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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哈萨克斯坦建筑产业的核心技术 
和设备技术

哈萨克斯坦当前的经济繁荣也促进了建筑领域 

的发展。大都市里对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的需求源源不断。 

同时预制件建造方式成为了趋势。第3页

超过88年的特色传统

跨越海洋的缆车、存放100,000吨铝卷材的大型高 

架仓库、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预制件工厂-沃

乐特历史上无数的项目证明了其绵延不断的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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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旺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优质铝制品生产商之一。至2018年，

该企业计划将年产量增加两倍，即从目前的100万吨增加到 

280万吨铝材。在距离北京东南部130公里的港口城市天津将

建成三个全新的用于生产领域硬质合金、软质合金及金属箔的

轧制厂。应用领域涵盖从航空工业到易拉罐、包装盒再到优质

超薄铝箔。其中两家工厂已经在建设中，第三家正在开挖。这

几家工厂的智能仓储技术和全自动提升系统全部采用沃乐 

特的核心技术。

存储100,000吨铝材的高架仓库
总容量为100，000吨铝材的三个高架仓库目前已经建成。最长

的长度为504米，150列分别位于5层货架上可为1500个铝卷材

提供存储。另外还有一个长275米，高31米的高架仓库可提供

1200个位置，以及一个长300米，高33米用于存放成品的高架

仓库，共10层，拥有2100个存储位置。15至32吨的有/无木托

的重型卷材存放于高架仓库内。始终两个货架操作设 

备负责在一个通道货架上的全自动化装载和卸载。为了使敏感

铝卷材从整个材料传送直到装载的过程中实现无损运输，忠旺 

集团还决定采用全自动提升系统。16台自动起重机和机械手在

多个平面存储仓库投入使用，吊车轨道长达500米，跨度达 

31.5米。“我们在天津连接工厂区时可以投入我们全部的知

识。”沃乐特的副总裁Oliver Wolschinski为此感到 

高兴。“涵盖范围从用于铝锭和铝卷材的自动起重机到各种运

输系统，如升降机、摆渡车、滑轮运输轨道和货架操作 

设备再到保证物流传送连贯无误的自动测量和识别系统。”

 
安全堆放不平整扁锭
在加工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有精细的解决方案。例如粗制铝 

锭深加工前堆放的平面储存。采用沃乐特铝锭翻转台,重达 

35吨，尺寸约为9x3的铝锭可实现中心定位、固定、统计、测

量，以使其能安全地水平堆放。一部升降机随后将铝锭运送到

长300至500米的平地储存仓库内的自动起重机上。自动起重

机和机械手全部自动化地堆放调整这些铝制重物， 

中国忠旺集团在天津轧制生产基地同时建造了三个新的全自动生产车间。该集团采用了沃乐

特物流优化的材料输送、仓库流程以及专业技术。最长的高架仓库长度超过半公里，能够为

1500个铝卷材提供存储。另外两个仓库分别能够存储1200个和2100个铝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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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很高兴能向您展示我们新的客户

杂志。我们在这第一版杂志里向你们介

绍一些作为经验丰富的装备专家不久前

刚刚为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客户实现的

具有决定意义的重点项目。

作为家族式运行的传统企业，我们自

1925年起就提供面向未来的技术和解决

方案。在这方面沃乐特代表着“德国制

造”的核心技术和工程。作为全球性公

司我们于2012年与我们的子公司北京沃

乐特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一同走近了

您的身边。我期待着与您的进一步接

洽，同时也祝愿您今天在阅读杂志时收

获喜悦。

谨致问候

蔡永娟

沃乐特商贸（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尊敬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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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抛光技术的104米混凝土翻斗轨道实现了
沈阳万融混凝土预制构件的高效生产
沈阳万融预制构件工厂引进的一条全自动混凝土翻斗轨道实现了更安全的混凝土运输。

