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19news.

现在，使用施瓦诺克产品可以进行四种宽度
的粗加工！

对于可交换板和烧结断屑槽的粗加工需求正
变得越来越旺盛...

社论:

变化，尤其是在汽车行业发生的变化，
要求我们灵活应对，给出战略性的答案。

对于我们施瓦诺克团队来说，所有变化
的关键目标仍然是最大程度地降低您的
单位成本。首先是对组件的分析和解决
方案的开发，这些解决方案使您能够在
更大的范围内来实现自己的增值。

因此，在第4期《施瓦诺克新闻》中，
技术主题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
例如，在实践报告的第2页上，施瓦诺
克纺纱环的齿轮传动比铣削效率更高。 
但是，您会在本期新闻的第3页上发现，
即使是粗加工，也会为生产率带来巨大
的飞跃——使用该方案现在可以另外进
行三个宽度的粗加工。

将于明年5月13日至14日举行的第六届
施瓦诺克技术日的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地进行。我们邀请您在初步报告中阅
读此内容，并请您在自己的日程中安排
这一活动。

我们还希望您能同我们一道回顾我们法
国分公司的开放日活动——这个活动的
举办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吸引了大量的
参观者，并且大家进行了有趣的技术讨
论。这个活动表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
无可替代。

现在，祝您和您的家人圣诞快乐，并在
新的一年中揽获宝贵的伙伴关系，马到
成功！

Clemens Güntert
总经理

亲爱的业务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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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客户、员工和朋友们的
施瓦诺克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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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成功举办，位于马
纳兹的分公司迎来了大
量访客！

法国施瓦诺克开放日：

祝贺我们的老员工! 
作为一个小型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董事总经理克
莱门斯·根特（Clemens Günt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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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铣削快得多：

使用施瓦诺克的压环高效制造啮合装置！

作为一个小型庆祝仪式的一部分，董事总
经理克莱门斯·根特（Clemens Güntert）
借此机会感谢销售总监Peter Schöninger 
入职25年，并感谢Ralph Storz在他的技
术销售岗位上辛勤奋斗了10年。

Clemens Güntert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Peter 
Schöninger的功劳。Peter Schöninger从一开
始就致力于施瓦诺格在全球的成功发展。
作为销售经理Peter Schöninger负责德国和
国外的所有销售活动，并为公司的持续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Ralph Storz作为公司的外勤销售代表负责
巴登-符腾堡州中心区快速增长的业务经
营。Storz先生仍然确切地记得自己入职施
瓦诺克的第一天：“所有同事都非常友
好，乐于助人。尽管公司现在日益壮大，
但这种良好的工作氛围一直保持至今。”

Clemens Güntert对于公司上下的高度团
结、忠心耿耿十分感动——这在瞬息万变
的当下是一件不言而喻的好事。

两名员工的入职周年纪念日恰好是一
天——希望日后的合作成功满满。

PETER SCHÖNINGER庆祝入职25周年-RALPH STORZ庆祝入职10周年！

祝贺我们的老员工：

压环（拉刀工具）不适合材料抗拉强度> 1000 N / mm2的情况。在啮合深度和
机器稳定性方面也存在限制。

针对您生产计划的关键点：

为了能够更快地制造产啮合装置，将施瓦诺克的压环用作拉削工具能够
为您带来很大的优势。经过一个冲程就可以完整地制造出啮合装置——
比使用铣削工艺时快许多倍。

其相对于铣削工艺的另一个优势是，制造位置靠近轴环。我们在铣削
时不可能在技术上通过铣刀直径实现。
由于排空切屑和切削速度的减缓，将啮合端设计成底切形状是一种有

优势概述：

  通过使用压环显著降低成本

  可以靠近轴环制造

  通常可以在车床上加工

  压接力降低高达80％

  可适用于几乎所有材料

利的方案。根据应用的不同，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拉刀为固定或
者活动安装模式（回旋支架、摆动支架）。
施瓦诺克拉刀支架和冲击支架的设计使您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放弃使
用铰孔机或者冲击机。这使得您距离使用车床完成工件的整体加工更
近了一步。回旋支架/拉刀支架倾斜1°的结构可将压接力降低高达
80％。这一点是通过将压接力集中在要去除轮廓的缩小区段上来实
现的。

（从左至右）Peter Schöninger和Ralph Storz的入职周年纪念日活动上与董事总经理Clemens Güntert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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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020年第六届施瓦诺克技术日活动将在奥博沙赫区举行！

