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TALS

处理线
铝行业



2 3

连续退火和表面处理汽车板生产线

适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和国
防工业的铝轻量化趋势

具备一流质量的先进材料
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使汽车更轻，以减少车身重量和二
氧化碳排放量，从而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范围。不同的
铝合金具有优良的深冲性能和高强度的碰撞性能。在汽
车面板和车身使用铝更是额外凸显了它一流的耐腐蚀
性和高效的可回收性优势。铝的优异性能也受到航空航
天行业和国防工业的重视。此外，铝已经成为食品和饮
料罐、太阳能技术和建筑行业的最佳选材。

连续退火和处理线

安德里茨提供并持续开发高质量的铝板技术，根据汽车
客户的要求提供一流的机械性能和表面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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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板表面处理生产线

高产能和全自动技术
连续退火表面处理生产线(CALP)将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两种工艺结合在一条全自动生产线上。另一种选择是
拆分为两条独立的生产线:一条是连续热处理生产线
(CHTL)，另一条是汽车表面处理生产线(ATL)。

铝合金热处理，退火(O)或固溶热处理(T4, T6)，要求温度
高于500℃，接近铝合金熔点。在气垫式退火炉中，带钢
以最小张力通过。

安德里茨在我们的业绩生产线上展示了卓越的带钢导
向能力，是少数几个能够作为单一来源提供铝带所需的
所有工艺的供应商之一。

入口段设备全自动操作，优化了废料处理工艺。铝带带
头和带尾采用成熟的缝合技术连接。具有安德里茨专利
技术的预矫直设备单元可以使带材平坦地进入气垫炉。
退火和热处理之后是水淬，这项工艺可生产适合于热处
理的高强度和高延展性铝合金。气淬使带卷恢复到室
温。安德里茨张力矫直机配有钢制辊盒或橡胶辊，可在
控制延伸率的情况下有效地矫直淬火的带材。

在出口段，带材表面根据OEM厂家要求，进行自动检测
和喷码。安德里茨卷取温度模型控制预时效炉和卷取温
度。二级系统为所有工艺段以及静电涂油机提供设定
值。润滑油和热熔油(干润滑油)膜厚度可在线监测。出口
段可以在全自动模式下运行，使用高速出口剪切取样或
生产小卷。

安德里茨凭借工程师多年的经验沉淀，不断的技术突

亮点
•	入口段和出口段全自动运行
•	缝合机配有集成的润滑系统
•	具有高生产率气垫炉的业绩产线
•	卓越的表面处理工艺
•	卷取温度模型

连续退火和处理线： 
一条完整的生产线，所有的工
艺都来源于同一个供应商 

破，以及全面、认证的质量管理体系，在国际市场上处于
领先地位。生产线的核心部件均是在公司内部进行开发
和生产。我们擅长为客户提供完整地工厂定制方案以及
扩展或现代化现有工厂的服务。经验丰富的现场指导和
调试团队善于管理全新建造，改造和交钥匙工程的安装
和调试。我们的专家还可以提供操作员培训和帮助，以
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

技术参数

材料 铝和铝合金

板带厚度 0.2-5.0 mm

板带宽度 800-2,350 mm

产线速度 处理段工艺速度：最大 120米/分钟
入口段/出口段速度：最大 200米/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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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涂覆性，焊接性和耐腐蚀性方面的卓越表现
汽车板材需要清洗(除油)、酸洗(除氧化物)和转化(钝
化)。所有这些工艺都集成到CALP生产线中，并对热处理
炉确定的生产线速度的变化做出高度灵活的反应。另一
个选择是独立的汽车表面处理线(ATL)。世界各地不同的
OEM厂家对汽车板表面性能的要求不同，需要根据要求
调整适合的工艺技术。

安德里茨可以提供喷涂，浸涂和辊涂工艺。

脱脂段需要喷淋技术，以获得优异的清洗性能。酸洗过
程可采用喷淋或浸入处理。在喷涂和浸涂钝化段，涂层

亮点
•	高效的脱脂和清洗工艺
•	通过接触时间来实现灵活控制的酸洗
•	美铝951预处理业绩
•	精确和均匀的钝化涂层
•	快速和自动钝化工艺切换
•	喷淋管容易移除
•	挤干辊快速更换
•	不锈钢槽和聚氨酯处理槽参考业绩
•	废水处理
•	能源介质供应（脱盐水，热水锅炉）

汽车板表面处理线：
完美的表面处理工艺

重量可由灵活的接触时间来控制。辊涂机控制湿膜厚
度，并在随后的PMT烘干机中使湿膜干燥并粘接到带钢
表面。我们的二级自动化系统能够自动选择所需的表面
处理工艺，并为其提供最佳设置点，以实现高性能的酸
洗和钝化。

安德里茨通过高效的漂洗段设计、改进的清洗槽维护(过
滤器、油水分离器和膜技术)以及采用反渗透和离子交换
的闭环技术，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所有剩余的废
水均由我们最先进的污水处理厂处理。

