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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下，我们以
勇气和巨大的动力开启了新的十
年。但新冠病毒的大规模传播突然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对此我
们没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价值。

鉴于当前的发展，我们怀着沉重的
决心，决定将第六届施瓦诺克技术
日推迟至明年。我们确信，这一决
定符合您的最大利益。有关此主题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本新闻动态第 
3 页。

目前，我们应携手成功解决疫情。
挖掘所有生产力潜力并将其提供给
我们的客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
重要。通过日常工作，我们深知，
精密零件生产的各个领域仍然存在
巨大的机会。

本期的客户报告提供了最佳的示
例，将我们带到哈根的  A.K. TEK 
公司。

这显示了施瓦诺克快速更换刀片的
显著优势——无需整体硬质合金钻
头所需的新工具设置。

敬请阅读本期施瓦诺克世界中所有
其他精彩主题。

让我们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我
们的团队期待您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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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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EK 依赖于配备可互换的
施瓦诺克螺纹旋风铣刀片。

最高质量和最高安全的医疗微型产品：

新员工将在施瓦诺克就职 
欢迎新员工的加入，他们将接受我们的培训， 
成为专业的线割操作员和工业销售代表。...

更快速地更换，更快速地制造，显著提高生产率 
在更换刀具方面，用于流程优化的制造策略备受
瞩目，在大批量生产过程中尤其如此。...



Schwanog news.

 

第2页

医疗技术领域的最高质量和最高安全性：

A.K.TEK 依赖于施瓦诺克
在可互换螺纹旋风铣刀片方面的能力。

自推出以来，我们适用于 Escomatic 机器的刀具产品已在市场上确立了良好的地位。应众多
客户建议，我们有针对性地扩展了我们的产品范围，并为所有 Escomatic 机器提供了高效的
工具解决方案。

除了刀具外，我们还为几乎所有机器系列（例如 New Mach、EC08 或 EC12）提供合适的
底座。

仅对于 Escomatic D2 和 D4 机器，钻头需要改装为六角轴。尽管这需要一些额外工作，但
以下刀具应用领域中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令这些小麻烦不足为道。因为许多使用 D2 和 D4 机器
并已将钻头匹配到我们系统的客户，他们都对其精度和生产率信服不已。

简而言之：改装钻头始终物有所值！

D2 和 D4 机器的钻头改装始终物有所值！

Escomatic 机器的施瓦诺克解决方案：

A.K. TEK 是医疗技术、显微外科，尤其是牙种植学领
域的合格开发和制造合作伙伴。本着研究和好奇的精
神，该公司与牙种植学家、诊所和研究机构紧密合
作，并将患者的反馈纳入考虑。

A.K. TEK 团队主要由多名合格专家组成。除了基本的
金属加工专业，他们还完成了其他培训或学位课程。
他们是合格的医疗设备技术人员和专家，在开发用于
构建植入系统新的解决方案方面具有多年经验。

A. K. TEK开发从绘图到成品的完整制造过程。该团队
已接受产品和流程方面的培训，并跨越材料、技术、
加工和应用考虑流程。

A. K. TEK 总裁 Michael Arndt 这样描述公司哲学：
“我们每天都在学习。我们分析自然力，例如在下颚咀嚼时所使用的自然力。我们将其转化为
技术，并通过这种方式制造高精密的产品。这些微型产品可替代人体中缺失的要素。”

该公司将能力的开发与高端制造技术、智能表面技术和持续的质量保证相结合 -- --从个体研发
试制到批量生产，都是如此。制造过程包括车削和铣削、腐蚀、塑料注射成型、激光焊接，以
及激光打标和标签。

A.K. TEK 在其制造过程中与施瓦诺克合作已超过 13 年。该公司利用施瓦诺克在各种设计的
可互换旋风铣刀片方面的能力。在与施瓦诺克合作之前，该公司使用了其他制造商的旋风铣刀
系统。改用施瓦诺克最初纯粹是出于降低单件成本、改装和辅助成本的原因。

对于施瓦诺克而言，与A.K. TEK 的长期合作最佳地印证了如何通过紧密的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和开放的挑战应对方式实现共赢。

A.K. TEK 的三大业务领域：

  牙种植 
使用牙齿调节组件、 
植入系统和固定元件

  脊柱外科 
使用人造椎间盘壳、 
接骨螺钉和个性化外科解决方案

  手外科 
使用手外科植入系统

“最初改用施瓦诺克刀具系统的主要原因是成本优化。其结果从一开始便令我们信服，因

此在旋风铣刀领域，我们仅使用施瓦诺克。

此外，配备可互换旋风铣刀片更容易的在施瓦诺克系统上操作、在重复订购时对于我们而

言极其重要的高质量、极短的交付时间，以及 Jörg Hönle 和 VS-Obereschach 施瓦诺克

团队提供的强大支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K. TEK 制造主管 Böse 先生

D2 120合适的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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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的最新发展：

第六届施瓦诺克技术日
延期！

在更换刀具方面，用于流程优化的制造策略备受瞩目，在大批量生产过程
中尤其如此。

因为在使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时，必须在每次由于磨损而更换刀具时，对
整个刀具进行更换、重新调整和缩回。

