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
的轴承保持器专业生产厂家，
凭 借 良 好 的 品 质 信 誉 ， 已 为
SKF、PEER、NSK、GMB、NPB
等多家国际知名轴承公司生产配
套。

突破技术瓶颈，实现批量化生产
	 金帝公司经过几十年发展，

在轴承保持器方面已经做到了世
界第三、全国第一。许多汽车领
域的客户，在采购轴承保持器的
同时，经常会有一些与之配套
的、属于小总成之内的零部件订
单下给金帝公司，希望做到集中
采购。基于这个原因，2012年
公司成立精密冲压事业部，专门
生产汽车精密零件。“当时产品
还是小批量的开发过程，那时觉
得平面度是一个没办法逾越的障
碍，我们有非常多的零件是尺寸
比较大的平板零件，客户对平面
度要求非常高，有的必须通过研
磨方式。”精密冲压事业部总经
理陆松介绍说。

	 在没有阿库矫平机之前，

金帝只能采用增加工序、加大研
磨量来弥补平面度的不足，效率
低，且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对于
平面度要求极高，必须采用研磨
工序的产品，研磨量有些要达一
毫米或者更多，用阿库矫平机加
工后，平面度便基本可以控制在
0.1到0.15毫米以内；对于经过矫
平加工就可以达到平面度要求的
产品，就不再需要研磨工序。与

研磨比较，有些产品使用阿库矫
平机加工，生产成本仅为研磨加
工的十分之一不到。

	 “阿库矫平机更好地保证了
我们产品的平面度和批量质量，

使我们能够给客户提供更好的品
质，更高的效率，更低的价格。
是阿库帮我们解决了之前制程很
难突破的技术瓶颈。”陆总侃侃
而谈。

金帝与阿库是首次合作，2015
年 1月份开始接洽。“设备购
买前，阿库给我们提供的一些
关于产品的技术支持，如产品

平 面 度 问 题 ， 内 应 力 去 除 问
题，我们在阿库昆山工厂做过
很 多 次 验 证 ， 都 很 满 意 。 阿
库 是 根 据 我 们 的 产 品 工 艺 要
求 ， 度 身 定 制 设 备 方 案 ” ，	
陆总回忆道。 2 0 1 6年 4月，双

阿库－为高端产品保驾护航	
山东金帝使用阿库矫平机提升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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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1月是钣金加工
行业忙碌的一个月。三大行业
展览会	 -	 中国上海国际数控
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德
国斯图加特国际金属板材加
工交易展BLECHEXPO、美国
芝加哥国际金属加工及焊接展
FABTECH将分别在三大洲隆
重举办。

	 阿库也将参与这三大盛
会，与您相聚一堂，畅谈您的
需求、我们的解决方案。无论
是矫平、去毛刺、卷材生产线
还是工业4.0，阿库的新技术
为您一一呈现。

	 阿库期待您的莅临，与
我们共享精彩的展会之秋！

上海、斯图加特、
芝加哥

ARKU总裁Albert Reiss先生

金帝公司精密冲压事业部总经理陆松（右）接
待阿库服务经理王福庆（左）进行设备保养

金帝公司技术人员正在检测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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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U gewinnt Außenwirtschaftspr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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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签署了两台FlatMaster ®55 
型矫平机的购买合同。

	 在金帝，两台设备被串联在
一起使用，形成自动化流水线。
陆总说，“阿库矫平机的效率比
较高，一台完全能够满足一个订
单批量生产，但是我们在零件矫
平的时候，工艺上需要从X\Y两
个方向去矫平，如果使用一台机
器，产品从进料口送入，先矫平
ｘ方向，之后得再重新回到设备
进料口处，进行ｙ方向的二次矫
平。两设备连在一起，组成生产
流水线，中间再加上一个自动化
辅助设备，零件一次进入，即可
直接完成x.y两个方向的矫平。这
样尽管投资会多一些，但可靠地
保障了产品的稳定性。”阿库让
金帝具备了批量化生产的能力。

