执行国际质量标准。矫
平是钣金加工中不可或缺的加工
工序，同时也是焊接、折弯、激
光切割或热切割等后续工序顺利
进行的前提条件。对于该设备的

选择，亿利达更是精挑细选。

        亿利达空调风机组件直径
1000毫米，厚度从10到12毫米，
工件形状各异，经过激光切割后
板材发生变形。使用阿库矫平机
之前，由工人们用锤子敲打手工
矫平。这样的矫平工艺不仅耗费
工时，矫平师傅还必须具备丰富
的经验。即便如此，手工矫平也
无法去除板材的内应力。要想
既矫正平整度又去除内应力， 
确保下一道焊接工序的顺利完
成，小直径矫平辊和高性能相结
合的矫平机则是最佳解决方案。
阿库生产的FlatMaster®系列精密
矫平机借助伺服液压矫平间隙自
动控制和过载保护功能，不但加
工速度快，矫平效果和质量稳定
性更是性能相近的机械式轿平机
无法比拟的。

          设备采购前，亿利达多次在
阿库昆山矫平服务中心对其工
件进行矫平测试，随后又委托矫
平中心进行批量矫平代加工，不
同形状、不同尺寸的工件都能用 
FlatMaster® 55型矫平机轻松矫
平。经过详细的了解和评估后，
阿库矫平机凭借其可靠的性能和
卓越的矫平结果得到了亿利达的
认可，选购了2013年上海工博会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上的参展
矫平机。

左起：阿库中国销售经理陈沪，亿利达公司设备部经理战长珉，亿利达公司进出口部经理谭亮，亿利达公司总经理陈卫兵，阿库亚洲区销售经

理隆志翰 (Johannes Landin)



成立于1959年的瑞士法因图尔集
团是全球精冲制造业的龙头企业，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从模具设计到最
终批量生产的整套精冲解决方案。
凭借多项专有技术，其产品被广
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电子、电子
零部件、工具等工业部门。2010
年，法因图尔在江苏太仓成立全资
子公司，生产各类精密冲裁、成型
金属部件和零件。精密冲裁与成型
技术的完美结合可令复杂的成型件
一次冲压成型，且冲裁面光洁，进
而大大减少零件的生产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

    在工业零件的生产中，热处理
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只是，在
使工件获得优良性能的同时，它也
会引发新的问题。但凡牵涉到加热
和冷却的热处理过程，工件由于受
到热处理应力、工件的结构形状、
原材料质量、热处理前的加工状态
等因素的影响，常常会发生变形，
从而造成产品质量的下降和废品率
的提高。面对这个问题，生产商除
了机械校正，是不是还有更高效的
改善方法？答案是肯定的。

    法因图尔是全球汽车配件领域
的知名企业，此前与阿库在产线项
目上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2013
年3月，当法因图尔因为产品热处
理后出现变形而遭遇瓶颈时，他们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阿库。“从之前
的合作中，我们知道阿库不光提供
先进的矫平设备，还能为客户进行
代加工。” 法因图尔品质部副经
理邢春海先生说。

    据邢春海先生介绍，这批代加
工产品的硬度较高，因而对矫平设
备的矫直辊材质要求也颇高。由于

产品应用在汽车行业，产量大，矫
平设备是否能持续、稳定地运行也
成了法因图尔一个主要的考虑因
素。

    在此次合作中，阿库使用的是
FlatMaster® 55型伺服液压精密
矫平机。与该系列的其他机型一
样，FlatMaster® 55型设备的矫平
辊采用德国高级工具钢，表面硬度
在HRC62等级，普通矫平设备很
难满足的要求它都能轻松应对。此
外，FlatMaster®系列还配备了伺
服液压矫平间隙控制、液压过载

保护和快速的矫平辊更换等多个高
性能系统，可确保焊接、折弯以及
倒角工序的顺利进行，节省大量工
时，大大提高法因图尔的产品稳定
性，满足其客户对组装的要求。

    “在项目正式启动前，我们进行
了一系列的测试，结果都很理想，
让我们对这次合作充满了信心。” 
邢春海先生说。迄今为止，阿库已
为法因图尔加工工件近10万件，
矫平后的产品大大提高了平整度，
而且几乎可消除全部应力。

         阿库在金属板材和卷材矫
平 设 备 领 域 拥 有 超 过 4 0 年 的
制 造 经 验 。 从 不 锈 钢 、 铝 材 到
铜 、 钛 等 特 种 材 料 ， 仅 需 数 分
钟 就 可 让 产 品 变 平 整 且 最 大 程
度 地 接 近 “ 零 ” 应 力 。 在 阿 库
位 于 昆 山 的 矫 平 服 务 中 心 内 ，
目 前 一 共 有 E c o M a s t e r ®  3 0、 
FlatMaster® 55和FlatMaster® 88
三台精密矫平机，全部设备均来
自德国总部，可用于矫平板厚为 
0.3-23mm的各种板材零件。

阿库精密矫平设备：去
除应力，向平整看齐
阿库矫平代加工助法因图尔一臂之力

 

 

        2013年10月11日，风光秀
丽的黄山风景区晴空万里。阿库
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的全
体员工一早便驱车到达，开始了
公司成立以来的首次郊游。

       漫步在被称为“天下第一
奇山”的黄山中，山路曲折、
奇松怪石、险峰飞瀑，薄雾轻
云。一路上同事们互相帮助、
彼此照顾，同心协力地攀登沿
路的奇山峻岭。在仙境般的景
色中大家尽情放松，将平日工
作中的压力和烦恼一扫而光。
阿库亚洲区销售经理隆志翰先
生介绍说：“这次在安徽美丽
的乡村之旅对我们阿库昆山来

说是一次很棒的经历。2013年
是忙碌而又收获颇丰的一年，
这次旅程中我们在大自然中充
满了电，整装迎接2014年新的
挑战。”

        10月13日傍晚，黄山在晚
霞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动人，三
天的郊游在黄昏降至时也接近
尾声。平日由于工作任务的不
同，同事们聚在一起的机会不
多。这次黄山之旅的几天共处
让同事之间的感情更深厚，关
系也变得更融洽。在一路的欢
声笑语中，阿库昆山子公司结
束了这段令人难忘的旅程。

           吴树成毕业于长春工业大
学机电系，曾在Apple中国担
任新产品开发导入以及量产工
作。2012年底加入阿库，担任
昆山矫平中心主管一职，主要
负责矫平代加工客户的开发、

现有客户维护，工件上机测试
以及矫平技术交流等工作。为
了获得最佳的矫平效果，工作
中，除了了解工件材料的基本
信息以外，他还总是细心向客
户了解工件的加工前后工序和
用途。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
他受到了客户的好评和认可。
在未来的工作中，他希望能更
好地推广矫平工艺，让更多的
人了解矫平工艺在金属加工行
业中重要性，帮助更多的客户
提 高 生 产 效 率 、 降 低 生 产 成
本。

          来自美丽大草原内蒙古赤
峰市的吴树成业余时间喜欢旅
游，希望有一天能游遍祖国的
大江南北。

          如有任何矫平加工及技术
上的问题，请与我司吴树成联
系：terry.wu@arkuchina.cn

阿库黄山行

人物 

吴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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