送到隔壁厂房。“一项特殊的挑战是将混凝

土搅拌站所在的厂房与生产线从其所 

在厂房的侧翼连接在一起”，沃乐特亚洲销

售执行总监Steffen Schmitt解释道。这

一问题通过一种特殊的桥架结构得以 

解决。首先翻转料斗通过一个液压起重装

置完成一个从2.1米到5.75米的提升，之后

翻转料斗再借助摩擦轮驱动经过起重机 

桥架行驶到混凝土浇筑线的最终位置。

在控制方面翻转料斗轨道是全自动的并整

合在整个生产流程里。“由此我们成功实现

了从混凝土搅拌到实际预制构件生产整个

过程的100%最佳协调。这会带来最大的设

备生产效率”，沈阳万融的首席执行官姜鸣

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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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工厂

自2014年中，建筑企业沈阳万融现代建筑

产业有限公司就在位于中国东北的大都市

沈阳生产大型混凝土预制构件,预制和混凝

土预制半成品，如用于新住宅建设项目和

基础设施项目的双层墙和楼板。为了使新

的预制构件工厂内混凝土浇注过程始终保

持全自动以及原材料数量的准确，现在将

混凝土搅拌站用一条104米长的双轨全自动

翻转料斗轨道连接到生产线上。为此需要

核心技术和最先进的运输和起重技术。

双轨翻斗轨道连接厂房
为了装载混凝土，首先双轨翻斗轨道上的

旋转翻斗在地面高度行驶到混凝土搅拌站 

的下方。多达2.25m3的混凝土将被倾倒至

翻转料斗中。为了全自动地为混凝土浇注

线提供原料，混凝土翻斗随后以2m/s的速

度经过一个总行驶长度97米的运输将原料

视线之所及，铝卷即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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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五个铝锭上下重叠。这是一项特殊的

挑战，因为这些未加工材料在熔化后呈现

出不同高度的楔形。但机械手的智能起重

机与四条吊车钢缆的运行相匹配，以确保

材料无损伤地就位和铝锭安全地堆放。在

切割和铣削后地下轨道摆渡车将铝锭 

送到热轧厂。所用的传送系统都在4米每秒

的高速区域运行。“在如此荷载下这是一个

真正的挑战。丰富的项目经验有助于我们

应对这一挑战，”Oliver Wolschinski这

样表示。   

 