快速拉开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陆总说，金帝在零件需要
矫平这个细分领域的客户都是汽
车行业排名全球前十的，拥有了
阿库设备后，金帝在该领域的市
场拓展速度加快了很多，至少增
加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订单
多来自于一些国外汽车客户直接
下给我们，客户在这个行业对供
应商的考察很严格。很多客户来
参观我们工厂，发现我们有阿库
矫平机，以及我们与之配套的研
磨设备，对我们生产这种零件，
能够保证客户要求的能力更加认
可、对我们更有信心。针对高端
客户、品质要求高的客户，我们
在拥有阿库设备不到一年时间
内，在这个细分领域就占据了领
导的地位，快速拉开了我们与竞
争对手之间的差距	。”

InfoMAX

ARKU 消息

续第一页

一年一度的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作为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展览会之一，汇聚了全球高端机床设备和技术。今年，阿
库将携矫平和去毛刺设备中的代表性机型参与盛会。

11月7日至11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2H馆D168号展位，阿库
恭迎您的莅临！

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阿库与您不见不散

金帝公司的精冲产品精密程度极高

奥地利沃尔富特（Wolfurt）–	 在
远离道路交通的偏远之地，索道
缆车是舒适的替代之选。这一壮
观的结构系统是国际型企业多贝
玛亚/格拉文达集团公司的特殊业
务领域。为了能加工出无内应力
的切割件，这家集团公司于2016
年投资购进了一台新的矫平设
备。

索道工程领域的跨国企业
	 早在 20世纪初，地处奥地
利沃尔福特的多贝玛亚/格拉文
达集团公司就涉足索道工程领
域。1937年他们制造出第一条
拖牵索道，以此为其享誉国内

外的悠久索道技术传统奠定了基
石。2002年完成了与瑞士的往复
式索道和地面缆车专家格拉文达
（Garaventa）公司的合并。	

	 当今，多贝玛亚/格拉文达集
团已经成为索道制造的质量和市
场领军企业。他们的索道用于运
送滑雪者、城市居民、观光客人
或工业材料。“我们的客户要求
索道高度舒适、安全并且外观漂
亮”，多贝玛亚/格拉文达集团生
产规划部Walter Eberle先生介绍
道。实现这些要求的一个关键性因
素便是平整的钣金切割件。
	

钣金件是获得成功的组件
	 多贝玛亚/格拉文达集团位
于沃尔夫特的生产基地年加工	
约1万吨的钣金切割件。他们看
好这种多样性的生产材料并非
偶然，“钣金有很好的成型能
力，并且在索道设计上给予我
们更大的灵活性”，Eberle先生
说道。“与其他材料相比，它的
矫平加工更容易。这样可以简化
例如焊接或折边等后续加工工
序。”	

	 之前的生产中，多贝玛亚使
用的一台前瑞士矫平设备制造企
业HRC所制造的设备进行矫平加

工。这家瑞士企业自2015年起便
已归属于阿库公司旗下。这台机
床的进料宽度为1500mm，由于
许多客户都在推行大型索道系统
的庞大项目，这台矫平机很快就
无法满足生产的需求，寻找新的
解决方案势在必行。		

加工能力优异
 2016年，这家索道专业企
业首次通过HRC接触到阿库的
FlatMaster®88200型矫平机，	
2000mm的进料宽度似乎是为他
们的大型板料量身订制一样，多
贝玛亚/格拉文达集团立刻对这款
液压精密矫平机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FlatMaster®88型矫平设备加
工的板厚在2到23mm之间，可以
满足多贝玛亚/格拉文达集团的主
要部件的加工需求。同时还几乎
完全消除了冲压、激光和火焰切
割件中的内应力。

