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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于
1973年

Mechatherm国际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工业设计公司，专业提
供铝行业熔保炉和铸造车间设备的设计、供应及调试业务。

我司以先进的铸造车间技术和国际总包交钥匙工程服务能力
而享有盛名，业务范围遍及全球各地，客户众多。

在为客户开发和完善个性化解决方案方面，我公司有超过
150年的经验，足以满足各种客户群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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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车间
技术
Mechatherm在提供铝行业铸造
车间设备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我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熔炼保温炉，有标准版也可按
客户要求定制，满足不同客户的生产需求。

其它主营产品包括废料处理系统\立式直冷(VDC)铸
机、冷却水装置等，还可为客户将第三方精炼设备
如除气、过滤等装置整合进我们的铸造生产线。

我司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的“交钥匙”总包安装
服务，也可以签订零部件供应或服务合同，有些客
户需要的可能仅仅是工程设计、主要零部件或是调
试服务。

我司设计生产的设备先进，可适应严苛的铸造厂环
境。

我司是世界铝行业本领域的专业公司，有专业的团
队为您提供无可比拟的服务、专业知识及技术支持。
如您有任何需求，我们将很乐意效劳。

 � 灵活

 � 实用

 � 整合您经验与我们的专业

 � 设备强大先进

 � 操作简便

 � 易于维护

 � 先进的3D模拟软件

 � 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 全球范围内完整交钥匙工程或零部件供应

 � 炉子技术和实践专家

 � 先进设备

 � 标准设备或客户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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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回收技术

我公司设计制作了多种独特的熔铝炉，用于回收
二级市场中的各式废料。所有这些熔炼炉及配置
都由客户定制，满足不同需求。我公司安装的设
备遍布全球各地，可回收处理各种纯铝料或重度
污染的废铝料。

我司的炉子设计结合之前供货的诸多优点与处理
方法，易于操作和维护，坚固耐用，适应铸造车
间的各种极端环境。炉壳是由重型钢材和支撑结
构加工而成，最大限度避免机器运行过程中的变
形及损毁。3D固体建模及有限元分析软件包为我
们的设备提供设计和测试技术支持。

熔铝炉的标准特性包括：热电偶自动收放系统、
浇注槽开覆盖、精准控压、可调面板、密封系统
以及精确控制空气与燃料比例的燃烧系统。

我司有非常成熟的炉门升降液压系统和锁紧系
统。已经安装的很多炉子都配置了最新低氮氧化
物蓄热烧嘴燃烧 技术，降低耗气量和废气排放
量，可满足最新的环保标准。

我公司与美国ALTEK公司合作，在铝行业供应最
先进的倾动旋转熔铝炉（TRMF）技术，结合我
司在全球铝行业铸造厂设备和熔化炉行业的声誉
和美国ALTEK公司的工艺经验，可提供从2T到
30T不等的多种倾动旋转熔铝炉，可用燃气、油
或全氧燃烧方式。

我司还专业供应处理回收污染废铝料的多室炉。
这种炉子有一个干燥的燃烧室，在这里加热废料
去除所有的表层油漆涂料，而这一过程产生的烟
气则会再次循环进入主燃气烧嘴，将废弃物质烧
化，并作为燃料减少耗气量。被净化的铝料则会
进入熔炼池中快速熔化在从主室中循环过来的融
化金属熔液中，而那些小而轻的铝切削料也会熔
化在主燃室旁的涡旋井中。

无论是回收纯铝废料还是不同程度
的受污染废铝料，Mechatherm公司
都有解决办法。

www.mechathe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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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交付整体项目展示:

MECHATHERM 公司员工工作积极、专业、知识过硬、
非常努力认真。他们和我们一起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
我们成为了一个团队，我们一起并肩工作，从他们身上学到
很多。我可以证明 MECHATHERM 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MR FONG-DER SHYU, 车间总管冯德顺先生
中钢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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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为台湾中钢铝业股份有限公司(CSAC)完成两
期铸造车间现代化改造和扩建项目。

一期工程包括一台60吨双室熔化炉（用于熔化染
废料）、一台80吨纯铝净料熔化炉、一台75吨倾
动式保温炉和一台75吨全自动立式直冷(VDC)铸造
机。二期工程包括两个80吨熔化炉，两台75吨保
温炉和一台75吨全自动立式直冷铸造机，二期设计
与一期工程相同。

60吨的双室熔化炉，在处理污染和净料混合料时，
熔化速率可达每小时10吨。带油漆或涂层的污染
料会被运送到其中一个干燥的炉室，烧化油漆和涂
层，然后送入位于燃室后方的熔化金属池中，里面
从主燃烧室循环产生的熔化金属熔液会将这些料熔
化其中。燃烧热量由双头蓄热式烧嘴提供。

