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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经历了新冠带来的挑战之后，2021年则致力于众多
有趣的项目及开发工作。

面对面的会面再次成为可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见面变
得愈加容易。今年9月与奥钢联合作举办了主题为交通运输
的高峰会议，与会者自由地交流意见看法。

可持续发展问题正变得日益重要，亟待采取有效的行动，尤
其是随着世界各地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奥地利与德国有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因此我们对德
国发生的灾难性洪灾有着非常强烈的感受。这场洪水不仅
对私人财产，而且对许多公司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
其中包括我们的客户。艾伯纳立即采取行动，提供我们所能
给予的一切帮助。令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在这样的意外情
况下，我们的团队能够迅速反应、立即向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和帮助。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查看本刊第8页。

当然，本期杂志将继续关注艾伯纳的可持续发展。每座艾伯
纳设备都可采用电加热系统进行加热。在第10页的文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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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我们的绿色计划和目标。

这一期的内容中还包含研发领域最新进展和成功的项目。
例如，我们能够为中国客户开发全新的、个性化的解决方
案。更多内容请参看本刊第26页。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赢得了今年奥地利的国家创新奖
的突破性创新类奖项。我们多年来始终坚持研究与开发工
作，这是我们坚持的回报，也是令人满意的一刻。

祝您阅读愉快！我们真诚期待与您的合作，共同迈向绿色未
来。

罗伯特 ·艾伯纳
CEO

艾伯纳®

R&D

艾伯纳®

数字化

艾伯纳®

可持续发展

铝材

铝材

有色金属

铜材

钢铁

钢铁

艾伯纳®

学院

艾伯纳®

服务

钢铁

钢铁



4 HICON® JOURNAL 2021年第2期 5HICON® JOURNAL 2021年第2期艾伯纳学院

为“经济高效的轻量化-AHSS和UHSS的高效应用”。

此次活动旨在与汽车行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同时争取获得新的客户，促进和加强交流活动的开
展，并介绍和展示艾伯纳的产品和专有知识。

此次峰会共设两个会议地点：林茨的奥钢联以及莱昂汀的
艾伯纳。会议期间采取了所有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

活动第一天，二十二位国际知名的主讲人做了极其有趣的
演讲，涉及五大重要的主题领域。

 » OEM - 需求、要求和趋势
 » 新材料
 » 设备和机械
 » 技术和支持程序
 » 备件和生产

艾伯纳研发部负责人Peter Seemann先生就两个不同的主
题进行了发言。

下面将详细介绍这两个主题。

用于AHSS和UHSS的高柔性水平连续退火线

技术进步成为了推动材料的机械/技术性能改善的持续动
力。随着提高乘客安全和减少排放的需求增加，出现了一种
新型钢材，即AHSS，支持向更加轻型的车辆发展。 

而这些新型的材料为热处理设备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必须
确保在热处理过程中达到所需的机械性能。

为此，必须实现更高的退火温度、更快的冷却速度，改善带
材几何形状、增加过时效时间、最大的温度均匀性和不同产
品类型之间的快速切换。

对于一座连续式生产设备而言，不仅要实现经济运行，同时

奥钢联会议现场

艾伯纳学院

以“致力于高端技术的高端培训”为口号，艾伯纳通过现代
化、个性化的培训理念，为客户的成功和能力发展提供强有
力支持。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培训和
研讨会都以远程方式进行——即艾伯纳学院网络研讨会。

今年秋天，艾伯纳终于以艾伯纳学院的标准举行一次全面
的、高水平的活动。

我们与奥钢联合作举行了一个为期两天的高峰会议，重点
讨论交通运输领域中具有成本效益的轻量化问题。

此次峰会和交流活动于2021年9月21日-22日举行，主题

首届高峰会议  
经济高效的轻量化——AHSS和UHSS的高效应用。

CHRISTIAN KOVACS

艾伯纳学院

艾伯纳未来实验室内参观交流



6 7HICON® JOURNAL 2021年第2期 HICON® JOURNAL 2021年第2期6 艾伯纳学院 艾伯纳学院 HICON® JOURNAL 2021年第2期 7

