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落于上海浦东张江高科园的上
海申彦通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是一家拥有近30年历史的外资企
业。公司致力于精密金属结构件
的设计制造，依托持续的创新能
力和精湛的技术，为通讯、风力
发电、医疗器械、高铁、太阳能
等各个领域提供出色的产品和服
务，成为诸多世界500强企业的全
球战略合作伙伴。

恼人的困局
	 申彦通讯设备加工的产品，
有相当一部分冲压、激光切割钣
金件都需要精密的平整度，以
便满足现今国外市场对通讯产
品加工精度日趋严苛的要求。在
与阿库矫平中心合作之前，申彦
主要通过市面上的普通设备进行
矫平，不同批次之间的质量稳定
性、重现性以及加工效率一直困
扰着申彦。直到2014年下半年，
申彦初遇阿库矫平中心，情况终
于出现了转机。

高精密加工，游刃有余
	 申彦首先送来进行测试加工

的是通讯设备机柜通风网板，产
品厚度为0.8mm-1.2mm，由数
控冲床加工而成。初始加工后，
工件表面发生变形，产生5mm-
6mm的平整度偏差。用普通矫
平设备加工后，平整度一般只能
达到2mm-3mm，无法满足客户
1mm以内的要求。
	 阿库矫平中心的技术人员
根据产品特点和平整度要求，用

EcoMaster®30对申彦送来的产
品首先进行了测试。仅仅几分
钟便将网板的平整度矫正到了
0.1mm，远远超出了客户的要
求。
	 EcoMaster®30是一种精密部
件矫平机，特别适合小巧、精薄

零部件的精准矫平。该矫平机可
以对厚度为0.3mm至5.0mm、最
大矫平宽度为1300mm的冲压件
和激光切割件进行机械式矫平，
可以实现极其精密的矫平效果。
而且操作非常简单，加工效率
高，每分钟可矫平3-20米，加工
速度远远超过国内同类设备。综
合下来，单件加工成本极具竞争
力。

中型尺寸风机部件平整度达到
0.5mm以内，超出期望
	 阿库令人惊叹的矫平结果给
申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库
矫平中心的加工技术让人振奋，
所有加工精度都超出了期望，且
加工迅速，反应快捷，性价比亦不

阿库矫平中心尽展锋芒	
助力客户逆市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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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十三五规划的
启动，中国制造业正式进入
产业升级阶段。对于金属加
工行业而言，精密加工势在
必行。而几乎无应力的平整
钣金件则是实现精密加工、
工艺自动化的重要前提。作
为矫平技术行业世界领军企
业，阿库既能为板材加工，
也能为卷材加工提供恰如其
分的解决方案。

	 阿库诚邀钣金加工从业
者于6月15日至16日莅临阿库
昆山子公司，参加“阿库矫
平信息日”活动，与我们专
业的销售顾问和矫平技术人
员共同探讨钣金矫平技术。
	
	 带上您的工件到阿库
来，亲身体验阿库先进的矫
平设备和精密的平整度！

阿库矫平信息日	
欢迎您

ARKU总裁Albert Reiss先生

申彦采购部外协工程师顾华（右）对阿库矫

平中心的服务赞不绝口

机柜通风网板矫平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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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多让。”申彦外协工程师顾华先
生感叹道。
	 现在，申彦每个月都有零部
件送到阿库矫平中心进行加工。产
品不仅包括通讯设备机柜通风网板
和机箱，甚至还包括风力发电机用
弧型板材。
	 这种弧型板呈四分之一圆
形，厚度为5mm。加工完成后，
由四个部件组装成整个圆环。初始
的激光切割过程使部件发生了热
变形，平整度出现5mm-6mm的偏
差，容易导致风力发电机运转重心
不稳，出现故障或磨损，甚至造成
停产。因此，客户要求必须将此偏
差控制在1mm-1.5mm之内。申彦
也通过自有矫平设备及其它矫平加
工中心进行过测试，但即便经过多
次反复矫正，平整度也只能控制在
2mm-3mm之间，且效率极低。
	 在阿库矫平中心，技术人员
经过认真分析，选用了数控液压型	
FlatMaster®55矫平机对该弧形

