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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MART
CHOICE! 

Say hello to 

G10...

V710机型 - 500吨

节省时间并提高效率！
•	  快捷并优化设置的自动调节软件 

•	  最新设计的多任务显示HMI(人性化设计，的21.5触摸屏)

•	  人体工程学改进：挤出机入口地面高度低和优化的操作高度  

Ecopack能源节约！
•	  加强保温隔热使得模具和设备的加热能耗降低了15% 
•	  伺服马达驱动泵使得液压系统能耗降低了40% 

更有自信的维护！ 
•	  获得客户广泛认可的的设备坚固及耐用性
•	  预防性维护软件(自我监控系统，自动检测组件的磨损程度)
•	  3G 无线连接，简化了远程支持服务

AND BEYOND INJECTION...
生产零误差的橡胶部件！ 
•	  无与伦比的注射技术 

•	  3-步设计的完美合模单元



卷首语

全球网络 

风好正扬帆

凭借2013年营业额增长10%和2014年增长约15%的良好发
展势头，REP集团的全面战略正结出累累硕果。在过去的十
年间，我们开发出两个并行系列的橡胶注射机，分别针对
新兴市场和高技术市场客户的不同需求。

在获得这些优良业绩的基础上，为最好的服务客户，我们正不断的加强战略定
位。我们持续大力投资，在Corbas工厂，不但装备了最新的加工中心，而且工厂
在不断的得到现代化改装。这座位于法国里昂附近的工厂是REP集团的主要生产
中心，绝大部分机型都在此处制造出来。我们一直以来
并将持续不断的发展这座工厂，因其具备有最完善的生
产设施，满足最先进的制造过程要求和西方发达国家客
户的高端技术需要。

与此同时，我们在亚洲新开设了两个生产基地，来满足
当地客户对于更高性价比机器的需要。

与公司新纲领“Rubber In Motion”相契合，REP一直在行
动！我们就像一艘满帆航船，准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Bruno Tabar
CEO首席执行官

REP 集团

“我们就像一艘满帆
航船，准备好迎接

新的挑战！”

“阅读就像远眺地平线，一开始你只
能看到一条黑色的天际线，令人着迷

的是想象中后面的精彩世界”

Quote: The Indies Enterprise (2010), Erik Ors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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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无处不在， 
触手可及！

REP的销售和服务网络是由6家子公司
（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巴
西，中国）和大约30的机构并不断发
展中，以更好地适应现有的需求和当
地的要求。

在世界各地，REP分支机构让REP的专
业知识和服务体验，提供给当地客
户，即便在最偏远的地区。

他们都是在各自国家地区公认的橡胶
注射领域的技术专家，并经常接受在
总部法国里昂CORBAS举办的各类培
训，来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销售和售后
服务。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
黑山共和国 

ROBIS Robertino Sevsek s.p机构并不是新
的合作，他们自2010年就开始与REP合
作，但我们在近期克罗地亚加入欧盟
时抓住机会突出合作。

该机构包括前南斯拉夫国家，专门从

灵动的全球网络

销售总监的话

“我每天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让提供给客户的方案更有竞争力？我们开发新产品(G10,CMS)
和针对客户当前和未来的问题提供多样化的解决方案,当然我们也有责任提供一流的服务。机
器在正常操作使用下不间断的进行生产，只有在满足客户需求时才是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 
REP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分支服务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您可以了解到REP的方方面面。”Stéphane Demin

事橡胶技术产品和工艺发展的项目管
理。由于搬迁到巴尔干半岛地区的未
来几年注定会大幅发展，众所周知
ROBIS以给客户提供REP的专业技术而
闻名。

 

 售前咨询和售后支持

熟练管理复杂工程的复合配方整合
技术，模具,注射机和最终生产成
本，Mr. Robertino Sevsek给REP设备提
供售前咨询和售后支持，与区域销
售经理Mr. Pascal Consolaro合作建立客
户忠诚度。

Robertino SEVŠEK

通过他们的全球网络，南非  Carst and 
Walker 可以找到任何原材料或产品，品
牌或通用，新技术实时跟踪和每个终
端市场的消费趋向，允许他们协助客
户提供他们的产品构想。

*Hobart Enterprises Group 企业集团在澳大利
亚、英国、爱尔兰、尼日利亚、肯尼亚、

南非和中国经营并销售到全球36个国家。 

美国

REP美国公司新任经理层

针对销售量的增长和开拓市场机
会,REP新加入员工John “JR” MOHL先生
被任命为区域销售经理。

关于这个任命，REP美国公司总裁Tim 
Graham先生说，“我们已经经历了相当
大的业务增长，从我们的许多长期客
户和使用我们新设备顺利的新客户中

我们获得机器订单。我们知道JR将成
为领域里我们努力的一项实际资产。
他也显然有权利工作,.  .”Graham开玩
笑说关于新员工的父亲，John MOHL也
是REP美国公司的区域销售经理和橡塑
技术专家。

JR MOHL先生是一个密歇根州卡拉马
祖市本地居民，在REP担任着客户服
务和销售职位有15年的时间了。他具
有密歇根大学的航空飞行学和MBA学
位。

James P. WIRTZ II  ( Jim ) 先生被任命为
REP美国服务经理。

Mr. WIRTZ有丰富的橡塑行业背景：他
的家族拥有并运营着WIRTZ公司，位于
密歇根州的橡塑制造工厂。

在90年代中期，公司将方向转向在整
个美国设计和建设生产设施的电池机
械行业。“我一生从事的不是在注射
就是在挤出模具成型工艺上，作为成
为REP集团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荣幸。在
我家族，从我的祖父开始就开始从事
橡胶工业，我的父亲也把整个职业生
涯都倾注到了这个行业。

即将荣休

Ursula MOE女士为REP美国公司忠实的
服务了近30年的时间，目前她准备开
始自己的退休生活。我们祝愿她未来
的生活更美好！

南非

Carst & Walker South Africa (www.carst.co.za) 
是霍巴特企业集团*的一部分,众多化
工进口和分销公司的控股公司。

公司成立于1934年在南非,多年来,扩
大成为一个主要的塑料，橡胶和橡胶
设备工业应用的化工原料进口商和分
销商。这是基于与REP在南非和津巴布
韦的一项代表性合同。Carst & Walker和
REP区域销售经理Mr. Stewart KNIGHT将
为REP设备提供售前和售后支持。

该公司由Jaco SMITH先生管理，有数百
名员工。在南非的主要中心设有办事
处及仓储基地，独家代理很多主要的
跨国化工公司。

Carst & Walker 也有一个制造工厂即Anchor
化工，用于在橡胶工业中制造原料。

Jaco SMITH (Carst & Walker) 和Stewart KNIGHT (REP) 正在签署合同，身后从左至
右：Dr Kathy Garde, Ron Dunwoodie, Jenny Warner, Velogan Muthayan, Pieter Snyman, Paul Rose 
和Paul Edge, 都是来自Carst & Walker的员工.©Southern Africa Plastics Composites Rubber Technology

John “JR” MOHL

James P. WIRTZ II

Ursula M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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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挑
战”，REP 首席执行官 Bruno Tabar先生
谈到，“这就是我们需要依靠协同效
应与强大的伙伴合作，来保持持续增
长的原因。”

URP，新成立的法国REP集团和德国
LWB Steinl的合资企业：这两家企业都
在中国已深耕多年，在中国市场业务
上并没有交叉。在日益发展的中国市
场，这一战略联盟让两家公司可以分
享资源并提供价格有竞争力的产品。
在中国市场之外，两家公司仍保持独
立并且在其他地区仍有竞争的关系。