艾伯纳 实验室内展示的艾伯纳 HotForm & ITL铝板料热成型

所生产的所有AHSS等级的材料必须达到一定的品质，着实
是不小的考验。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艾伯纳开发出了一系列的功能，目的
是不仅可以在小规模的淬火和回火生产线上实现，也可以
在OEM及其一级供应商中实现。 

为了满足客户在退火方面的要求，艾伯纳开发了HICON/
H2

®淬火技术。

该系统整合到一个灵活的水平连续式退火设备中，用于生
产双相和马氏体等级的产品，年产量为11万吨。 

该技术可改善水平连续式生产线的设计，显著改进生产方
案，提高技术灵活性，以应对最苛刻的退火周期和合金材
料。

艾伯纳热成型，配备TTP技术

由于在汽车制造中对于减少排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他
们呼吁所有工业设备供应商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艾伯纳PACC技术为生产定制型的热成型部件提供了一种
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艾伯纳在热成型领域有着多年丰富的经验，PACC技术现在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必然能够满足未来市场的需求。 

最大的减重空间在侧壁构件的制造中，原因是这些部件是
进行单独的热处理，因此能够减少部件的整体数量。

在TTP热成型过程中，最重要的步骤之一是在坯料内建立
一个精确定义的温度曲线，坯料的加热方式必须满足客户
指定的碰撞性能要求。

即使热成型炉提供最大可能的经济性和最大可能的产能
（t/h），仍然必须满足坯料的快速、均匀加热的相关要求。

艾伯纳已经证明了其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解决方案
能够满足客户的个别要求，满足精确的强度规格，并提供灵
活的组件设计。

参观艾伯纳实验室

活动的第二天分别在不同的会议地点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技
术交流：奥钢联PHS工厂、奥钢联Stahl工厂和艾伯纳公司。

我们提供了专车，便于60多名与会人员往返于不同的会议
场所。

在艾伯纳的会议点，共分为钢铁和铝材两大主题，并分别介
绍了下列模拟情况：

 »  艾伯纳HotForm & ITL铝板料热成型
 » 热成型改造
 » TTP/PACC模拟PHS
 »  金属表面的无接触温度测量
 » 钢制部件的3MA测量
 » SimCAL测试

经验教训

首次峰会不仅是一次建立联系和加强合作伙伴关系的绝佳
机会，同时与会人员共同探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未来与机
遇，并对最具创新性的研发进行测试。

实验室展示的SIMCAL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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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时期，德国电线行业表现出强烈的团结意识。 

8

全力以赴的特殊服务

艾伯纳服务HICON® JOURNAL 2021年第2期

是那些遭受严重影响的线材厂，他们为其竞争对手提供了
快速有效的援助——例如有偿退火，以便对方按时完成客户
订单。

积极展望未来  

虽然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我们乐观地认为我们客户的生产
能力将全面恢复。 

艾伯纳服务团队将继续提供快速、专业的帮助，使“德国线
材行业中心”恢复如前，并尽快投入满负荷运行。

2021年7月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发生了历史性的
大洪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房屋、街道、商店、车辆和
基础设施都遭受了严重破坏。其中受暴雨影响最为严重的
是阿尔特纳，这是位于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的一座小城
市，被誉为德国线材工业的中心。 

洪水迫使工厂关停

由于洪水的影响，多家工厂的生产制造完全停止。其中包括
了多家知名的厂商，他们都是艾伯纳合作几十年的老客户。
鉴于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和职责是立即利用一切可用资源
进行支援。 

艾伯纳服务团队提供了快速的现场援助。服务、安装和电气
工程部门的每一位同事都赶赴受灾地区，并立即开始评估
损失。 

其中多家公司受灾现场严重，无法继续生产。受影响最严重
的部件是电气系统的部件——几乎每个电源板都浸没在齐
腰深的水中。同样关键的是必须关注并控制氢气泄漏所带
来的威胁。 

