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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Erlenbach? 

您的成功是我们长期业务关系的保证，这种关系的特征

是信任、专业知识和对行业的了解。对于这种长期的合

作伙伴关系而言，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和员工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

我们的团队会在您规划、确定尺寸和落实单个设备要求

的过程中为您提供指导。此外，我们协助您进行员工培

训，优化工艺和系统服务。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讨论

一台机器还是共同完成您的交钥匙项目都同样重要。

60 多年来，我们坚信“先进的设备”仍要进一步提高、

加以改进。我们根据这一原则执行我们的日常工作，并

根据最新技术，工艺和数字化选配推进产品的改进。

我们倾听您的声音并了解您的要求！与我们一起，您将

找到适合您产品的理想的生产解决方案，并且当您使用

我们的高质量和创新的产品时，我们将帮助您始终处于

同行业的领先地位。

此外，我们不会忘记您的目标和要求，并通过创新技术

和最佳工艺来满足您的目标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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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力量 

想要实现特殊目标的人必须走特殊的道路。 

因此，EMMotion 1.6 以及 5.0 和 2.5 突破型，将 Erlenbach 特 

有的曲臂与精确的线性轨道相结合-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提高性能

驱动方式：多年来 EMMotion 系列产品提供了独特的变频伺服电机驱动，按照操作区域大小，该

驱动装置配备两个或四个曲臂。 该驱动装置是变频伺服驱动器和线性导轨的组合，可实现可移

动机架的稳定运动，并为您带来诸多好处。 高精度定位和重复精度特别令人印象深刻。此外，

由于经过验证的驱动原理，降低可移动汽室是不可能的。另一个优点是  EMMotion 成型机的易于

维护-无需液压装置，因此没有液压油粘度变化，同时可实现低噪音排放和生产区域清洁。

控制装置：高质量的生产工艺和自动化组件确保高重复性和工艺安全。机械和工艺之间的相互

作用是通过成熟的软件来实现。易于操作的控制面板位于设备前端，确保随时可对工艺进行控

制也同样重要。

EM 快速换模系统：经过验证的快速换模系统可在几分钟内进行模具更换。机器在运行是可将待

安装的模具、料枪和顶杆，在第二幅模具框架上进行安装。因此，机器停机时间仅需从机器背

面拆卸设备上的模具和安装已经准备好的第二幅模具模框。

EMMotion



 成型设备  |  3

 +  生产率提高  25 %

 +  节能

 +  精度最高

 +  无需长时间停机即可更换模具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 动力学变频伺服电机驱动

 » 由抗扭型钢制成的机架

 » 热镀锌和高质量涂层

 » 全电子工作的  PID 控制

 » 带设备平台和模具导向轨道的  EM 快速换模系统

 » EM 保温隔热汽室系统

 » 单个机器可实现不同的行程

 » 通过远程维护模块进行故障分析

 » 易于操作的人机界面

 » 工艺数据收集和获取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通过快速换模系统降低生产成本

 » 通过精确的间隙填充和背压填充节省原料

 » 通过全电子控制系统实现高工艺安全性

 » 通过线性导轨装置的变频伺服驱动，循环时间短、精度高

 » 通过最佳机的器概念设计，节省空间并易于人员进入

 » 通过易于操作的用户界面实现工艺的连续控制

EMMotion 1.6

工作压力： 1.6 bar 

可成型原料：EPS、共聚物、可降解生物聚合物 

应用领域：包装(冰淇淋盒、鱼箱、电子产品等)、绝缘板、地板、 

装饰材料、高技术成型件等。

EMMotion 2.5

工作压力：2.5 bar 

可成型原料：EPS、复杂的共聚物、可降解生物聚合物 

应用领域：汽车、包装、适用于希望以低精力和低投资来扩大其产品组

合的  EPS 制造商

EMMotion 5.0

工作压力：5.0 bar 

可成型原料：EPS，EPP，E-TPU，复杂的共聚物，可降解生物聚合物 

应用领域：间隙填充工艺（定位精度  ≤ 0.1mm ）的应用，背压注料工艺的

应用，汽车(保险杠，遮阳板等)，房屋和建筑系统的高技术成型件，食

品包装等。

成功案例

了解更多  EMMotion 
    详细信息： 

  实用案例：

YOUTUBE 频道

https://www.erlenbach.de/en/technology/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https://www.erlenbach.de/en/technology/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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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灵活性

