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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您的需求，提供预制解决方案

SMART EVOLUTION

ELEMATIC

最大限度发挥预制优势

Elematic 为全球建筑施工提供预
制混凝土机械和成套工厂生产设
备。

Elematic 是全球领先的预制混凝土技术
一站式供应商。我们的客户所在行业涉及
预制楼板、墙体、框架和地基，甚至涵盖上
述全部。我们为各种需求提供预制解决方
案 - 以满足当今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的
高标准要求。全生命周期支持将帮助客户
获得最大收益，无论他们的投资额多
大。这是我们的给予。
资源高效
预制是一种资源高效的建筑方法。一般而
言，与现场浇筑相比，它可降低各种资源的
消耗：更少的钢材、更少的水泥、更少的
水、更少的脚手架，以及更少的参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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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是世界上最常用的建筑材料之

预制技术几乎可以适应所有环境 - 寒冷、

一。即便如此，它的使用量仍然在迅速增

炎热、潮湿或干燥。但是不同的环境对建

长。

筑技术有不同的要求。我们深谙其中之
道。

适应性强且经济实惠
预制独具特色、适应性强且经济实惠，可
完美适用于所有社会和最苛刻的建筑条
件。无论是独户住宅，还是大型公共建筑，
预制都能确保缩短施工周期、创造更大利
润和实现更好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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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的

明智之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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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是一种快速灵活的建筑方式，可提供
很强的建筑自由度。它还可以节省数量可
观的材料和人工。
与现场浇筑相比，工厂预制构件可提高施

期待为您服务

工速度，减少所需人员。这将确保施工过

预制产品可用于几乎所有类型的建筑施工

程拥有更强的控制力和更高的成本效益。

过程。在 Elematic，我们的职责是帮助客

施工中采用预制构件可提供更加安全和健

户在各自的市场中满足建筑施工企业的需

康的工作环境。物料搬运更加方便，所需

求。我们提供各个阶段的咨询服务 - 从

的脚手架也更少。建筑施工产生更少的废

建筑施工规划的最初阶段到生产重建。我

料 - 原本还需对那些废料进行处理和回

们为每一位要步入预制构件行业的客户，

收。此外，由于降低了对水泥和钢材的使

提供生产线、机械、设备和专业知识。

用量，预制释放的二氧化碳量较现场浇筑
施工相比大幅减少。
既美观又经济
预制构件可兼具精美外观和成本效益 例如采用 Elematic 技术生产的夹心板
材。
板材具绝缘性能，可降低加热和冷却过程
中的能源消耗。此外，外层墙面可拥有多种
外观，如砖制表面、抛光大理石表面或花
岗岩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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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和工业建筑：
1. 墙面
2. 楼板
3. 隔断墙
4. 横梁，立柱和实心楼板
5. 楼梯和竖井
6. 阿克太克墙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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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客户需求
而提供的解决方案

有些客户需要生产预制墙。另一些
客户需要生产预制楼板或预制横
梁。部分客户希望获得技术先进的
机器，而另一部分客户需要操作简
便的小型生产线。

从成套工厂设备到独立机器，需求各不相

• 不同技术水平的成套预制厂可用于制作

同。和客户一起，我们可以为您找到正确

预制墙体和楼板 - SEMI、PRO 和

的解决方案 - 在这个领域我们拥有丰富

EDGE

的专业知识。

• 成套生产线用于生产地基、框架和阿克
太克板
• 机器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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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
以较低的投资轻松启动预制构件生产。
Elematic 公司的 SEMI 生产线和机器专为产量较小的预制构件厂而设计。

优势概览

墙体产品

楼板产品

• 投资低廉

• 维护简单

• 夹心板材

• 空心楼板

• 启动方便

• 高品质成品

• 实心板材

• 实心楼板

• 操作便利

• 可在户外进行生产

• 覆面镶板

举例

产能/天

员工人数

墙体

280-600 m

10

楼板

144-576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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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预制构件生产的世界标准。
Elematic 公司的 PRO 生产线和机器专为此类客户而设计,他们生产不同类型的预制构件，构件产量较大。
优势概览