受灾客户需要所有的帮助，艾伯纳则全力以赴，为受灾设备
的清洁和干燥提供有力帮助。

高度的个人承诺，每个人都施以援手，加上我们的客户和艾
伯纳服务团队之间的团结与努力，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最终
启动了紧急操作——允许关键生产重新启动，至少部分启
动。 

竞争对手成为合作伙伴

在这样特殊的时期，我们在受灾地区的不同公司之间也看
到了团结的力量，其中大多是家族式企业。特别值得一提的

PETER GOSCH

艾伯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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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公司都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尤其是工业方面的考
虑，要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有监管机构、投资者以及公
司的客户。如果不作出回应，就会带来商业方面的风险。

艾伯纳集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环境责任。对我们来说，
"经济 "和 "生态 "并不对立。

作为一家活跃于全球的技术型企业，我们不断采用环保的
方法，并制定出环保生产的标准。

碳信用额价格的大幅上涨

2020年一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证书只需25欧元，但是到今年
6月，价格已经超过52欧元。

随着改革措施的即将到来，以及更加严苛的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生效），价格会进一步上涨。

欧洲的几大钢铁企业已在碳排放证书上花费数百万欧元。

此外，各家公司获得的 "免费 "证书越来越少，购买证书的
数量也将逐年增加。而这笔钱完全可以用于新技术。 

虽然政府试图通过昂贵的碳信用来平衡生态和社会需求，
但艾伯纳认为解决方案在于环保技术。

使命：减少排放

为了明显减少我们在地球上造成的生态足迹，必须制定环
保和能源效率的新战略。

越来越多的艾伯纳客户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设
备是如何进行生产的，艾伯纳技术如何能够提高环境效益，
工艺流程如何实现碳中和。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在选择供应
商时会考虑到遵守生态和社会原则。

这可能是必须履行的共同责任，但也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
战。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不仅是绿色环保的，还必须具有竞争
优势。竞争激烈，压力凸显，同时也在众多行业中创造了新
的机会。道德和货币化正在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而战。而
在这场斗争中，很明显，“效率”这个神奇的词铺就了通向绿
色繁荣和经济稳定的道路。

艾伯纳可持续发展

PETER GOSCH

艾伯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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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环保的人信任艾伯纳技术。

E3 
绝不仅仅是绿色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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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纳E3（艾伯纳能源效率）的四大理念

E3 ——艾伯纳能源效率

作为工业设备制造领域的全球领导者，艾伯纳不仅推动可
持续技术的发展，并将其融入我们的产品线。

无论是每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或是我们公司内部开展的项
目，我们都努力推进个别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选择艾伯纳和E3解决方案, 我们的客户不仅能够促进公司
气候目标的实现，而且能够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每一台设备都可以采用气候友好能源运行。

生态与经济的结合

对于各家公司来说，采取多种措施，实现节能、增效、可持续
发展目标，绝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必将面临新的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巨大的帮助。

通过使用新的技术，如能量回收、某些部件的轻量化设计或
助燃空气预热，艾伯纳不断提高其设备的能源效率。

我们的E3理念是基于以下四大方面。而这些方面都对环境
有着积极影响。 

 » 减少二氧化碳
 » 降低氮氧化物
 » 节约能源
 » 氢气应用

除了上述“四大方面”外，我们同时鼓励项目的数字化和现
有设备的现代化改造。

这些措施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更快地实现它他们的气候
目标。

二氧化碳减排可能性

目前几乎每座艾伯纳设备都可以采用电加热，这对于减少
和消除二氧化碳的排放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所处理的合金、装料重量和循环时间以及设备类型，可
以实现显著的节能。

下表列出了艾伯纳三种炉型每年可能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

年度二氧化碳排放的减少量*

气垫炉 8352 吨/年

推进式炉 6431 吨/年

辊底炉 1574 吨/年

* 所列示例均是用于铝材处理的退火炉

铝材能够实现高效回收。今天大约有75%的铝材可以循环再利用，这就意味着铝材的整个生命周期是绿色环保
的。循环周期是从提取原矿开始，但在制造链中仅有几个步骤后，铝材能够被不断地被回收再利用。铝材可以无
限次地回收利用而不会影响其品质。 
艾伯纳的铝处理设备对铝材进行热处理，使其获得所需的材料特性，也在铝材的整个产品周期中发挥着关键的
作用，保证铝材这一环保的材料的环保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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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投资