冷却：铝卷材主动冷却系统
沃乐特所研发的另一项特别之处在热轧厂

的高架仓库里投入使用：一种主动式独立

位置冷却系统。“忠旺集团采纳了我们的

建议，将铝卷在热轧后先暂时放置在一个

高架仓库里，从而比放置在平地储存仓库

里更能方便地控制其温度”，Oliv e r 

Wolschinski表示。热轧后的铝卷材温度

高达350°C。沃乐特的主动冷却系统为每个

仓储位置单独提供新风，由此铝卷材温度

相比通常情况下降明显更快。在整个通风

系统中一个恒定的流速保证所有位置的铝

卷材在控制下以同样的速度冷却。50小时

之内所有铝卷材就具备再加工条件。除了

时间优势外还可以由此减少循环过程中的

铝材体积和缓存仓库所需的仓储容量。

在仓库、热轧厂和冷轧厂之间运输铝卷材

时沃乐特的专家们采用了重型托盘车。这

一特殊的沃乐特解决方案可以在没有用于

工厂交叉运输但使用不便的滑轮运输轨道

的情况下将铝卷材在轧机上装卸。取而代

之的是成对并行行驶的地下托盘车。在厂

房地板上预留用于嵌固支撑柱的边长仅为

6cm的凹槽。在这些支撑上放置着在地面上

进行运输的铝卷材。地板上的窄边凹槽在

任何时候均可越过，这样所有设备部件均

可触及—例如工厂消防。支承柱可以在卸

载滑轮运输轨道上的铝卷材时伸展到车

上，由此可以将铝卷材连同托盘一起提

升。成对的地下托盘车行驶时保持绝对平

行，行驶和起重一样都是同步的。

铝卷材和成品的安全运输属于生产过程中

的关键部分。全自动的解决方案可以将受

损的风险降到最低。忠旺的新轧制厂在生

产时会自始至终采用这些解决方案。由此

忠旺集团可以确保未来铝制产品生产的高

品质。新轧制厂计划在来年投入使用。

沈阳是辽宁省的省会，是中国东北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心。

领先的欧洲技术企业如宝马集团和巴斯夫都已经在此成功落

户。不久前一个由沈阳市市委书记曾维率领的代表团出访了欧

洲，其中也包括南德的慕尼黑。显示了该地区是最重要最有吸

引力的投资基地之一。

代表团着重指出沈阳为投资者提供强大的吸引力和有利的地理

位置。在过去几年，沈阳作为工业大都市取得了卓越成就，成

为了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基地之一。同时阐述了整个地区在

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措施方面所定下的发展目标。建筑产业在

其中也具有中心地位。目前启动了诸多新的住宅建设项目，也

形成了了对新工业区、大学、购物中心以及酒店和休闲服务的

多样投资计划。在迅速发展的建设活动方面沈阳更多地采用预

制件建造方式。在这一框架下，曾维书记在访问德国时和混凝

土预制件生产领域的领军性设备专家们进行了会谈。在和沃乐

特的负责人Gerhard Geist会谈期间讨论了当前的技术趋势。

沈阳市长在德国的代表团之旅

Ph
ot

o:
 F

ot
ol

ia
, G

lo
ba

lM
ic

ha
el



用于哈萨克斯坦建筑产业
的核心技术和装备技术

哈萨克斯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荒原 

和沙漠。但它又是世界上原材料最丰富的

国家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哈萨克斯坦的

经济状况在最近几年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围绕着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居民数量在 

