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勒公司具有全方位的服务能力

服务需要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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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服务机构分布

德国 • 法国 • 英国 • 意大利 • 瑞士 • 斯洛伐克 • 西

班牙 • 捷克共和国 • 俄国 • 美国 • 墨西哥 • 巴西  

中国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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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现场服务

为压机和自动化设备提供系统化服务，对当今金属成型领域的生产企业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舒勒技术服务团队将根据您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在世界范围内，我

们拥有30多个舒勒服务机构以及900多位专业技术服务人员，以此确保至今为止150.000

条压机生产线的经济效益。

我们为您的设备提供终生服务，包括从设备安装时的项目管理到设备生产时的技术

支持等各个方面，通过技术服务确保生产线高效运行，通过生产线的优化和自动化

确保产能提高，以及与生产系统优化配套的操作培训。

请与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探讨提高您冲压车间生产效益的方案。

舒勒技术服务团队 

内容

4 技术服务

全方位服务

维护和保养

UVV 安全检测

预防性维护

能源检查

远程服务

备件和维修

设备搬迁

10 产能提高

设备优化

设备改造

模具及其工艺技术

二手设备

16 培训

舒勒培训中心

生产调试支持

Peltzer & Eh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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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tung braucht Leidenschaft.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er adipiscing elit, sed diam nonum-
my nibh eunt ut laoreet dolore magna a quis nostrud. 
 
Kai Uwe Böhm, Wartungsleiter in Göppingen

“服务需要热忱。为了确保您的设备持续不断地运

行，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快速和有效的服务。”
 

杨  彦  敏， 上海舒勒压力机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

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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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务 •
维护和保养 •
UVV • 安全检测

预防性维护 •
能源检查 •
远程服务 •
备件和维修 •
设备搬迁 •

舒勒技术服务的宗旨是提供可靠的产

品工艺以及全方位的技术支持。我们

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您设备的

任何问题都将做出快速反应，帮助您

达到提高产能的目的。我们将按照您

的生产系统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全方

位服务方案。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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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机检测 – 保证设备持续生产
如果发生故障，舒勒技术服务人员将争取
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设备的最佳生产速
度，以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 

全方位服务
我们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它包括设

备维护，备件处理以及维修服务。这些

服务也适用于其它设备制造商提供的设

备。它能够使您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处

理您的重要业务。

维护和保养
日常检查虽然好，但是定期检查更加重

要。舒勒提供的服务能够保证您的生产

设备始终处于高效率工作状态。舒勒将

根据双方商定的日程安排表，完成所有

必要的维护保养工作。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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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为技术服务和维修项目提供所

需零部件等材料。根据不同设备的相关

需求，我们将为您推荐最为有效的维护

方案。

UVV安全检测
在安全检测过程中，我们将按照欧盟的

（或本地的）有关标准以及事故预防规

定，对设备上所有与安全相关的部件以

及易损件进行检测。这项服务内容可以

作为维护保养合同的一部分，也可以作

为一个单项服务进行，以便我们快速处

理，尽快落实。

预防性维护
只有满负荷生产的设备才是经济效益好

的设备。根据这个理念，舒勒公司的技

术服务部门可根据仔细的评估和有关资

料为您的设备制定适当的维护保养战

略。我们的专家编制了一个设备检查

表，根据这个检查表，可对所有设备的

零部件进行定期检查，并对磨损的零部

件进行更换。为了让您对设备状况一目

了然，我们向您提供相关设备的系统检

查报告，以及有关维护措施的详尽文

件。这样，您就可以有效减少设备故

障，合理安排维修计划。

能源检查
能源消耗对我们客户的影响特别重要。

舒勒公司进行能源检测的目的，是为了

帮助客户降低能耗，包括水，电和压缩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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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服务
远程诊断能够使我们与客户保持紧密联

系，快速直接地将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

应用到您的冲压车间。我们的服务技术

人员可直接与您的设备控制系统连接，

通过远程诊断在控制系统中找到问题。

您的设备可以继续生产不受任何影响，

同时您也不必要求派人到现场服务。此

项服务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长期

服务，按需服务，或者定期服务。

备件和维修
当您的设备需要维修时，舒勒能够提供

快速有效的帮助。我们将确认需要更换

的零部件并保证快速供货。我们可以根

据双方商定的备件清单，或者从寄售仓

库中调用，尽快提供急需的备件和易损

件，无需长久等待。在备件选择上我们

将给您提供意见以便您更有效率地操作

设备。 

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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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搬迁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设备从A处搬迁至B

处，系统设备制造商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向您提供包括必需

材料的一条龙服务，这样可以减少您内

部规划的时间和成本。我们能够提供快

速通畅的运输，调试和试运行，确保您

的设备尽快投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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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需要热忱 。冲压车间的目标就是实现设备每

一天效率的最大化。我们可以用行动向您展示您的

设备拥有怎样的潜力。”

沃  联  伟，上海舒勒压力机有限公司技术服务部

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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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设备升级改造是一项高额回报的

投资。如果您想应对竞争和挑战，就必

须使用技术领先和性能优越的设备，以

确保最有效益的生产流程。

我们始终是这个行业的领导者。我们在

世界各地为各种设备提供了升级改造服

设备优化 •
设备改造  •
模具及其工艺技术  •
二手设备 •

务，并向客户提供项目各阶段的支持。

在二手设备的重新利用方面，我们也将

是您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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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产效率
设备和工艺技术优化一条龙服务

设备优化
提高工件质量，缩短生产循环周期，减

少零部件磨损。如果您的冲压车间以全

面提高设备效益为目标，我们将对您的

设备和相关的生产工艺进行详细分析，

然后提出可行的优化方案。

通过与客户的密切合作，我们可以对设

备各部件进行改造。其中，也可能包括

增加一些零部件，以提高设备的性能。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能对您的冲压车

间的整个生产链进行优化改进。 

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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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改造
您的设备性能状况是否完全满足您的需

