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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铝锭、卷材
等的自动起重机

上海宝业采用现代化预制件制造技术

上海宝业集团通过现代化预制件建筑体系来建造有较高要

求的多层办公和住宅建筑。面对越来越大的建设项目,集

团现在对用于双层墙和楼板构件生产的高性能设备技术进

行投资。第2页

泰国SCG集团投资现代混凝土预制件生产

7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飞速增长，尽管政局不稳，但对

不动产的需求却未曾减弱。泰国的建筑业注意到了这

点，并对现代化平板混凝土预制件生产技术进行了投

资，SCG集团就是其中之一。第3页

天津已建成两座全新的大型铝轧制工厂，用于轧制硬质、软质

铝合金。中国忠旺集团是世界最大的高级铝制品制造商之一，

根据该集团计划，到2018年，建成的工厂将使年产量翻三番。

第三座生产金属箔产品的工厂已在初步规划中。在天津的1号

和2号工厂中，16座自动起重机和机械手为多个平面仓库服

务，并通过长达500 m、宽达31.5 m的起重机轨道连接着各个

深加工区域。“在连接各厂区方面我们可以用到全部的核心

技术”，沃乐特副总裁Oliver Wolschinski先生为此深感高

兴，“其所涵盖范围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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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自动测量和识别

系统。我们还发明了带有新型单一位置独立冷却系统的卷材高

架仓库。”据中国合作伙伴称，来自魏恩斯贝格的沃乐特专业

设备依靠领先的技术在市场上获得了额外优势。沃乐特的载重

专业设备常年精通于金属和铝工业领域的交钥匙模式内部物流

设计方案。

扁锭的安全堆放
1号厂（硬质合金）将用于汽车和飞机工业的铝板生产，在此

采用自动起重机对平面仓库进行操作。同时，自动起重机在

应力消除炉、高架仓库和再加工过程之间建立起连接接口。约 

120 x 500 m大的铸造车间作为起始，包含有八个压铸单元和

三个堆放铝锭的平面仓库。

该起重系统设计为双梁桥式起重机，跨度宽达27.5 m， 

行程达300 m，在1号厂共为2160个存储位置提供服务。压铸

过程后，重达35吨、尺寸约为9 x 3 m的铝锭可通过采用沃乐

特铝锭翻转台实现中心定位、固定、测量和标记，以使其能安

全地水平堆放，一部升降机随后将铝锭运送到起重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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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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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根据加工情况会有不同的扁锭厚度。但机械手的智能起重

忠旺集团在天津的新建大型轧制厂使用全自动起重机搬运板材和卷材，运速是普通起

重机的大约四倍。用于该起重机的技术、设备控制和仓储管理系统均来自德国企业内

部物流领域的专家沃乐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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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很高兴能向您展示我们新的客户

杂志。您在本期杂志中将看到，预制件

制造技术如何持续改变着中国。面对日

益增长的多层办公和住宅建筑需求，上

海宝业集团对现代预制板和双层墙产品

进行了投资。在铝业生产中，中国也达

到了越来越高的质量和生产量标准。在

中国忠旺集团天津新的大型轧制厂内，

沃乐特的自动起重机搬运着高达580度

高温的铝锭和卷材，并无论多远，都承

担着不同轧制、生产和仓储区域之间顺

利、快速的物流任务。

今年，我们这家传统企业迎来了成立90

周年华诞。更多内容请见本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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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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与四条吊车钢缆的运行相配合，以确

保材料无损伤地就位和铝锭安全地堆放。

四个特殊抓钩从侧向钳起35吨重的铝锭并

通过液压锁定。一旦到达预定的夹持压

力，铝锭就被抬起。遇到停电时，蓄压器

可确保即使在断电时也能为铝锭提供 

至少两小时的安全夹持。

由于平面仓库占地广，因此需要起重机能

够高速运行。此自动起重机运行速度为4 

m/s，即大约14 km/h——相当于步行速度

的四倍。“在如此荷载下这是一个真正的

挑战，因为一般室内吊车的运行速度为 

1 m/s”，Oliver Wolschinski先生表示。

虽然行程长，但通过自动起重机两侧的激

光控制双向测量系统实现了 +/- 3 mm的定

位精确度。同步监控装置确保起重系统 

始终与行驶轨道保持绝对垂直，并由此不

断为运行轨道和托盘车提供保护。

 
“丝绒手套一般的重载货物处理
铝锭整修后，另一架自动起重机将待轧制

的铝锭吊到隧道摆渡车上运往热轧厂。为

避免铝锭表面受损，需要通过夹持器格外

小心处理，轻轻从底面抬起铝锭并翻转

90°，接着在轧制厂经过多道热轧和冷轧

工序将其轧制成铝卷或铝板。在冷轧工序

期间，沃乐特的卷材机械手将26吨重的卷

材引导至回火炉以备后续热轧工序。起重

机涂有耐热涂料，保护其不被卷材高温灼

伤。自动铝卷中心孔识别确保夹持器正确

导向卷材。在生产链终端，又有一座带自

动起重机的平面仓库，在此，轧制好的铝

卷材准备包装和发货。   

 

