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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S group
在工厂建设和机械工程方面的领头羊在工厂建设和机械工程方面的领头羊

面向全球的家族企业面向全球的家族企业

作为一个家族企业，经过四代人的不懈努力西马克集团

已建立起坚实的价值观和企业文化。公司拥有很高的市

场地位，其分散经营的结构确保对每个客户的需求做出

快速和有效的反应。西马克集团结合了中型企业的灵活

性和国际化公司的广阔资源-一切都为更好地实现客户利

益。分散式经营的企业文化确保旗下各个机构以及各个

员工总能以主人翁的精神思考和行动。

打下坚实的基础打下坚实的基础

几十年来长远的目光、细致的财务管理、坚持价值取向、

加上对机械设备和厂方建设周期方面的理解一直引领着

集团进行战略规划。对于能源和环保科技领域的投资、

工厂的服务和现代化改建 以及对于核心员工的在职培

训这三方面我们都倾注很多。在此基础上，西马克集团

可提供度身定制的厂房解决方案，使我们的客户在竞争

中始终掌握着优势。 

西马克集团是钢，铝和有色金属工业加工的工厂建设和机械工程领域中的领先企业之一。旗下 SMS Siemag 和
SMS Meer 两大业务板块能提供冶金工艺技术、锻轧技术以及其它铸型和提炼工艺的整体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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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S的感应加热技术和特殊设备广泛应用于挤压厂、铸造厂

和金属加工企业，是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领军者。IAS为设备

运营商提供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策划、设计、设备制造、

设备调试、培训和全面的服务。

个性化设备解决方案个性化设备解决方案

IAS的设备产品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

ExtruLine™
 ■ 挤压厂感应加热设备

 ■ 组合式串联加热技术

 ■ 加热管系统

MetalLine™
 ■ 槽式感应熔炼炉

 ■ 坩锅式感应熔炼炉

 ■ 铸造炉

SMS ELOTHERM
自2013年起，IAS成为SMS Meer企业分支中

SMS Elotherm的一员，使现有的感应淬火和加热系统的

产品范围得到最佳补充。因此，Elotherm与IAS能为整个

冶金加工链提供高能效和高生产力的清洁电热设备。

IAS
感应加热设备与服务感应加热设备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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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核心能力
优势总览优势总览

清洁、高能效的加热技术清洁、高能效的加热技术

根据工艺要求对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进行精确加热、熔炼

和铸造是IAS设备的主要应用领域。并采用清洁的感应技

术。感应加热技术是通过载流线圈使金属处于交变电磁

场中，使金属材料内以非接触方式生成涡流而产生热能。

感应加热技术可以有目的地对该过程施加影响。也就是

说，感应加热不同于传统加热炉通过热传递进行加热。因

此，IAS加热设备只需要很短的加热时间，并可以非常精确

的调节温度。

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

IAS是客户可以信赖的可靠伙伴，从策划、设计、设备制

造、到各项服务。拥有高精技术能力的员工、多年的专业

经验和面向未来的研发工作保证了我们的客户获得具有

高效益和可靠性能的创新性设备解决方案。IAS拥有现

代化的制造车间。

加热解决方案的成功因素加热解决方案的成功因素
 ■ 可定义的加热不同金属原料  

 ■ 加热时间短

 ■ 工艺可靠性高

 ■ 占用空间小

 ■ 能耗低

 ■ 维护工作少

 ■ 模块化设备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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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挤压生产效率更高的挤压生产效率
TEM-PRO HeaterTEM-PRO Heater®®