通过提供 EMMotion Flex，Erlenbach 将变频伺服驱动无与 

伦比的优势与模具适配性相结合，具有更高的灵活性。 

您不想使用一个统一的模具系统吗？ 借助 EMMotion Flex，

我们为您提供理想的解决方案。

高效生产-不受限制

驱动和控制装置：EMMotion Flex 配备了经过验证的变频伺服驱动和线性导轨装置，为您提供最高

精度和循环时间短的生产工艺。另外，EMMotion Flex 还包括一个西门子控制单元，您能够很容易

的使用系统并轻松地将它们联网。西门子控制单元确保了生产工艺的高重复性和安全。使用新的

控制单元，设备的机械系统和工艺系统之间的匹配再次得到改进和优化。

汽室系统：EMMotion Flex 的突出优点是无需使用任何承接框即可装配单块模具和第三方设备上的

模具。该配置与变频伺服驱动电机一起为您提供决定性的竞争优势。此外，通过使用 Erlenbach 汽

室，您可以继续享有EM快速换模系统的好处，另外一个优点是改进和提高了Erlenbach 汽室的保温

隔热性能。

EMMotion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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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最大 1.6 bar 或  5.0 bar 

可成型原料：EPS，EPP，E-TPU，共聚物，可降解生物聚合物 

应用领域：汽车、建筑行业或高技术成型件的应用，适合使用不同的模

具系统，优化设置时间

EMMotion Flex 1.6 EMMotion Flex 5.0

 XS 520 / 420 至 930 / 670 毫米 –
 S 930 / 670 至 1270 / 920 毫米 520 / 420 至 1270 / 870 毫米

 M 1270 / 920 至 1510 / 920 毫米 1270 / 870 至 1485 / 1285 毫米

 L 1510 / 920 至 1650 / 1395 毫米 1485 / 1285 至 1850 / 1380 毫米

 XL 1650 / 1395 至 1910 / 1700 毫米 –
 XXL 1910 / 1700 至 2550 / 1450 毫米 –

最大成型制品尺寸:

 +  适应不同的模具和单体模具系统

 +  循环时间短，精度最高

 +  节能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 动力学变频伺服电机驱动

 » 选择模具和汽室系统时具有极高的灵活性

 » 由抗扭型钢制成的机架

 » 热镀锌和高质量涂层

 » 通过最佳机的器概念设计，节省空间并易于人员进入

 » 全电子工作的  PID 控制

 » 改进的  EMMotion Flex 5. 的汽室隔热保温

 » 单个机器可实现不同的行程

 » 通过远程维护模块进行故障分析

 » 易于操作的人机界面

 » 工艺数据收集和获取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直接使用单体模具和第三方设备的模具，同时使用变频伺服驱动来实现

更高的灵活性和效率

 » 使用  Erlenbach 汽室系统时，通过Erlenbach 快速换模系统节省时间

 » 通过控制柜侧面较短的空气输入距离来精确驱动空气控制

 » 通过整体汽室保温隔热来提高能效

了解更多  EMMotion  
   Flex 详细信息：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x_R83uow9c0rmVsNM4Oj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x_R83uow9c0rmVsNM4Oj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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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镶嵌件摆放 

电驱二合一成型机非常适用于复杂镶嵌件的珠粒泡

沫程序。在这种情况下，EMShuttle Evo 具有灵活、

高效，特别是节省空间。

镶嵌件解决方案的智能化设计 

驱动：EMShuttle Evo 配备了高效的电动驱动装置，其动作通过电动主轴行程齿轮来实现。

其优点是：无液压油，无液压油粘度变化，噪音低，生产区域清洁。

控制装置：高质量的生产工艺和自动化组件确保高重复性和工艺安全。机械和工艺之间的

相互作用是通过成熟的软件来实现。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易于操作的控制面板位于设备