	 在阿库德国巴登巴登矫平
去毛刺中心试加工成功后，多贝
玛亚/格拉文达集团于2016年6
月购进了该设备。目前沃尔夫特
的生产基地使用FlatMaster®的
加工量占全年钣金件加工量的
三分之一，同期相比增长非常	
明显。Walter Eberle因此喜形于
色：“使用了阿库的FlatMaster®

我们能够稳操胜卷，满足市场对
既安全又美观的索道系统的巨大
需求。”	

	 了解更多多贝玛亚/格拉文达
集团的信息请登录
https://www.doppelmayr.com/cn/

勇攀新高	
多贝玛亚/格拉文达集团（Doppelmayr/Garaventa）实现精益生产，阿库FlatMaster®功不可没

位于奥地利索尔登（Sölden）地区的索道，多贝玛亚/格拉文

达集团供应了索道的所有部件，并安装完成

零件矫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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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库昆山矫平服务中心增添去毛刺外协加工业务已有近两年的时间，其高质量的加
工效果获得了市场的肯定。
您的激光切割件、火焰切割件、等离子切割件需要去毛刺处理吗？阿库去毛刺外协
加工随时为您所用！

垂询电话：（0512）36853910

去毛刺外协加工

EcoMaster®30 –	网板矫平利器	
上海东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攻克工艺难关

在阿库播客小视频中，我们将与您
分享矫平和去毛刺加工的实用信息
和加工窍门，扫描二维码跟随阿库
的镜头走进阿库昆山矫平去毛刺中
心，观看实际加工案例、了解设备
性能。

阿库播客

上海东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业
内知名的手提电脑喇叭网及铝合
金外壳生产商，在上海、重庆
设有两家工厂，员工人数达700
余人，年产值将近4亿人民币。
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新产品
开发能力，成为广达电脑、纬
创、英业达等笔记本电脑ODM
商的合作伙伴，产品被用于包括
HP、Dell、Lenovo等著名品牌的
笔记本电脑上。

初次接触，打开新视野
	 早在2015年前，东矩公司曾
在展会上了解到阿库公司，对阿
库在矫平去毛刺领域的专业能力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东矩
公司在产品开发生产中有了更为
广阔的视野：当传统方法无法解
决平整度问题时，矫平工艺或许
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2015年，东矩接到了电脑喇
叭网孔样品加工要求(圆孔)，测试
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够赢
得订单。当这种铝制部件在初始
冲压加工过程中产生了20mm的变
形及应力时，张厂长立即想到了
阿库。当时，阿库设备的矫平能
力非常出色，初次合作试样极为
成功。

	 虽然提交的试样无论是品质
还是外观都达到了客户的要求，
但由于首批订单量比较小，出于
性价比的考虑，东矩采用了一种
高速高效PBC钻孔工艺，省略了
矫平的步骤。

新工艺，新挑战
	 2016年圣诞前后，东矩的客
户出于产品美观和市场差异化的
考虑，对制作工艺进行了调整，
将原来圆形的装饰孔改成了方形
孔。这种调整使得原来的PBC钻
孔设备不能适用，只能采用冲压
成型工艺完成，结果初次样品出
现了20mm的变形度及应力无法

释放造成产品平整度极差，必须
经过矫平工艺释放掉部件内部的
应力，才能使平整度达到客人要
求。

	 盈利是企业保持长久健康发
展的关键，东矩也希望能进行多
方比较，找到质优价廉的矫平方
法。为此，他们通过网络找到台
湾产的矫平设备进行打样试验，
但效果并不理想，有的有辊印，
有的平面度不够。最后，东矩的
这批部件送至阿库昆山矫平去毛
刺中心进行加工。

	 阿库昆山矫平去毛刺中心的技
术人员接到产品（材质为AL5052
，板材尺寸410x295x0.8mm，初
始平整度20mm）后，决定采用了
EcoMaster®30矫平机进行加工。