针对不同工件的最大灵活性 
“这一项目中重要的不仅是对重载的快速

运输，还要有灵活可调节的载重器材 

可以适用于不同尺寸的单个工件” ，Oliver 

Wolschinski先生如此解释道。例如铝锭宽

度、铝卷周长和宽度都可能各不相同。沃

乐特的专家称，完全的自动化设备可实现

对损伤的最大防护。“在天津忠旺厂，自

动起重机实现了不同轧制、生产和仓储区

域的远距离顺利快速连接，它们的控制稳

定可靠，并且二十四小时全自动运行。”

上海宝业采用现代化预制件制造技术
上海宝业集团通过现代化预制件建筑体系来建造有较高要求的多层办公和住宅建筑。面对越来
越大的建设项目,集团现在对用于双层墙和楼板构件生产的高性能设备技术进行投资

从 2016 年 6 月起，上海宝业集团将生产

多达 800,000 平方米的双层墙、带保温的

双层墙和现代化楼板构件。作为中国建筑

业的先锋和潮流引导者以及高档住宅建筑

和现代化办公楼的建筑承包商，集团对最

现代化的设备技术和在混凝土预制构件生

产中领先的德国工程技术进行投资，以提

高其生产能力。

德国工程技术和高度自动化的机
械技术
新的设备循环方案采用带有最新的机器人

技术以及高效的运输和存储流程的高度自

动化机械技术。因此，高精度的置模机械

手和边模库机械手 SMART SET 运转工作，

确保了精确反复和无差错的置模、脱模和

仓储过程。在一个过程加速度4 m/s2  的

工况下，在水平的 X 轴和 Y 轴上以最大 

3 m/s 的速度运行，垂直的 Z 轴上以最大 

1.6 m/s 的速度运行。“高度的自动化确

保了整条设备线高效和资源节约型的运

行”，沃乐特的副总裁毕勇·布兰特描述

道。“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也是如此，一台

先进的、CAD/CAM 控制的 SMART CAST 自

动化混凝土布料机高精度地摊铺精确预设

的混凝土量。针对下一个混凝土浇筑过程

指令系统每次生成一个优化的操作程序并

传输到混凝土布料机。通过一个集成的重

力计量系统持续地对混凝土出料量进行采

集和监控。纵向和横向位移标定是通过一

个可以将定位值以毫米级精度传送给自动

控制器的智能激光系统来完成的。随后通

过一个低频、噪声极低的 SMART COMPACT2 

振动台进行混凝土压实。在双层墙的生产

中也同样采用了最新的技术。一个高度现

代化、吊顶式的 VArio TURN 翻转设备将

双层墙的上层板与下层板进行连接。在以

下的硬化过程中，混凝土构件存放在一个

覆盖的、热度可调节的 VArio CURE 养护

室里。一个安装在地面的货架操作设备完

成了进库和出库的过程，该货架操作设备

每次控制着带有 14 个或 16 个存储位置

的养护塔。

智能设备配置
“为了必要的生产能力，我们在循环系统

中采用一条标准线和一条快速线来运行”

，毕勇·布兰特描述道，“这样可以根据

建筑项目和负荷系数，在平行设置的运输

线上生产楼板构件或双层墙的上层板和下

层板。通过这个智能设备架构，在较短的

周期内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设备生产率。设

备的停机时间或等待时间均被最小化。

计划于 2016 年夏季开始生产用于高档住

宅和商业建筑的第一批墙板和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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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SCG集团投资现代混
凝土预制件生产

将来，在曼谷东北的北标府（Sarabury）

和东南的春武里府（Chonbury），大型混凝

土构件的年产量将达到 2,200,000 m2 。SCG

集团（Siam Cement Group，暹罗水泥集

团）将依靠现代化设备技术——例如用于

高 效 装 卸 / 物 流 过 程 的 、 完 善 的 成 

品库方案——用于生产 1a 级高品质的墙

体和楼板。这项投资并不是想当然的。从

2013年起，该集团不甘于单纯作为东 

盟地区领先的水泥生产商，而开始考虑战

略可持续发展业务领域的成长和发展。 

“对于我们，预制件建筑技术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SCG水泥业务的现场经理Vitas 