前端，确保随时可对工艺进行控制。

模具系统：基于分开的模具安装方式，EMShuttle Evo 在安装汽室和单块模具系统时具有最

高的灵活性。利用 EMShuttle Evo 及其独立控制的汽室系统，能够在一个设备中安装两个不

同的模具。

EMShuttle 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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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在一个设备上同时生产相同或不同的产品

 +  两个独立控制的电路系统

 +  轻松安全地进行镶嵌件摆放

 +  独立的自动化级别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 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放置镶嵌件来缩短循环时间

 » 创新的电驱系统

 » 独立控制的介质电路

 » 由抗扭型钢制成的机架

 » 热镀锌和高质量涂层

 » 全电子工作的  PID 控制

 » EM 保温隔热汽室系统

 » 适配单体模具和第三方设备的模具

 » 通过远程维护模块进行故障分析

 » 易于操作的人机界面

 » 工艺数据收集和获取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通过在生产过程中轻易的摆放镶嵌件和取出制品来实现多任务处理 

 » 通过不同的自动化选项和两个独立控制的介质电路 来实现最高灵活性

 » 一台设备使用两套模具来节省空间

 » 通过安装单体模具和第三方设备的模具来提高生产效率

 » 通过快速，均匀的驱动装置来缩短循环时间

 

工作压力：最大 1.6 bar 或  5.0 bar 

可成型原料：EPS，EPP，E-TPU，共聚物，可降解生物聚合物 

应用领域：汽车、建筑行业或高技术成型件的应用，有效和安全地进行

镶嵌件的安装，也可以生产无镶嵌件的标准制品。YOUTUBE 频道

了解更多 EMShuttle  
   Evo  详细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QTpGuca6-UU1rpNALENrB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QTpGuca6-UU1rpNALENrB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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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结合  

特别是对于大体积或高厚度型制品的生产， 

EMHybrid 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工作压力：最大 1.6 bar 或  5.0 bar 

可成型原料：EPS，EPP，E-TPU，共聚物，可降解生物聚合物 

应用领域：频繁地用于建筑行业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 更快更灵活的变频伺服驱动

 » 锁模方式有液压和电动方式

 » 由抗扭型钢制成的机架

 » 热镀锌和高质量涂层

 » Erlenbach 快速换模系统

 » Erlenbach 保温隔热汽室系统

 » 通过远程维护模块进行故障分析

 » 易于操作的人机界面和工艺数据收集和获取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特别适用于大体积或高厚度型制品

 » 成型过程中模具通过液压锁紧

 » 汽室通过电驱来移动

EM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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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enbach 基础型设备-性能最佳

我们的液压驱动基础型机器有 3 种尺寸可供选择，

可确保可靠的工艺和精确的制品。

 

工作压力：最大 1.4 bar 或  5.0 bar 

可成型原料：EPS，EPP 

应用领域：包装和汽车行业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 耐用的液压驱动系统

 » 由抗扭型钢制成的机架

 » Erlenbach 汽室系统

 » 可适配单体模具和第三方设备的模具

 » Erlenbach 压力填充系统

 » 易于操作的人机界面

 » 机器行程:1000 毫米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以最低的投资成本获最佳质量

 » 通过灵活的模具系统快速安装模具

 » 通过组件标准化设计来缩短交货时间

 » 最高利用率的使用寿命

EM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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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选择 

每个颗粒泡沫发泡的脉冲传感器不仅必须可靠，而且

还必须高度精确和高效。EMBead 系列产品即使发泡不

同的材料，也能完全提供这些特征。

Erlenbach 预发泡机-生产完美产品的基石 

发泡罐:采用绝热保温处理的德国V2A 不锈钢发泡罐体优化设计，为您提供了最佳的 EPP 原料

生产能力和产量，并与发泡罐体周围的所有其他组件完全协调一致。例如，优化的蒸汽流量与

扩大的筛分装置表面 (> 60 %) 有关，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产生最佳的发泡效果。