	 经过纵向横向各一次的矫平
后，电脑喇叭网孔的平整度即达
到了0.2mm以内，完全满足客户
的需求。张厂长对于“一分钱、
一分货”也再次有了直观的体
验。

辗转反复，花落EcoMaster®30
	 经过之前的各种尝试及与
阿库的成功合作，张厂长表示，

阿库矫平设备不仅使加工效率翻
倍，效果出色，而且大大降低了
产品的废品率。

	 高品质、稳定可靠、快速的
产品交付能力，为东矩赢得了客
户进一步的信任。随着订单量的
增加，张厂长算了一笔帐，综合
运输距离、成本、时间考虑，购
买一台阿库EcoMaster®30是可行
的。

	 2017年1月，东矩公司与阿库
昆山矫平去毛刺中心经过短暂的
细节确认后，很快地订购了一台
新的EcoMaster®30设备。张厂长
表示，“目前的订单量足以让我
们在一年内收回EcoMaster®30的
成本。”

	 此外，从EcoMaster®30设备
订购到交付的四个月期间，东矩
的20多万件铝合金部件仍委托阿
库昆山矫平去毛刺中心进行外协
加工。

精密矫平，更多订单
	 东矩购买了EcoMaster®30
后，产能有了富余，以前每天两
个轮班的工作，现在只要一个轮
班就可以完成。公司因此可以腾

出多余精力，承接更多的业务。
目前，东矩加工的手提电脑用铝
合金外壳款型更多了，每个月的
订单达到数十万件，其中有一部
分需要矫平加工。“客户还在开
发新的产品，所以还会有机会接
到更多新的单子。”张厂长介绍
说。

	 张厂长表示，近日公司又接
到了新的7mm不锈钢板材加工
需求，平整度要求达到0.2mm。
公司还会与阿库矫平去毛刺中心
合作。矫平对这种板材的后续加
工非常有帮助。“如果板材不够
平整，我们使用数控机床进行
铣削的时候，很可能导致部件报
废。”

	 “同样的订单或产品，为什
么竞争对手不能取得成功呢？”
张厂长认为，除了东矩有一支在
冲压技术方面精益求精并积累了
十多年行业经验的资深团队外，
还因为东矩认识到了矫平工艺的
重要性，并把它纳入了生产流程
中。
	 了解上海东矩的更多信息请
登录

http://www.dong-ju.com.cn/

手提电脑喇叭网孔矫平前后差距明显

东矩公司厂长张鹏（右）对阿库中国区副总经理李宝光（左）带领的阿库中国团队赞不绝口

外协加工



增城不算大，不是广东的中心，更
不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并不影响广
州阿斯顿建材有限公司想把自己打
造成最现代化的钣金件设计、制造
企业的梦想。

	 阿斯顿总经理戴永坤认为，稳
打稳扎、追求卓越是企业发展的基
石。没有稳定而持续的品质保障，
业务不足以维继。从阿斯顿初创伊
始，公司就逐步从日本、德国引进
先进的金属加工设备，确保其加工
的所有金属天花、幕墙铝板、不锈
钢等各种产品满足客户最严格的质

量要求。公司的主要钣金产品基
本用于出，所有产品均符合SGS标
准、英国标准及欧洲标准。

遭遇困难
	 2010年7月，阿斯顿建材为了
让产品质量更有保障，曾购买了一
台国产矫平设备。但是随着企业的
客户群体不断走向高端，阿斯顿在
产品的平整度方面开始面临难以跨
越的门槛，特别是大尺寸板材，平
整度达到3mm甚至2mm似乎已经
到了极限。

	 2015年年底，阿斯顿建材需
要加工一批面积为400mm左右
的板材，其不平整度达到了30-
40mm，弧度很大，阿斯顿找到所
有能了解到的矫平加工企业进行测
试验证，始终无法成功，眼看客户
要求的期限越来越近，如果不能按
时提交符合要求的产品，合作可能
夭折。