板进行处理。该设备专门针对中
等厚度（0.5mm-12mm）和宽
度（最大宽度为1650mm）的零
部件而设计。伺服液压矫平间
隙控制系统可以根据工件表面
变形程度自动调整矫平压力，
获得出色的矫平效果。实践证
明，FlatMaster®55不负众望，经
过矫平的工件平整度超出了客户

要求，达到0.5mm以内，且一次
完成！

助力客户逆市增长
	 顾先生介绍，从2014年下
半年至今，公司对阿库矫平中心
的加工质量、效率、服务都很满
意。阿库矫平中心已经成为申彦
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凭借近50

年的专业经验，阿库可以量身定
制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其昆山
矫平中心自成立以来，已经加工
过大量不同材料、几何形状、尺
寸和精度要求的部件。先进的设
备、高素养的技术人员让阿库在
制造行业声誉卓著。
	 了解更多申彦公司的信息请
登录www.shenyan-s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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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协助客户保证板材加工生产质量的稳定性，阿库定期举
办矫平培训课程，为客户培养训练有素的设备操作人员。经验丰富的矫
平技师为客户传授多年累积的专业知识，理论结合实践，讲授疑难材质
和工件的矫平设置技巧和行家建议。
更多培训信息请致电（0512）36853910	或电邮至	china@arku.com	索取

阿库矫平技术培训

风力发电机弧形组件

江苏鼎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
美国Torrey Hills Tech	控股的民营
科技企业，致力于钨铜、钼铜、
铜/钼/铜和铜/钼铜/铜等在内的
微电子封装材料的研发与生产，
以及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特种材料
的代理。公司董事长况秀猛是业
内知名的微电子研究专家，他和
团队曾多次荣获殊荣。已拥有	
《钨铜复合封装材料制备方法》
等多项专利证书。

微电子封装材料专业企业遇到加
工难题
	 鼎启科技生产的铜/钼/铜夹
心材料是一种三明治结构的平板
复合材料，采用纯钼做芯材，双
面再覆以纯铜或者弥散强化铜。
由于热膨胀系数可调、热导率
高、耐高温性能优异。这种材料
广泛应用于微波、通讯、射频、
航空航天、电力电子、大功率半
导体激光器、医疗等行业，是国
内外大功率电子元器件首选电子
封装材料。
	 这 种 铜 / 钼 / 铜 夹
芯 热 沉 积 材 料 ， 规 格 为
180mmx70mmx1.5mm，厚度
极薄，而且材质较软，在裁剪过
程中，一侧产生了1mm-2mm的
拉伸，需要经过矫平后才能使
用，否则会严重影响电子产品的
安全运行性能。鼎启曾采用轧平
方式进行矫正，但无法达到客户
0.07mm以内的平整度要求。因此
鼎启科技一直在寻找可靠的解决
方案。

精密矫平纠正特种材料单侧拉伸
	 在一次展会上，鼎启看到阿
库展示的矫平技术，倾听了公司
技术人员的详细讲解后，将需要
加工的部件样品寄到了阿库昆山
矫平中心。
	 阿库矫平中心对镁板、黄
铜板、钛板、镍铬合金板、不锈
钢复合材料等各种特殊材料拥
有非常丰富的矫平经验，针对
这种铜/钼/铜夹芯材料，阿库
矫平中心的技术人员决定采用	
EcoMaster®30精密矫平机进行矫
平。技术人员根据材料组分、硬
度、以及客户要求等的不同，设

置了合适的参数和加工方法。测
试打样的结果令客户非常满意，
鼎启科技立即将需要矫平的部件
寄至阿库矫平中心，正式委托批
量加工。

牢固信任奠定长远合作基础
	 在2015年初至今的10多次加
工中，鼎启科技从未亲临阿库矫

平中心进行考察，所有加工产品
均通过邮寄方式送达。对阿库矫
平中心的加工质量、交货速度十
分满意，表现出了对阿库矫平中
心的高度信任。鼎启科技深信未
来将会继续深入与阿库的合作。
	 了解更多鼎启科技的信息请
登录www.jsdingqi.com