新工厂坐落于北京的东南方向，河北
省廊坊市，生产面积2600平方米。生

产的新系列橡胶注射机专门针对中国
市场，用于工业技术类橡胶零部件产
品的制造。 

所谓“URP by REP”的新系列橡胶注射
机，在廊坊组装整机但是注射单元由
法国原装生产制造。这样既可以给客
户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同时又结合
了欧洲的世界最高水平技术和高质量
标准。这种新系列机型采用和现有REP
橡胶注射机同样的模具规格和操作方
式。

在中国市场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市场
的大环境下，URP的首要的目标是提
供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出于日益激烈
的竞争要求，越来越多的客户正在考
虑采购高效,可靠且持久的现代化生产
设备，但在价格上要低于我们在法国
Corbas生产的高端机型。

让我们预祝URP在未来取得成功！

REP中国并入
URP联合橡塑公司

已逾20年历史的REP中国，一直以来
被视为橡胶注射机行业的基准，作为
法国REP集团的子公司合并到新成立的
URP联合橡塑公司。 

重要的是,这样URP在建立之初，就具
备了一支有活力和丰富经验的团队，
有着处理复杂项目的能力，持续的为
中国和国际客户服务。

生产组装在

中国
URP联合橡塑: 一个全新的公司和一个全
新系列的橡胶注射机！
联合橡塑(廊坊)有限公司，也称为URP，是一家全新的公
司，隶属于REP集团，由原REP中国总经理王笑波先生领导。
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市场，URP旨在进行新系列橡胶注射机的
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王笑波先生 

URP公司 
总经理

一些地理知识

廊坊，近临中国首都北京和北方最大
的工商业城市天津，占地面积 6429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850,000 。
 
廊坊没有港口或机场，但从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或天津新港到这里只需要一
个小时的车程。

由于当地政府想使它成为一个“科学
和教育的城市,旅游展览中心和一个
绿色城市。”这10年间，廊坊已成
为北京和天津之间最具吸引力的热点
位置。

一座安谧绿色的城市
不论是当地长期居民还是新居民都能

享有廊坊美丽的绿色环境，由于75
年再造林项目，现在市中 心 绿
地覆盖率40%，人均公
共绿地超过10平方
米。

业务发展和
投资的理想
场所
直辖市的追
求是“让廊
坊转变成一个
绿色的中国硅谷
绿色并把它变成中
国北方最美丽的城
市。” 来自来自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商人投资廊坊。现有100000
平方米的展览设施和
30家星级酒店。

资料来源: 
Chinatoday

REP 中国团队

BEIJING

ZHENGZHOU

LANGFANGLANGFANG

LANZHOU

HONG KONG

SHANGHAI

CHINA

亚洲概览

龙腾虎跃 
蕴含希望的活力之地...

各有着不同特点，但都充满活力的地区

亚洲是一个天然橡胶产量突出的区域，其显著特点是有很多各具特点的市场。

东南亚地区的特点是各个地区差异很
大，发展程度各异。当有些国家的生
活水准已经接近西方水平的时候，另
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因为历史的原因或
长时间的隔离于世界，一直处徘徊在
世界最低水平。 

虽然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
人文资源，而且是基于相异的商业模

式，但是它们共享“亚洲文化”，可
以解释为佛教，道教，印度教和儒教
的浓厚文化影响，表现出了快速的恢
复能力和可观的增长潜力。

REP的亚太网络由一些机构组成，包含
在中国的一个分公司和其他6个代理公
司，区域销售经理CONSOLARO先生
和我们10周年的合作伙伴台湾东毓公

司，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和期望。无论是“虎
文化圈”（泰国,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
印度）或是  “龙文化
圈”  （中国,  越南, 
韩国,中国台湾,  新加
坡和中国香港）。 

此外，在印度和中国，
新的机构正在设立中，
旨在为当地客户生产最
高性价比的新系列橡胶
注射机。

最大的橡胶市场

亚洲/太平洋地区是目前橡胶全球
消费量最大的市场。2014年全球
橡胶市场预期增长4.4％，归功于
亚洲需求的强劲推动。

世界天然橡胶需求约48%的部分来
自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印度对
天然橡胶的需求可能会持续增长
8.5%，而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
界上工业橡胶制品最大的市场。 

世界前3位天然橡胶消费国： 

中国，印度，马来西亚

世界前5位橡胶产品制造国:
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印度，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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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 亚洲

泰国新公司

CWI（泰国）成立于2010年，以他们
近40年橡胶行业的丰富经验，为当地
以及在泰国本土的外国企业提供最好
的服务，并提供橡胶化工制品以及各
式橡胶设备。
CWI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可以通过提
供CWI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提高生产力和
改进产品质量，以提升CWI客户在市场
中的竞争位置。

CWI的经理Kok这样说道：“Tempinverter
技术是非常先进的，遥遥领先于其他
厂家的同类产品。我们的客户正在使
用它，并且很快就发现Tempinverter对
生产和产品的质量改进是有实际意
义的，这项技术的运用，
将使他们在这个竞争
激烈的市场上有
更 强 大 的 优
势。”

REP 亚太地区 :

高性能的注射机，中肯的技术解决方
案，熟知各种胶料性能，快速响应，
强化的培训方案，越南、印度和日本
的新工厂，中国和泰国的分公司的再
度强化，REP集团在亚太地区做出一系
列的强化营销网络的行为，都是为了
保证客户从REP的高性能的设备获取最
好的收益。

区域销售经理Consolaro对于
REP的亚太营销网络非常自
豪，这极大的鼓舞了服务
及销售的士气。

在市场上不断的出现新的设备供应
商，面对这些抄袭欧洲技术的厂
商，Consolaro和他的团队微笑着回应
道：“他们是在模仿，而我们是在超
越。”

日本新机构

我们已经在日本超过了 40年，现
在，REP通过与K-Brasch公司携手合作，
扩大了在日本本土的业务，以更好的
面对市场需求。

在日本这个国家，必须要有卓越的服
务，K-Brasch公司已成立80多年了，
该公司被认为是高技术工业设备供应
商的领导者，在东京和大阪设有办事
处，并且K-Brasch拥有经验丰富的技术
团队，以支持日本和海外市场。

越南新公司

Kim Thinh成立于1994年，被认为是越南
橡胶行业最好的、技术含量最高的公
司，该公司的业务涵盖了从最基本的
到交钥匙全包的所有业务。 

由25个专家组成的年轻的、富有活
力的团队，为客户通过从销售到技
术支持的全方位的服务。

东京

KOREA FRANCE TECHNIQUE TRADING CO., LTD.

K.BRASCH

MICHAEL PILA ENTERPRISE

CENTRE WEST INDUSTRIAL 
SUPPLIES SDN BHD

TUNG YU HYDRAULIC MACHINERY CO., LTD.
CENTRE WEST 
INTERNATIONAL CO., LTD.

KIM THINH CO., LTD.