Suriychan形容其开始时的情况，“预制件

建筑法需要许多专业知识。在沃乐特的帮

助下，我们将成为经验丰富的工厂建筑

商，不但提供现代技术，而且确保生产技

术过程严格遵照客户的想法。”

用于新住宅的2,200,000 m2大型混
凝土构件
曼谷市郊的农村地区发展迅速，新型经济

适用住宅市场潜力巨大。“房地产商越来

越多地在外围市区和社区开发新的建 

筑项目”，沃乐特亚洲执行销售总监施戴芬 

 史密特描述道。而对于高达2,200,000 m2

的大型混凝土件需求量，公司决定在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的绿色城市北标府和春武里

府分别建立一个新型、高度现代化的混凝

土预制件工厂，用于生产平面预制墙板和

楼板。沃乐特设备统一的技术平台构成了

这个基石。Nemetschek的CAD/BIM（建筑信

息模型）建筑建模软件负责基础数据，两

个基地可根据的订单量选择产能分配。 

“我们依靠98 mm厚的大型混凝土件”， 

Vitas Suriyachan说。这通过固定的边模

板实现。通过附件，可逐级加厚至178 mm。

特殊的信号灯装置在脱模过程前指示，哪

些墙体/楼板已经在生产，哪些组件需要再

紧固。通过平行设置的传送带上的循环托

盘进行支模、硬化到混凝土生产线的过程。

在打磨混凝土表面时，可通过多条平行设

置的打磨线同时处理不同的混凝土构件。“

通过这些设备的设计，我们可以满足SCG工

厂高产量的需求”，史密特说道。

除了设备配置，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应用的

机器技术。模具库机器人首先从传送带上

取下清洁过并喷涂了脱模剂的支模型材，

并将其直接供给下一支模过程，或者将其

暂时存放在准备好的模具库中。模具在此

先经过型材的种类和方位进行识别，再根

据模具库的布局进行旋转。支模过程本身

遵守严格的周期时间。这样一来，平行运

行的、带双卡具的SMART SET模具机器人得

以进行高精确度加工，提高了支模型材在

速度和运行加速度方面的性能。轮廓的测

绘和立模系统的定位通过CAD/CAM控制。在

系统加速度为4m/s2 时，X和Y轴以 3m/s的

速度水平运动，Z轴以1.6 m/s的速度垂直

运动。为确保模具型材清洁而功能完备，

之前先进行全自动的清洁过程。接着在脱

模剂敷设单元中，通过按文丘里原理工作

的喷嘴将模具用脱模剂浸润。随后通过全

自动的AWM钢筋铺设设备安装钢筋网和格

栅。插座和窗框等预埋件需手动安装。

极短的周期
通过特殊设计的料车系统，从大型墙体生

产车间的中央搅拌设施供给混凝土。相互

平行运行的混凝土布料机在极短的周期时

间内为两条混凝土浇筑线供料，由此达到

17分钟以内的混凝土浇筑时间。为确保剂

量准确，SMART CAST混凝土布料机共有十

个卸料螺旋。接下来，找平装置对表面进

行初步打磨。混凝土的压缩通过SMART 

COMPACT2低频振动台实现。振动通过四个

非平衡驱动器产生，并由此压实混凝土。

与传统的振动台相比，这种振动可以准确

调节压实能。通过降低水/水泥混合比例，

可显著减少水泥量。“平行设置的打磨线

无疑是一大亮点，通过该打磨线，我们可

以保证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外观的混 

凝土”，Vitas Suriyachan阐释道。同时，

四个桥梁式旋转叶片抛光机沿传输线纵横

方向运行，对大型混凝土件的表面进行模

具打磨。安装在顶棚上的VArio STORE全自

动货架操纵设备随后接管托盘的存储和出

库。VArio CURE硬化室由四个涂装的货架

塔组成，每个货架塔带有16个托盘层。

 
定制的成品库方案
大型混凝土构件的垂直抬升通过两台高效

倾斜台实现，最大倾斜角为80°。此

外，VArio TILT还具有一个液压驱动的支

承条，撑在固定的边缘模具背面，阻止混

凝土构件在倾斜过程中摩擦。随后，大型

混凝土件被卸载到准备好的卸载框架上。

一台SMART LOGISTIC伸展升降机将卸货区

与外围区域中的存储区相连，该升降机载

重可达32吨，将卸载框架运送到140 m外的

36个卸载位置上。

“通过新的设备技术，我们在短时间内就

从单纯的水泥生产商转型成为了建筑材 

料供货商”， Vitas Suriyachan谈起今 

的情形时说道，“如今，我们已经在为泰

国农村地区的新型住宅提供优质的混凝土

预制件了”