流化床/物料推出：EMBead 的流化床不仅尺寸完美，而且带有照明装置，便于操作。这保证了

在换料过程中，流化床的彻底清洁。此外，采用新蒸汽和温度控制的流化床加热保证了稳定的

产品质量。

堆积密度后控制装置ESN 10：通过精确的体积密度控制，可以对原料的初始称重进行自动修

正。修正后的初始称重结果显著节省原材料。此外，所有循环的堆积密度参数文档易于保存。

EMBead



 艾伦巴赫预发泡机  |  11

 +  精确的堆积密度控制

 +  均匀的原料粒径分布

 +  发泡产量高

 +  合理的资源利用

 +  换料快捷方便

 

工作压力：最大 0.5 bar (EPS 发泡) 或  2.5 bar (EPP 发泡) 

可成型原料：EPS，EPP，共聚物、可降解生物聚合物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 坚固且低维护的设计

 » 高初始称量精度

 » 直观人机操作界面

 » 均匀的蒸汽流

 » 精确的堆积密度和高产量

 » 可变的搅拌器速度

 » 可更换的筛网装置

 » 通过添加空气可以降低蒸汽温度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通过精确称量和精确的堆积密度来实现节省原料

 » 通过易于操作的配方菜单管理来实现灵活的 EPP 产量

 » 优化了原料输送，有效清空了流化床（物料残留最少）

 » 通过节省原料来获得高质量的产品

 » 完美的设计节省了空间并易于使用

 » 通过易于操作的人机界面连续控制生产过程

YOUTUBE 频道

了解更多 EMBead 
    详细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ho77rjT2JddUDFPb2Yel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ho77rjT2JddUDFPb2Yel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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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不可言

Erlenbach 的板材设备，其设计质量高且具有使用寿

命长的特点。 使用EMTower，任何市场变化您都

可以高度灵活地应对。

使用高质量的材料造就完美的品质

侧面电动伸缩调整：由于侧面可电动伸缩调整，因此Erlenbach板材设备系统不需要

传统的脱模角。通过非常小的动作调整，即可轻松脱模，因为切边更少，这也为您节

省原料。此外，电动行程齿轮主轴提供了较高的位置精度，因此效率更高。

蒸汽通入：蒸汽伸缩管技术使节能显著，因为在使用灵活的侧面调节时，蒸汽只会进

入板材成型的所需区域。此外，可自由配置蒸汽4个可单独控制的汽室，确保最终产

品的熔结度均匀。

抗弯曲系统：EMTower 抗弯系统通过对第二个侧面进行单独的机械压缩，将  EPS 板材里

的残余应力降至最低。这项技术的另一个好处是，对于使用相同的原料，能降低其导

热系数。另外，  EPS 板材切割后“弯曲效应”减小。

EM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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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最大 1.6 bar  

可成型原料：EPS，灰色 EPS 

应用领域：建筑行业保温材料和地暖泡沫板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 原料节省和快速填充 

 » 耐腐蚀蒸汽筛网

 » 全电子控制系统

 » 易于操作的人机界面 

 » 更短的循环时间和更低的能耗 

 » 灵活的板材尺寸 

 » 均匀的堆积密度分布和均匀的熔结度  

 » 水分残余低 

 » 所有面的蒸汽均衡流动、瞬间大流量

 » 坚固耐用、低维护设计 

 » 占地面积要求低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使用蒸汽伸缩管来降低蒸汽消耗

 » 通过前端用户界面保证稳定、安全的生产工艺

 » 最高的灵活性通过长度和宽度在尺寸范围内无限调节来实现

 » 均匀的堆积密度分布和均匀的熔结度来实现

高质量的产品通过抗弯曲系统的优势：

 » 通过对第二侧壁附加的机械压缩使 EPS 板材的残余张力最小化

 » 通过缩短板材存放时间降低存储成本

 » 通过部分机械式来产生泡沫压力从而降低蒸汽消耗

 » 同样的原料用Erlenbach 设备生产，隔热性能显著提高

 +  长度和宽度在尺寸范围内无限调节

 +  优化的蒸汽系统

 +  均匀的堆积密度分布和熔结度

 +  竞争优势显著的抗弯系统

YOUTUBE 频道

了解更多 EMTower 
    详细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7GLoEom-v1D7Kw-Y4TPZq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7GLoEom-v1D7Kw-Y4TPZq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完美匹配