PLAS-PACIFIC

Web: 
Japan: kbrasch.co.jp
Thailand: www.centrewest.com.my
Vietnam: www.kimthinh.com.vn

越南团队

中西公司员工（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代
理商）

日本团队

生产组装在 

印度 REP的新分公司

REP集团自2014年以来在印度准备的橡
胶注射机生产，这一战略发展将最快
将在2015年满足让印度客户免征进口
关税以更低的成本条件下得到最好的
橡胶注射机，并在优秀的当地服务下
获得利润。

在产业层面，REP的一系列既定的生产
结构规划完全满足客户对产品质量要
求。这个生产企业是由欧
洲技术引领的，并且
迄今为很多跨国公
司生产特殊机器，
比如法国米其林。

我们将继续在法国生产注射单元(REP
机器性能的关键)和其他一些关键部
件。

一个专业的服务团队将针对投资
项目和售后服务，确保客户享受
到优质服务。

班加罗尔:议会大厦

你知道吗？

班加罗尔,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
首府。在迈索尔王公统治之前，
从1831年到1881年由英国政府管
理。

由于有许多公园和花园，班加罗
尔被誉为印度的“花园城市”
。它有着标志性雨季的热带季
风气候，但其相对印度大部
分城市的高海拔(920米)，这
里的空气会清爽很多。

现在班加罗尔已成
为重要的学术、科学

和经济中心，超过850
万居民的城市圈被看作是
印度高科技首都。 

其发展的重点是新技术,包括外
包领域的计算机科学、生物化学
和航空航天。由于低成本和高技
能劳动力而吸引了许多国外公
司，设立了业务，即谷歌,微软,
雅虎,亚马逊、戴尔、惠普和IBM
的印度子公司。作为世界上第四
大技术中心，班加罗尔有近500
个创业公司和700多个跨国公司
的研发中心。

我们的生产团队

NEW DELHI

BANGALORE

CALCUTTA

MUMBAI

INDIA

REP 橡胶注射机
V59A

班加罗尔的新厂房12”人机界面



REP News REP News
12 13

收购WaTSON BROWN

REP集团
第7个分公司

自从2013年7月以来，REP集团扩大了公司业务，收购了位于柏林的Watson Brown HSM，目前集团共拥有7
个子公司。在被收购之前，该公司是REP集团在脱硫领域的合作伙伴。

REP获得了HSM脱硫技术的独占权
以及HSM在柏林的脱硫中心，这个
中心配备了可以用于实际生产的脱
硫线和一个由5人组成的测试实验
室，这个实验室由Thorsten主管。
 
那些愿意使用脱硫技术的客户可以
提供胶料样品，这个实验室可以为
这些样品进行测试，这样可以在投
入实际生产之前，以此来验证HSM
脱硫胶料的性能。重新利用废胶，
使用脱硫胶替代一定比例的母胶，

以便降低成本，目前，HSM的脱硫
处理能力可以满足所有想要使用脱
硫技术的客户的需求。

为了便于感兴趣的公司进行测试，
需要这些公司提供几公斤的废胶，
以便完成胶料的拉伸数据、抗拉强
度、流动性等数据的测试。完成测
试之后，客户会收到胶料的评估报
告，然后可以进行生产测试，以确
定在最终的实际生产中，参入脱硫
剂的比例。

REP的目标是和HSM的技术共同发
展，这个目标在柏林的中心展开实
施，并且在国际市场上，联合胶料
供应商及废胶处理商，通过提供脱
硫设备和脱硫服务，提升了销售。 

Website: www.RepDevulc.com

Thorsten Wegner博士，柏林中心的技术经
理，Jonathan Teixeira，脱硫销售经理。

柏林团队

柏林实验室

获知更多关于 
HSM 的脱硫化技
术，请见第26页!

CORBaS工厂开放日

在新的V510发布以及与台湾东毓合作的周年纪念日之际，法国REP于2014年6月17日在位于Corbas的工厂
内举办了工厂开放日的活动。

参 观 者 可 以 在 第 一 时 间 内 看
到，REP集团正在通过大量投资，
稳步的现代化其生产设备。

开放日上的会议使用英法双语，参观者们可以发现很多高技术含量
的G9/G10系列的注射机。

很多特殊配置的注射机也在本次活
动日上展出：双胶料设备，脱模装
置，拥有1到2个注射单元的CMS。 

6月17日也给了REP很好的机会，将
自己的合伙伙伴-东毓，介绍给客
户，并共同庆祝合作10周年纪念。

晚宴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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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的意义：代表“REP”
及“Tung Yu 东毓”橡胶注射机 
RT9是REP的注射技术和东毓硫化机
的机械结构融合的产品，它主要是
位以下两个市场而设计：

•	转移了生产线，正在寻找物美价
廉的欧美传统客户;

•	期望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有效率
的生产设备的新兴国家的制造商。

RT9是产品系列内最新的产品，拥
有REP的Y型注射单元，2步或3步锁
模单元，以及闭环的温度控制。

模块化的设计和低占地面积，RT9
注射机的设计师符合人体工学的，
并且其CE标准的围板设计也便于保
养。

特别版本

产品系列的最终版本还包括：J系
列和ERGO系列

•	 RT9ergo: 低操作工位400T设备。

•	 RT9J: 专为日本市场设计的紧凑
型版本。

2004: 开始合作

2005: 第一次造访
REP法国

2011: 第二次造访宁波东毓

2004: 第一次造访宁波东毓

2007: 东毓成立25周年纪念

2014: 合作10周年庆典

2010: K 2010 - 德
国

图片回顾 

2005 
RTIP

2008
RTAXS

2010
RT9

2011
RT9 J

2012
RT9 400 ergo

2014
庆典蛋糕造型！

REP和东毓合作10周年纪念

回顾

10年前，工业向新兴国家的转移
开始加速。REP试图找出如何适应
亚洲市场，并为重新安置在亚洲
市场的客户提供价格更为低廉的
生产设备。REP明确的选择合作伙
伴作为以后的发展路线，作为一
个中型的生产销售型公司（尤其
在业务波动较大的市场上），这
种发展路线可以快速的，安全的
建立公司网络以适应市场。
REP开始在台湾寻找可能的合作伙
伴，通过Brad Corbett先生，Hultec/
Terramix集团的前CEO，完成了和东
毓的第一次接触。

互补的合作

东毓的平板硫化机在亚洲市场上
有着非常强势的表现，这对REP是
一个强有力的补充，而REP是橡胶
注射机市场的领导者。
基于两个方面打成共识，讨论非
常快的变成了合作。一方面，东
毓全系列的注射机产品，会由REP
提供统一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另

一方面，共享由低成本制作的橡
胶注射机（部分零件产自法国，
部分零件产自台湾），最开始的
是RTIP，之后是RT9。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回望我们的
合作历程，双方的合作很美好但并
非是一帆风顺，双方以及各自公司
的内部都发生过很多争论。但是，
通过努力的工作以及相互的谅解，
我们还是在一直前行，并且得到了
超乎我们想象的成果。”

引自东毓总裁杨桢彬先生在2014年6
月17日在法国举办的10周年庆典上的
讲话。

“我们的合作方式可以称得上是独
一无二的并且可以成为典范，正如
格言所说：只有愿意去做，总有方
法可以做到。现在，让我们以同样
的精神，面向未来的十年，我相信
2014年是双方合作中很有意义的
一年，这次的纪念仪式是我们能够
为10周年纪念提供的最好的纪念仪
式。”

引自REP总裁Tabar先生在2014年2月25
日在台湾举办的10周年合作纪念庆典
上的讲话。

非常积极的成果

在经历的10年的合作之后，我
们已经销售了超过1,000 台的设
备，其中有超过400台的RT9橡胶
注射机，总体结果是好的，证明
这种合作发展的模式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无法按照欧洲或台湾的
价格，在印度和中国本土进行销
售，因此REP将进一步发展这种伙
伴关系，以实现在印度和中国的
本土生产，满足当地需求。与东
毓的合作将能够使REP在国际市场
上保持领先。

每个市场都有其自身需求，有时
甚至其需求是对立的。REP的雄心
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适应客户的
需求，不忽视客户的任何诉求。

RT9 400 ergo 机型，最先进的REP-
Tung Yu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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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 提供常年的 
培训课程 

针对操作者，设备安装者及设备保
养人员提供全方位的培训

学习如何优化自己的能力!

