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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平与去毛刺专家

阿库矫平设备（昆山）有限公司，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德浦路692号，邮编215321   电话：0512-36853910 传真：0512-36853911 电子邮箱：china@arku.com 网址：www.arku.cn 

成立于2007年，无锡久泓不锈
钢有  限公司专注于不锈钢板材加
工，主要生产的产品包括油磨
板、冷轧板、热轧板、镜面板，
同时也做部分的钣金零件加工。
由于入行早，这家私营企业很快
便在无锡油磨板加工市场打响了
名头。

2018年，随着市场的不断
变化，无锡久泓总经理张澄越来

越清晰地感受到加工企业对于板
材开平后的平整度要求的不断
提高。这种情况下，张总不得不
在板材开平后寻找专业的矫平公
司。但当了解后张总才意识到，
原来矫平的费用这么高！在多次
的碰壁之后，张总决定将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上，下定决心自己
动手做矫平。

    然而，新设备买哪家的好？“
我们询问了很多同行，他们有些
使用的是国产设备，但是稳定性
是个大问题，有些零件在矫平后

又恢复原状。”最后，经过与阿
库 (ARKU)中国子公司销售的洽
谈推荐，并到德国阿库位于昆山
的矫平去毛刺中心实地考察，张
总选择购买阿库 FlatMaster®88
型矫平机。“这台矫平机可加工
1-28mm的金属板材，最大矫平宽
度可以达到2,000mm，非常符合
我们当时加工板材的要求，同时
液压式的压力调整模式也减少了
人工的干预。”张澄说道。

                

在进场不到1个月的时间，
这台矫平机就迎来大考。一家军
工企业找到无锡久泓，要求将一
种特殊钢板的平整度降至5mm以
下。这个要求看似寻常，但由于
板材造价高，容错率也低。之前
这家企业找到的矫平公司使用的
设备既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都没能达到平整度要求。但在使
用阿库FlatMaster®88进行了2-3
遍的轧辊式矫平后，无锡久泓成
功地将板材平整度降到了1mm以
下。“当时这家客户也是非常的
惊喜。”张总回忆道。 就这样，

一传十、十传百，慕名而来的客
户越来越多，久泓的业务量一下
暴涨20%。

时间很快到了2020年，无锡
久泓收到的外协加工需求越来越
多。除了板材，不少激光切割的
钣金件也被送到他们的加工车间
里。针对厚度在1mm以下的小板
和薄板的精密矫平，久泓再次购
买了阿库FlatMaster®55型矫平

机。“这不仅是出于业务需要，
也是我们对阿库质量的完全信
赖。”张总说道。

  目前，2台矫平机平均每天要工
作6个小时左右，“稳定”、“精
度高”、“耐用”是张总对阿库
设备的整体评价。“基本上找到
我们的客户都是由于时间紧迫，
所有的加工工序都完成了，到最
后交货的时候才发现零件不平
整。对于我们来说，有了这2台矫
平机，我们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客
户按时按质按量的交付。”张总
说道。对于为诸多业内客户助攻
关键的“临门一脚”，他的脸上
仍难掩欣喜之情。

    借助外协加工，无锡久泓将完
成向现代企业的华丽转型。“我
们的目标是：把无锡久泓发展成
为无锡地区的一个大型专业矫平
中心。当然，这个梦想的实现离
不开阿库的帮助，我们需要添置
更多设备，以应对更多类型的板
材加工。”

阿库中国子公司总经理 
李宝光

 目录从精密矫平开启加工的无限可能
阿库FlatMaster®88与FlatMaster®55共同赋能无锡久泓转型

零件矫平机

造就更好的钣金件！

疫情的影响虽然持续，但
钣金加工行业已出现了好转。
目前由于钢材短缺、价格上涨
和因此而对钢材质量产生的负
面影响成为了行业内议论纷纷
的焦点话题。如何克服这一困
难？如何为您的钣金件提升质
量和竞争力？阿库-我们始终全
力以赴、为您所用！

 
我们丰富而专业的客户案例

为您呈现最佳的解决方案，更
有阿库服务的新内容，以及矫
平去毛刺加工中心的新动向。
我们也随时欢迎您到阿库昆山
中心来，深入了解阿库多款矫
平及去毛刺设备的卓越性能。

零件矫平机：   
去毛刺机：
服务：
外协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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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久泓总经理张澄与阿库销售经理倪波一
同验证阿库矫平机的优质效果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Aenean comm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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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 parturient montes, nascetur ridiculus mus. Donec quam felis, ultr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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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KU 消息 最受关注和欢迎的视频集锦：在阿库官网视频页面，我们
为您呈现有关钣金矫平去毛刺的设备介绍、技术亮点、加
工实践以及活动报道等精彩内容。赶紧扫码观看吧！