求？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愿意与您密切

合作，根据您的生产需求制定改造方

案，以提高现有设备的生产效率。在控

制系统和自动化方面，我们能够提供先

进的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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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及其工艺技术
现代化的模具在高效生产中起着不可缺

少的作用。根据我们在大量生产中多年

积累的经验，以及我们在复杂的制造工

艺方面享有的许多专业技术，我们可以

为客户提供各种解决方案。通过我们的

一条龙服务，我们能够保证设备功能的

完美整合，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可以提

供各种模具的制造工艺技术保证工件的

批量生产，在一个冲压车间完成所有工

件的制作。 

产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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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设备
我们为您提供二手设备的最佳解决方

案。与购买新设备相比，二手设备是经

济实惠的选择。通过我们与设备市场密

切的联系，我们可以对设备的实用性快

速提供信息。如果您已经决定购买二手

设备，我们可以负责拆装，物流，仓

储，部件更新以及设备改造各个阶段的

服务。同时，我们的服务也包括对您旧

设备的安置。另一个经济的选择是租赁

高效率和改造过的二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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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需要热忱。我们可以使您的团队为未来冲压

车间的发展做好充分的准备。为了在国际竞争中保

持优势，您需要杰出的工作团队。”

 

Josef Frei先生，舒勒培训中心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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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勒培训中心  •
生产调试支持 •

我们的技术服务人员和培训师对于复杂

的生产线技术和工艺流程，有全面深入

的了解。通过使用必要的教学工具，我

们能够为您的员工传授极具价值的专业

知识，我们既能够对不同类型的员工进

行培训，也能够按照您的要求设计特别

的培训方案。对于新生产线的调试，我

们可以支持你们的员工保证调试顺利过

渡到全面生产阶段。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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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就未来
专业引领成功

培训

舒勒培训中心
舒勒培训中心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

方案，内容包括对员工基础的以及持续

性的培训。培训可以在舒勒培训中心进

行，也可以在设备现场进行。

基于生产现状，我们的培训能够使您的

设备保持最理想的运行状态，从而增加

企业经济效益。我们可以提供各种类型

的培训，包括有关基础技术知识的专题

讲座，针对有关较深专业技术知识的专

题研讨会，以及为客户量身定做的培训

服务。我们的研讨会是由经验丰富的培

训人员进行的，他们有丰富的现场工作

经验，并且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教学手法

进行培训。为您的员工设计的培训课程

内容广泛，包括技术规划，生产管理，

维修保养，设备操作和调试以及产品研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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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技术服务联系方式：

舒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电话 +86 21 56650081 x 724

上海舒勒压力机有限公司

电话 +86 21 56650081

德国舒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电话 +86 10 51696769

天津南德压力机有限公司

电话 +86 22 83280429

米勒万家顿（大连）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电话 +86 411 87124002

全球范围技术服务联系方式：

Schuler AG Germany / 德国

电话 + 49 7161 66-690

Schuler France / 法国

电话 +33 388 657080

Schuler Presses UK / 英国

电话 +44 1922 619-100

SW Italia / 意大利

电话 +39 011 31-66511

Beutler Nova / 瑞士

电话 +41 41 9727575

Schuler Service Slovak Republic / 斯洛伐克

电话 +421 286 1341

Schuler Ibérica / 西班牙

电话 +34 93 54423-00

Müller Weingarten Moskau / 俄罗斯

电话 +7 495 4332309

Schuler Incorporated / 美国

电话 +1 734 2077200

BCN Technical Services / 美国

电话 +1 269 9483300

Müller Weingarten de Mexico / 墨西哥

电话 +52 222 4310019

Prensas Schuler / 巴西

电话 +55 11 4075-8444

Schuler India / 印度

电话 +91 22 66800300

详见：www.schulergroup.com/cn

在生产调试阶段，我们的培训人员会在现场指导客户操作人员，从而确保调试阶段顺利

进入到全面生产阶段。

生产调试支持
新设备在刚开始生产时，操作人员会有

许多问题需要解答。我们的技术服务人

员一定会向您的操作人员传授操作设备

所需的知识，以便他们更好地操作设

备。这样，就可以避免发生生产初期容

易出现的操作方面的问题。通过我们的

培训计划，您的员工将会创造更多价

值。



SchULer AG
Bahnhofstr. 41 | 73033 Göppingen |  德国

电话: +49 7161 66-0 | 电话: +49 7161 66-233
info@schulergroup.com | www.schulergroup.com

有关全球舒勒工厂以及服务中心更

多详细信息，请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schulergroup.com/service

30
0C

H-
06

20
09

-W
SP

-C
op

yr
ig

ht
 b

y 
Sc

hu
le

r

上海舒勒压力机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洛川中路750弄8号 

邮编: 200072
电话: + 86 21 56650081 x 720 
传真: + 86 21 66529060 

德国舒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北京市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80号
通正国际大厦 1012室
邮编: 100062
电话: +86 10 51696769
传真: +86 10 51696768

天津南德压力机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北路银丰花园A座1004室
邮编: 300204
电话: + 86 22 83280429
传真: +86 22 83280540

舒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区洛川中路750弄8号 

邮编: 200072
电话: + 86 21 56650081 x 724 
传真: + 86 21 66529060
E-Mail: info.china@schulergroup.com 
www.schulergroup.com / cn

米勒万家顿（大连）锻压机械有限公司

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万家顿路1号
邮编: 116113
电话: +86 411 87124002
传真: +86 411 87609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