培训工厂  
“操作设备”

或

培训工厂
“维护设备”

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培训

报名参加REP培训: 
明智的选择! 

RUBBER IN MOTIONwww.repinjection.cn

法国REP的售后部门共有14人，部门负责人为Alexandre Deru先生，通过与子公司及代理商的至少40个技
术人员联系，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现场服务，配件支持，技术支持，和培训是服务部最主要的四大业
务。
您能看到售后团队的工作剪影。他们有的充满激情，有的独特并有主见，但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
即以客户满意为宗旨。

Hi!

首先，让我们和Alexandre Deru 
打招呼，他担任服务部经理2年的
时间。

Corbas,REP总部 临近法国第二
大城市，文化与艺术之都里昂

最终发运给客户之前，Bernard 
Ahronian 正在仔细检查并再次确
认一个特殊的零配件....

于此同时，在莫斯科， Mikhail 
Lyu 也正在从子公司的仓库中发送
配件给当地客户。

Viviane Billard ，在总部办公室，
正在电话联络... Josh Beachum  REP 美国公司

客户下达订单
之后，Jacques 
Dalleau 会迅速的
将客户所需零配件
进行包装!

95% 配件都可以满足
客户要求及时发运。

价值400万欧元的配
件在售后部门常年库
存，保证客户随时的

需求！

请安排把电路板返回

总厂，进行技术鉴定!

零配件供应1

走进REP全球售后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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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转移设备并重新

安装? 好的, 我发送给

您一个预计的服务报

价，在您集团的摩洛哥

分公司进行服务 。

Didier Granjean 正在接听客户打来的电话。

卡萨布兰卡机场，摩洛哥
在机场，客户满意的和工程师握手道别。

出差之后的任务报告和总结交流

与此同时，在位于法国塔利耶的另一个客户工厂

工程师Emanuele 
PIVa 在数百公里
远的客户工厂，
刚刚完成了一台 
V29 设备的验收
服务工作。

Nicole Bouchet  接到了一个国际集团客户在摩洛哥的分公司的一个现
场支持订单，她正在为工程师Jérôme Constant 预定明天一早去卡萨布
兰卡（摩洛哥第一大城市）的机票。 

所有问题都解

决了，设备一

切正常!

客户工厂，卡萨布兰卡-摩洛哥
Jérôme Constant 完成了他的工作，目前设备正常工作。

非常感谢你的

帮助，祝你一

路顺利!

REP Deutschland 
- Germany

现场服务

REP 售后服务，随时待命!

REP 法国的服务工程师能够应对法国国内
和国际上的任何故障，可以通过网络提供

技术支持。

我们碰到一个技术

问题，但是我们

会找到解决方案!

TECCLI会议，在会议上，分析售后，销售和技术部门搜集的故障信
息及针对这些故障的解决方案，已经目前故障的解决情况。

服务工程师José Garranas 在法国
总部Corbas。

Didier 正在类似的设备上重现故
障，以便远程指导解决问题。

REP 意大利-
Antonella Vardaro 正在询问Didier 
Grandjean ，关于一个很老旧设备
的使用问题...

REP巴西-服务工程师
Mauro Carvalho 

可以为客户或新员工提供

培训，来自REP
德国的新工程师

Sven Sauer

Olá

REP 的培训课程可
以根据需求定制

Michel Garcia 正在向参加培训的
客户讲解注射机的先进的操作方
式。

REP 中国 - 中国

REP international - France

应REP中国工程师张扬及李永祥的要求，法国工程师Serge Caschera在和
设计部门确认了各个参数之后，正在准备一个关于硅胶喂料器整改的报
价。

Corbas, 临近里昂
总部

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REP分公司及代理出
席在法国总部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技术会议。

技术支持

培训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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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REP 全年提供 

培训课程
针对模具设计者，
模具制图者，

工艺管理者的培训

学习如何优化进程!

培训工厂 
“调整模具参数” 

或

培训工厂 
“工艺过程和模具设计”

培训计划和时长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报名参加REP培训: 明智的选择! 

RUBBER IN MOTIONwww.repinjec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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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

新的产品系列

G10是REP橡胶注射机的第10代产品，通过多年提升，这代产品得益于REP在橡胶行业50多年的经验积
累，G10拥有了新的人体工学设计和嵌入式的智能解决方案。因此，G10也被称为“智能无限”的一代。

智  能

效  率

优  雅

G10是REP橡胶注射机的第10代产品，
通过多年提升，这代产品得益于REP在
橡胶行业50多年的经验积累，G10拥
有了新的人体工学设计和嵌入式的智
能解决方案。因此，G10也被称为“
智能无限”的一代。

V 7 1 0是 G 1 0的 第 一 台 设 备 ， 锁
模 力 为 5 0 0 吨 ， 它 将 成 为 V 7 9
的 升 级 替 代 机 型 。 而 V 5 1 0 将
成 为 V 5 9 的 升 级 替 代 机 型 。

我们重新定义了产品的序列，V510 的
锁模力为300吨（其上一代机型V59的
锁模力为250吨）。

市场对这个产品段需求量非常大，
并且V510的姊妹机型有着同样的优
点，V710是依据人体工学及节能设计
的。

立柱的间距也有所增加，因此V510不
仅能够兼容V59的模具，而且也能够安
装稍大一点的模具。

核心技术

配备了REP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专
利注射技术，G10设备拥有非常宽的
注射活塞/压力范围--最大的注射压力
达到了3,000 Bar。

注射单元与模具的精确对中，也是高
质量产品的保证。

3步锁模单元的设计兼顾了性能及坚固
性，使用锁模块增大了开模行程及开
模速度，这优于使用套管式伸缩的
及其他的解决方案。得益于较低
的机械应力，设备的维护费用
也大大减少。精确的开/合及
锁/开模过程可以满足精确的排
气控制，整个设备的稳定性，
可以保证模具锁模的最优化。

更佳的人体工程学

操作高度和挤出机的进料口距离地面
的高度已得到优化，目前即使不使用
任何踏板，也可以很方便的为
挤出机上料。在各式各样的
新功能里面，我们特地使用
了windows来提升设备操作的
可视化，5色显示设
备状态，预成型的
侧面围板预留排
烟系统位置，在设
备两侧均设有安

全装置。

为了降低维护成本，在设计阶段，REP
专注于那些无需润滑，抗磨损或抗泄
露能力强的组件。

最后，但并非是不重要的，G10装配
了一个直观且友好的多任务界面，操
作者能够同时看到两屏页面，21.5英
寸，16:9的触摸屏被分为两个区域，
设置参数区域和跟踪监视区域。

他们致力于此项目

Éric Dénarié       机械工程
Bruno Emerard     研发经理

Y5000 注射单元

G10 多任务界面

嵌入式智能技术

对 于 橡 胶 注 射 机 来 说 这 是 第 一
次，G10装备了PM软件。机器现在能
够提示操作者那些元件有磨损或预先
提示操作者设备需要保养，以此来保
证设备正常运行。Autotuning是G10的
另外一个先进的技术，该功能可以自
动优化速度参数。最后，为了远程诊
断故障及保养支持，REP的设备安装了
3G模块，因此不需要客户必须准备互 
联网。