	 阿斯顿总经理戴永坤先亲自带
领团队对矫平设备市场进行调研，
最后了解到了“阿库”，并通过介
绍，联系上了阿库昆山矫平去毛刺
中心。

阿库矫平去毛刺中心轻松搞定大板
材、高应力，高翘曲
	 经过初步沟通，阿斯顿将此
前难以矫平的大面积板材寄至阿
库昆山矫平去毛刺中心。工件为

冲孔镀锌网板，尺寸有大有小，
长度最大为 1 2 8 0 m m，厚度为
0.52mm、0.75mm和1.0mm三
种。不仅板材极不平整，弧度很
大，而且板材内应力积累很多，拉
伸非常严重。阿库团队采用数控液
压型FlatMaster®55矫平机，从材
料送料和对工件施加压力方面对数
据进行设置和调整，经过2-3次的
矫平，平面度达到0.2-0.3mm。这
是其他厂家根本无法达到的。

	 阿斯顿对加工效果非常满意，
随即将第二批同样规格的板材寄至

阿库公司进行加工，经矫平，平整
度均无一例外地控制在了1mm以
下。

从代加工到商务合作水到渠成
	 阿斯顿的产品大多是冲孔金属
网板，主要用于机场、地铁、酒店
和停车场的天花板和幕墙等，大多
面积大且初始弯曲度大。在经过阿
库设备矫平之后，阿斯顿建材的生
产人员发现，精密矫平不仅仅是消
除了积累在板材中的应力，给产品
质量带来了显著的提升，而且还极
大地推进了后续喷漆、折弯、焊接
加工的效率，提升了产品的整体质
量水平和交货正品率，这些积极的
影响让阿斯顿进一步看到了投资阿
库矫平设备的价值。

	 经过在阿库矫平中心几次代
加工后，阿斯顿已经完全信任阿库
矫平设备，无论是质量、安全性，
还是矫平产生的积极效果，都极具
说服力。戴总表示：“考虑到代加
工在来回工件的运送费用、时间
上的成本以及产品一致性上的要
求，我们最后决定购买一台阿库
FlatMaster®55矫平机，觉得投资
这样一台机器物有所值。我们很
幸运，在对的时间找到了对的合作
伙伴，帮助我们解决了棘手的问
题。”

	 了解更多阿斯顿公司的信息请
登录http://www.asdun-cn.com/

释放更多生产力，精密
矫平不可或缺	
广州阿斯顿建材有限公司使用FlatMaster®55冲破生
产瓶颈

 

 

	 为了能够更好地学习德国
工业4.0，了解企业生产流程以
及质量管理体系，从而进一步提
升公司管理水平，由山东金帝精
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协

调，聊城市副市长洪玉振先生率
队，来自8家机构和企业的代表
团，一行9人于2017年9月21日
对阿库德国总部经行了考察。

	 其间，双方就信息化与工
业制造技术如何有效融合，质量

控制体系的构建进行了广泛的交
流。阿库公司副总经理Andreas 
Hellriegel先生和销售部贾琳女
士接待了来自远方的贵宾。阿库
也从中国企业家身上学到很多宝

贵的管理经验。双方还就将来可
以合作的项目进行了深入地交
流。中德两国政治经济往来密
切，两国贸易规模令人惊喜，合
作潜力巨大，这也体现在民间的
往来中。

	 宋欢在阿库矫平设备（昆
山）有限公司担任区域销售经理
一职，负责客户资源开发、维
护，外协加工以及设备销售工
作。加入阿库前，他曾在两家外
资企业任职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
岗位，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出身的
宋欢，对各种钣金材料的特性、
工艺及对其加工时可能出现的问
题和技术难点都颇为了解。这不
仅让他能够专业地为客户推荐最
合适的矫平和去毛刺设备，而且
也可以为客户的其他加工工序提
供参考意见。为此，在入职后不
久便获得了客户们的认可，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

	 如果您有矫平或去毛刺加
工或设备购买的需求，欢迎与宋
欢联系：
rick.song@arkuchina.cn

放眼世界，展望未来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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