颗粒泡沫的加工不仅仅局限于成型设备或板材设备。从原

料的正确存储到废品的高效回收，我们 Erlenbach 可提供整

套设备和工艺，并为所有工序提供匹配的附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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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lenbach 设备的用途涵盖发泡行业的所有工序。我们  Erlenbach 可成为您所有资源的独立供应

商，因此许多附属设施都是由  Erlenbach 生产，我们与我们精选的合作伙伴一起合作，以满足

我们和您对设备所有其他附属设施的高质量要求。

您可以信赖我们的咨询服务以及  Erlenbach 后续为您提供的规划、为您的生产工艺进行高效地

设计。数字化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为您提供简单但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用于将

生产装置联网，并可查看所有工艺的重要参数。



料仓和料仓控制系统

Erlenbach 的织物材质料仓具有柔软、透气和防静电特点，为您的生产工

艺提供保障，有助于珠粒的干燥、排气和快速稳定。这保证了最佳的进

一步处理。在智能筒仓控制下，您可用不同的混合料和工艺参数自动填

充和清空不同的料仓。

载压系统 

载压系统可用于所有不含发泡剂的原料。 

它们主要用于对初始原料进行最佳制备，能够精确调节载压。

EMCycle 

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是颗粒泡沫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EMCycle 可

确保从现有的颗粒泡沫制品中经过细磨，除尘以获得高质量的回

收颗粒，并重复利用 

使用 ERLENBACH设备的优势：

 » 可同时使用多个料仓

 » 自动填充和清空

 » 执行预先设定的工艺参数

 » 通过的显示屏或预发泡系统进行控制

使用 ERLENBACH设备的优势：

 » 为原料的进一步加工进行最优化的准备

 » 以较低的密度加工原料

 » 最终制品表面质量的优化

 » 通过  PLC 控制系统进行直观操作

使用 ERLENBACH设备的优势：

 » 通过显著的成本节约来快速摊销

 » 回收过程很环保

 » 减少废料处置量 

 » 研磨料中粉尘残余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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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的最好

EMHandling (接取)系统可帮助您优化工艺，

其对员工更安全，并且可以根据您的要求和

实际可用空间进行单独调整。

用于上下游自动化的传统解决方案

产品滑落架：带合成纺织材料的可移动铝合金设计特别适用于  EPP 制品的接取，也是 EMHandling  

智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脱模和码垛系统：脱模架将成型制品从模腔推出到移动码垛台。脱模和码垛系统的设计将根据要生

产的制品进行单独调整。脱模和码垛系统通常与附加的单独设计(如胶带打包装置单元)结合使用。

2 轴移动接取系统：2 轴移动接取系统可以以多种方式运行，可以在设备中高效、安全地放置镶嵌件

和制品外壳以及取出泡沫成型制品。根据您的要求，  Erlenbach 可在一个系统中实现这两个功能。

机器人系统：用于全自动插入镶嵌件和取出制品的机器人系统可以比2轴移动接取系统更灵活地使

用。甚至可以用一套机器人系统来配套几个设备。

用于带有制品外壳的地暖泡沫板的 EMHANDLING：接取系统将水平位置的制品外壳垂直放于生产位

置，将其放到所需高度位置，也可以应用于下游生产过程，例如印刷，紧密包装或码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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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Handling



 +  成型制品的自动接取会缩短循环时间

 +  具有上下游生产的自动化流程

 +  制品、制品外壳和镶嵌件的安全放入和取出

 +  独立的适配系统以提高生产力

 

  

应用领域：生产工艺合理化，全自动接取产品及摆放镶嵌件，为建立符

合人体工程学的工作场所提供解决方案。

久经考验的 ERLENBACH 品质：

通过  EMHandling 进行的工艺扩展以多种方式为您提供了可观的附加值。 

这是最好的：EMHandling 的所有产品都可完全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制的。

使用 ERLENBACH 设备的优势：

 » 经济实用

 » 易于升级改造

 » 安全且易于操作的取模方式

 » 插入镶嵌件和固定镶嵌件及覆模，不会导致循环时间加长

 » 使用全自动系统可节省人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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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频道