节能

G10设备安装了节能包。

这个解决方案关注了3点：

1.加强了横梁及加热板之间的隔热
板，这能够节能16%，降低模具加热
带来的能源损耗。

2.注射单元额外的隔热垫，可以节能
15%，降低注射单元加热带来的能源
损耗。

3.基于全压力全流量下，在不降低设
备任何性能的情况下，使用最新的伺
服电机驱动泵组，包括变速驱动马
达和一个定量泵，这种设计可以节能
40%。

CLOSING UNIT 合模单元

Clamping force kN 3000

Molds: 
thickness min. / maxi 
Without sliding 
platen

mm 500 x 630 
(630 x 630 option)

INJECTION UNIT 注射单元

Volume cm3 from 600 to 2700
Pressure bar from 2500 to 1500

CLOSING UNIT 合模单元

Clamping force kN 5000

Molds: 
thickness min. / maxi 
Without sliding platen

mm  215 / 545

Working height mm 900 
INJECTION UNIT 注射单元

Volume cm3 from 1200 
to 11000

Pressure bar from 2500 
to 1500

V710 500 T

V510 300 T

智能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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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胶料CMS: REP的独家技术！

第四生产力!

双胶料CMS设备是一个有4工位和2个注射单元的橡胶注射机，这种设备允许同时进行硫化，脱模，在同一个模具
中注射两种不同的胶料：CMS是高效的，通用的和灵活的! 

近年来，双胶料或者双注射单元的
CSM设备几乎已成为了标准配置。

对于REP来说，从G7开始，在所有机
型、任何配置的注射机上，配置两个
注射单元，已经没有任何技术难点：
从顶部或底部注射，从背面或侧面注
射等等，REP可以应对客户最复杂的要
求。

客户的目标是使用几种不同性能的胶
料生产产品，REP的目标是结合技术使
成本最低：消除装配操作并且整合价
格较低的胶料进行生产，或者在保证
质量的情况下，尽量降低价格较高的
胶料的使用比例。

双胶料注射可以适应所有的注射机，
不需要考虑合模单元还是注射单元的
尺寸。

生产率和灵活性

通过装备CMS及第二个注射单元，REP
为客户提供了最优的生产率和最大的
灵活性。

总之，我们想强调CMS注射机--得益于
它拥有四副模具--因此CMS拥有更高的
单位时间内的产量，这也意味着生产
效率从50%提高到了100%，超过了单
台400吨注射机的产量。

至于CMS的灵活性，则体现在快速换
模上（10分钟可以更换4副模具），可
以快速取消一副模具，可以对不同的
注射量进行编程，可以适应不同的脱
模机构。

双胶料CMS注射机不仅仅适用于双胶
料设备，使用者也可以在同时注射和
顺序注射模式自由切换，或者仅使用
一个注射单元!

提示

双胶料注射机可用于:

•	两次顺序注射，使胶料进入
两个互补的模腔,

•	同时注射，使胶料同时进入
两个不同的模腔或两个单独
的模腔,

•	同时注射，使胶料同时进入
单个模腔.

也可以直接向模具注射，或通
过一个特殊的冷流道(CRB)，混
合几种不同的胶料。 

让我们来发现更多的广泛应
用的例子：衬套

这个零件包含内外两层管子，使用十
字型的橡胶将两个管子连接起来以起
到减震的作用。这需要使用两种不同
的橡胶，因为两种橡胶的阻尼不同，
因此受到震动时，橡胶震动的停止时
间不同，以此来达到减震的目的。

这个衬套原本是只能使用液压的（很
多零件，液压油，装配），现在我们
可以使用一种更简单、成本更低廉的
弹性衬套来替代液压衬套。另外，这
种弹性衬套可以超越两种胶料各自的
特点，充分发挥产品性能。

模具有两个板，两种胶料流道独立。

CMS在双胶料应用中有哪些
优点? 

将几种不同的胶料注射到同一个模腔
需要完美的控制胶料的流速及不同胶
料之间的同步性。CMS可以提高生产
率并同时限制每副模具的模腔数，这
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更好的控制胶料在
模腔内的流动。

模块化的双胶料CMS通过特殊的过程控
制，可以允许1种或2种胶料同时注射，并
且可以监控塑化压力，实现入料报警。

他们致力于此项目
 

Marie-Clarie Durand  软件研发
Gilbert Arnaud     机械研发

双胶料产品原理 胶料1 胶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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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胶设备和服务

REP 提供没有任何化学添加剂的绿色的废胶翻新的设备。  HSM的脱硫技术使得原来的流道、撕裂以及修剪产生的其
它残留物投入生产的原材料进行回收，直接投入生产而不是浪费。这一过程适用于任一形式的硫化橡胶废料，只要
它没有被金属嵌件，纸张或任何其他化合物的所污染。 

如果胶料再生，将会和新的胶料以一定的比例相融合,这样，可以明显的降低胶料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成本。

我们提供Watson Brown专利基础上开
发了REP脱硫机：HSM机安装在您的工
厂，一年内可以回收高达1,000吨的胶
料。 
我们提供进一步的的再生服务,这意味
着，我们将收集您的生产废料并提供
你再生胶料  ，这可能是部分被使用
的，而不是原始的胶料。但是这一批
新的胶料符合最初的应用程序所需要
的技术特点。

如何工作的？

Watson Brown已经研制出一种再生橡胶
的专利。通过HSM机器控制从应用应
变到化合物应变以致合成胶料的全部
过程。可以保证再生橡胶最大程度的
接近起始橡胶的性能。

这是一个100%的形变的过程。没有添
加任何的物质或化学药剂。它在低温
下进行(约80°C)以防止再生橡胶的特
性被改变。

为了得到1 - 2厘米左右的颗粒，胶料
可能被打碎，胶料通过输送机送到
HSM生产线，经过5-8分钟的处理后，
输送到缸式精炼搅拌机。后者将终止

此过程并使胶料混合。完成此
步骤后，另一个传送带将胶
料输送到缸式操作机，完成
搅拌并制成板状物（类似空
白的胶料），以方便运输与
存储。

HSM机器采用REP机器合模
单元的 4立柱结构。它是
基于一个转子/定子转矩结
合，垂直和旋转运动。定
子和转子在剖面上剪切胶
料，在不破坏分子链的基

础上，通过多个微循环选择性的破坏
弹性体之间的联系，在初步设置调
整阶段，根据需要处理橡胶的不同
选择不同的参数(锥的间距、速度、

转动方向的变化,周期时间等待 )。

结论

零件的机械性能,从橡胶加工,以及部
分翻新组成的胶料来看。在使用的从
废胶中回收的胶料所占的比例大约
为10%-40%的通常情况下，可以重
新使用这些废料。流变性质，断裂
强度，伸长率，压缩值和粘度等相
关指标与新的胶料是所差无几的。

销售总监的话

Stéphane Demin
销售总监

“REP进入新的创新领域，通
过使用新的HSM脱硫过程
中以解决橡胶产量废物管理
的问题。创新领域多年来减
少废物。我们致力于 “零浪
费 ”的解决方案来应对投资
和维护越来越昂贵的现状。
 

废物的再生并转化为生产似
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补充，
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名词释义

弹性体形成共价网络，是一
种不可逆转的链接;他们是无
法解决的、不熔化的,因此不
可以直接塑造。

回收弹性体废物通常仅限于
能量回收（焚烧回收能量）
和材料回收（废料粉碎再利
用  ）。然而，这些渠道是不
完美的;研究目的是撤销或多
或少的完美的弹性网状。培
育其属性以备后用。

某些弹性体(NR /…)网状使
用硫磺;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硫
化，反向操作称为脱硫。我
们在这里想指出这些条款已
扩展到所有弹性体,甚至那些
没有使用硫的物质。

HSM 脱硫
不拒绝任何细小的胶料!