阿库视频上线了！

宁波隆兴电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
中国最大的专业生产传输配套设
备的龙头企业之一。成立于1983
年，其研发和生产的数字音频、光
纤、电源、综合配线、户外机柜、
槽道六大系列通信产品，遍布国内
多家大型运营商网店，还远销全球
多国。2019年，随着5G、大数据
产业在我国的兴起，隆兴开始为百
度、腾讯、阿里、京东等平台的云
计算机房、大数据中心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成为大数据、5G项目的
中流砥柱。

完美实现了蜂巢壳面苛刻的通孔率
要求
   为保障通信设备良好的降温、通
风效果，机壳表面通常采用蜂巢形
状，其中蜂巢壳面的通孔率是用户
方一直关注的重点。宁波隆兴电信
王全意副总透露，通孔率的大小与
板厚有关，通孔率越高，用的板材
要越薄，但越薄的板材，冲孔后变
形越大。最早处理变形后的板材是
手工矫正，很费事；后来使用国产
矫平机因矫平过程没有释放应力，
有些变形依然难以消除。在一次展
会上，宁波隆兴发现了德国阿库。
为考察阿库矫平机，宁波隆兴先后
带了不同材质、不同板厚、不同通
孔率的工件，前往阿库昆山中心。
经过实际验证，阿库矫平机不仅矫

平效率高，而且用最普通的Q235
、236材质板都没问题，可完美实
现蜂巢壳面苛刻的通孔率要求。

可确保5G成套或配套设备的快速
交货期

   起初由于少量的工件，宁波隆
兴都是运至阿库昆山中心处理，后
来为减少长途运输，缩短加工周
期，改到宁波地区一家有阿库矫平
机的企业委托加工。随着5G业务

量的加大，需要矫平的零件迅速
增多，附近企业许多时候会拖延宁
波隆兴的零件矫平。为将产品的交
货期掌握在自己手中，2020年10
月，宁波隆兴正式配置了德国阿库

的 EcoMaster®30型矫平机。

     购买矫平机之前，宁波隆兴对
阿库已有过很多交流，“阿库设备
来车间安装调试，一次性就给我们
培训好了，操作很方便”，王总
说，阿库设备效率高，参数调好
后，零件一次通过就能达到精度要
求。使用到现在不到一年，没有出
现任何问题。宁波隆兴作为5G、
大数据机房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在满足自己成套机柜需求的同
时，还为一些竞争对手提供机柜产
品的配套，有了阿库设备，宁波隆
兴相关产品的交货期就有了可靠保
障。

    随着原材料价格的调整到位，
大量的订单将会陆续释放出来，阿
库矫平机作为宁波隆兴产品生产的
关键设备，正为中国5G、大数据
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www.lxtelecom.com

零件矫平机

阿库矫平机成为宁波隆兴电信拓展5G业务关键设备

作 为 一 家 钣 金 加 工 专 业 公
司，SÜDSTAHL供应系列众多的产
品，从薄板、厚板裁切件到半成
品和组件，再到包括组装的项目
管理。在按尺寸进行裁切加工的
领域里，这家位于Mertingen的公
司供货“各行各业”。因此，零
件的种类也多样；特别是厚板批
量的大小差异很大。 

      

2018年初，阿库去毛刺机 
  Edge Brea ker®4000   进入了德国 
SÜDSTAHL生产车间。这台设备是
为去除火焰切割件的大毛刺而专
门研发的，只需一次操作即可对
零件上下两面进行去毛刺和倒圆
角处理。“在此之前，火焰切割
和等离子切割件的毛刺处理一直
是使用角磨机加工的纯手工过程”

， Birkner介绍说。故而加工结果
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人
员的能力与表现。去毛刺机不仅提
高了产量和加工质量，产品的外观
也能保持不变。

   早前，SÜDSTAHL已经在阿库
有了很好的去毛刺体验。他们在某
次展会上注意到了阿库公司，并

于次年开始合作第一个项目：一
台PlateMaster® XL矫平机于2014
年12月进厂并替换下了他们的三
台旧设备。“阿库的PlateMaster®  
XL适用的组件重量从不到一公
斤到两三吨不等。此前必须人工
自行找出与零件尺寸匹配的矫平
机。”“通过将三台设备合并为
一，加工流程变得更加简单，获
得了更高的加工质量”，Birkner
解释道。此外，生产效率也得到
了提高：以前需要三到四个加工过
程才能获得所需的平整度，而使用
PlateMaster®通常只需一步就可完
成。机器的设置值非常精确，从而
带来始终如一的加工效果。

