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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来自于同一供货商 

做为面向工艺过程的系统供应商我们是您最好的合作伙伴，为您提供“德国制造“的经济实用的顶尖技

术。坚固，可靠的产品和设备让公司在过去百年享誉全球并还将在未来延续下去。我们对自己提出的要

求是:  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KW公司超过百年的创新力和员工一流的素质

备受铸造业专家的称赞。产品的技术，精密，

效率，功能和质量体现在整套铸造设备以及

模块化系统部件的研发和制造中，从自动造

型线，砂处理设备直到其它的工艺技术。我

造型线 – 为小批量和大批量生产提供创新的技术
和理念

无与伦比的系统能力 – 我们的宗旨: 
技术领先

们唯一的准则是：为了我们的客户。最坚实

的基础和跨系统的综合能力可以创造佳绩。

和KW一起实现您的才能，共同塑造铸造行业

的未来。

为了未来的铸造厂 

深谋远虑 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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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谋远虑，未雨绸缪: 在产品，技

术和过程上不断研发是我们最大的

不同之处。

德国制造

始于 1907

砂处理 – 为最佳的型砂质量提供领先的创意和灵活的解
决方案 

浇注机 – 为成本效益和过程可靠性提供最现代化
的系统

服务 – 按客户需求提供最大可能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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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公司的造型线，砂处理设备和浇注机是为

平均使用超过30年而精心设计和制造的。我们

的宗旨是针对铸造厂的使用环境和条件，提供

相应的解决和服务方案。

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设备无故障的运行和最优化

的性能

检验我们服务措施的标准是您对服务结果的满

意程度。所以我们为您提供高素质的技术人

员，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和铸造专家进行现场服

务，通过电话或远程服务手段提供技术支持，

提供现场维修和保养服务，快速的原装零件供

应，对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和对系统进行培训。

如果需要，您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联系我

们。我们为您提供可靠的帮助，您能保证设备

的正常运行。我们有专人负责和解答您的专项

问题，让您感到满意。

谁决定了使用KW公司的设备，不论是成套设备还是单机，一定赞叹整个使用期限内稳定的质

量。我们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保证提供高质量和专业的服务。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服务项目

自始至终陪伴您 

从工厂为您提供全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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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不会让您孤立无援: 我们会在您需要的

地方提供帮助，您不会损失生产时间。

为了满足您的需求，我们扩展了服务内容，

相信下面的这些服务项目能让您满意:

KW公司服务项目的优点

 全面的服务计划 

 对设备和机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经验丰富的专家提供全球服务

 快速满足您的备件需求

 为了持续可靠性，我们准备了性高价比
维护保养合同

 专业维修，更新和改造

 在紧急情况下提供特殊援助

 对各项应用技术提供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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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备件和易损件

KW公司设备和机器的原装件都经过多年的运

行得到了可靠的检验: 有突出的性价比。每个

原装件都是按照系统的最佳运行要求设计，准

确地按照要求的功能和方式工作。产品的任何

改进都马上传递到相应的原装件上，所以通过

采购原装件您能从我们的技术进步方面受益。

与此同时革新的设计使安装时间缩短。KW公

司提供保修，保证备件的正常安装和完好运

行。您可以完全放心我们严格的质量检验系统

系统全面的备件品种，随时准备为您提供

KW公司非常注重备件服务，加快了备件的制

造速度，能快速提供备件，缩短停机时间。一

个很大的团队使用先进的设备生产大量需要的

KW公司高质量备件和易损件。尤其是对经常

使用的设备产品已经形成了一个服务网: 我们

从ALFELD向世界各地发运需要的零配件。值

得信赖的原装质量，更换后您就可以享有不打

折扣的安全性。KW公司的外勤服务人员乐意

为您提供专门的技术咨询，和您共同制定关键

谈到KW公司的备件和易损件，没有什么能比得过原装的。谁能保证提供给您的备件具有最高的

质量，完美的功能，经过检验的安全性，最大的可靠性，理想的使用效果? 当然只有KW公司 – 通
过提供原装件。

备件的理想库存方案以及合理的采购时间间

隔。计算机数据系统可以快速地按照图号，物

料号或者在设备上的安装位置识别备件，这套

系统也适用于采购很老的设备上的零配件。

绝对的KW公司原装: 100 % 

100 % 的原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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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厂成功的秘诀: 质量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起决定性的作用。
只有原装件才能完成更艰巨的任
务“ 



原装技术，原装功能，原装件: 给您更安全的

感受

有备无患:通过检验的原装件质量和量身定做的服

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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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公司原装件的优点

 高品质，经过检验的安全性，有最佳的
配合精度和功能

 高性能和高可靠性，包含了最新的技术

 保证顺利安装，寿命长，有新件保修

 缩短停机时间，最大化设备使用率

 通过KW公司的服务网络快速供应，包括
对30年以上的设备

 对不能再采购到的备件提供替代件



检查和维护

设备检查，评估，优化  

一切准备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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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公司检查和维修的优点