可持续角度思考

可持续方式制造投资于艾伯纳设备，不仅仅收获于此。

投资艾伯纳设备，我们的客户不仅成为了环保的先行者，也
成为总拥有成本冠军（TCO)。 

成本节约，永恒的话题

投资决策往往是在获得长期运行成本的充分信息之前就做
出的。

艾伯纳却十分了解长期成本，因此我们的战略就是让我们
的客户成为TCO的冠军。

那些愿意在投资设备时考虑总成本的人可能会惊讶地发
现，尽管初始投资较高，但他们很快达到盈亏平衡点。

共同掌握能源革命

在艾伯纳，我们深信，我们与客户和商业伙伴共同合作，更
好地应对未来的生态和经济挑战。

正是基于此，去年9月我们发起了几场旨在减少能源消耗和
排放以及提高整体设备效能值（OEE）的全球运动。

通过这些全球运动，我们让客户和合作伙伴了解我们在这
些领域的最新发展，因为客户和合作伙伴将与我们合作前
行。我们还将寻求与他们展开对话，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

 » 退火时间短 

 » 低能耗 

 » 产能高 

 » 高可用性 

 » 使用寿命长 

 » 持续改进 

 » 极具经济性 

 » 服务遍布全球

我们的设备具备以下诸多特点，足以让您

成为TCO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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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客户对于料卷重量和温度均匀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同
时，希望以尽可能低的运营成本来完成取向电工钢的高温
退火。基于上述原因，一家知名的美国公司最终选择艾伯纳
高温罩式退火炉。

现有的该种设备采用多堆垛式设计，且采用砂密封。与之相
比，我们的HITT(高温和密闭）罩式炉的炉内空间和助燃室
则采用完全的气密性设计，实现精确控制的气氛流量，显著
降低氢气耗量。特殊的料卷支架（艾伯纳专利）使得辐射热
量能够均匀有效地对炉内的料卷进行加热，大幅减少废品
的产生。 

同时配备一个冷却罩，该系统保证实现极短的处理时间，同
时实现最高的生产率，最佳的产品质量和高产量。采用氢气
进行退火处理，已广泛应用于HICON/H2

®罩式退火炉,无论
采用的是电加热系统还是燃气加热系统，其安全性也获得
认可。 

高温退火利用二次结晶，以形成带磁化优势金相结构的晶
粒组织。高工艺温度（高于1150°C）和纯氢工艺气氛也可去
除材料中的硫和氮(4)。首先，干燥段（1）在上游处理过程中
干燥氧化镁涂层，防止在高温负荷情况下出现带卷层间粘结

（2）。高温退火的处理步骤（1-5）参看右侧图表。

艾伯纳设备的以下优势促使客户最终选择了艾伯纳HITT
罩式炉：

 »  采用密封的炉内空间，降低了氢气和氮气的耗量
 » 较低的燃气耗量
 »  获得专利的料架及对称的加热，实现整垛料卷的温度均
匀分布，保证：
• 均匀的磁特性 
•  带材边部损坏量降低，废品减少
• 极短的退火周期（加热） 
• 较长的内罩使用寿命
 »  在100％氢气气氛中冷却，并使用冷却罩进行冷却： 
• 显著提升产能 
• 改善表面光洁度 
• 防止进一步渗氮

参考设备的技术参数：

 » 直径：2000 毫米
 » 炉料高度：3000毫米
 » 最大净装料量：44 吨 (2 x 22 吨)
 » 加热方式：燃气式加热
 » 1座炉台/1个加热罩/1个冷却罩

 

MARIUS KREUZEDER

艾伯纳技术报道

NOCH NICHT RETUSCHIERT UND FREIGEGEBEN

艾伯纳首台HITT罩式炉成功发货，用于取向电工钢带的高温退火处理。

16

艾伯纳高温罩式炉 
HIT(T)