墙体产品

楼板产品

• 投资回报快

• 夹心板材

• 空心楼板

• 生产灵活

• 实心板材

• 半预制楼板

• 高品质成品

• 覆面镶板

• 实心楼板
• 肋板
• T 形梁

举例

产能/天

员工人数

墙体

680-1200 m2

15-20

楼板

1080 m

7

2

EDGE
智能和自动化预制生产，提供最大化的产量和投资回报率。
Elematic 公司的 EDGE 生产线和机器，专为此类客户而设计，他们寻求超高产能、丰富的产
品类型和高度自动化的预制生产。
优势概览
• 生产快速便捷，成本

• 混凝土自动运输和分

墙体产品

楼板产品

• 夹心板材

• 空心楼板

效益高，自动化程度

• 产品成品迅速转移

• 实心板材

• 半预制楼板

高

• ELiPLAN ERP 软件优

• 覆面镶板

• 实心楼板

• 自动化带来更高的安
全性
• 生产灵活

配

• 肋板

化生产

• T 形梁

• 泥浆循环系统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

• 高品质成品
举例

产能/天

员工人数

墙体

1600-3024 m2

30-35

楼板

2880 m

10

2

所有数据均基于单次浇铸/天进行估计，EDGE 楼板除外（双次浇铸/天）

7

成套生产线
可用于生产地桩、横梁、立柱和阿科太克板等

地基生产线
高效率生产预制桩。
预制桩位于地下，用于承担地基负荷。我们的地桩生产线操作便利。利用一个浇
铸/夯实组合机械，采用定制模具对预制桩高效地并排浇铸。
优势概览
• 高品质模具，尺寸精准
• 高效的浇铸夯实组合
• 较少的人力投入，较高的产量输出

框架生产线
生产高承载能力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横梁和立柱。
预制横梁和立柱可用于结构框架、建筑骨架等。具有高承载能力的成品可在各种结构
中提供较高的施工自由度。框架生产线与楼板生产线有些类似，但是配备更强大的工
作床。因此，它也可用于生产楼板产品。
优势概览
• 较长的生命周期，坚固的预制床
• 灵活的生产确保快速的投资回报。
• 高品质成品

阿克太克生产线
生产较轻的非承重隔墙，成本高效，生产快速。
隔音且防火防潮的阿克太克板非常适合用于各种潮湿空间，例如浴室和厨房。施工速度
比传统的砖墙快六倍，比砌块墙快两倍。该生产线无废料，结构紧凑。空心阿克太克板与
房间同高，宽 600 mm。
优势概览
• 成本效益高的生产方式
• 仅需 900 m² 生产空间
• 由于重量轻，施工效率得以提高
• 对环境影响很小
• 隔音且防潮防火的隔断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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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设备
运输和分配

浇铸

养护

利用混凝土运输和分配系统实现生产效率最

利用养护室提高生产效率。有多个固化解决方

大化 - 有不同程度自动化配置可选。

案可供选择，例如开放式机架、加热/不加热、
湿度控制等。

预制模板

修整

利用 Comcaster 安排快速生产与节约混凝土
的优先级，或是以较低的投资选购我们易于操
作的 Comskip 产品。

Modifier 可为预制生产提高成本效率。快速、
简单和准确地标记板坯和制作开口。

切割

可以使用机器人来布置边模，使用 FaMe 来

选用我们公司的挤出机和剪切压制技术

切割锯可满足各种需求，从多功能锯到全自动

布置开口，便于省时和提高生产效率，或者仅

来节省水泥用量。利用我们的路缘机提高灵活

锯，可以在几乎任何方向进行切割。改良的集

使用 FaMe 来布置边模和开口。

性，生产不同的楼板产品。

尘装置可提供更加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环境。

床体准备

成组立模/倾斜工作台

循环装置

利用 Preparer，可减少人工小时数，加速清

利用我们结构紧凑的立式垂直浇铸成组立模

利用 Looper 对板材进行升降，提供更为卓越

洁、润滑和钢绞线拉伸过程。

提高生产效率，和/或利用坚固的倾斜平台生

的安全性能。

产大型实心墙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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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 多个
国家的客户
提供服务