 对设备的状态进行定期检查，降低故障/
停机风险

 目视/技术检查，液压和机械系统/部件调
整

 为了获得可靠的造型质量，将相关的分
析，评估和建议存档

 量身制定服务合同，包括众多服务和价
格优惠

 可直接从我们原始设计和制造技术方面
获益

即使最好的造型线和砂处理设备也要时常进

行检查: 为设备维修和优化制定附加的维护计

划，恢复更高的开动率。因为设备始终是在铸

造厂恶劣环境下运行，到了一定的时间就要对

设备现有的生产能力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检查。

经过培训的KW公司专业人员为您提供全方位

的检查和维修服务项目，保证您的设备始终处

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泰然自若，有KW公司最新的诊断维护方案

定期服务是保持设备状态，避免意外停机引起

高额后续成本的基础。有口皆碑，KW公司的

设备在使用了几十年后仍然能在高质量的状态

下可靠地运行。为了有效和经济地执行定期检

修工作，KW公司会针对具体设备提出建议，

为客户量身定做的服务合同。这样您有保障，

不会遗漏重要的检查检验项目。在检修报告中

我们会向您提出建议，指导您如何保持设备的

最佳技术状态和经济性。

客户只要选择了KW公司的设备，对质量的高要求是无可厚非的。定期的维护和保养改善了设备

运行的安全性。我们的专业检修能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经济性是设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KW公司的检查和维修保证您的设备始终有

最好的开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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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周全。我们深入思考。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您的需求为导向。检修

结束后我们将提供详细的状态报告，指出哪里

急需处理，有哪些改善设备的可能性，哪些地

方还有优化的潜力。我们为您建议理想的备件

储备，或通过远程服务对您的系统进行诊断。

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服务成本: 与客户约

定收取打折的小时服务费，降低备件和易损件

的仓储成本，保证对用户的回访，咨询和技术

指导，通过自动维护保养项目降低维护人员的

工作量，提供24小时免费热线服务。请和我们

联系，我们能为您提供哪些服务。我们会根据

您设备技术的具体情况确定对您的服务范围，

制定适合于您的相应的服务合同。我们的许多

客户已经从这项服务中获益。请向KW公司相

关的人员介绍您的需求，他乐意为您提供咨

询。这种交流也会让双方的关系更密切。

„请让我们定期获得您设备当前
的状况，以便我们能及时做出反
应。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kuenkel-wagner.com



现代化和改造

更换，升级，受益   

设备升级  

进步是一件好事，而且它一定会来的。由于企业内部的需求在变化，市场在转换，新技术和工艺

过程在不断地出现，相关的设备技术也要相应地发展。请和KW公司一起装备您的未来。

不是每一项现代化想当然的都需要通过投资新

设备来实现的。还有其它更聪明的途径: KW公

司的现代化和改造措施可以在设备的所有层面

上进行。

不仅仅能对设备本身进行改造，还可以做很多

其它是事

对此在技术层面有很多可能性，比如提高设备

的产能，改造设备使其符合当前的环保规定，

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或者通过改造降低故障停

机的风险。通过更换单个部件或改装提高设备

的潜能。KW公司独有的经验能帮助您达到您

的目的。我们负责专业地更换老配件，提供高

品质，经过检验和先进的新装备和升级，比如

在造型线上为您改装我们最好的预紧实系统

KW-TWINPRESS 4.0 – 所以请和KW公司一起

将您的现代化改造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我

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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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信服的理念:
利用现有的设备，对其进行现代
化装备，迎接最新的挑战。“

通过设备技术的现代化和改造提高您的竞争能

力。

KW设备升级改造

 控制系统的现代化

 延长冷却时间

 改善紧实工艺

 加长下芯段或改变浇注段长度

 安装芯砂分离系统



现场支持

维修期间的关键点是时间，停产时间越短越

好。一旦生产停下来了，就需要有专家到现场

或车间。可能是产品质量突然变坏，或者是设

备或设备零部件出现故障。越早找出问题的原

因，就可以越快地恢复生产，重新稳定可靠地

生产高质量铸件。

在短时间的故障源分析，尽量减少停机时间

我们为您提供服务的技术人员厚积薄发，能直

接接触德国KW公司总部设计和生产的关键技

术和经验。KW公司进一步的服务项目还包括

内部维修和保养，如油缸，轴承，电机 –  根
据对故障分析的结论。由此保证了快速维修服

务: 如果还能拯救世界，那就越快越好。

进步是一件好事，而且它一定会来的。由于企业内部的需求在变化，市场在转换，新技术和工艺

过程在不断地出现，相关的设备技术也要相应地发展。请和KW公司一起装备您的未来。

需要时 

能在任何地点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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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公司现场支持的优点