目前大多数的回收技术产生或多或少的小型胶粉类型。他们在总数中所占
比例可能很低（通常小于5％）。
REP公司因此正在在开发一个解决方案，以实现  更显著的技术，经济和生
态的平衡。

 一个高性价比
 ECO 达成方案

HSM 

 再生胶 

简单，清洁，经济
的胶料回收过程:

解决您的废物处置
问题!

位于柏林的再生橡胶生产线

粘弹性胶料

定子STATOR

转子ROTOR

HSM 技术

脱硫化机3D视图

Website: 

www.RepDevul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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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设备引进

现代化的
生产设施

大容量加工中心的采购

REP通过连续的投资其现代化的生产设施以达到稳步前进的目的。在他们的CORBAS的工厂，在产品的现代化的整体
投资接近400万欧元。最新的加工中心将在2014年完成。以达到响应能力、生产力和运营成本的预期。

超过70吨的新的卧式4轴数控加工中心
的设计处理负载可达5吨。此时，REP
期望在2014年增加销售额15%到20%
。新工具的使用，可以再未来减少部
件的制造周期以及  高品质、高精密的
加工零件。

码垛机

加工中心装备有码垛机单元，就像我
们现在使用的加工中心一样，可以在
隐藏的时间内实现准备和装载工具。
码垛机配备有一个储存站，可以存储

10台机械零件或部件，在等待循环
提高加工的能力。该系统可实现机器
自主工作，包括在没有操作人员的夜
间。

工具库 

该新的生产设施配备有刀库，同时又
包括一个机械的管理软件，允许对570
个切削工具进行操作。操作工具可以
是高达800毫米，直径420毫米，重量
达35公斤。

数字控制 

由于现代的编程技术，加工中心的数
控系统允许同时记录多达1000个加工
程序，从而提高了操作的安全性。

特性

这个加工中心设计可以加载 5吨码垛
机，1250 x 1250毫米。

创纪录

它是日本制造的，最大型号的的
加工中心。这一种规模的机型首
次在法国安装! 

位于REP的加工中心，长23米，
深19米，重达70吨!

沿轴向的X （宽度）  ，Y（高度）和
Z（深度）的长度分别为2200，1600
、 1850毫米，
超过现在正在使用的机器的30％以
上。
 

托盘接近距离由工具驱动主轴的量
来执行，沿Y轴到200mm及沿Z轴至
100mm。此外，该旋转台系统允许精确
定位到沿B轴（绕垂直轴旋转）的千分
之一。

至于工作速度，主轴工作在1009 Nm的
扭矩和6000转的最高转速。工作速度
（切削工具与被加工物的接触的位移
速度）可高达30米/分钟。

Hervé REVEL
技术和工业总监
很高兴回答我们的
问题

Jérémy MaZUYER, 
见习工程师 
“l’École des Mines in 
Saint Etienne” 工业工
程的学生 ，决心全
力致力于项目中。

Hervé REVEL, 购买该加工中心代表了显
著的投资，将大大影响工厂的配置。
请你多告诉我们一些这一项目的来龙
去脉？

H.R. 这是REP重建的战略选择，因为我
们希望保持更加专业的知识以及灵活
的内部手段。旧机器TC630和TC1000
的使用寿命将要到期，经过几年的运
转后，它们会被拆除。

新 旧 机 器 的 主 要 区 别 是 什 么 ？
 

H.R.不同之处在于，新的加工中心是
超现代，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增加重量
和部件的加工尺寸。我们可以加工两
倍大小的尺寸，同时实现生产能力30
至40％的增加。

请问新中心需要如何重新定义加工方
法？

J.M. 在我们的旧加工中心加工的所有
部件可以加工在新的加工中心上使用
而无需进行制造方法的改变。  然而，
随着这种新工艺的整合，我们会抓住
机遇，在某些部件的生产上使用更加
巧妙的以及智能化的工具。

REP 的最终客户将在那些方面获益 ？

H.R. 在传输时间的控制以及响应速度

       前视图

您知道吗？

主轴用于容纳所谓“锥/脸”刀
柄，这意味
着锥形工具
架和主轴之
间完美的接
触表面
该技术成果
应用于在高
精密加工业
务：特别是
在使用很长
的工具时。

Loading station

Filtration 
unit

Machining 
center

Tool magazine

Storage 
station

Shuttle robot

Pallet loading / unloading

Tool loading

NC
Programming

整个过程的顶视图和控制站的位置

Y=1.600 mm

X=2.200 mm

Ø 2.400 mm

Z=1.850 mm

0.001°
NC table

1.
80

0 
mm

主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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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工艺应
用需求

方面将会获益颇多。加工中心高度的
灵活性得益于其码垛机。例如它有可
能放下正在加工的部件优先加工机器
的紧急部分。客户的最后期限本身不
一定会降低制造安装、连接和测试作
业的主要部分的时间；但我们可以更
好地管理我们的优先事项。

对于特殊的注射机，特殊的部件如何
实现在生产计划中没有太多干扰和延
迟。

 
J.M.我想补充一点，所谓完美，是
体现在完全符合其在最终产品功能上
的，以横梁上的打孔为例。

完美的钻孔，不仅仅是要求立柱的完
全的通过，还要求整个合模单元运动
时没有任何的错误以及发生过早的磨
损。

  
操作新的加工中心是否需要特殊的培
训？
 
H.R. 编程、生产管理和维护的培训课
程已经开始并将授予可能会参与这一
进程全体员工。这意味着将会涉及所
有的人员的技能升级。

新的加工中心将会全天候运转吗？

H.R. 是的，它会的。在操作者进行两
班工作的情况下。由于采用了自动码
垛机加工中心可以全天候运行。

对加工分包商的影响是什么?
 

H.R.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分包商进行
合作，特别是在与公司技术关系不大
的低战略影响的部分。

同时，这种现代化  的生产工具，将促
使的分包商  提升他们的设备，并按照
我们的方式来进行提高。

请问您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吗？T

H.R.购买加工中心是我们生产的现代
化的最明显的标志，但它只是我们整
体重建一部分。让我们来说一说起重
机、新的油漆喷涂的展台、地板和走
廊，卫生设施，与新的REP颜色的遮阳
篷的车间的整体整修的同时。不能忘
记工作人员与多个在职学员的专业知
识水平的更新。可以说，该投资是相
当可观的，但它完全满足了REP对精确
度和可靠性的要求。

我们制造非常先进的设备，因此我们
不仅要符合我们的资源，同时还需要
保持市场的持续领先。

Gabriel IaCHINI

REP制造车间
经理

 
新的加工中心被设计成使用较高
性能的切削工具，可以取代我们
的机器从最小的一个到最大的一
个。由于刀具断线检测和主轴的
应变测量的内置电子控制的使
用。将会减少控制操作。该中心
配备了最先进的嵌入式技术。

  主轴功率需求的跟踪。可以监
测生产过程中工具的磨损。这些
技术将会避免加工偏差的产生。

Gabriel IACHINI 和他的加工团队

存储站与穿梭机器人视图工具库视图
REP, 明智的选择

一步注入活力
Inject pep in your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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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行业应用