阿库矫平中心为特种材料疑难加工提供精准解决方案	
EcoMaster®30矫平机，复合材料薄板的矫平专家

鼎启公司生产部钟部长（左）接待阿库矫平

中心经理吴树成（右）回访

鼎启公司生产的铜/钼/铜夹芯热沉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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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6月15日至16日，首届阿库矫平信息日将在阿库昆山子公司举办，来宾们可
近距离深入了解阿库的企业、设备和服务的全方位信息。届时还将邀请到中国锻压协会
副齐俊河副秘书，就目前钣金加工行业在新经济发展环境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
来的发展趋势做一场精彩的报告。欢迎您带上工件莅临信息日，现场体验阿库矫平机的
一流效果。报名请扫描二维码填写报名表格，或拨打报名热线：（0512）36853910

阿库矫平信息日诚邀莅临

轻松应对中大尺寸高精密矫平，助力客户拓展新空间	
阿库矫平中心代加工热轧钢工件，0.6mm平整度垂手可得

作为上市企业，苏州宝馨科技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以来不断进取开
拓，积极寻找新的增长点。在过去
17年里，公司致力于通过数控钣
金加工技术和设备为全球电力、
医疗、通讯、金融及新能源等领域
的众多知名企业提供产品设计、开
发、测试、制造、组装等全方位解
决方案。

轻松应对中大尺寸高精密矫平难
题
 2015年，宝馨接到了一单
加工银行取款机基座的订单。
产品尺寸为1000mm x 766mm x 
12mm，材料为热轧钢。客户希
望将1.5mm左右的初始平整度差
异降至0.6mm以内，否则会影响
设备运转准确度。此外，由于国

内热轧工艺不稳定，导致同一批
次、甚至同一块板材的加工质量
不稳，强度、厚度差异较大。宝
馨公司自有的矫平设备已无法满
足这种规格工件的加工要求，市
场上其它设备也无法达到0.6mm
的平整度要求。
	 通过多方问询，宝馨了解到
阿库在昆山的矫平中心具有丰富
的矫平经验，并配有适应不同材
料、规格以及精度要求的多台阿
库精密矫平设备，于是立即派人
前往考察咨询。
	 阿库对于加工这样的中大

尺寸工件已然成竹在胸，选用的
设备非FlatMaster®88莫属。这
个型号的精密液压式矫平设备可
以对厚度最高23mm，宽度最大
2000mm的金属板材工件进行精
密矫平。操作人员仅用了很短的
时间便达到了0.6mm的平整度要
求。

不断拓展新的合作空间
	 收到宝馨交付的精密加工件
后，客户十分满意，对双方合作
变得更有信心。据宝馨采购部的
郑阳洋小姐介绍，虽然整个经济
环境不乐观，但是公司目前项目
任务饱满。中大尺寸工件精密加
工能力的增强对于提高企业的声
誉、扩大业务均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随着中国制造业技术不断迈
向更高的台阶，宝馨将更加注重
精密加工技术的开发和合作。作
为国际领先的矫平设备提供商和
服务商，阿库在昆山开设的矫平
中心，也将进一步成为国内制造
商首选的紧密合作伙伴。
了解更多宝馨公司的信息请登录
www.boamax.com

阿库矫平技师正在测量工件平整度

银行取款机基座

江苏新华明机械制造实业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板料冲压、拉伸、焊
接、铝型材深加工，以及模具开
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
业。成立至今的20多年中，公司
深耕细作，不断积累，现拥有厂
房面积35000平方米、年销售额将
近一亿元。
	
	 新华明拥有数十台世界一流
加工设备，并逐步开发了机顶盒
外壳、汽车金属配件、铝型材散
热器、电子调谐器结构件、LED
灯具、拉伸件、精密冲制件等丰
富的产品线，是国内外通讯、汽
车、家电、建筑设施等领域众多
知名企业的紧密合作伙伴。	