 问题分析，检查，评估 

 复杂的现场维修工作

 使用KW公司原装件，寿命长

 所有的服务工作存档，提供维修记录

 现代化改造，备件，组件和元器件的修

 在ALFELD进行的内部维修，如油缸，轴
承，电机

 有吸引力的性价比

由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提供紧急帮助: 服务专业，质

量一流



零部件维修

修复设备 

大修，很值 

已经旧了: 有些已经多年使用的零部件未必一

定要换新的。如果其基本状况很好，就值得算

一个账: 当费用大约是新件的40至60%时就值

得对其进行维修，比如可以把减速器交给KW
维修专家进行大修。大修可以在我们的车间内

进行。这样减少了生产成本，您可以将省下来

的资金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

如果采购新设备仅仅是第二选择的话，就要彻

底更新

在需要的地方，使用先进有效的KW公司原装

备件能使设备构件获得新生。通过我们专业的

服务能让您的设备几乎达到新设备的水平。经

过大修后的设备构件能重新获得原来的功能，

工作可靠，耐用，全面运作。对此我们通过证

书给您提供书面质量保证。

尽管零部件变旧了，通过KW公司的零部件维

修服务对其进行修复还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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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大修保证您的设备长期保值



培训

成为您铸造厂所有KW公司设备和机器的专家

吧。参加我们的培训，从KW公司的产品中为

您开发出更多的潜能：因为当今的铸造厂是要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衡量的，整体协调过硬才能

获得好的产品。造型线的技术知识已经和砂处

理设备知识相互融为一体。浇注机专业知识已

经和造型线紧紧地连在一起，等等。 

潜力不只是隐藏在KW公司的设备和机器里，也隐藏在使用中。因此我们想传授

我们的知识给未来的铸造工厂。

聚焦：整个生产过程。 

细节，技巧和窍门，怎样运行和怎样更好的运

行，全部这些您都应该了解。通过围绕铸造厂

相关的设备调试，故障排除和系统操作等话题

丰富您日常工作的知识。根据客户具体需要和

员工的专业素质，我们的课程导师带领完成所

有培训模块。

丰富系统知识  

工艺过程如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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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培训的优点

 讨论，产品培训，训练，了解最新的技
术

 快速员工以及新员工培训

 快速的设备启动

 造型质量提升，少量的保养和维修成本

 业务技术知识和系统知识



服务团队与24/7服务热线

强大的服务 

强大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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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公司在行业内有口皆碑。您的联系人，服

务背后具有专业技能的员工是我们企业最重要

的部分。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延伸和扩大的服务

能让您振奋，让您体验与众不同。当您联系我

们时，当您马上需要任何形式的支持时，或者

当您想详细了解我们的产品和业务范围时。

我们积极热情地在全球为您服务

高品质的产品，丰富的经验和高标准自身要求

的总和是客户满意度的保证。KW公司服务合

同让您获得丰富的具有吸引力的服务，服务范

围是为您量身订做的。我们通过24/7服务热线

把客户的需求落实为全球24小时的一流服务 – 
这是我们的宗旨。

激情就是团队合作。因为走在通往目标的路上就是一件幸运的事: 为了用户我们全力以赴 – 通过

最好的创意和领先的解决方案。其中还有服务，没有比这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服务了。

KW公司的服务合同 – 您的好处：

+ 明确的维修费用

+ 设备定期检查

+ 降低意外风险和意外停机

+ 更长的设备寿命

+ 保证设备的经济性

+ 更少的备件和易损件仓储费

+ 减轻维修人员负担

+ 折扣(降低每小时收费)

+ 免费24小时热线

全新!



面向您的需求：在公司和现场为您准备一支

高素质的服务与销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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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服务过程的质量是我们服务的核心，这

是我们客户每天都能体会到的。因为热情服务

是我们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产品性能的组成

部分。

如果标准对您不是一个选项的话

我们愿以我们的服务为客户增值。这正是客

户对KW公司的期待，对客户任何形式的“深谋

远虑，未雨绸缪“是检验客户满意度的最高尺

度。请您来体验。

我们一直在您的身边

 24/7 技术服务热线:
 +49 (0) 5181 78-800

 · 快速故障排除
 · 专业的联系人
 · 随时服务

 服务:
 Johannes Gärtner +49 (0) 5181 78-244
 J.Gaertner@kuenkel-wagner.com

 零配件:
 Sandra Küster +49 (0) 5181 78-254
 S.Kuester@kuenkel-wagner.com
 
 现代化/改造:

 Dr. Reinhard Schille +49 (0) 5181 78-216 
 R.Schille@kuenkel-wagner.com 
 Clemens Korhammer +49 (0) 5181 78-286 
 C.Korhammer@kuenkel-wagner.com

„我们新的24/7热线深受欢迎，因
为在客户着急的时候，服务最关
键的因素就是联系得上。“ 

全新!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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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昆格瓦格纳有限公司

(德国KW公司)

Hannoversche Straße 59
31061 Alfeld 

Tel.: +49 (0) 5181 78-0 
Fax: +49 (0) 5181 78-306

info@kuenkel-wagner.com
kuenkel-wagner.com

KW公司24/7热线服务为用户提供支持:   
+49 (0) 5181 78-800

通过在德国，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基地我们在全球范围为您服务。我们高质素的专家

任何时候都愿意为您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您可以通过服务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

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