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翰备机械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2年5月，是德国具有多
年历史的翰备外箱制造有限公司
旗下的100%独资子公司。位于德
国巴伐利亚州的翰备外箱制造有
限公司成立于1948年，发展至今
已成为金属板材加工行业的主导
企业，产品为汽车、电信、医疗
技术、工业电子、能源等行业高
端领域所应用。

翰备太仓自2012年底正式投产至
今，业绩每年增长10％－20%，目
前工艺加工和制作水平已与德国
总部同步。作为翰备太仓公司发
展的重要支持伙伴，德国阿库的
矫平机产品及服务再次得到了翰
备机械部件（太仓）有限公司总
经理郭爽女士的肯定。

阿库矫平机完全满足翰备高端复
杂钣金产品的加工要求
	 “翰备的客户群是对钣金精
度要求高、工艺复杂、小批量、
个性化、需要翰备直接参与设计
的客户。钣金加工目前工艺还是
比较复杂，涉及到落料、折弯、
组装等较长的工艺链，出现问题
的机会特别多。翰备90%的原材
料使用的都是金属板材，板材的
平整度是钣金加工工艺的基础，
直接关系到随后所有工序的各个
步骤以及成品质量，所以矫平机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由于金属
板材本身存在内应力，落料之后
必然会有一些变形，激光加工之
后尤其严重。在这样不平整的情
况下，我们的折弯精度肯定达不
到要求，接下来压铆的力度和牢
固度也无法达到。”郭总介绍
说，“总部使用阿库矫平设备已
有20几年的历史，我们太仓公司
建厂时选择阿库，首先是基于对

翰备之前20多年使用阿库矫平机
满意的经验反馈和技术评估。阿
库矫平机完全满足我们高端复杂
钣金产品的加工要求，而且有稳
定的产品质量；其次是着眼于德
国翰备的技术传承，所加工的产
品都与德国相同，相应工艺及设
备也就与德国完全一致。”

	 翰备太仓公司所用板材中
70%是镀锌板，厚度大部分是

1.5mm，最厚到3mm、4mm，
其余就是铝、不锈钢、铜板，
整个加工工艺最厚到5mm。为
此配置的阿库EcoMaster®30130
型 矫 平 机 ， 正 适 用 于 板 厚 为
0.3mm-5.0mm、宽度为50mm-
1300mm、最小板长为65mm的
工件。翰备太仓生产主管舒成红
先生随手取了一块刚矫平过的
2mm厚壳体面板，放到在检测

平台上，用平整度测量塞尺从任
何方向检测都为合格（0.5mm以
下）。舒主管介绍说：“结构件
产品精度取决于他的装配精度，
高精度的钣金产品需要在折弯
成型中的每个环节都保持高精度
的加工，翰备目前钣金加工全部
为自动化，如果板材平整精度无
法保证，首先自动化加工设备就
无法准确抓取。对于我们的材料
来说，阿库这款矫平机最高能够

翰备钣金，德国质	中国造	
阿库矫平机协助翰备实现技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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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1月1日至5日，
钣金加工行业举足轻重的展
览会之一“数控机床与金属
加工展（MWCS）”将如期
在上海拉开帷幕。阿库作为
该展的常客，将携精密矫平
设备参与盛会。

	 阿库的矫平设备不仅适
用于矫平普通厚度的板材，
在对厚度在1mm以下的精薄
板材和工件的矫平加工方面
也是技高一筹，此次展出的	
EcoMaster ® 12矫平机便是其
中之一。届时，我们的技术人
员将为您现场演示和讲解该设
备的性能和特点。

	 我们在2H馆D108号展位
恭候您的到来！

相约MWCS！

ARKU总裁Albert Reiss先生

翰备公司总经理郭爽（左）接待阿库客服经理
王福庆（右）回访

0.05mm的平整度超出了翰备生产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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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
n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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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的平整度是0.05mm(100ｘ
200mm尺寸），远高于我们的精
度要求”。