增长，对价格合理的住宅的需求也在上

升。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大量的住宅建设

项目和发展规划刺激了这一需求的增长。

因此用预制构件建造方式推动统一、现代

化的建筑体系。

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建筑行业意识到了这一

点并目标明确地对用于生产如墙体、楼板

等平面混凝土预制构件的最先进技术进行

投资。“但预制件建造方式需要大量核心

技术和最先进的装备技术。在此，我们从

一开始就在哈萨克斯坦实行一种全新的质

量标准并由此显著提高我们的市场地位。

作为技术供应商，沃乐特的丰富知识帮助

我们迈出了这一步”，哈萨克斯坦北部具有

领军地位的建筑公司之一KKK混凝土公司的

总经理Alexander Kiku如是说。

从3D模型到成批量生产混凝土预
制构件
对位于哈萨克斯坦中部卡拉干达州的 

KKK混凝土公司来说这是公司历史的里程

碑——开始进行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在

面积为6000平米的工厂里除了空心楼板外

未来还会生产实心墙、夹层墙和用于交钥

匙工程建筑的实心楼板。未来将为客户提

供种类广泛的预制构件全套产品，从批量

生产的标准化墙体部件、楼板部件到复杂

的外墙部件和特殊部件。

最先进的机械技术实现了高效的生产流

程——从全自动托盘清洗、模板清洗、混

凝土浇注到混凝土预制构件通过最先 

进的货架操作设备在养护室里的进出

库。“通过高度自动化我们在哈萨克斯坦

市场上达到了一个新标准。”KKK混凝土公

司的生产主管Anton Kiku这样说道。CAD-

CAM控制的大型绘图仪以+/-1mm的误差用

1:1的比例在模板表面绘制将要生产的混凝

土预制件的轮廓。现代化的半自动混凝土

布料机负责混凝土浇注过程。混凝土出料

通过针辊/活门构造完成，期间出料体积和

针辊速度（调频）根据不同的混凝土组份

进行了优化调整。

“KKK 混凝土公司由此可先行介入并且借

助建筑模型（建筑信息模块BIM）所生成的

可扩展3D数据早在设计阶段就可以开 

展工作。这些数据模型将通过CAD/CAM控制

直接传输到机械技术中。”沃乐特高级销

售经理Igor Chukov描述道。

清水混凝土品质的实心和夹心构件
建筑公司TOO Bolashak也顺应了预制件 

建造方式的趋势并采用了虚拟建筑建模。

在用于多层住宅和工业建筑的先进建筑体

系领域，公司在哈萨克斯坦西部乌拉尔斯

克的总生产基地投资建造一家生产实心和

夹心混凝土构件的预制件工厂。公司选择

了沃乐特作为核心技术和技术供应商并 

和KKK混凝土公司一样大量采用高度自动化

技术并保证卓越的预制构件品质。

生产优质夹心墙体的装备方案既有密 

实上层板达到清水混凝土品质的高频振动

台，也有用于高配筋率受力板密实的低频

振动台。获得专利的沃乐特振捣台以 

带有可调节不同冲击力的多个伺服驱 

动的同步化为基础，从而可以积累能量，

达到各个混凝土重量所需的最佳压实能

量。“亮点无疑是特别节省面积的抛光平

台”，TOO Bolashak的生产主管Nurzhan 

Sakharov阐释道。该抛光平台被安装在循

环系统上方的两个工作平面中的其中一个

上。经过确定的硬化时间混凝土构件 

通过摩擦轮和一部齿条推动器直接从养护

室的上层区域被传送到抛光区。桥梁式旋

转叶片抛光机保证了模板光滑的表面。这

里采用的是叶片可调和转速可调的电驱动

抛光头。

哈萨克斯坦实行建筑可持续发展
“哈萨克斯坦已经准备好进一步发展”， 

TOO Bolashak的Kaydar Koshanov这样解

释道。“为了更多的发展，为了更多的建设

活动。预制件建造方式将可持续地改变哈

萨克斯坦的面貌。我们将会采用新的建筑

技术，为人们提供低价的住宅，为工业和

公共机构提供必要的建筑基础设施。”

哈萨克斯坦当前的经济繁荣也促进了建筑领域的发展。大都市里对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的需求
源源不断。同时预制构件建造方式成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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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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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场和砂岩采石场的工作。从“飞行的

滑轮运输轨道”到运行荷载达20吨的 

翻斗轨道，沃乐特直到60年代都在研发更

多的解决方案。一个巅峰之作是长1000米

的拥有世界上最大跨距的缆车-从委内瑞拉

到位于海上的一个岛屿。

沃乐特的工程师一直面对着特别的挑

战。早在公司还是一个小装配车间的起步

阶段，就已经设计出了用于葡萄园经营的

第一批缆车-大获成功：从匈牙利到美国这

些灵活的重物搬运机广受欢迎。此后又研

发了材料运输轨道-极大地简化了采石场、

自动化的推动
这个家族企业从一个小车间持续发展为一

个在亚洲和南美洲拥有子公司的跨国 

大集团。最初由Hermann Vollert(赫尔

曼·沃乐特)于1925年建立的家族企业在历

经三代家族期间取得了成功的发展。具有

敏锐观察力和核心技术的专家们始终关注

整体大局，由此推动了新行业的自动化发

展。缆车的原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

应用于绳索牵引装置，由此推动了木材和

陶瓷工业的变革。砖厂和陶瓷生产商如

Villeroy & Boch同样改用现代化的循环

生产，当今在最现代化的全自动混凝土预

制件工厂也被采用。2003年沃乐特参与了

泰国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预制件工厂的建

造。不计其数的精炼厂、港口和火车调度场

也在更安全地装卸货物时应用了创新的沃

乐特技术。 

 
全球80多个国家的客户
世界各地每天都有大量的重物通过沃 

乐特的设备运输。从钢铁、金属和铝材工

业的最大的重型货架操作设备到1974年研

超过88年的传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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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第一个全自动编组机器人-当时就已采

用了环保的电池驱动-再到慕尼黑的宝 

马集团所采用的全自动汽车库。还包括汽

车制造和商用车工业，从戴姆勒到大众 

和奥迪再到EvoBus和利勃海尔所采用 

的大部件喷漆设备-沃乐特无处不在。沃乐

特采用高效技术和创新细节沃乐特设备制

造（中国）有限公司推动了全球领先的企业内

部物流的发展，由此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

跨越海洋的缆车、存放100,000吨铝卷材的巨型高架仓库、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预制件工厂-沃
乐特历史上无数的项目证明了其绵延不断的企业创新力。2015年沃乐特将庆祝成立90周年。

