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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板材
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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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金属是全球领先的不锈钢、碳钢、铝，以及有色金属冷轧板带的生产和加工
处理设备供应商之一。产线包括酸洗、冷轧、退火和热处理、表面处理、涂镀精整、冲
压深拉、废酸再生等相关领域的设备。业务领域还涵盖钢、铜、铝行业的工业炉交钥
匙工程和烧嘴、耐火产品，焊接系统以及金属加工工业综合服务。此外，安德里茨持
有德国舒勒集团95%股权，舒勒是全球成形设备领域的技术先驱以及市场领航者，
面向整个金属成形工艺以及在轻量化车身结构领域提供最为先进的压机、自动化设
备、模具、工艺技术以及相关服务。舒勒的产品跨越众多领域，客户不仅包括汽车制
造商及其供应商，还有来自锻造、家用电器、包装、能源和电力等诸多行业的公司。舒
勒同时还是铸币技术的市场领跑者，并为航空航天、铁路运输和大口径钢管行业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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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集团
全球市场的领导者

金属
生产和加工不锈钢、碳钢和有色金属带材的系
统和设备；工业炉；电阻焊接设备；金属成型压
力机。

水电
水力发电厂的机电设备（涡轮机和发电机）；泵
（例如用于水的运输和灌溉）；火力发电厂的
涡轮发电机。

制浆造纸
生产纸浆，造纸，纸巾和纸板的系统和设备；能
源锅炉；无纺布生产设备。

分离
市政和各行业的固/液分离设备；包括用于生
产饲料和生物燃料颗粒的系统和设备。

其他重要的业务领域还涵盖了动物饲料、生物
质粒以及自动化。在自动化领域，安德里茨已
在iiot（数字化工业物联网）注册了Metris的商
标，提供多元化的创新产品和服务。此外，安德
里茨还活跃于发电技术（蒸汽锅炉厂，生物质
发电厂）和环境技术（烟气和废气净化厂），提
供用于生产无纺布、溶解浆和人造板的设备以
及再生工厂。

安德里茨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国
际工业技术集团，为许多行业提供工
厂，设备和服务。在这些行业领域内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安德里茨集团概览

•	近170年的经验沉淀
•	总部位于奥地利格拉茨
•	近29,000名员工
•	在全球拥有超过280个办公地点

水力发电

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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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条已安装的生产线 200,000,000 

130,000,000,000 
330 70 1000 根已安装的板形辊

         

330 台已安装的轧机

每年使用安德里茨焊接设备生产的
拼焊板数量

每年使用安德里茨凯撒冲压
机产出的零件数量

我们的业绩超过

印度
Bangalore
Calcutta

中国
北京
佛山
上海

奥地利
Graz
Vienna

德国
Bretten
Dusseldorf
Hemer
Moenchengladbach
Windeck

荷兰
Amsterdam
rotterdam

英国
London

法国
Asnières-sur-seine

瑞士
Neftenbach

巴西
são Paolo

美国
Ambridge, PA
Cal lery, PA
Canonsburg, PA
Chesterton, iN
Conway, PA
Homestead, PA
New ross, iN
Novi, Mi
Orlando, FL
rock Hi l l ,  sC
south Hol land, iL

个已安装的碳钢和不锈钢
工业炉

个已安装的铝和铜工业炉

俄罗斯
Moscow

安德里茨金属位置分布

*不包括舒勒集团

安德里茨金属*
全球分布

1,440
名员工

在金属工业
领域超过

150年
的经验积淀

7个
创新中心

500+
名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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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为以下行业
提供解决方案：

碳钢 不锈钢 铝/有色金属 焊接 冲压

碳钢是一个迷人的具有力学性
能的材料，从热轧卷到高附加值
的产品，它都具有广泛的用途。

安德里茨可以帮助您处理和成
型直至完美成品。几十年在不
同应用领域的经验和技术帮助
我们激发新的想法和专业的解
决方案。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
起，安德里茨可以帮助客户对
材料进行最优质的加工、处理
和成型。

•	加热
•	酸洗、酸再生
•	冷轧、	板型控制
•	退火
•	涂层
•	精整线
•	锻造与热处理

从热轧退火板带到日常生活
所用的不锈钢器皿，迷人的不
锈钢产品无处不在。不锈钢是
耐腐蚀耐热或耐化学性产品
的解决方案。考虑到额外的生
命周期成本和环境因素，不锈
钢是家居用品、商用厨房、水
槽、面板、建筑、洗碗机和刀具
的首选材料。