	 对阿库矫平机的使用郭总很
满意：“我们的打样工艺与量产
工艺是一样的，打样时，我们会
对矫平机做一些设置，对于不同
的板材，矫平机给出的建议参数
也会不同。每次打样设置后，都
会将设置参数保存在矫平机中，
建立一个程序，程序号会记录在
我们相应的工艺指导书上。这样
在量产时，只要把程序调出来，
阿库矫平机便会按照所保存的参
数进行自动设置”。

阿库的技术支持及服务已成为翰
备太仓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
求越来越高，许多已经可以媲美德
国，有时甚至更加苛刻。中国客户

更看重供应商的反应速度、服务、
灵活度。对于我们来讲，参与客
户的研发，主要指的是钣金件的
研发，需要得到各个工艺的技术支
持。矫平工序作为整个钣金产品加
工的基础，我们对客户产品能够达
到的平整度要求、以及阿库能够达
到的水平或者在这样一个行业内、
工艺上存在的一些困惑和问题等，
阿库的技术团队都给了我们很大的
支持，成为我们业务发展的重要技
术支撑。当我们在产品上产生疑问
时，也可以邀请阿库技术人员跟我
们一起在矫平这道工艺上进行技术
上的沟通和研讨。我们跟阿库的沟
通非常顺畅，这也是我、也是将来
翰备特别倚重的一点。”

	 提及阿库矫平机的售后，郭
总说：“阿库矫平机出问题比率
非常低，使用到现在很满意。”
阿库昆山公司的服务经理王福庆

先生介绍说：“阿库致力于与客
户建立长远、持久的合作关系。
通过为客户设身处地地着想，加
上一流的技术能力，将设备的使

用效益发挥致极限，是阿库公司
的服务宗旨。”

www.hab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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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日-5日，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即将在上海国
家会展中心来开帷幕。其中的核心专业展“数控机床与金
属加工展（MWCS）”更是机床和金属加工行业中最具影
响力的国际展览会之一。
诚挚邀请您届时莅临阿库展位：2H馆D108，现场体验阿
库精密矫平技术。

阿库参展数控机床与金属加工展（MWCS）

组装完毕的翰备机箱成品

以“精心加工制作，倾心服务客
户”为宗旨的昆山达亮塑胶模具
有限公司，原本专注于塑胶模具
和注塑件加工业务。成立10年多
以来，凭借过硬的技术、精益求
精的专业队伍和先进的加工检测
设备，为汽车和高低压电器等行
业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品质的塑胶
模具和注塑件加工。

	 在当前经济形势的驱使下，
达亮拓宽视野，不断涉足新的业
务领域，并将经营业务拓展至钣
金加工领域。

开拓钣金市场
	 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国际加

工制造中心，钣金加工行业近年
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2015年，
国外一家老客户向达亮询问是否
能代为加工某知名品牌的咖啡机
用平台。由于公司生产设备和技
术完全能够满足这类钣金加工的
要求，达亮便决定抓住个开拓新
市场的好机会，并着手安排打
样。

	 但在加工工作过程中，达
亮还是遇到了难题。一块尺寸为
8mmx55mm（厚x宽）的304不
锈钢材质弧形平板，经过激光切
割、折弯等多道工序加工后，高
温导致的工件变形以及切割带来
的边缘细毛刺等问题非常棘手，

直接影响咖啡机最后的安装质量
和使用效果。

	 虽然客户并没有规定达亮
需要将咖啡机平台加工到何种精
度，但达亮始终坚守一流品质标
准的服务理念，对客户负责，即
是对自己负责。起初，达亮的技
术人员曾尝试通过手工方式调
整平台平整度，但效果不仅不理
想，还容易在产品表面留下印
记。经多方打听和圈内同仁的帮
助下，达亮与阿库昆山矫平中心
的技术服务人员取得了联系。