特殊设备
胶囊成型

REP 拥有工程师团队专门致力于设计和生产用于特殊应用的注射成型机。
胶囊成型生产的轮胎就是其中之一。30年来， REP一直是提供胶囊成型注射机的最大的制造商。

Matthieu 
WOLFF, 
工艺开发经理, 
解释了为什么注
射成型工艺对胶
囊产品制造更适
合。

注射模具已经有了许多进步。由于
胶料已经在螺杆中进行了加热与压
缩。使得循环的时间以及排气的循
环减少。从而达到更少的浪费。最
终，我们可以更好的控制胶料在模
具中的流动。这样可以更好的保证
胶囊的厚度。模塑胶囊通常介于6
和 7毫米之间，而注射成型的胶囊
仅仅介于 4和 5毫米之间。胶囊厚
度的减少使得在胶囊充气时对轮胎
的压力分布更加均匀。在其它的进
步中，我们可以谈一谈表面质量
的一致性以及改进的机械性能。

特别重要的是在轮胎的整个硫化过程
中  （轻型车辆的轮胎的硫化时间大
约需要15分钟），保持胶囊的温度在

180°C，压力25bar。注射胶囊的寿命
可以高达500次以上。

客户的共识：购买REPV89Y85注射机
的轮胎制造商最近表示：每班次可以
无故障运行制造25条胶囊。废品率低
于0.5%。产品的质量远远高于以往。

此外，REP机器的易操作性也备受赞
赏，运营商可以轻松，高效地操作它
们。

胶囊注射机的种类:

REP生产的通用胶囊注射机（开式和
闭式胶囊）的锁模力从800吨到2200
吨，由于胶囊使用的橡胶不需要太高
的压力，1500bar的注胶压力据说是足
够的了。在标准的配置中，注料量可
以高达25升。

对于其余大部分应用来说，这些机器
的特性主要集中在中心上下顶出器，
模具的加热以及更高的模具厚度以及
开模行程的改进上。

何为胶囊？

胶囊是一种橡胶制作的硫化工
具，用于轮胎的硫化。
胶囊放置在绿色轮胎（未硫化
的）的内部而后反过来放在硫化
模具中。当模具闭合后，该胶囊
通过蒸汽喷射充气膨胀，使得使
未硫化轮胎被紧紧压靠已经加热
的内固化模具表面。

胶囊不同的外形以及厚度取决于
轮胎的类型（通常位于4.1mm与
9.1mm之间）。通常是压缩成型
的。

全球范围内REP机器分布

Bridgestone

Mohawk

Firestone

Michelin

Nokian

Sigom
Continental

Dunlop

Pirelli

Kama

Ohtsu Tire
Sumitomo

Yokohama

Qingdao

Sefang

Nankan Tire

Gadjah
Tunggal

 REP 机器V89 Y85 (800 tons / 8500 cc)

开式胶囊模具 闭式胶囊实物

 REP 胶囊注射机 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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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应用

药业挑战 

如何实现使用自动化流程年产2.4亿只医药瓶塞？

这是对在注射药品包装领域起领军位置的REP公司的新挑战。 

客户的需求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通过注射成型生产
医药瓶塞提供交钥匙的解决方案。具
有集成机器人的全自动化解决方案，
目标是生产直径为13毫米的，年产量
为2.4亿只的瓶塞。

主要的困难和挑战：如何注射生
产这些部件

这些部件必须完全被切断，以排除飞
边的任何风险，并允许快速脱模。  在
产品中心的位置无浇口残痕。使用的
胶料配方需要多次排气甚至在硫化开
始时也需要排气。

注射过程会导致收缩  使得部件变为椭
圆形，该过程还包括在成型的胶垫和
胶料的供给也是圆形的。

此外，存在的问题还包括空气的封
装。型腔底部的留痕以及胶烧是非常
危险的，会导致很难压实。医药瓶塞
一般是使用大热板的、几个简单动作
的平板硫化机制作，以提高生产率。
但是，平板硫化成型机需要将流道板
（空白）校准为恒定的厚度，这是一
种昂贵的操作。 

REP给出的解决方案

REP给出的注射机解决方案包括2台全
自动的CMS注射机，配有8台模具。请
注意，REP制造的CMS的注射机包括4
个旋转工位，注射、合模、硫化和优
化生产力的同步脱模。

由于采用了人体工程学设计，CMS机
器是灵活的，易于实现自动化的。

自动化的优点在于可以在各个位置（
准备胶料，脱模以及传输给刀具）避
免由于人为的接触所造成的污染。请

注意：该装置是在一个特别严格的操
作环境下运行的 。

交钥匙工程，倚赖与REP的高端
技术合作

为了满足客户的要求，REP为每一个
项目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如果需
要，REP会与客户密切联系以实现快速
响应和可靠的客户服务。无论何种要
求，REP都与这一领域的专家进行合
作。

在这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中，420腔的注
射模具的模型已经被客户的注射工艺
与CMS动力学两方面所接受。模型被
批准后，413腔的8付模具得以实施，
注射单元放在真空罩中。

同时，简化空间的完全自动的单元
（4.9米X7.9米）被实施。它包括其中
的一个机器人允许拾取注射模具的末
端的产品。脱模剂在底部与顶部两个
分型线上进行雾化。流道口的切除以
及产品的存储在传送带上进行。把它
带到切割站，进行部件的分离以得到
符合客户规格的产品。

令人信服的结果

现在，客户在2台CMS机器上循环时
间为71秒，每小时可生产41880个产
品。考虑到第一测试阶段是成功的，
它们可以扩大到新的进程，另外， 整
过程个是没有人为污染的。

毫无疑问，REP的CMS方案被证明是
成功的，事实上，它消除了多余的准
备进程，从而降低了成本和废物的产
生。

他们致力于此项目

 
Ludovic Zucchi 自动化工程师

Christian Fuentes 应用实验室经理
Tim Graham REP美国公司CEO

脱模机器人

脱模过程机器人视图

一个积极的平衡

自动单元的使用: 

•	  降低劳动力成本

•	  常规流程

由于消除了多余的准备进程: 

•	  减少浪费

•	  减少成本

一个合作的典范

这个项目的实现是客户、模具制
造、集成部门、REP美国以及REP
总公司良好的理解和合作结果。
团体合作是通向成功的钥匙。

总体安装3D 示意图

产品：医药瓶塞

注射模具的3D视图，413个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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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材料成型

东毓复合成型机：同类型设备世界上最大!

客户反馈

库毕斯集团于1990年购买了 REP的
机器用于硅橡胶制品的生产，并与
2012年购买了东毓的真空模压机。
在2012年，当他们需要购买一台特
殊的机器用于他们位于中国的工厂
时，他们自然而然的将目光投向REP。 

Roland PERROLLIER,库毕斯集团工业
经理，见证了这一过程：“REP通过与
位于台湾的压机制造商进行合作，拓
展了产品的范围。

在对REP进行访问时我们有幸认识到了
东毓机器的性能。通过运行位于REP
的展示机台给我们很大的说服力。
最终，我们决定购买TYC-V-14-2RT-S-
PCD(CE)型机器 。

在2013年，为满足附近客户的需求，
同时解决运输上带来的问题，我们决
定将在中国设立新的生产工厂  。法国
生产的零部件确实非的常笨重，对划
痕特别敏感，......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
决方案！在我们与东毓压机的经验的
鼓舞下，我们提交了对机器的特殊的
要求，我们的产品为2米X1米x1米，重
30公斤的发动机的外壳。