而正是在这一方面，我们在此展示的可快速互换刀片的阶梯钻具有巨大的
时间和成本优势，因此很快就成为了各类生产中的宠儿。

使用我们配备可快速互换刀片的成型钻，通常可将您的单位成本降低 
40% 以上。

配备可快速互换刀片的施瓦诺克成型钻。具有生产力保证的批量生产宠儿！

配备可快速互换刀片的阶梯钻成为批量生产的宠儿！

更快速地更换，更快速地制造，显著提高生产率：

鉴于目前新冠病毒的发展，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决定将第六届施瓦诺
克技术日推迟至明年。

我们确信，我们客户、技术合作伙伴和员工的健康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所有准备工作基本上都已完成，我们非常期待此次活动，对于许多人而
言，这已成为他们日历中不变的日期。但推迟并非取消，因此我们满怀
积极的心态，希望明年在 VS-Obereschach 欢迎您的到来。

我们将在今年年底选择新的日期，并通过施瓦诺克新闻、我们的新闻通
讯和网站及时通知您。

我们希望您在这一特殊的健康危机时期保持健康。我们期待再次在日常
业务交往中与您相见。

您的施瓦诺克技术日组织团队。

优势显而易见：

  与整体硬质合金刀具相比，换刀速度明显更快

  更换刀具后无需对刀片进行单独的调整

  存在磨损时，无需更换整个刀具，只需更换相应的刀片

  与整体硬质合金钻头相比，采购成本显著降低

  大幅降低涂层成本，因为仅可互换刀片需要涂层

新练习生将在施瓦诺克就职:

培训是确保未来成功的核心！

自 2019 年 9 月以来，又有三名年轻人在施瓦诺克接受了培训，成
为了其梦想职业的专家。

让我们热烈欢迎Lara Flaig，她决定接受工业销售代表的培训，并额
外获得国际业务管理的资格。由于她的部分培训还专门针对外语，
因此这种结合为她在施瓦诺克的国际化未来创造了极佳的前景。

Alexander Wolf 和 Malcom Trost在 Schwanog 接受了一流的切
削技工培训。成功完成培训后，这两位年轻人都将在磨削和线割领
域补充制造团队。

对于施瓦诺克而言，培训年轻人不仅是一项社会政治任务，而且还
确保满足未来我们对高素质专家的需求。

我们希望所有新就职的员工获得有价值的培训，并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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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卓越的同事将离开公司：

施瓦诺克员工进行私人捐助：

DOMINIQUE ROSSETTO 步入退休，让我们与他道别。

支持 卡尔 · 奥尔夫学校 ！

2019 年 12 月 11 日在 Ober-
eschach 举办的施瓦诺克销售会
议为 Dominique Rossetto 的退
休告别提供了恰当的环境。

首席执行官 Clemens Güntert 在
面向全体员工的致词中，再次回顾
了公司的历史重要的成功和许多轶
闻趣事。

作为施瓦诺克法国公司负责人的 
Dominique Rossetto在法国市场
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以其
正值精神和专业知识启示了员工和
客户。我谨代表施瓦诺克团队诚挚
祝愿 Rossetto先生享受其人生的
新阶段。美食礼篮代表着生活中的
美好时光，摩托车配件代金券则将
支持他对摩托车的热情。

施瓦诺克法国公司的新任经理当然
也出席了会议，我们将在此对他进
行简短的介绍。

卡尔·奥尔夫学校是黑森林-巴尔地
区的一所特殊教育机构，成立于 
1969 年，专门针对受教育程度较
低的儿童和青少年。其旨在培训
学，帮助其在未来尽可能独立地生
活。其中包括学习日常活动，例如
购物，以及为之后的职业生涯做准
备。捐款数额达到傲人的 1,015 欧
元，总裁 Clemens Güntert 再次
将数额翻倍并取整。

在参观卡尔·奥尔夫学校时，我们
很高兴地赠与了2,100 欧元的支
票。我们的照片展示了教育家 Hil-
ser 先生和多位学生，以及施诺克
总裁 Clemens Güntert、Julia 
Mauch 和 Andreas Kienzler 参与
支票交接。

施瓦诺克员工开展的私人圣诞节筹款活动由来已久，在 2019 年圣诞节
期，Villingen-Schwenningen 的卡尔·奥尔夫学校获得了捐款。

施瓦诺克法国公司新负责人 
Franck Manera

Franck Manera 现年 52 岁，已
婚，有一个女儿。在萨瓦大学学习
机械和生产，Franck 在一家数控
机床经销商工作了 4 年，负责机器
和机器系统的安装、维护和培训。

随后，他在大型车削车间积累了 27 
年的专业经验，其中 10 年担任项
目经理，17 年担任大客户经理。在
此期间，Franck 得以将其技术知
识与销售天赋相结合。我们非常高
兴能聘请到 Franck Manera，他
将为我们施瓦诺克法国公司的成功
发展奠定必要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