了解更多 EMHandling 
    详细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6yUi9kcs74hxTneX6VASV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6yUi9kcs74hxTneX6VASV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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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ervice – 提供帮助 

无论是安装、培训、调试、维护或生产过程中发生故障

时所需的快速支持，不管您何时需要我们，我们的服务

团队随时为您服务！

只需要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人员将对您和您的员工进行有效地支持。通过电话或远程服务进行 

快速而直接的支持。不管是维护一个独立的系统还是整个生产工厂，我们的服务都能为您提供决定 

性的竞争优势。

我们非常有兴趣确保您的生产过程中不会发生故障，因此，我们提供电子备件目录（数字备件服务）

，与服务合同和有经验的员工和充分的数字支持的综合培训计划有关的 Warrenty 36。与服务合同相关

的 Warrenty 36，以及配备经验丰富的员工进行全面培训计划和适当的数字支持。

我们为您提供支持：

 » 通过全面的专业知识提供全球技术支持

 » 全面的备件库存可缩短交货时间

 » 定制化服务合同，用于维护、检查和维修

 » 周一至周五上午  7 点至下午  6 点免费提供服务热线

 » 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在您的工厂或我们的实验室体验中心进行，涵盖从节能到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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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备件服务 

在交付新的  Erlenbach 设备同时，我们还提供电子备件目录，

使您能够快速方便地识别备件，并通过备件服务查询或直接订

购。直观的用户界面节省了识别和采购备件的大量时间，因此

确保了设备的高可用性。

Warranty 36 

对于新的设备投资，您将获得  Warranty 36。Warranty 36 的其中一

部分是服务合同，来保证由  Erlenbach 服务技术人员对您的设备进

行年度维护。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您的设备一直处于最佳可

使用状态。

EMTraining 

通过将正确的专有技术传授给您员工，无论是原料载压，板材成

型或成型制品生产，您都可实现生产运行的最佳性能。

Erlenbach 培训课程完全针对您团队的要求。使用易于理解的培训

文档，由经验丰富的培训师传授要点，如：在什么时候需要调机

以及设备的正确操作方式。

您可以选择，在您的工厂或者在我们总部的实验室对您的团队进

行培训，学习工艺流程、成本和能源优化等课题。

使用 ERLENBACH设备的优势：

 » 易于识别的备件

 » 备件的快速采购

 » 直观的用户界面

使用 ERLENBACH设备的优势：

 » 质保延长  24 个月

 » 减少机器停机时间

 » 由  Erlenbach 服务技术人员对您的设备进行年度维护和检查

 » 增加设备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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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EMMotion

ERLENBACH  
设备

YouTube 频道 
EMShuttle Evo

YouTube 频道 
EMBead

YouTube 频道 
EMTower

YouTube 频道 
EMHandling

YouTube 频道 
EMMotion

YouTube 频道 
EMMotion Flex

请直接扫描：

https://www.erlenbach.de/en/technology/
https://www.erlenbach.de/e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ho77rjT2JddUDFPb2Yel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x_R83uow9c0rmVsNM4Oj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7GLoEom-v1D7Kw-Y4TPZq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6yUi9kcs74hxTneX6VASV
https://www.erlenbach.de/en/technology/
https://www.erlenbach.de/en/technology/
https://www.erlenbach.de/en/technology/
https://www.erlenbach.de/en/
https://www.erlenbach.de/e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QTpGuca6-UU1rpNALENrB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QTpGuca6-UU1rpNALENrB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ho77rjT2JddUDFPb2Yel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ho77rjT2JddUDFPb2Yeln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7GLoEom-v1D7Kw-Y4TPZq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7GLoEom-v1D7Kw-Y4TPZq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6yUi9kcs74hxTneX6VASV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6yUi9kcs74hxTneX6VASV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Q_w8C4pGdf9YDVt4vkDmrK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x_R83uow9c0rmVsNM4Oj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Rx_R83uow9c0rmVsNM4OjI
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d4SvjL6Sj-TQTpGuca6-UU1rpNALENrB




Erlenbach GmbH 
Am Roedchen 1 
56355 Lautert

 +49 6772 801-0 
  info@erlenbach.de 

www.erlenba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