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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注塑设备提供全方位的最佳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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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近客户——始终不变的挑战  

为了让您的注塑机始终处于最佳状态，并时刻待用：ENGEL 提供的多样服务保证您随

时能够进行富有竞争力的生产。无论您的生产单元是单机还是复杂的综合系统解决方

案。ENGEL 能够让您随时在设备上应用各种优化方法，使您的投资长期达到最大化。此

外，我们还为机器操作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向世界各地迅速交付产品并负责备件安装。此

外，维修合同、e-connect.24 或 everQ 等维护保障了您的机器最高水平的可用率。因

为，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让您的 ENGEL 机器园区表现出最佳性能。

560 位装备精良的维修技师 

55 位热线工作人员

9 个生产工厂

29 个销售办事处

60 个代表处

专业知识 – 提升您的竞争力

为了使您和您的员工始终处于最佳状态，ENGEL 为您提供

了多类进修方式和一应俱全的专业知识输送： 具有针对性

的咨询建议，各式各样的专有研讨会和培训项目，以及增

进信息交流的活动。由此，您和您的员工能够随时在本地

或是在我们遍布全球的培训中心获取信息。此外，还可进

行实用、高效的培训。 

支持服务 – 现场支持服务

停滞即是耗费：在 ENGEL 这里，你能够随时随地得到您

所需的支持。我们的专业维护团队时刻为您的需求提供支

持： 其中包括所有制造年代的 ENGEL 注塑机，我们所有

的工艺技术，以及任何型式的控制系统。

升级 – 安装可靠的增值软件

改进永无止境：通过升级解决方案，您现有的生产单元可

获得 ENGEL 专业的增值收益。在未来，您可以让您的机

器园区更为经济实用，使用全新的应用程序，或者为机器

设备再次注入新的生命。这一切都非常简单，一切都源自

于 ENGEL 久经验证的质量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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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服务 - 现场支持服务

专项业务

每当需要快速有效帮助的时候：ENGEL 竭诚为每个专项业务提供随时随刻的高技能支

持。您只需在需要时向我们训练有素的维修技师提出要求即可。对于软件、应用技术、结

构设计和关节机器人编程等领域的特殊任务，我们同样很乐意为您提供支持。各项业务的

成本根据耗费情况而计算。

热线

全天候服务：ENGEL 热线为您搭建快速帮助、更多维护与支持的直接桥梁。这项维护在

工作时间内免费提供。 通过 ENGEL 热线，您能够在我们专家的帮助下排除故障，还可

要求在周末和节假日（除圣诞节假期外）从 ENGEL 奥地利公司派出出租车输送备件。为

了向您提供快速的现场援助，所有请求均由我们的维护机构在本地以一级支持的方式进行

处理。

工作时间    由当地维护机构提供免费维护

工作时间以外 & 奥地利节假日  付费热线号码 +43 50 620 3333 
      € 350/维护事项*

24/7 热线

ENGEL e-connect.24
完美的在线支持，就在您的设备旁：ENGEL e-connect.24 随时为您提供高质量远程维护

和在线技术支持，以便您及时控制意外停机状况。

1 拨打帮助电话

2 与一级支持进行沟通

3 全面的在线分析

4 迅速的故障排除

更多信息请参阅 ENGEL e-connect.24 手册。 

* 根据定义，维护事项指由客户通报的在设备上出现的状况。 
所有针对该状况的必要故障查找，全包价为 350 欧元。

针对长期良好效果和最优化性能：ENGEL 为每个需求和每种设备型号提供匹配的维护包。

从简单的安全检查直到全面的维修服务——ENGEL 为您一手包办，ENGEL care select 更
能够为您的特有情况量身定制。通过全球标准化的检测，我们资深的 ENGEL 专家按照您

指定的周期检查您的设备。因此，您可以避免意外停机以及不利于您生产的维护周期。所

有 ENGEL care 维护包均作为我们的智能设备防护 ENGEL protect 和 protect+ 的基础，

通过这项服务产品，您可以在第一个 5 年内以固定价格购买所有备件和维护。 

请选择您的优选服务：

ENGEL care

一手提供的专业 ENGEL 维护

个性化服务包

全球标准化检测

您的优势

ENGEL care basic
快速安全检查

compact
用于 预防性 维
护的 基础模块

complete 
为全面防护提供
的整体式维护

select
个性化选择 

ENGEL 维护服务

检查 
机器目检，检查清单包含 9 个检查组/ 
直至 33 项单独检查

安全检查 
检查并控制与安全密切相关的机器部件     

流体维护  
液压油控制， 
润滑维护，过滤器更换

测量 & 检测  
功能测试，模板平行度 
和注射单元检查

校准
优化料筒加热和 PV 参数，校准位移、
压力和速度

ENGEL care complete 也可用于 ENGEL 机器人
ENGEL care select：仅可结合测量 & 检测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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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relocation service

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跨州或是跨国：对于物流和安装团队来说，注塑设备的迁移向来都是