艾伯纳技术报道HICON® JOURNAL 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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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纳的数字化战略包括四个主题领域：数字化模型、数字
化设备运行、虚拟调试和数字化客户服务。艾伯纳尤其重视
总体拥有成本(TCO:Total Cost of Ownership)。这就对我
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艾伯纳的设备如何进行操作才能够
进一步优化流程和成本。 

各个领域的专家一直努力推进数字化和我们所致力的四大
主题领域。2021年，这些专家聚集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
队，共同继续推进数字产品管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更深入地了解数字模型，特别是模型
预测控制（MPC）的优势。

模型预测控制（MPC）已日益成为现代自动化解决方案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工业炉领域也有着很大的潜力。

艾伯纳一直致力于为各种不同的炉型开发数学模型。除了
具有代表性的功能，如炉料计算或带材温度计算以及计算
优化流程，模型预测控制（MPC）还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面
向未来的可能性。

基于炉子的数学模型，模型预测控制（MPC）可以计算出后
期的条件，从而描绘出炉子动态过程的后期进程。

这就能够实现一系列有用的功能。以下是我们对这些功能
的简要介绍。

优化过渡阶段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连续式热处理设备中带材过渡阶段的优
化。对炉子设定值的预测性调整可以大大减少废带的数量。 

精确计算所需过渡带材的最小可能长度，提高设备产能。对
带材温度的精确计算和记录，即使是在过渡阶段，也可以评
估带材末端的品质。

根据不同的目标参数，优化设备运行

模型预测控制（MPC）也为设备的运行方式提供了新的可能
性。除了强调产能最大化，设备关键部件压力最小化以及废
料最小化的运营战略外，优化能源的使用也变得日益重要。

处理故障的例行程序

故障的出现则经常需要重新计算炉子的各个设定值，如设
定点温度或带材速度。为了能够继续进行生产，模型预测控
制（MPC）可以为每次后续的炉料计算正确的退火程序，直
到故障排除。

自身优化和预测性维护

不断评估过去收集的数据，能够实现系统的自我优化。通过
连续计算炉内传感器阵列收集的值的合理性，可以及早发
现不同设备部件可能出现的测量误差和缺陷。

可视化的新可能

高性能的模型可以对历史数据和数值进行描述和有效分
析。最新的数据，加上模型预测控制（MPC）计算出的预测
值，可以对生产进行优化规划。

数字化产品管理
模型预测控制 - MPC

PETER GOSCH

艾伯纳新闻
数字化产品管理

18 HICON® JOURNAL 2021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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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德国的Bilstein公司拥有110年的历史，主要生产
各种高品质的精密钢产品，最近宣布对其位于肯塔基州的
工厂进行扩建。

作为一家植根于欧洲，以质量、创新和传统著称的私营中
型企业，Bilstein公司和艾伯纳都看重以高效的方式开展业
务。  

Bilstein公司已为美国客户提供产品超过30年，并于2009
年成立了Bilstein美国公司。

几年后，他们决定在肯塔基州建造一座冷轧厂。不幸的是，
在首期项目中，艾伯纳未能成功供货氢气罩式炉。

但是，对于计划2022年春投产的扩建项目，Bilstein公司选
择艾伯纳作为合作伙伴，供货6座HICON/H2

®退火炉台。 

大约1000吨的炉料同时在这些炉台上进行加热退火，采用
氢气作为保护气氛，通过精确的加热和冷却，获得精确的冶
金性能。 

先进的优化和建模软件充分考虑到每个料卷，保证实现精
确和一致的产品质量。

该集成系统持续监控并根据需要自动调整工艺参数，确保
满足每个料卷的需求。 

艾伯纳一直都是全球精密钢生产商的首选，因为我们深知

汽车和工具钢行业所需钢材的精度要求。在不久的未来，将
被推广到较旧的非艾伯纳批式退火设备。 

最近，我有幸参加了Bilstein公司的奠基仪式。并且作为扩
建项目中的主要合作伙伴获得了认可。

艾伯纳能够再次与Bilstein集团携手合作，尤其是位于美国
的项目，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我们期待着艾伯纳位于俄亥俄州的子公司伴随Bilstein美
国公司，共同迈向成功的未来。我们要感谢Bilstein团队的
专业精神以及他们对艾伯纳的信任。

www.bilstein.com

HERBERT GABRIEL

艾伯纳
来自美国的新闻

从左到右：Brent Wilson (BCRS首席执行官), Herbert Gabriel, 
Francisco Ibarra (BCRS项目经理)