美铝951浸涂处理喷涂酸洗和钝化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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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工序集成在一条产线中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铝板带的生产需要不同的深加工工
序。安德里茨新式的多功能生产线就能满足这个要求。

重卷，切边，拉矫，检查和纵切整合成一条线：高效多能，
协调统一。这就急需将单一设备的功能进行智能整合在
一起。从人工检查到自动表面检测，从切边到纵剪，从引
带矫直到精整拉矫。所有的铝带工艺处理速度都可达到
1000米/分钟。

成熟的工厂设计技术以及智能的自动化系统由同一供
应商提供。遍布全球的已供货生产线都是我们能够满足
客户定制要求的证明。

技术参数
材料 铝或铝合金

板带厚度 0.15-3.5 mm

板带宽度 800-2,650 mm

最大卷径 2,800 mm max.

最大卷重 30,000 kg max.

产线速度 最快1,000 米/分钟

切边，纵切和拉矫集成线的卷曲区域

张力矫直精整线

多功能铝板带加工生产线： 
重卷，切边，拉矫，纵切和
检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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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茨横切线可将用于工业领域和航空领域的铝板
和铝带切分成需要的长度。
此产线可加工宽度达到2850毫米，长度达到24米，板厚
在0.8-15毫米的卷或板带。该产线还配备了切边，重卷，
精密矫直，和横切等所有必要的工艺单元，例如：开卷
机，切边剪，配有可更换辊盒的精密矫直机，卷取机，横
切剪，或带真空堆垛系统。

铝板横切线：
满足最高标准的切边，重卷，
精密矫直，和横切

技术参数
材料 铝或铝合金

抗拉强度 max. 500 N/mm2

板带厚度 0.8-15.0 mm

板带宽度 900-2,850 mm

卷外径 1,100-2,200 mm,  
带或不带套筒

卷内径 610 mm

卷重 22,000 kg

板长 1,000-15,000 mm

堆垛高度 最大1,500 mm毫米

堆垛重量 最大10,000 kg公斤

产线运行速度 最快30 米/分钟 

带有纵切刀具自动更换系统的落料生产线

横切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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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工艺自动化和生产优化
安德里茨提供完整的电气设备，包括驱动、自动化系统、仪表、二级系统和所有必要的
工艺控制系统。

在机械、工艺和电气/自动化工程各方面的紧密合作已经展现了安德里茨的一个巨大
的优势。

对生产线和工艺技术的精确和全面的知识，加上多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的客户能够
在质量和生产率方面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数据分析，数学模型和模拟仿真
•	生产优化：用于优化材料工序的生产计划工具
•	工厂仿真（	虚拟卷取，3D产线仿真，虚拟操作培训）
•	全自动化入口段和出口段
•	完全整合的出口段策略
•	AFC	‒	先进的工业炉控制系统
•	卷取温度模型
•	用于工艺优化的数据分析
•	预测性维护系统

Processing line  
for automotive sheets

用于金属工业的电气和
自动化设备 您的收益

操作员培训

生产优化

智能调试

工艺优化

预测性维护

亮点
•	用于板带输送和工艺控制的完整的自动化系统
•	制造执行系统(MES)和工厂管理系统(MMS):具有卷料跟踪功
能的二级系统，模型集成，主要数据输入(PDI)系统，炉辊管
理系统，不同的报告和管理功能，与三级系统接口

•	独立的1级软件	(Siemens, Rockwell, ABB, B+R, Yokoga-

wa, …)

•	带直流母线的低压和中压多传系统
•	仪表和封装单元的系统集成
•	自动轧制厚度控制系统 (AGC)

•	远程维护
•	生产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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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和优势

我们的部分参考业绩

客户 参考 产能

Constellium, Singen, Germany Extension of annealing line 8 15,000 t/a

AMAG rolling, Ranshofen, Austria Extension of annealing line 15,000 t/a

Aluminum producer, IA, USA Automotive treatment line 100,000 t/a

Aluminum producer, IA, USA Continuous heat treatment line 100,000 t/a

Aluminum producer, TN, USA Continuous heat treatment line 150,000 t/a

Constellium-UACJ, KY, USA Cont. annealing and processing line 110,000 t/a

Constellium, Neuf-Brisach, France Cont. annealing and processing line 110,000 t/a

Aluminum producer, KY, USA Cont. annealing and processing line 170,000 t/a

Nanshan Aluminum, Longkou, China Tension leveling and finishing line 100,000 t/a

Weihai Haixin New Material Co, China Recoiling and trimming line 265,000 t/a

Zhongwang Aluminum, Tianjin, China Tension leveling and finishing line 90,000 t/a

ELVAL Aluminum, Oinofita, Greece Revamp of cleaning and pickling 100,000 t/a

Constellium, Neuf-Brisach, France Completion line 110,000 t/a

Constellium-UACJ, KY, USA Completion line 110,000 t/a

Aluminum producer, IA, USA Slitting line 150,000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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