铝棒梯度感应加热铝棒梯度感应加热

直接和精确的加热直接和精确的加热

TEM-PRO Heater®是铝棒梯度感应加热系统。这一技术

保证了挤压生产中精确的温度控制，实现了等温挤压的

完美生产过程。与燃气加热炉相比，TEM-PRO Heater®

通过更高的功率传递密度使效率更高，尤其是在加热大

直径棒坯时。另外还可以避免棒坯表面的过热。根据材质

的不同，具有极高的能量转换率，最高可达75 %。

单独加热或智能组合加热单独加热或智能组合加热

TEM-PRO Heater®为模块化设计，可以豪无障碍地集成

到现有的生产线上。TEM-PRO Heater®系统设计灵活， 

可以与上游的用于棒坯基本加热的燃气炉联合使用，或

者作为单机方案使用。通过与等温挤压控制系统的标准

化接口使整条挤压生产线的生产力显著提高。

适用于各种原料适用于各种原料

模块化设计、计算机支持的智能化温度曲线调整以及可进

行个性化匹配的功率级别和加热区使TEM-PRO Heater®

技术适用于各种原料：

 ■ 铝合金

 ■ 合金

 ■ 钢和铁合金

 ■ 特殊合金，如钛，锆 

 ■ 钼

 ■ 贵金属

 ■ 沿轴线方向生成均匀的基本温度曲线

 ■ 低能耗

 ■ 加热时间短

 ■ 按需要而定义的温度曲线

 ■ 可加热不同长度的棒坯

 ■ 可热不同合金的棒坯 

 ■ 计算机和数据库支持的自动化操作

 ■ 与上级控制系统的接口

 ■ 易于维护的设计

主要性能主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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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空间利用，完美的棒坯加热最佳的空间利用，完美的棒坯加热

IAS与extrutec共同开发出了用于挤压厂的串联加热工艺，

为在只有较小可利用空间的现有挤压生产线上的应用提

供了紧凑型系统解决方案。该串联系统由一台带有不同

加热区的燃气炉和一台紧接其后的多区段感应炉组成。

快速的投资回报快速的投资回报

单一的燃气炉已无法满足现代化铝型材挤压工艺对温度

控制的要求。这种新型的、由燃气炉和感应炉组合而成的

串联系统在保证能源最佳利用的同时，还实现了精确的

温度控制。可以生成任意的轴向温度梯度，使挤压生产

效率更高，而且挤压产品具有稳定的高质量。除此以外还

可以有目的地避免棒料内产生可能导致工艺故障的不利

温度分布。这些优势使设备运营商能在短时间内即可获

得投资回报。

获得专利的组合技术获得专利的组合技术
感应炉与燃气炉组合式串联加热技术感应炉与燃气炉组合式串联加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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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得专利的棒料串联加热系统

 ■ 占用空间小，尤其适合后补加装

 ■ 能效高，运营成本低

 ■ 温度控制高度精确 

 ■ 提高生产力，改善挤压产品质量

 ■ 快速的投资回报

主要性能主要性能

连续在线生产连续在线生产

获得专利的串联加热工艺中，棒料首先在燃气炉里被加热。

接下来，棒料在多区段感应炉中加热到所需温度，并考虑尚

待切断的挤压棒的温度曲线。该加热方案就是建立在在

IAS的TEM-PRO Heater®技术基础上。开始挤压前，棒料

通过锯机或剪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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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温度范围理想的温度范围
用于挤压不锈钢管的感应加热技术用于挤压不锈钢管的感应加热技术

小批量，高合金材料小批量，高合金材料

IAS开发出用于挤压生产高合金的不锈钢无缝管的现代

化感应加热技术方案。满足了市场核心的需求： 

即使特殊合金的小批量生产和不同的形状也可以生产，

并获得好的经济效益。IAS的工艺方案具有高的经济效率、

灵活、高能效、换装快速，并且能确保可靠的工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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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定义的温度曲线

 ■ 均匀的温度分布

 ■ 恒定的工艺条件

主要性能主要性能

感应技术+燃气加热感应技术+燃气加热

成分复杂的不锈钢的挤压温度只在很窄的范围内。为了满

足这一要求，IAS开发了燃气加热与具有高能量转换率的

感应炉的高效组合方案，并在工艺上充分与产品大纲以及

挤压技术要求相匹配，使得两种加热工艺的优势都得到最

大发挥。下面的应用范例在实践中得到验证：

 ■ 水平感应基本加热，立式感应最终加热 

 ■ 低压燃气转底炉和立式感应后续加热炉 

 ■ 在使用直径最大为180mm的小棒料以及不带穿孔机

的挤压运行时：水平感应预热设备 

 ■ 燃气预热到大约700°C，感应炉中间加热和后续加热 

高达高达83 %的能量转换率的能量转换率

通过在后续加热阶段使用多区段感应加热线圈以及通过

变频调整和通过ITN变频系统的无级功率调节对温度曲

线施加有利影响，使工艺更可靠，并能遵守所需的温度界

限。根据配置的不同，可以使电能转换率最高可以达到

81% - 钛合金甚至可以达到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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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技术新的用武之地成熟技术新的用武之地
C.O.P Cartridge™模具加热系统模具加热系统