NOCH NICHT RETUSCHIERT UND FREIGEGEBEN

Bilstein公司新项目在肯塔基州的鲍灵格林盛大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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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循环模式
Speira Grevenbroich工厂采用最先进的退火技术扩大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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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ira是一家活跃于全球的铝制造和回收公司，共拥有七
大制造中心，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加工企业。

Speira与高奇公司的合作开始于1985年，当时的采购订单
包括30座铝箔批式炉和10座单室高架炉。

这些设备在当时都成功投产。

由于Grevenbroich工厂的产能进一步扩大，高奇公司在随
后的几年里又先后供货8座退火炉。

两家公司之间成功的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2021年，高奇公司又向Speira公司成功交付4座铝箔退火
炉。 

两家公司成功的合作又添新篇章。新设备配备最先进的部
件，能够满足Speira公司的高质量标准。

除此以外，高奇的退火炉还支持Speira公司环保方法，即在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地减少生态足迹。

高奇最新的烧嘴技术，结合P型辐射管和成熟的高奇气流技
术，确保生产过程中实现最佳性能。

工艺循环系统将蒸发的碳氢化合物从炉子中抽出，并通过
一个催化器来清除污染物，从而满足环保要求。

空气/空气热交换器与炉子相集成，能够以规定的速度控制
炉料的冷却，而废气管道中的一氧化碳测量系统则能够对
炉子的燃烧值进行监控，确保燃气式烧嘴始终在最优设置
下运行。

尽管冠状病毒大流行带来了许多重大挑战，但在与Speira
团队的密切合作下，安装阶段经过精心规划下顺利实施。

此次安装工作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预安装的炉子模块是
通过屋顶运进车间的。

而电气系统的计划和调试，得到了来自奥地利艾伯纳电气
和自动化技术团队的支持与合作，再次体现了艾伯纳集团
成员之间的良好合作。

www.speira.com

RAINER EHMANN

高奇
来自德国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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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顶控制路径

用于箔材的炉子，以及装料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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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一场严峻的火灾后，新设备重新调试并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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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底的某个星期天晚上，Blue Blade公司因一
个意外而登上了当地的晚间新闻：一场大火烧毁了工厂的
大部分屋顶!

值得庆幸的是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但大多数生产设备都
遭受了严重的损坏。

其中受损严重的设备包括艾伯纳制造的调质处理线，这是 
Blue Blade公司的生产支柱。 

令人惋惜的是该生产线新近进行了升级改造，改进淬火工
艺，实现无铅运行，钢带材在高速氢气喷射中进行淬火处
理。 

听闻消息，艾伯纳公司立即行动起来，协助我们的客户进行
初步火灾调查。

当地调查人员解除现场封锁后，该公司进行了彻底全面的
的评估。

调质线的几乎所有主要设备都受到损坏，包括奥氏体化炉、
淬火炉、碾平炉和回火炉。 

其中一些部件运送到俄亥俄州华兹沃斯的艾伯纳美国公
司，进行拆解、清洗并加装新的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管道系统和阀站被完全破坏，且无法修
复，只能进行重新安装。 

该生产线的部件经过喷砂、喷漆、重新布线和彻底的质量检
查之后，发货至现场进行安装。

与此同时，现场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改造，安装了全新的
屋顶、电线、管道等。

更值得注意的是，Blue Blade公司的这条二次安装和调试
的艾伯纳调质生产线，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

这项工作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尤其是在新冠疫
情期间以及相关供应链问题的高峰期间，充分体现了Blue 
Blade团队和艾伯纳人员之间的承诺。 