便捷、更具价值的外协加工服务
	 达亮将工件送到阿库矫平中

心后，阿库技术人员首先对工件
进行了去毛刺加工，去除掉了咖
啡机平台边缘的细毛刺。接下来，
选用数控液压型FlatMaster®55
矫平机对咖啡机平台进行矫平加
工。FlatMaster®55矫平机设计开
发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市场对中
等厚度（0.5mm-12mm）和宽度（
最大宽度为1650mm）的钣金零部
件精密矫平的需求。所配置的伺服
液压矫平间隙控制系统可以根据工
件表面变形程度和工件材质特性，
自动调整矫平压力。矫平加工后，
咖啡机平台的平整度从原来3mm - 
4mm一下子就调整到了0.2mm。
大约只花2分钟的时间便可完成一
个对工件的去毛刺和矫平加工。	

	 第一批200多件产品当天就加
工完成。阿库快速的响应、高效的
精密矫平加工，再加上地理位置的
优势，让达亮十分满意，有种“好
伙伴近在眼前”的欣喜。

	 继2015年初次合作后，达亮
的客户订单不断，该知名品牌的咖
啡机平台加工业务也成为了达亮的
常规业务之一。达亮由此成功从塑
胶模具加工和注塑件加工业务拓展
到了钣金加工领域。

	 达亮公司白智勇总经理表示，
达亮的塑胶模具、注塑业务和钣
金加工业务目前都取得了积极的
增长。公司还将积极开拓国内外市
场，巩固塑胶模具和注塑件加工业
务的同时，继续谋求钣金业务的扩
展。为此，达亮对与阿库未来的长
期合作充满信心。

矫平成就新发展	
达亮塑胶模具借助阿库矫平代加工迈入钣金加工行业

达亮公司总经理白智勇（右）对由吴树成（左）带领的阿库矫平中心团队的服务非常满意

外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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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届EuroBLECH钣金展将于2016年10月25日至29日
在德国汉诺威隆重举办，本次展会阿库将在两个展位
上展示多台设备和最新技术成果。	

展位号：27馆J128，11馆E61，诚邀莅临！

EuroBLECH	精彩继续

与时俱进	
ARKU	公司产品CompactFeed®	助力	a.i.m.	有限公司加工精密成型件

车身件和冷却件的制造，非高压
手段不可	 –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高压冲床以50吨到1500吨之间的
巨大力度冲压金属板卷，塑造出
其特定的外形。成型件的质量取
决于冲床与板卷之间是否能够恰
到好处的配合，必须将卷板精准
地送入冲床，才能冲压出优质的
部件。也只有这样的部件才可以
被进一步包括激光焊接加工在内
的精密加工。“为了保证部件的
高品质稳定不变，我们不断地投
资改进工厂的制造技术。尤其汽
车制造业一向要求我们提供复杂

的部件，日趋严苛的安全要求令
精密的加工设备不可或缺”，德
国a.i.m公司的董事总经理Eber-
hard Mayr	解释道。对这家位于德
国伦格费尔德的公司而言，这意
味着投资生产设备，包括购置新
的卷材加工生产线。

紧跟客户节拍
	 作为成型、冲压和连接技术
的专家，于1993年成立的a.i.m.	
公司自己完成连接加工的全套工
序。他们的13台激光机床和28台
冲床每年为德国著名的车辆生产

商生产特制部件，年产量最高达
35000吨。85%左右的产品供给德
国企业，剩余部分出口到国外不
同地区。牵涉安全的部件和传动
组件以及座椅连接和底盘斜撑均
属其产品。

 “随着客户需求的增多，
我们为其制造的产品数量也在增
加，”a.i.m.的董事总经理Jim  
Kohn这样说道。“其中有的组件
十分复杂，我们必须为之冲压面
积很大的钢板。在此之前，我们
的焦点主要放在加工管件和深拉

件的加工上。”为了跟进发展的
脚步，企业的最新投资是新冲床
并建造了一个新车间。但这些还
不够，庞大的新冲床还需要配置
合适的送料加工线。

阿库显身手
	 作为商业伙伴，阿库是唯一
的选择。理由再充足不过:“我们
早在2008年的汉诺威展会上就结
识了这家企业。一年后双方建立了
稳定的业务关系，持续至今”，	
Mayr回忆道。„当时我们购买了
一台CompactFeed®80，我们的第
一套小型冲压送料加工线。这套
紧凑型的加工线十分适合我们的
使用空间。“接下来的几年里先
后又有四套CompactFeed®-步入
a.i.m.公司，使他们能够快速地应
对最新的加工要求。卷材加工线
的停工率很低，从而极大地提高
了a.i.m.的产能。当出现技术问题
时，阿库迅速的反应和专业的技
术人员让他们非常满意。简而言
之:	 两家企业彼此十分相投。因
此，2016年a.i.m.决定再从阿库购
置两套卷材加工线。