纺织机械行业亟需打造新的竞争力
	 纺织机械零部件加工是新华明
的一块重要业务。近年来，国内纺
织机械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
市场需求回升，同时质量要求也比
以前提升了一大台阶。因为中国纺
织行业受到来自周边国家低廉劳动
力的严重冲击，生产企业普遍感到
竞争压力巨大，如果不能提高效率
和产品品质，只有被淘汰或向外转
移一条路。
	 因此，高速高效的纺织机械至
关重要。纺织机械中有很多类型的
刀片，这类部件需要高速执行各种
精确动作。如果平整度不够，应力
不匀，小则停机处理瑕疵，重则影
响整匹面料质量甚至停机修理。
	 此前新华明接到一批订单，加

工规格为200mmx250mmx6.4mm的
刀片，由国产16号锰钢制成。初始
加工后，其平整度为2mm-3mm，
每件零件的平面度都有差异，与客
户要求的0.2mm相差甚远，而国产
设备稳定性不足，无法实现量产。
	 新华明的技术人员采取先加大
零件初始厚度，再研磨至所需规格
的方法。但不难想象，这种方法既
提高了加工成本，又浪费了原材料
和生产率，让人颇为沮丧。经过多
次试验后，仍然达不到客户要求。
几番波折后，经客户指点，新华明
最终找到了阿库昆山矫平中心。

自适应液压控制系统，精密矫平
 2014年，新华明首次将刀片送
到阿库矫平中心。技术人员在收到

刀片后，决定选用FlatMaster®55型
矫平机进行加工。该矫平机配备了
矫平间隙控制系统以及液压过载保
护系统，矫平辊可以自动适应工件
的状态，调整压力，进行矫平。果
然不出所料，仅经过一次矫平后的
刀片平整度就达到了0.16mm左右。
新华明的技术人员顿感心里悬着的
石头落了地。

订单上升，品类增多
	 新华明公司销售经理吴经理表
示，“由于能够持续稳定地加工这
么高精度的产品，客户对我们非常
放心，交给我们加工的产品种类和
规格也不断增加。我们因此开发了
许多新品。今后需要矫平的产品数
量会越来越多。有了阿库矫平中心
的支持，心里感到很踏实。”
	 除了继续加强纺织机械零部
件加工业务之外，新华明还将向新
的汽车零部件市场拓展。吴经理对
与阿库矫平中心未来的合作充满了
信心，这将是合作双赢的又一个很
好的范例，同时也是加强本土企业
跻身高精尖市场、实现企业升级转
型。
	 了解更多新华明公司的信息请
登录http://www.cshuaming.com/

阿库矫平中心助力纺机行业突破竞争困局	
FlatMaster®55，	让纺织机刀片0.2mm的平整度不再遥远

纺织机械部件矫平前后对比

	 您有钣金件矫平需求吗？阿库昆
山矫平中心是您的不二之选。把您的工
件送到阿库来，世界一流的矫平设备和
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提供快速的服务、
稳定的加工质量和悦人的高性价比。

矫平代加工的不二之选



上海共耀机械有限公司创建于2010
年，是一家新兴的中小型企业，目
前主要生产钣金机壳、电机箱柜，
并从事激光元器件开发生产。现有
厂房3000多平米，进口激光切割机
两台以及折弯、焊接等全系列加工
设备，产品以内销为主。踏踏实实
做好产品，于每一位客户建立牢固
可靠的合作关系，是共耀机械秉持
的经营信条。

来自新领域的疑难加工
	 2014年，共耀机械的一位老客
户代来了新的产品订单：加工风力

发电机底盘，直径达2000mm，厚
度10mm-12mm，平整度要求达到
4mm左右。共耀机械的技术人员
根据要求，对来料进行了初始的激
光切割，随后又进行热镀锌处理。
两项工艺下来，部件产生了较大变
形，平整度差异达到20mm左右。
这种圆盘部件在后期需要通过焊接
方式与风力发电机的三只叶片连
接，如果平整度达不到要求，整个
风机运转稳定性差，容易导致叶片
旋转出现问题以及发电机故障。一
旦停机，按照一台风力发电机单机
容量1500千瓦、年利用2500小时来
计算，一年发电量为375万千瓦，
平均每天1.028万千瓦，哪怕只是
停机一天，损失也会很大，客户显
然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如何才能如客户所愿，达到平
整度要求呢？共耀机械的技术人员
积极寻找着办法。他们尝试着制作
了一个简易的压平装置，采用千斤