Blue Blade和艾伯纳共同宣布：HICON®生产线再次投入生
产。Blue Blade公司可以再度服务于他们的客户，并继续在
业内以高品质而著称。  

艾伯纳十分感谢Blue Blade在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项目中给
予的密切合作。在下一期的HICON®杂志上我们将介绍更
多关于新设备及其背后的技术。

www.bluebladesteel.com

HERBERT GABRIEL

艾伯纳
来自美国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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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解决方案， 
成功获得专利
艾亦特研发出电加热式水平筒形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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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孚信达双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铜和铝复合材料制
造商，其产品主要用于电力传输行业。

最近，孚信达开始寻求提升退火产能，并且对设备有着严格
的性能规范。产品轧制后，需要在320°C的温度下进行光亮
退火。经过退火处理的材料在55°C以下移出退火设备，表面
必须保持无损坏和无划痕。退火设备产能设计为6吨。常规
产品如线材和母线材料参看右图。

在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了罩式退火炉。为
了提高炉子的产量，我们建议是利用料架将铜料卷倾斜放
置于炉台上。然而，倾斜松散的装料方式却无法保证材料表
面无损坏。此外，如果客户采用这一装料方式，则装料量会
比较低。大部分的炉内空间会是空的，无法满足所需的产能
要求。

第二个选择方案是采用批式炉，即箱式炉。这样就无需倾斜
装料，炉料直接装入炉内，并且产能也完全能够满足客户的
需求。但是，该种炉型采用氮气作为保护气氛。这意味着炉
里的氧气含量将不低于2000ppm，退火产品的光亮表面则
无法得到保证。此外，该种炉子在冷却阶段的冷却速度较
低，无法达到客户规定的55℃或更低的出炉温度。  

艾亦特的设计人员转向一个全新的思路：设想一种“水平罩
式炉”进行光亮退火处理，结合了罩式退火炉和批式/箱式
炉的优势。

这一独特的设计已成功获得专利。

经过几轮讨论和改造，艾亦特的水平筒形炉终于设计成型。  

该炉子共包含以下主要部件：

 »  加热罩：电加热系统，外部连接至冷却风机
 » 带扩散器的炉门
 »  内罩：循环装置、热交换器和氮气直接冷却装置

在冷却阶段，氮气通过风机从炉内抽出，在热交换器中冷
却，然后循环回至炉内。

下图为该设备在组装期间拍摄的图片。

截至本文撰写时，该炉子已包装完毕，准备发货至客户现场
进行安装和调试。

我们要感谢烟台孚信达选择艾亦特，更感谢他们在这一创
新解决方案研发期间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www.fisend.com

刘宁
艾亦特
来自中国的新闻

常规产品如线材和母线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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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43) 7722 68420, 邮箱: hpi@hpi.at
C-R-C Casthouse (R)Evolution Center
电话：(+43) 720 569 150, 邮箱: sales@crc.info

Schloßstraße 32, 5282 Ranshofen
奥地利

GNA alutec Inc.
电话：(+1) 514 956 1776, 邮箱: info@gna.ca

9495 Trans-Canada Hwy
Saint-Laurent, Quebec, 4HS 1V3
加拿大

集团

www.c-r-c.info艾伯纳

Casthouse (R)Evolution Center, Ranshofen艾伯纳 研究与开发

展会会议2022

由于新冠疫情，制定参加展览会的计划变得异常困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创建了艾伯纳学院。通过现场网络研讨会
和培训课程，艾伯纳学院可以让您了解新产品的开发情况，并随时了解EBNER技术的最新情况。

 敬请访问https://academy.ebnergroup.cc/en/live-webinar进行注册。

 HICON®

可通过邮件发送啦！

我们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任一分公司，在那里您更多的了解艾伯纳技术。

2022年5月9日-13日 WIRE 2022 杜赛尔多夫 德国 展位号： TBA
2022年7月6日-8日 中国国际铝工业展览会 上海 中国 展位号： 1H10

2022年9月27日-29日 ALUMINIUM 2022 杜赛尔多夫 德国 展位号： TBA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