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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R & BOECKER
原装备件
提升您的生产效率

HAVE R & BO E C KE R

您的收益

原装备件
HAVER 生产力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 HPM) 是 HAVER &
BOECKER 一个全新的事业部。
HPM 的职责是支持其他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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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工程师经常报告，
HAVER & BOECKER 的包装机在现场
可以至少运行10年以上，年包装量达
百万袋。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设备都处于定期维护

HAVER 生产力管理部门提供全套的服

状态，而且并非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来自

务方案并超出以前的传统服务范围 (安

HAVER & BOECKER 的原装备件。

装，试车，问题分析，零备件销售)

但我们的设备在非理想条件下仍能正常

它支持每个客户维护和改善现场生产，

运行，因此可以证明其优秀品质。

为设备现代化和革新做计划。

通过我们服务工程师的多年实际经验显

其中一项业务就是原装备件。

示，HAVER & BOECKER 的设备在定

我们，作为原装备件生产商，可以与客

期维护和使用原装备件的条件下，设备

户共同面对现在以及将来的市场需求，

运行更高效、称重更精准并且可以减少

提供全面的散装物料包装解决方案。

停机时间。

工艺流程非常重要。包装的效果取决于
设备、物料特性与包装袋是否相匹配。
同理，包装机的各种部件也需匹配。
填充过程最重要的部分是喂料和称重包
装，它们直接影响速度和包装精确度。
HAVER & BOECKER 自主研发和生产
MEC® 控制器用于喂料和称重。它可以
确保喂料和称重部件完美匹配。

HPM 业务范围：

使用 HAVER & BOECKER 原装备件：

n 前瞻性的原装备件销售

n 确保设备产能与填充精度

n 提高设备生产效率

n 软件和自动化解决方案的销售

n 减少突然停机的风险

n 在质保期内设备的性能保证

n 工厂设备和工具的销售

n 为客户专业人员提供支持

n 为客户新设备做计划以及对现有设备的现代化提供支持

n 提高设备可靠性，减少停机时间
n 减少不必要的维修成本及风险

n 保证备品备件的使用寿命
n 品质保障，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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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原装品质
HAVER & BOECKER

我们的分公司与代表处遍及全球，均能

原装备件

为您提供原装备件

未使用原装备件可能遇到的风险和结果

系统

n 您工艺流程的核心

n 长期高效、可靠、经济运转的基础

故障经由...

承担的风险

三位气缸

设计

称量精确度降低

滑门

材料

轴承

设计

喂料系统

n 根据原装图纸生产，并集成了自包
装机开始组装后的所有改进

n 使用与生产新包装设备相同的工艺
流程、生产设备，同等品质要求

n 为设备终生提供备件

n 链条的稳固性，并不取决于最强的

称量精确度降低
粉尘泄漏
称量精确度降低

填充系统

那个链接，而是取决于最薄弱的环
节。非原装备件的使用将成为设计

出料嘴

设计

压袋装置

材料

连接软管

材料

完美、组件配合精准的生产链中最
薄弱的环节

物料损耗
设备故障
产能降低
称量精确度降低
物料损耗

推袋装置
n 20 家服务网点辐射全球

推袋气缸

德国，法国，波兰，俄罗斯，
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巴西，

设计

设备故障
产能降低

气动控制

加拿大，美国，中国，印度，

压力开关

设计

产能降低

印尼，伊朗，阿联酋，越南，

电磁阀

设计

产能降低

尼日利亚，澳大利亚，厄瓜多尔，

电控装置

伊拉克，荷兰，南非

电子称重装置

设计

称量精确度降低
产能降低

流化装置
通风嘴
通风板

我们的发货前检验与质量控制

制造商许可的零备件带来显
著的生产优势

材料

称量精确度降低
产能降低

我们的物流中心存有数万种备件，以确保短时间内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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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估算示例
作为一个行业领导者，你有义务将不少于

大多数工厂使用两至三台包装机，它的

袋子标注重量的产品销售给你的客户。

每日产量要远远大于一台包装机的产量
。现今，年产百万吨的水泥厂很常见。

假设定制一台8嘴的旋转式包装机。灌

一个产量为每年一百万吨的工厂每年就

装每包50kg的产品，每天工作8小时，

会节省大约2000吨水泥。这些水泥工

每年工作超过300天。

厂就可以卖给客户而不是送给他。

假如原包装系统的误差范围是每包

可以估算一下原装备件和易损件的预算

+/-250g。如果使用了HAVER &

，也许可以避免一些隐形损失。生产的

BOECKER的原装备件，正常使用和保

损失还包括因意外停机而造成的损失，

养机器，则重量的误差范围在每包+/-

以及随之而来的销售方面的损失。

150g.这就意味着每包的生产重量不再
是50.250kg而是50.150kg。这样每生

若客户不使用HAVER & BOECKER的

产一包50kg成品就节省了100g（占总

原装备件，而是使用了HAVER &

比例的0.2%）。

BOECKER包装机的替代备件，会产生
很多不必要的风险。不仅增加了对包装

在这个案例中，包装机每年的产量都是

机的损害，还会带来销售与利润的损失

50kg/包x2400包/小时x8小时/天x300

，甚至造成相当大的经济风险。

天/年=288000000kg/年（产量为每年
288000吨）。
而使用HAVER原装备件生产就节省了
288000吨/年x0.2%=576吨/年。假设
每吨的售价为400元，这样你的营业额
就提高了230400元/年。

条件
维护不当

– 8嘴回转式包装机
– 袋子容量50kg
– 产能2400包/小时
– 年产量（8小时，300个工作日，
288000吨）

称重精度

使用
HAVER & BOECKER
原装备件维护

+/- 250 g

+/- 150 g

节省/包

–

100 g

节省/年

–

576 吨

销售额/年

–

230400 RMB

哈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热线
服务

电话：+86 22 58983882
邮箱：service@havertechnologies.com

零备件

电话：+86 22 58983887
邮箱：originals@havertechnolog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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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哈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北区三期泉
华路5号
邮编： 301700
电话： +86 22 5898 3800
传真： +86 22 5898 3801
邮箱： htt@havertechnologies.com
网址： www.havertechnologies.com

China / China

HAVER & BOECKER OHG · THE SERVICE DIVISION
Carl-Haver-Platz 3 · 59302 OELDE · Germany
Phone: +49-2522 30-0 · Fax: +49-2522 30-703
E-mail: service@haverboecker.com
Internet: www.haverboecker.com

PM 326 CN 0115 Fe
样本内所涉及的图片与技术参数仅为客户解决方案示例。请以实际情况为准。最终解释权归HAVER & BOECKER集团所有。

HAVER TECHNOLOGIES (Tianjin) LTD.
North Area of Wuqing Development
Zone III, No.5 Quanhua Road,
UDA New Tech Park,
Tianj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C.: 301700
Phone: +86 22 5898 3800
Telefax: +86 22 5898 3801
E-mail: htt@havertechnologies.com
Internet: www.havertechnologi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