考虑到需要在低的注射压力以及相对
低的锁模力的情况下生产较为复杂的
零件。机器需要倾斜使得废气从分型
线排出，以实现优化填充以及无泡沫
的部分。

通过与REP以及东毓工程师多次项目

评审，机器
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
在东毓进行
FAT时，用我
们自己的模
具进行运行
测试时，发
现它的操作
性远远超出
了我们的预
期，特别是
在过程控制
方面。机器
以及附件在
没有任何问
题的的情况
下被运输。

机器的安装
和调试在2014年1月进行，我们当地的
技术人员可以很容易地熟悉机器，得
益于其控制的简单性和成型的参数的
记忆。非常满意，我们和REP进行了下
一步的合作，2015年开始在巴西进行
生产。”

销售总监的话

Stéphane Demin
销售总监

“模压机-感谢与东毓的合作伙伴关
系-使我们能够提供橡胶加工企业

的替代解决方案，模压

仍是特定情况下，最合适的解决方
案。

   这些模压机在使用其它材料（例
如复合材料）时也有一定的成功
度。同时在质量/服务/价格比“中
具有很好的竞争力。”

你知道Telene®吗？

Telene® 或者是“对于高
应变热固性的应用”

Telene® 是指使用的热固性树脂
制造大型的形状复杂的产品。
 
通常，我们使用聚双环戊二烯
（PDCPD）生产大部件（高达
每次注射几百公斤）。由于其
机械性能，热传导及耐腐蚀的
特性，可以使用RIM（反应注
射成型）的方法进行生产。现
在，沃尔沃、卡特彼勒，约翰
迪尔以及梅赛德斯等汽车制造
商使用比较经济的方法，使用
PDCPD 制造汽车车身板。

库毕斯Courbis集团是在世界
范围内使用PDCPD的先驱之
一。Courbis Mastershock一直致
力于发展PDCPD的反应注射成
型。与TélèneSaS紧密合作达二
十年之久。

REP以及库毕斯，并行路径上同规
模的两家公司

当REP正着手建造面向中国市场的工厂
时，Hervé COURBIS, 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集团公司的CEO, 很高兴回答我们的
问题。

Hervé Courbis 在库毕斯中国的开幕式上. 

REP: 库毕斯先生，您的公司从2007年
起在中国成立以来，给您最大的感受
是什么？

H.C.我们来到中国，主要的原因是我
们的主要客户之一，曾要求我们提供
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为了最大限度
地降低成本和在合理的期限内交货。
我们在北京区域满足了当地的需求，
现在，这些生产对这些中国客户仍然
开启。

会翻转的机器!
机器倾斜25°.....而模

具保持持续加热!

我们在中国市场上的附加价值在于提
供高质量的高科技的产品。需求量也
有很大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
年决定扩大我们的产品范围，并增加
我们的产能，以满足我们的主要客户
的需求的同时，我们正在开发我们中
国顾客。因此，来中国度过的这7年是
意义非凡的。

REP: 在中国设立工厂时，你面对的困
难是什么？

H.C.从2007年首次建厂到2013年的为
扩大生产规模的增容。我们注意到,中
国当局的环境法规对我们产生一些新
的影响。

REP: 在您看来，成功在中国建厂的关
键是什么？

H.C.关键可能在于保持和发展与当地
的良好关系，在结合和培训团队有耐
心。

中国市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市场，但
同时又是一个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期望快速的
投资回报。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投资
的。

在中国成立中等规模公司的远景分析

 Stewart Knight (REP) 和Roland Perrollier (COURBIS) 
 供应商与用户合作关系的典范

   库毕斯在REP-Tung Yu 机器上生产的Telene®材质产品，用于Caterpillar® 发动机罩盖

   脱模产品    最终产品

REP 与东毓合作

REP的附加价值：
•	理解客户的需求
•	提供解决方案
•	提供售后服务

在库毕斯平板压机的情况下，技术规
格确实是一个突出的挑战:

•	压机需要250吨锁模力，热板的尺寸
为3米X4米，开模行程3.2米。

•	模具保持加热的状态下需要倾斜25
度 

•	一个穿梭平台

•	 2 米的地坑

库毕斯地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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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钥匙工程

协同作用,
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REP 依靠专家网络，以应付任何的市场需求：在全球项目中无任何的缺少环节。

缺少的环节可能是冷流道，或者是全
自动解决方案，模具和或外围设备，
为证明在项目和特殊应用中描述的前
几项，REP和工艺工程开发部门随时
准备为客户进行可行性研究、性能测
试、一般模具流程图和生产研究。

专门知识共享

感谢我们包括13000个研究成果的数
据库，我们可以通过定义每个特定应
用的最佳解决方案，来指导您进行选
择。这些解决方案可以在我们的测试
实验室所有的机器和超过40个模具
上，在半工业的条件进行测试。

同时，我们也依靠合作伙伴的网络：
以双赢的方式为我们的客户得到最大
的好处，他们可以从  我们广泛的经验
和诀窍中获益。

以REP意大利公司Tecnistamp为例

Tecnistamp是科尔特弗兰卡（布雷西亚）
的工程公司。他们设计和制造由橡胶
或热塑性塑料生产的模具密封和其他
技术项目，主要用于意大利和欧洲市
场的家电和汽车行业。

REP意大利和Tecnistamp签署了一项协
议，其中包括租用REP机器。此机器
为V69立式设备,400吨的锁模力以及
2000CC，2000BAR 的注射单元。

由于这个成功的组合，Tecnistamp将模具
交付给客户之前，能够进行测试。
REP反过来将有机会向客户提供“交钥
匙解决方案”，并配有已经测试模具
的注射机。

Giovanni Zanini 和 Roberto Sandrone        
在REP机器前

“由于风的作用，大海是一个多种力量的结合体。
一艘船则是各种机器的组合体。自然力是无限的机器，而机器则是有限的力量。

前者取之不竭，后者机智灵巧。在这两者之间展开的斗争，便叫航行。”
 维克多·雨果，《海上劳工》

REP: 团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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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ergasse 5-7
69483 WALD-MICHELBACH

Tel.: +49 (0) 6207 9408.0
Fax: +49 (0) 6207 6632

Watson Brown HSM GmbH

Am Lückefeld 85
15831 MAHLOW
Tel. : +49 (0) 3379 342292
Fax: +49 (0) 3379 342298
www.RepDevulc.com 

Brazil
REP Injetoras de borracha

Avenida Antártico, n°401
Jardim do Mar - São Bernardo do Cam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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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55 11 4125 7950
Fax: +55 11 4125 6525

China
URP 联合橡塑

联合橡塑机械设备（廊坊）有限公司

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荷花道58号

Tel.: +86 10 6420 6766
Mobile:+86 139 0129 0046
Email: sales@urp-machinery.com

United States
REP CORPORATION 

8N470 Tameling Court
BARTLETT, Illinois 60103-8146

Tel.: +1 847 697 7210
Fax: +1 847 697 6829 

India
REP India

Jigani Industrial Area, 2nd Stage, 
Anekal Taluk
BANGALORE – 562 106, Karnataka

Italy
REP Italiana

Via Galileo Ferraris 16/18
10040 DRUENTO (TO)

Tel.: +39 (0) 11 42 42 154
Fax: +39 (0) 11 42 40 207

Russia
REP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Office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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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97, MOSCOW

Tel./Fax: +7 (495) 708 4486

www.repinjec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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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 international
15 rue du Dauphiné 
69964 CORBAS

France

Tel.:  +33 (0) 4 72 21 53 53
Fax : +33 (0) 4 72 51 22 35
*	 commercial@repinjec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