   此外，阿库去毛刺机配备了抽
吸系统，可降低噪音、减少灰尘。
自动上下料配置也大大降低了员
工的劳动强度。“设备的整个理念
都以快速、轻松的运作为核心。
这激发了员工积极主动地学习和
熟悉设备运作的热情。阿库的技
术在 SÜDSTAHL享有非常高的接受
度。”

快速、优质
 EdgeBreaker® 4000 助SÜDSTAHL 公司提高质量、解放劳力

去毛刺机

取代费时费事的角磨机而保持稳定的工艺质量：EdgeBreaker® 4000显著简化了钣金加工专业公司 SÜDSTAHL 的厚板去毛刺处理，同时也大幅
提升了产能。

阿库-为中国5G、大数据建设提供强力支撑 



InfoMAX

如约而至 – 我们的专家精挑细选，向您展示呈现更多、
更专业的加工实例，以及实用窍门。诚邀您继续跟随阿库的
镜头，一起深入了解阿库工艺，欢迎扫码观看！ 

阿库播客更新

阿库丰富的客户案例、矫平去毛刺小常识、加工效果实
例对比，以及新款设备介绍、专业的技术文章、活动安
排等，尽在阿库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扫码关注！ ->

您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了吗？

  客户之所以选中我们，是因为
我们所供应的总是超出他们的期
待。我们始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
卓尔不群的服务。一起来看看用
户们是如何评价的：
 
 “从2006年合作至今，我们从
阿库购入的12条生产线均运行稳
定，故障率低，维护保养都很方
便。阿库中国的服务团队优良，
技术全面，他们以丰富的专业经
验为我们提供了周到的服务。” 
（舍弗勒设备维修主管）

  “阿库的设备性能高，维护保
养方便。阿库一直以来把我们客
户放在第一，售后服务对问题响
应非常及时，且专业度很高，无
可挑剔！” （法因图尔设备维修
经 理）

  “阿库品质，工艺精湛，设备运
行稳定。售后服务响应时效快，
解决问题快速，后期跟踪频率比
较高，对特殊部件提出改善保障
建议，服务非常棒！” （星光农
机生产部长）

   众多的积极反馈证明：阿库以
其良好的服务而闻名。阿库德国
新任销售和服务主管Peter Eiswirt
承诺：“我们将全力以赴，保持
并扩大阿库的服务内容和质量。

通过远程服务更迅速地帮助我们
的客户。”

您 想 了 解 阿 库 全 新 推 出 的
年度维护保养吗？我们根据客户
具体生产情况制定年度设备保养

计划，定期进行保养和预防性维
护，减少非计划停机，提高设备
可靠性，提升客户经济效益。
 
咨询热线：400 169 9016。

客服 – 为客户所想
服务

    钣金件因不平整而无法继续加
工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没有矫平
机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外协矫平服
务来完成。运作迅速灵活，具备临
时接单加工的能力，并能快速达到
所需平面度的生产要求。其次，代
加工中心负责协调和确定必要的公
差及与其相关的工作量和成本。无
论是运输还是包装，您只需提供钣
金件并说明平整度要求，不久后经
过专业矫平处理的合格钣材就会送
回给您，可继续用于生产。

     此外，外协矫平服务也非常经
济，省时省钱 – 方便简单。一方

面，钣金件不平整和不光洁会导致
零件变形。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在安
装时发现组件连接不良或根本无法
装接。另一方面，钣金件还会释放
肉眼看不见且无法精确测量的内应
力，让零件在切割加工后翘曲。还
有，如果出现因为焊接组件超出允
许公差而必须返工的情况，那么对
钣金件进行矫平加工是您非常值得
考虑的一道有效工序。

    外协矫平的另一个好处是能够
快速简单地进行试加工。即使您已
决定要对钣金件进行矫平处理，也
不必马上投资购买矫平机。当矫平
加工的钣金件达到一定的数量时，
购置矫平机才可见其优势。如果钣

金件数量不稳定，那么继续做外协
矫平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其
服务成本更容易计算。即使已购置
了矫平机，外协加工仍然是值得考
虑的。针对未涵盖在矫平机最佳加
工范围内的钣金件，即可以使用外
协矫平来作为补充。

   阿库矫平和去毛刺中心，熟悉
并能迅速满足客户的各种多样化要
求。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人在经验丰
富的矫平技师和专家的指导下，向
您提供最先进和高性能的全套设备
及全面服务，即使是急需的生产要
求我们一丝也不疏忽为您高质量地
完成。