7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飞速增长，尽管政局不稳，但对不动产的需求却未曾减弱。泰国的建筑业
注意到了这点，并对现代化平板混凝土预制件生产技术进行了投资，SCG集团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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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闻名的建筑集团STRABAG将在未来5年内

为泰国交通网络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提供总

计173万根预应力混凝土枕木。“为了达到产

出量，我们决定投资建立带有智能设备循环

技术和创新机器方案的高度现代化混凝土预

制件工厂”，STRABAG轨道设施业务部领导

Torsten Spangenberg如是说。在2014年中，

该厂已在曼谷市东南50 km处奠基。世界领先

的预应力混凝土枕木生产设备专家沃乐特为

该集团提供技术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全面支持。

 
高度自动化和智能设备结构
现代化的设备循环系统设计用于年产600,000

条B70型预应力混凝土枕木，相当于日产混凝

土枕木2000条。与固定加工相反，在循环系

统中时刻保持有270个模具，因而工序效率显

著提高，由此也提高了设备生产率。“从埋

件安装、施加预应力及放张预应力台到混凝

土生产，在我们的新加工厂中都应用了高度

自动化设备。重要的是，实现了所有工序相

互之间的高度同步，从而避免了空转，确保

机器顺利工作”，沃乐特亚洲执行销售总监施

戴芬·史密特如是说。首先为4层枕木模具注

油清洁，随后安装埋件，以用于之后的轨道

固定。接下来由一条钢筋机械手将准备好的

预应力钢丝插入混凝土模具，在半自动化的

预应力过程中，PAUL螺旋千斤顶持续监控各

个预应力钢丝的张拉扭矩。接着，彼此耦合

的升降穿梭机将4层模具抬到联合混凝土振捣

站，电力驱动的卸料螺杆以极高的精确度将

混凝土注入机械固定的模具中。高频振动站

负责混凝土的均匀压实。

在混凝土浇筑线的出料区域中，特制的龙门

吊车将多达8个混凝土模具码放到准备好的

垂直运行车上，该车以预先设定好的周期时

间沿轨道通过涂装的加温室运行到平行设置

的养护炉生产线上。由此可同时对多达1600

条混凝土枕木进行约13小时的养护加工。随

后由半自动的放张预应力台进行预应力改变

工序。“毫无疑问，桥梁式可旋转吊车是一

种极其高效而经济的方案，它用于搬运放张

预应力的混凝土模具，将模具旋转180度并

放进滑轮运输轨道，随后通过电动的提升装

置进行下料”，施戴芬·史密特描述道。

 
不断达到高质量水平
铁路枕木一旦加工完毕即可用于铺设。为此

已敷设了全部的钢筋并按照标准施加了预应

力。“枕道固定件也同时安装上，这是代表

高质量水平的重要组件，这种高质量水 

平正是我们的目标以及STRABAG集团的立足

点”， Torsten Spangenberg如是说。同

时，通过高度的自动化程度达到了所要求的

产量，以实现5年计划的产量目标——而从

第一次报价到第一根枕轨生产出来，这一切

仅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用于泰国的170万钢筋混凝土枕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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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连接都市和乡村的大型轨道工程计划在未来5年内在泰国开工。STRABAG 集团将为这些轨道网络提供核心部件。

 “在六月底，我们与1000多名客户、合作

伙伴、员工和家属一起庆祝了公司成立90

周年。这是一次历史性盛会，我们将永远

铭记这一刻。90年的企业历史是由客户与

我们一起共同书写的，与他们一起，我们

在这些日子里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衷心感谢大家。今天，我们就期待着能为

您实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并进行下一

步的洽谈。”

汉斯·约克 沃乐特 敬上

沃乐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裁

沃乐特 90年华诞庆祝延伸阅读

通过扫描二维码，您可以浏览更 

多的图片并收看视频影像

德国机械和设备制造协会（VDMA）在《最佳德国工程》词

典中挑选了超过2000家德国顶级生产商。沃乐特自然名列

其中。德国制造的机械和设备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在32大

类专业企业中，29类的前三名中都有德国企业的存在，其

中半数甚至在全球市场中居于领导地位。这本1000多页的

词典首次将各个领域的领先供货商收录，读者可通过该词

典简要了解高科技工业生产商的概况。“能够名列这些顶

级企业，我们深感自豪”，沃乐特设备制造总经理汉斯·约

克 沃乐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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