•	加热
•	酸洗、酸再生
•	冷轧、板型控制
•	退火
•	精整线
•	锻造与热处理

铝：	 铝具有高强度特性，轻型
汽车铝部件具有等同于钢部
件的强度而重量只有钢件的
一半。广泛应用于：汽车、航
空、造船、包装等领域。

有色金属：铜，铜合金和特殊
材料。

•	熔炼、保温
•	加热
•	酸洗、钝化
•	冷轧、	板型控制
•	涂层
•	精整线
•	热处理

安德里茨是您的激光拼焊和
电阻焊接系统的专家。如果您
从事激光拼焊行业，您会知道
焊接边的准备工作非常的重
要，两个焊接边部对拼的间隙
越小，才能更好地吸收直径为
0.4-0.6毫米的激光光斑的能
量。通常若想达到两个胚料之
间的“零间隙“理想状态，几乎
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安德里
茨的焊接设备使之成为可能，
从而确保了所需的焊接质量。

•	激光拼焊
•	电阻焊接

安德里茨Kaiser是全球市场中
最有经验的板材成型压机和自
动化供应商之一。其已向全球
客户供应了超过8000台自动冲
压和金属成型压机（从630kN到
25,000kN），助其客户产出最高
品质的成型和冲压产品。安德里
茨Kaiser的钣金成型解决方案广
泛应用于汽车（OeMs和上游供
应商），白色家电，电子产品，电动
机层压，建筑和消费品等行业。

•	冲孔、冲压
•	裁切
•	印压
•	深压成型
•	钣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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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金属的技
术如何造就最先进
的汽车车身

安德里茨部分产品一览：

在拼焊线上进行焊接

在横切线，纵剪线和舒勒激光落料线
上切割

在带有板型辊控制的冷轧机上进行冷轧

在热浸镀锌线上进行退火和铝硅涂覆

在酸洗线中去除氧化铁皮

在舒勒热冲压线上进行热成型

用于门环的冲压硬化钢

在步进炉中加热板坯

在带有板型辊控制的冷
轧机上进行冷轧

在热浸镀锌生产线中进
行退火和镀锌工艺

在酸洗线中去除氧化铁皮

在安德里茨Kaiser压机
上进行冷成型工艺

用于车顶框架的双相
钢
通过减少厚度增加强度以达到
减重的同时，优化了碰撞性能

在步进炉中加热板坯

在连续热处理线中进行带
材热处理和预时效处理

在汽车表面处理线中进行带
材的酸洗和钝化工艺

在推钢炉中加热板坯

在横切线，纵剪线和舒勒激
光落料线上切割

用于外露零件的
6xxx系列铝
轻量，表面质量高，可成
型性好，时效硬化

熔铸的原生铝或再生铝板锭

在横切线、纵剪线和舒勒激光
落料线上切割

在热浸镀锌生产线中进行带
钢的退火和镀锌工艺

带钢在带有板型辊控制的冷
轧机上进行冷轧

在酸洗中去除氧化铁皮

在步进炉中加入板坯

在舒勒压机生产线上进行零
件冷成型

用于外露板的双相钢

最高的表面质量，良好的可
成型性，强耐腐蚀性，通过
减小厚度来减重

在舒勒压机生产线中进行
零件冷/热成型工艺

最高强度结合了很好的延展
性，可优化碰撞性能

用于前车架的超/
先进高强度钢

在横切线、纵剪线和舒勒激光落
料线上切割

在热浸镀锌生产线或电解镀锌生产线
中镀锌

在带有板型辊控制的s6辊轧机上进行带
钢冷轧

在酸洗线中去除氧化铁皮

在步进炉中加热板坯

在舒勒压机生产线上
进行零件冷成型

在横切线、纵剪线和舒勒激
光落料线上切割

最高强度优化碰撞性能

在拼焊线上进行焊接

1

1

2

3 4 5

2

5

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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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清晰带材温度曲线的板形辊
在冷轧过程中，轧机由于各种原因在带材宽度上会出现
无规律升温现象。这些温度差异导致带材长度的变化与
温度差异成正比关系。仅仅几度的温差就会导致带材形
状相当大的差异。现在，久负盛名的安德里茨sundwig 