外协矫平 - 专业、省时、高效
外协加工

阿库通过远程服务、在线错误分析或视频远程支持，可更快地协助客户解决难题



 

如东麟瑞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
年，业务范围不仅涉及金属板材的
商品销售贸易，还有高精度的激光
切割、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折
弯件加工业务。目前公司主要为 
国内几大工程机械及其他机械企业
提供板材及零部件。工程机械作为
钢材消费较多的行业，带动了整个

如东钢材市场的发展。也正是在这
一机遇下，沈总毅然决然转型做加
工，一口气购买了多台切割机、折
弯机以及德国阿库FlatMaster®55
型矫平机。

   在众多的设备中，沈良东总愿
意在FlatMaster®55型矫平机前多
驻足端详一会儿。“因为阿库的设
备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在引进
这台设备之前，为了满足要求的公
差，工人们需要将激光切割零件在
磨床上再做精加工，这样2道工序
下来，公差只能达到70-80丝(1丝
=0.01mm)。而在阿库矫平机上过
一遍，只需数秒，公差瞬间就下降
到10丝以内，加工效率迅速提升。

   目前，阿库这台矫平机在麟瑞
每天工作5-6小时，负责矫平235钢
板、不锈钢板、高强度钢板，以及
厚度在0.6mm-15mm的激光切割
工件。“此外，阿库矫平机的设计

和精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液压
系统控制矫平间隙，非常节省人
力。”

     在如东地区，大部分企业都尚
未意识到精密矫平的重要性，而沈
总深知这应该是钣金加工前一道重
要的工序。“精密矫平要实现的不

仅仅是板材的平整度，去除材料内
应力才是最核心的。因为应力是看
不到的，在切割之后板材的内应力
一释放，对零件的形状和精度造成
就是致命的伤害。”因此在麟瑞，
所有的零件在完成激光切割、去毛
刺工艺后，必须要经过矫平，即使
客户不要求，沈总也始终坚持：“
这样不仅是给客户良好的体验，也
是为客户的长远利益着想- 其实矫
平之后，生产的综合成本会降低很
多。”

   实现进口高端工程机械用钢的
大面积替代，从而增强工程机械行
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麟瑞来说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要实现国产替
代进口，绝非易事，这背后少不了
供应商的大力支持。在精密矫平领
域，我一直是阿库的忠实粉丝，未
来，我们也计划采购更多的机型，
相信这种合作关系能够一直延续下
去。”沈总如是说。

解决工程机械行业的“钢”需
阿库携手如东麟瑞助力大国重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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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库昆山中心添入新成员

    韦丹丹，2013年加入了阿库
德国总公司，借助于对中欧文化
的熟知，在亚洲市场营销协调和
设备销售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桥梁
作用。积极热情的沟通态度，令
她与客户之间的交流轻松顺畅。

2020年7月，韦丹丹被调任
至中国子公司，完成为期一年
的设备销售支持工作。在疫情导
致各国无法正常往来沟通的情
况下，将总公司的最新信息和技
术更新传达到中国子公司。并
积极维护、开发客户,完成项目
跟踪。确保各环节规范化、标准
化，与同事协同合作，为客户带

来更优质的服务。

   “在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让我
深切感受到了国内日新月异的发
展，更近距离地了解到行业密切
关注的问题。这些宝贵经验将对

我未来的工作产生积极影响。同
时，也为祖国的强大和坚决有效
的防疫工作感到无比骄傲！”韦
丹丹感慨地说。

    如果您有矫平或去毛刺设备
购买需求，欢迎与韦丹丹联系：
dandan.wei@arku.com

人物

阿库昆山矫平去毛刺加工
中心，拥有多台先进的矫平去毛
刺设备，既能完成小量试加工，
又能提供批量外协加工服务，
经济又高效。为更好地满足客
户需求，我们已计划尽快引进

FlatMaster®140型矫平设备。此
款设备可加工厚至45毫米、最宽
2米的金属板材零件，适用于激
光切割件、等离子切割件、或气
割零件。见证FlatMaster®系列
如何为您带来始终如一的矫平效

果，敬请期待！

我们的新成员 - 小尺寸工件
处理专家EdgeBreaker®1000，
可灵活地为激光切割件和冲压件
进行去毛刺、倒圆和表面处理加

工。阿库昆山中心，随时期
待您的垂询：(0512) 36853910
更多资讯，欢迎访问

www.arku.cn。
 

如东麟瑞沈良东总经理亲切接待阿库销售经理倪波的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