三台80吨的熔炉则以各每小时22吨的速率熔化铝
锭。这种熔炉的特点包括整体锁紧炉门、蓄热式
烧嘴、共用的炉下电磁搅拌器及整体浇注耐火材
料内衬。

这些熔化炉由三个Mechatherm20吨带轨道旋转上
料机上料，可承受装载过程中的巨大冲击力和炉内
高温。快速上料减少了开门次数和热量流失，加快
生产速度。

 

随后，熔炼好的金属会被转移到保温炉中。其倾动
系统会与整体自动系统相配合，控制铸机和模具中
的金属液位。

此外我司也供应在炉子和铸机之间的流槽。

我司设计的铸机可以与客户自己的铸铝锭模相连
接，每个机器都包括铸造油缸（内含带陶瓷表层的
活塞杆）和移动模具车架（内含加长隔栏及自动夹
紧及自密封水连接装置）。

铸机上安装模具金属液位自动控制系统，包括装有
激光和执行器的分流槽，用来感知金属液在模具中
的相对位置，内置的喷口和电动限位销则会自动精
确的控制流到模具中的熔融金属量。

所有三菱PLC(可编程控制器)的齿轮控制软件、硬
件以及控制面板都由本公司供应并自行定制设计。
我们会根据客户要求，运用内部技术，制定独特的
工艺流程，为客户定制整体的独特二级自动化和控
制系统。所有软件都会先在英国进行模拟，然后再
装到台湾的客户现场设备中进行最终调试。在工程
师们根据客户需求调试机器的过程中，客户现场原
有的生产活动并不会受到影响，完全依照客户标准
生产流程全自动化运行。

MECHATHERM

公司为位于台湾高
雄的中钢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CSAC)

完成两期完整配套
工程

www.mechatherm.com



Mechatherm 在供应铝行业热处理和再热炉 
方面有40多年的经验。

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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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提供各式批处理及连续热处理解决方案，包括：   
均质炉、板坯加热炉、铝卷铝箔退火炉、固溶热处理  
炉、冷却室和装料机。

我们与客户密切合作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优化设备配置
适应客户的生产要求、设备利用率、运行周期、生产位置
以及整体布局等。

我司供应的复合多室炉用于经轧制、挤压及锻造等工艺生
产的航空和汽车零部件的精密热处理。虽然保温温度、
产品配置和炉室大小有所不同，但都可以保证+/-5℃甚至
+/-3℃的公差范围。我公司生产的熔炉通过使用不同尺寸
的循环管道和大功率风扇，加热时间快速，温度公差均
匀。

使用调节器或变频器控制的风扇电机改变气流方向，让

加热更加均匀。

我司供应的多台热处理炉加热方式使用直接燃气加热、间
接辐射管燃气加热或电阻加热。也有按照客户要求供应国
带冷却系统的惰性气体气氛炉。

我公司自主设计的自动加料机能确保与炉子的兼容性和快

速装载时间。

www.mechatherm.com



电气控制&
自动化

我司的电控团队吸取分布世界各地的成功业绩经验，根据每个客户的不
同需求定制不同的系统，每一步都认真分析和核对客户的详细内部和外
部要求。我们的努力可概括为以下四个简单信条：

联结工厂：设备、操作人员与高水平商业体系无缝对接

跟踪服务：以多年经验保证全面监测设备关键系统运行

可靠保证：内部错误公差系统设计与可靠数据库相相连

安全放心：将欧洲的安全经验提供给全世界各地的客户

联结工厂
设备、操作人员与高水平商业体系无缝对接

跟踪服务
以多年经验保证全面监测设备关键系统运行

可靠保证
内部错误公差系统设计与可靠数据库相相连

安全放心 
将欧洲的安全经验提供给全世界各地的客户

行业内领先的技术团队为我司设备配备最
先进的电气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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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合作伙伴
得益于专注敬业和乐于分享的团队、分布
于世界各地的代理和合作伙伴公司的共同
支持，我们很自信能够提供一流的世界级
的服务。

目前我们的许可公司有:

 中国  
 Dalian Changrong Furnace Industrial Co. Ltd - Dalian 

 www.en.cr-furnace.com

 印度 

 Associated Industrial Furnaces (P) Ltd - Kolkata 

 www.associated-furnaces.com

 墨西哥 

 Nutec Bickley - Monterrey 

 www.nutecbickley.com

 俄罗斯 

 NPC Magnetohydrodynamics - Krasnoyarsk 

 www.npcmgd.com

 南非 

 Engineered Thermal Systems (Pty) Ltd 

 www.etsystems.co.za

 泰国 

 Hulbert International (Thailand) Co. Ltd - Thailand

CONTACT US:

+44 1384 27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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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THERM INTERNATIONAL LTD. 

Hampshire House, High Street, Kingswinford, DY6 8AW

t: + 44 (0)1384 279 132  /  f: + 44 (0)1384 291 211 

e: sales@mechatherm.com  /  www.mechatherm.co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