一个极为特殊的挑战。这类迁移的巨大技术复杂性需要大量的经验和常用的项目管理。为

了方便或彻底承担未来在您的设备上进行拆卸和重装所需的协调作业，ENGEL 提供了迁

移服务。这种广泛而灵活的服务体系能够满足您的特有期望。ENGEL 高技能的维护技术

人员保证您的设备在迁移后，仍能够满足 ENGEL 的高标准。

当然，ENGEL 也在全世界为所有的 ENGEL 设备提供这项服务：在国内的迁移服务由当地

的维护机构完成，跨国迁移将集中由 ENGEL AUSTRIA 协调和计费。

ENGEL relocation guide 
完整的机器文档

由 ENGEL 编写的逐步指导说明使您的技术人员能够自行进行迁移作业。

ENGEL relocation select
机器迁移个性化服务包

从项目管理，到拆卸和组织运输，直至重新调试：ENGEL 为您提供完整的系列服务，将

机器从 A 迁移至 B。如果您希望获得全球品牌领导者提供的专业支持，欢迎您与我们的

维护团队就各项服务进行咨询。 

ENGEL relocation complete 
由 ENGEL AUSTRIA 提供的整体机器迁移服务

您只需告知时间和地点——其余的都由我们来完成：为了保证最高的技术要求和最大的投

资安全性，ENGEL 在这项整体维护包中承担了所有技术性迁移工作，并负责协调物流合

作伙伴。我们几十年的经验为您带来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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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 安装可靠的增值软件

Retrofit

备件

必要时的快速帮助：我们为您准备了价值五千万欧元的备件以供调用！ENGEL 在全球范

围内拥有超过 70 个联网物流中心，它们为快速和成本优化的供货提供了保证。完全按照

时间表供货，必要时，可借助专用出租车或直升机。

旧机器，新生产效率。通过 ENGEL Retrofit 可将生产单元进行几乎不受限制的改造：无论

是在自动化领域，还是用于提高效率或进行生产调整。通过 Retrofit 可在几十年内随时延

长您的注塑机使用寿命，并能够以完美的 ENGEL 水准进行特别改造。

通过 ENGEL formula 24 可为您提供 24 个月的备件担保*。 

唯一条件：由我们的专业客户服务技术人员进行安装。

ENGEL 质量 + ENGEL 维护 = 更高的安全性。 

ENGEL formula 24

* 易损件、塑化单元和通过第三方造成的损坏除外

ENGEL everQ
借助 ENGEL everQ，我们为您确认与生产密切相关的传感器数据的可靠性：早在设备交付

给您之前，或定期直接在您的工厂里。我们的专业维护技术员使用校准后的专用仪器测量

所有相关数据，并通过专用软件对它们进行处理，最后为您提供一份检测合格证书。这样

您就可以定期向您的客户证明生产数据的准确性，从而确保您在医疗技术和汽车行业作为

顶级供应商的地位。

软管维护

定期更换软管能带来更高的设备安全性：ENGEL 竭诚为您进行周期性高压软管更换（每 

6 年一次，根据 EN201/2009 标准），并同时为您提供整体软管组件的附加折扣。安装

原厂质量的软管（防脱拔管件，至少 2 层钢筋网，安全系数 = 4 倍系统压力）之后，进

行合规的设备再调试，包括系统排气和油位检查。

经过证实的工艺安全性（根据 IATF 16949 的要求）

更高的工艺安全性、零件质量以及 

零件数据集可转移性带来的调试时间缩短，减少了废品成本。

您的优势

everQ 对于我们 e-victory 注塑机的优势在于，交付机器之前即已

准备好的有关生产记录准确性的精确文档。基于该项检查，我们能

够完全信任机器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因此可以毫无顾虑地开始调试

和验证。对于未来计划的维护过程中的检查，我们可以非常简便地

将装备与原始 everQ 结果进行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保证了

工艺稳定性的完美信息。”
Fred Clark，生产工艺开发经理，Fisher & Paykel Healthcare Ltd，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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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
提升您的技能

培训

改进产品质量，更稳定的生产过程以及维持最高良品率的情况下提升产量 — 全面了解注

塑机、机械手以及个别生产步骤的相互关系，可确保从注塑系统中取得更多的收获。 

ENGEL 培训将为您提供支持。通过全面且实用的培训课程。这些包括研讨会和专题研讨

会，直至已获得资格认证的培训，还可满足您公司的特殊要求。

无论是初学者或有经验者 - ENGEL 培训可让您或您的员工轻松面对注塑工作的挑战。

指导

您具有产品、技术和生产工艺上的经验。加上我们的注塑技能，您可以在未来更好地运用

这些专业知识，应对您的挑战。一起来发掘您的潜能。我们帮助您，开始进行精准的个性

化变革过程。由此，一方面，Quick-Check 完全能够满足对机器设置、加工参数、机器人

程序或进程的分析需要。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使整个生产更为有效的组建，

或者将其作为“最佳实践 (best practice)”从一个工厂移植到另一个工厂。

Quick Check       分析        执行

更多详情，请参考ENGEL 培训样册。

更多信息请参阅 ENGEL 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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