BFi板型辊具备检测带材宽度上温度曲线的功能。下游
计算机系统和软件通过补偿温度影响，可对板型进行测
量，从而使板型测量避免受钢带温度因素影响。这个新
技术的板型辊对于温度低于200℃的带材是可选项，而
对于带钢温度高于200℃的情况，均需使用带钢温度曲
线测量。

板型控制系统虚拟培训工具
安德里茨板型系统在轧制过程中处于24小时不间断运
行状态。因此，根本不可能使用系统实体设备来培训维
护人员。但是借助虚拟VR组件，可以随时随地培训维护
人员。
该虚拟组件包括：
•	带有虚拟Vr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	虚拟VR眼镜，控制器和辅助工具

服务解决方案的
首选合作伙伴
备件/磨损件服务
凭借在这一领域多年的经验，安德里茨是您服务及售后
的商务合作伙伴。服务范围涵盖安德里茨整个产品组合
的备件和易损件：
•	经典的备件和易损件
•	为现场预组装过的备件
•	计算机辅助备件管理
•	带有工程备件和易损件的改进零件/产品

热轧，冷轧和酸洗线的维护
安德里茨Herr-Vass stamco在轧辊的检测、研磨、翻新、
回转、镀铬和表面纹理处理方面有专业的知识经验及设
备，能够制造、翻新和动态平衡辅助轧辊。除了提供完整
的轧辊服务外，安德里茨Herr-Voss stamco还可以将轧
辊轴承座重新调整为原始规格和/或对其进行修改以适
用于其他应用。不仅如此，服务人员还能完成自动辊缝
控制（AGC）,液压辊缝控制（HGC）以及维修和测试。

为所有知名制造商提供翻新和改造服务
安德里茨为所有知名制造商提供一站式翻新和改造服
务。这些服务可以使您的生产线恢复甚至升级到更好的
状态。从单个组件到整个生产线的交钥匙工程改造，再
到搬迁，安德里茨始终帮助您保持高效和高产的运营。

工具
安德里茨soutec提供用于激光拼焊系统的产品特定设
备和夹具，以及用于夹持的夹具（机器人和龙门架）。我
们为确保调试的时间尽可能缩短，在公司内部对所有工
具进行了提前测试。

虚拟现实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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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超200名专家
的经验，促进您的团

队发展

增强工艺稳定性 提升可用率 改善主要质量指标 提高总质量

快速响应速度 避免非计划性
停机时间

降低作业成本 长期保持已有
节省状态

操作支持：诊断，开机

数显未来

Metris

安德里茨结合创新科技和专业技术铸就了
安德里茨数字化解决方案——Metr i s。将工
业物联网涵盖的所有最新技术领域不断集
成到注重以结果为导向的解决方案，例如
Metris OPP（工艺性能优化系统）。主要重点在
于智能传感器，大数据和增强现实领域。智能
服务有效完善了Metris旗下产品价值。

Metris OPP：助推工厂或者整个制造厂的效
益。在Metris系列产品中，Metris OPP是一套
服务/解决方案，旨在提升金属产线的工艺性
能。工业物联网（iiot）平台使用大数据并提供
数字化支持工具，无需额外投资即可提高客户
工厂的效率和有投资回报率（rOi）保证的收
益。

Metris OPP如何运作?
智能的Metris UX分析可用的工厂数据，将其
与已经收集的数据对比，进行数据评估，从而
为商业智能、大数据分析、质量管理、增强现实
应用程序和流程信息提供有价值的输出。这些
结果对于提升已安装的系统的效率和性能至
关重要，因此可以确保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

势。Metris OPP以安德里茨服务合同的形式提
供服务，这些服务支持是由各行各业诸多专家
构建的网络平台，根据客户要求提供现场或远
程协助服务。

自2007年起，安德里茨一直在开发该软件，为
的是确保该项技术始终拥有前沿技术。Metris 

OPP已在巴西、欧洲和美国等50多家工厂实
施，并取得了卓越成果，如15%的性能提升。通
过使用此解决方案，安德里茨能够为其客户创
造巨大的竞争优势。

从Metris OPP中获得

Metris
专有技术与经验的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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