适合精益过程的小型机组
	 今年秋天，又将为一台新冲
床配备一套CompactFeed®50加工
线。这套紧凑型卷材加工线是阿库
应a.i.m.公司需求量体裁衣专门制
造。CompactFeed®集卷材矫平和
送料功能于一机，不仅缩短了加工
线的长度，而且还明显地节省了开
卷和重新绕卷的工作时间。此外，
这套新的冲床送料加工线还特别适
合加工厚板卷。这样一来，a.i.m.公
司能够更多地加工厚度最大至
四毫米和宽度最大至1500mm的
卷料。这不仅扩展了其本来就很
广博的加工服务项目，而且还实
现了精密加工。“板卷被精准地
送入冲床提高了成型件的质量，
同时还能防止损坏冲压模具”，	
Mayr强调说。一次冲压便可成
型，高质量的部件具备后续加工
的好性能:“依靠阿库的支持，我
们能够更精准地进行激光焊接”，	
Mayr说。“也巩固了我们作为某
家德国载人车辆制造商-一家行业
龙头企业的独家焊接加工承包公司
的市场地位。”	

	 时刻不忘为未来的任务完善
自我，a.i.m.公司创办人从未停止
绘制发展的蓝图。2017年，第七
套CompactFeed®将投入使用。	
“加工制造的未来在于激光加工件
和成型技术。长远来看，在这方面
装备精良者将稳操胜卷。有阿库在
身边，我们坚信自己能继续保持强
大的竞争能力。”

www.alles-in-metall.de

	 阿库播客英文版正式上线啦！在播客中我们各地矫平
中心负责人将在其所管理的矫平中心内为您介绍实用的矫
平加工小窍门和技术资讯。

不久中文版播客也将上线，敬请期待！

阿库播客

	 (从左至右)	 Rainer Menten，a.i.m.公司伦格费尔德厂长，Drazenko Dobras	 阿库卷材加工线销售经理，	 Eberhard Mayr，a.i.m.公司董事总经
理，Jim C. Kohn，a.i.m.公司董事总经理，Kerstin Dittrich，a.i.m.公司全权代表,	信心满满展望未来

异型部件：a.i.m.公司为汽车制造业供应由不同材质的板卷加工而成的多种部件

卷材加工线



苏州荣事德模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专业钣金加工为主的现代化企业。
自1997年成立以来，秉承以客户
为导向的企业理念，凭借先进的装
备、专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和高素质
的员工队伍，为汽车、电子、轨道
交通、医疗器械、工程机械、通
讯技术等行业提供高品质的机箱机
柜、设备壳体等各类钣金标准件及
非标件。

新能源汽车行业步入快车道
	 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积极推动
下，新能源汽车在国内汽车市场一
路高歌猛进。2015年在整体车市
一度下跌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依

然保持高增长。数据显示，2015	
年全年的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7.9	
万辆、销量达 3 3 . 1万辆，达到	
2014年的 4	倍。

 2014年一家电池厂商找到荣
事德，希望能为其欧洲新能源汽车
品牌客户加工一种电池组件外壳。
荣事德非常清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
会，如果能成功进入这个市场，无
疑将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作为新能
源汽车核心部件的电池组，其产品
质量的重塑性和稳定性对于车辆的
使用性能和电池寿命至关重要，客
户对这种电池外壳的加工精度要求
非常高。