未来的混凝土预制构件工厂采用最先进的机械

技术，优化的流程和新型生产工艺。技术创新明

显推动了装备生产力的发展。

更快，更好，沃乐特

为了让客户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混凝

土预制件的生产商采用了新的解决方案。

创新必须带来更快更合理的工作步骤，更

低的材料消耗，明显的质量提升以及更高

的产能。这包括生产过程所有的工作步骤-

从托盘和模板的准备到混凝土浇注和翻转

过程再到装载技术。沃乐特的工程师作为

创新推动者一直致力于为新混凝土预制件

厂提供量身打造的技术方案并且在现代化

和最新预制件建造技术方面是核心技术伙

伴。当前的重点机械产品也体现了这一点。

SMART SET模板机器人——
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精度
沃乐特凭借模板机器人SMART SET展示了 

工作特别迅速精确的最新一代多功能机 

器人。模板机器人通过四轴联动实现 

CAD/CAM控制的模板系统和预埋件的定 

位以及轮廓的绘制。在系统加速度为  

5m/s2 时，X和Y轴以 4m/s的速度水平运

动，Z轴以2 m/s的速度垂直运动。旋转轴

以180°/s 的旋转速度和450°/s2的加速度运

行,实现了机器人系统的精确移动。结合可

以+/-180°旋转的夹具，由双曲面齿 

轮传动装置驱动，最大的往复精确度为 

+/- 0.4mm。“精确、高运行速度以及加速度

值 的 结 合 在 混 凝 土 预 制 件 领 域 确 

立了一个新标准”，沃乐特的副总裁Bjoern 

Brandt强调道。

178个真空吸盘实现了高效的双层
墙生产
如今中心保温双层墙的生产也采用真空技

术。沃乐特新研发的真空翻转器的178个真

空吸盘保证了在提升和翻转运动时的高吸

附力。这不但可以提高产量还尤其可以在

真空翻转架上生产不同尺寸的墙体。为了

将预制件固定在翻转架上，真空吸盘将抽

真空。没有抽真空的真空吸盘将通过电磁

阀自动关闭。此外个别真空吸盘可以手动

90°旋转，可以最佳匹配预制件的几何形

状。所有真空吸盘的概况通过图形显示在

一个可视化显示屏上。密封焊接的框架结

构保证随时提供足够的真空储备。在翻转

运动时重力落在一个气动可折叠长挡板上，

避免预制件侧滑。侧面还安装了无极可调

的横挡板，在安装上面板前被固定，以使

预制件在翻转时位于准确的支撑位置。手

工可调的间距支脚用于调整将要生产的双

层墙的厚度，调整范围为100–550mm，每

次调整10mm。混凝土预制件的马蹬和翻转设

备的间距支脚都保证了双层墙符合所要求

的厚度。

用于中心保温混凝土预制件生产的
4000大气压
节能的混凝土预制件如保温双层墙或夹心

墙将在全球广受欢迎。经济性的生产却需

要新的技术以能够生产流程中严密组织和

时间间隔短的条件下生产大量优质的 

预制件。沃乐特的ISO-MATIC 2.0通过合

适的自动化保温材料切割实现了这一点。 

6轴切割机器人以175°–360°/s的轴速和

0.05–0.06mm的位置往复精度将各种保温材

料（EPS，XPS，矿棉等）精确切割为所需

要的形状和长度。此外省去了预埋件开孔

或卫生设施和电气设备安装的额外钻孔和

切削工具。这节约了时间，减少了材料浪

费。ISO-MATIC 软件从已有的CAD数据全自

动生成所需的切割样式。客户所需的基本

设置（已有的保温板厚度、距离和连接锚

杆型号等）可以简单地进行整合。精确的

水射流切割头负责进行切割。4000大气压

的压力实现了所需的2D或3D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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