顶施加压力，矫平效果当然差强人
意且劳心劳力。后来，通过网络找
到了位于昆山的阿库矫平中心进行
矫平测试。

中大型风机零部件精密矫平的不二
选择
	 针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	
阿库矫平中心技术人员决定动用
FlatMaster® 88进行加工	。
	 经过阿库矫平中心技术人员
对工艺参数的准确设置和控制，这
台由液压系统自动控制矫平间隙
的精密矫平设备一下子就把初始

值20mm平整度的差异矫正到了客
户期望的4mm左右。与普通矫平
设备相比，不仅矫平速度高出了数
倍，显著改善了平整度，而且轿平
工序还有效地去除掉了零部件的内
应力，使得后续焊接加工的效率和
精度大幅度提升，也让共耀机械的
加工能力完全迈入了一个新的领
域。
	 客户对交付的圆盘质量非常满
意，双方之间的信任度和合作力度
也进一步提升。共耀机械也通过成
功加工风力发电机部件，获得了更
多接触和进入新能源加工领域的机
会。
	 虽然大家普遍对2016年及未来
经济发展保持谨慎，但共耀机械依
然持乐观态度。共耀机械坚信，有
阿库矫平中心这样的合作伙伴，会
更有信心开发出更多有高附加值的
产品生产和加工业务。

阿库矫平中心助客户迈
入全新领域
FlatMaster®88，矫平风力发电机组件的不二选择

 

 

	 2016年4月16日清风和煦、
春意盎然，阿库矫平设备（昆
山）有限公司的全体员工一大早
就踏上了前往安吉的郊游之旅。
	 此次行程的首站来到的是

著名的藏龙百瀑景点。沿着山路
向上一路攀登，隐藏在绵延群山
中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瀑布一
一展现。一路上楼台亭榭，飞瀑
溅玉，如诗如画的美景尽收眼
底。大家全程互相照顾，同心协
力地攀到了山顶，在山顶围坐一
团，谈笑风生。
	 游览了藏龙百瀑，惊险刺
激的漂流当然也不能错过。大家
乘坐皮筏艇顺着溪水向下漂流，
第一个落差就给了大家一个下马
威，水流湍急地冲刷着皮艇。在

左拐右拐、忽飞腾忽直落的险恶
河道中，尖叫声与欢笑声此起彼
伏。
	 第二天在山谷中的越野赛
车场，阿库团队更是来了一场速

度与激情的较量。窄小崎岖的山
路和有意设置的障碍都难不倒阿
库的“赛车手们”，大家彼此加
油鼓劲，逐个冲向终点。此次郊
游在赛车大战的激情中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
	 两天的行程欢笑连连，同
事们将工作的压力和日常的烦
恼都抛之脑后，放松身心的同时
更加深了同事之间的感情。让彼
此的距离更加贴近，团队更加融
洽。

	 2014年8月加入阿库中国子
公司，担任矫平中心外协矫平销

售助理一职。主要负责矫平代加
工的业务推广以及客户维护工
作，并协助市场部完成本地宣传
活动的执行。
	 任职前，侯晨辰曾在两家
设备制造企业担任设备租赁销售
职务，从中积累了丰富的销售和
客服经验。加入阿库后，凭借这
些经验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赢
得了许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与
同事们一起将外协矫平业务开展
得有声有色，营业额节节攀升。
	 业余时间她喜欢看书、旅
游，希望有一天能够游遍祖国的
云山秀水。
	 有矫平代加工的需求请与
侯晨辰联系			
dorean.hou@arku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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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耀销售部许经理（左）向阿库矫平中心经理吴树成（右）介绍共耀加工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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