IAS为客户量身订做的技术为客户量身订做的技术

IAS开发的用于多件式模具的电阻感应加热系统是型材

挤压领域久经验证的等温挤压加热工艺。

使用该技术可以灵活调节和控制功率以及各加热区段，

满足现代化挤压机的工艺要求。此外，预热站、反向挤压

轴和正向挤压轴加热装置都可以通过该技术得以实现。

加热系统均配备了快速更换装置。

 ■ 获得专利的过热保护功能

 ■ 可毫无问题地后期加装

 ■ 多区加热工艺

 ■ 智能化控制系统

 ■ 快速更换技术

主要性能主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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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创新的温度测量技术创新的温度测量技术

IAS的C.O.P. Cartridge™ (Container Overheat 
Prevention) 技术是加热管工艺解决方案，并带有优化的

过热保护功能。这一创新解决了加热棒钻孔内的过热问

题。电阻加热装置可以毫无问题地配备C.O.P. 
Cartridges™ - 而且无需在模具上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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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能力带来更高经济效益技术能力带来更高经济效益

变频器和感应线圈 - 它们是所有感应加热设备的核心

部件。它们之间的配合是否完美对客户的过程可靠性和

经济效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IAS汇集了全部核心

技术提供给客户。

电源开关设备电源开关设备

IAS不仅生产传统的的电源开关设备，也生产以电力电子

技术为基础的电源开关设备 - 完全根据客户的需求。在

传感技术方面，IAS使用现场总线系统，不仅最大程度地

减少了布线工作，而且在接口上也具有最高程度的灵活性。

高端科技的高端科技的IGBT晶体管变频装置晶体管变频装置

IAS加热设备和熔炼设备的电源供应采用IGBT晶体管变

频装置。系统为完全数码化，操作简单，可以和谐地集成

到现有的控制系统中，同时变频器模块使维护简单高效。  

线圈线圈

大多数加热线圈是多层线圈，高效率是其最大优势。通过

与导引磁场和不锈钢外壳的结合使用，使能量转换率根

据应用的不同可以达到80%以上。

 ■ 完全数码化的控制系统

 ■ 功率无级可调，从0到100%
 ■ 可选择多区技术

 ■ 可灵活集成到复杂的控制方案里

 ■ 内置加热处理器

主要性能主要性能

变频器和线圈变频器和线圈
基础知识奠定关键技术基础知识奠定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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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服务
最高的客户满意度最高的客户满意度

来自专家的服务来自专家的服务

IAS的专家们不仅为自家的感应设备提供全面服务，也

对其他品牌的机器设备提供服务。客户受益于全面的

技术能力和多年的专业经验。特别是在面向实践的培训

中，IAS的专家们将与客户分享在如何使设备最佳运行方

面的知识与经验。

现场服务和备件服务现场服务和备件服务

IAS提供现场设备服务，并使用现代化测量技术进行故障

原因查找。通过规模广泛的库存，我们可以很快地向客户

提供备件，并可以在自己的生产设备上制造特殊备件。

二十四小时服务二十四小时服务

为了使设备停机情况减少到最小，IAS提供二十四小时的全

天候服务。.

预防措施和更新改造预防措施和更新改造

IAS的专业服务也在预防性维护措施方面以及设备的更

新改造方面向设备运营商提供支持，使感应设备能保持

最新技术水平并能经济高效地运行。

优点：

 ■ 提高生产力

 ■ 提高设备利用率

 ■ 改善成品质量

 ■ 降低运行成本

 ■ 设备价值的保障

 ■ 老旧设备的重新利用

服务项目总览服务项目总览
 ■ 设备维护，包括其它品牌设备

 ■ 安装

 ■ 更新改造

 ■ 性能优化

 ■ 单一组件的重新制造

 ■ 变频器技术服务

 ■ 现场服务

 ■ 备件服务

 ■ 培训

 ■ 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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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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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ING your EXPECTATIONS

IAS GMBH

Am Großen Teich 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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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y

Tel.: +49 2371 43460
Fax: +49 2371 434643
info@ias-induction.com
www.ias-induc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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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brochure contain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ducts concerned. The actual products may not always have these characteristics as 
described and, in particular, these may change as a result of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the products. The provision of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intended to have and will not have legal effect. An obligation to 
deliver products having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shall only exist if expressly agreed in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