	 荣事德在钣金加工领域已久经
沙场，很快利用其高功率激光加工
设备完成了产品的初步加工。这种
规格为10mm x 821mm x 150mm
（厚x长x宽）的不锈钢钣金件是
一种异形件，表面和侧面都开有装
配孔。由于在激光加工过程中受到
了高温影响，材料会发生弯曲。考
虑到不锈钢板材本身就有一定的不
平整，存在3mm的初始平整度差
异，如果直接使用，根本无法满足
电池安装的要求。同时，由于部件
几何形状复杂，也无法通过手工进
行调整，必须经过专业的轧辊式矫
平机进行加工。

专业的精密矫平有效提高产品的一
致性
	 此前，阿库昆山矫平中心曾经
专门派人上门做过矫平加工技术及
应用推介，荣事德的工程技术人员
对其印象深刻，认为阿库矫平中心
的设备和加工经验应该能够满足此
项加工的需求。

	 了解荣事德的需求后，阿库矫
平中心技术人员决定采用FlatMas-
ter®88对这一电池外壳异型件进行
加工。FlatMaster®88矫平机工作
宽度居目前市场同规格机械之最，
可以对最高23mm x 2000mm（厚
x宽）的金属板材工件进行精密矫

平，是此类大中型零部件矫平的最
佳选择。

	 经过初步测试，阿库矫平中心
技术人员准确掌握了这种电池外壳
的工艺参数。只需简单输入参数设
置并启动设备，这种由液压系统自
动控制矫平间隙的精密矫平设备一
下子便把3mm的初始平整度差异
纠正到了0.1mm以内，超出了客户
所要求的0.2mm，有效提高了产品
质量的一致性。与普通矫平设备相
比，其矫平效率高出数倍，不仅显
著改善了产品平整度，而且还有效
消除了工件的内部应力，提高了后
续装配精度、运转稳定性以及电池
的使用寿命。

新能源业务比重加大，未来前景广阔
	 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商对荣事
德公司交付的电池外壳质量非常满
意，由此开启了新的合作空间。荣事
德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电
池外壳加工机会，不仅加工材料覆盖
到不锈钢、圆环铝板、热轧板，产品
规格也不断增加。荣事德公司外协工
程师李先生介绍说，新能源汽车电器
外壳业务量增长趋势明显。随着公司
加工品种的不断丰富，以及客户对
产品加工精度要求的日益严苛，预期
未来与阿库的合作前景将非常广阔。

http://rsdmold.com/

阿库矫平为新能源汽车
保驾护航

 

 

	 2015年6月1日，阿库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接手瑞士矫平
设备制造商HRC	，	“HRC Pre-
cision Leveling AG（HRC	 精密
矫平股份公司）”由此诞生。与

此同时，阿库昆山子公司“阿库
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也
成为了HRC设备客服和原装配件
等事宜的中国官方联系人。所有
阿库的产品组合和服务项目也都
为HRC客户所用。

	 关 于 H R C 矫 平 设 备 的
任何需求都可与阿库中国子
公司副总经理李宝光，电话	
(0512)36853912、或服务经理王
福庆，电话（0512）36853913

取得联系。设备发生突发故障或
遇到紧急问题时，也可以拨打阿
库24小时客服热线400 169 9016
寻求帮助，经验丰富的阿库服务
工程师们随时为您提供远程指导
或现场检修。
欢迎来电咨询！

	 吴少波在阿库矫平设备
（昆山）有限公司担任服务工程
师一职，主要职责包括客户设备

维修、保养，新设备的安装与调
试等客户服务工作。并且根据客
户设备的情况，对其进行状况跟
踪，制定保养方案、设计合理的
备品备件更换和储备计划，让设
备达到最佳使用效果。

	 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曾在
电子和新材料行业从事客服以及
维修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客服
经验。加入阿库后，吴少波工程
师认真专业的工作态度和精湛的
技术得到了许多客户的认可。

	 业余时间除了陪伴家人，
吴少波还是一位灌篮高手。如果
您的设备需要维修保养，或是您
正在寻找篮球伙伴，欢迎您与他
联系：saber.wu@arkuchina.cn

阿库新成员	– “HRC精密矫平”

人物	

吴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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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库矫平中心经理吴树成（左）与荣事德公司生产部袁先生（右）一道对工件进行加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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