使用带有排屑槽可换硬质合金刀片日渐重要，因为在车削时可以最大可
能的将材料去除，其优点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提供了4种规格带有排屑槽系统的可换刀片，详细如下：

新款1:  PWP-S-可换刀片   9x5x26,5 材料 Granit 2000 带排屑槽
新款2:  PWP-S-可换刀片 11x5x26,5 材料 Granit 2000 带排屑槽
新款3:  PWP-S-可换刀片 13x5x26,5 材料 Granit 2000 带排屑槽
新款4:  PWP-S-可换刀片 15x5x26,5 材料 Granit 2000 带排屑槽

利用我们新扩展的刀片优势，助您生产力实现最大化。

爆款来袭：施瓦诺克刀片应用范围增加至4种规格

在复印车削和穿孔过程之前最大程度地去除材料：

特别是在一个重要行业经历技术变革以及世界市场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变
化的时代，稳定的信息交换和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很高兴地邀请您参加2020年5月13日至14日在维林根-施
文宁根举行的施瓦诺克技术日，这是我们举办的第六届技术日活动。

同样，在第六届技术日中，一切都围绕最新的技术和应用示例以及参与
的技术合作伙伴和公司的成功项目示例展开。我们的团队一直满怀期
待，希望在准备活动计划以及与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协调演示内容方面
进行切磋。

同样，在2020年技术日之际，您将再次能够领略来自各个技术领域的
现场演示和主题演讲，从而使每位访客都可以体验令人兴奋的主题内
容。我们将很乐意会在施瓦诺克新闻2020/1期中向您透露有关该活动
的所有详细信息。

请您记住现在的活动日期，以便您能够顺利参加2020年5月的活动。

非常感谢！希望很快在维林根-施文宁根和您见面！

优点：

  大幅降低加工次数，其加工次数控制在两位数以内

  排屑槽改善了碎屑和切屑去除效果

  零件成本大幅降低

15x5x26,5

11x5x26,5

13x5x26,5

9x5x26,5

新款1 新款2

新款3

技术合作伙伴

新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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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施瓦诺克分公司的开放日：

活动成功举办，位于马纳兹的分 
公司迎来了大量访客！

10月9日至10日，施瓦诺克法国分公司在马纳兹举行了
开放日活动。秉承施瓦诺克的优良传统，分公司邀请了四
个技术合作伙伴向感兴趣的行业参观者展示他们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 Göltenbodt，日本STAR走心机，摩特
（MOTUL）和德国ZOLLER都没有错过这一机会——他
们相信长期肩并肩的合作能够带来无与伦比的优势。

但是，除了成功活动带来的喜悦外，我们的心情也充满了
忧郁。因为Dominique Rossetto——我们长期的合作伙
伴和施瓦诺克法国分公司的负责人将在今年年底退休。
他对施瓦诺克法国分公司的成功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并且一直是公司背后的推动力。

与家人和朋友一起放松和享受：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在经历了结构改革带来的巨大挑战一年
后，圣诞节的到来为您提供绝佳的时机来
享受安宁，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美好时光。

祝您愉快且轻松。

感谢您的关注！

您的施瓦诺克团队

AMB斯图加特 2020年9月15日-9月19日

SAMUMETAL 
06.-08.02.2020 展馆：2号馆/展位57 

CME 2020年2月25日-2月28日，展位3-EO5

FORNITORE OFFRESI
2020年2月20日-2月22日，
展馆：B展位/ 277号展位

维也纳Intertool 
2020年5月12日-
5月15日

乌得勒支技术展
2 0 2 0 年 3 月 1 7
日-3月20日

马赫伯明翰
2020年4月20日-4
月28日

CCMT
2020年4月7日-4月11日

SIMODEC 
2020年3月10日-3月13日，D厅/ N58展位

施瓦诺格参展之旅：

2020 
年展会预览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中国

奥地利

荷兰

英格兰

美国

同时，我们还在开放日向大家介绍了法国施瓦诺克分公司
的新任总监Franck Manera。我们坚信，我们已经找到了
一名合格的继任者，他将以新的活力和自己的想法带领公
司走下去。我们都祝他成功！

至此，开放日是一个为期两天的活动，迸发了有许多亮
点，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兴趣，我们在此特别向所有人表
示感谢。

IMTS 2020年9月14日-9月19日

图片: Machines Produ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