每一次交付都伴随着责任。为客户
提供快速而专业知识渊博的支持
是我们交付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客户将受益于以下服务：
• 关于机器和工厂的可行性研究，规划和

• 包含定期上门检修服务的服务合同可让
您更加省心

启动
• 操作员、生产经理和管理人员培训

欲查询更多信息，请访问：

无论客户身在何处，我们都能了解当地挑

• 关于重建、优化和维护的帮助

www.elematic.com

战并迅速给出专业建议。Elematic 已经

• 资深服务人员的技术支持和故障排除

www.precastfountain.com

交付了超过 3600 套预制机器和成套生产

• 位于芬兰、阿联酋和美国的服务中心和

www.concreteissues.com

线。所有客户对我们而言都同样重要，他

零配件仓库，可实现易损件和零配件的

们都值得我们关注。

快速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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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项专利
为您服务

450 项专利足以说明一切。并且我
们仍在持续研发和改进 - 以提供
更高效、用户体验更加友好的设备
和技术。

下面列举了几项我们在市场上推出的创新

• ELiPLAN ERP。安全的正常运行时间，以

型产品

及受控/降低的材料消耗量是该软件提

• FaMe。利用轻质的可回收铝合金型材

供的两大主要优势 - 该软件为预制构

和磁铁，快速准备边模和开口。与焊接

件生产而特别开发。

和螺栓连接相比，可节省多达 70% 的
早在 1959 年，我们便与客户一起，为生
产预制墙体、楼板、框架和地基，开发更
为智能的解决方案。

时间。

我们的技术知识与客户日常面对的挑战互

• Comcaster。操作简单，无线电控制浇
铸/压实。精准快速的给料可节省原材

相融合时，新的想法产生了。密切的交流带
来了创新，产生了新的附加价值。

料，节约时间。
我们在这个领域投入的研发人工小时，可
追溯到 1865 年。

• 阿克太克生产线。生产重量较轻的非承
重隔墙，成本高效。阿克太克墙防潮防
火，有良好的隔音效果。

Elematic 的研发为持续的发展和微调过

• 挤出机 E9-1200e。带剪切压制和自动

程，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机器、零部件、材

控制系统，可实现高效生产。节省混凝

料，而且还包括生产流程、用户软件和界

土用量，延长组件使用寿命。可达到非

面。

常精准的尺寸标准。

Comcaster E9-2500

挤出机 E9-12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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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40%
预制品生产商
所信赖

与客户一起度过预制构件生产过
程的各个阶段，这是我们的荣耀。
这种合作方式为我们带来诸多思
考和想法，帮助我们提高交付质
量。

如今，全球有 40% 的预制品生产商信赖

我们为我们所有的客户深感自豪 - 而他

Elematic 提供的预制品生产设备。每天我

们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决定在我们的网

们都乐于享受与全世界客户共同工作的合

站上推出在线推荐地图。

作方式。某一天，我们可能正在帮助一家
澳大利亚建筑公司进入预制品生产行列。

欲查询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

第二天，一家拥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比利时

站：www.elematic.com

客户可能向我们咨询有关空心板新生产线
的问题。每天将面对不同的挑战，但同时
也收获颇丰。我们将继续与客户共同努
力，制定个性化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取得
更多盈利、提高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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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
54 年

创造美好的世界
采用预制构件进行施工，比现场浇
筑方式对环境影响更小 - 从
1959 年起我们便开始努力传播该
理念。

泥消耗并尽可能减少废料。水作为混凝土

• 在预制构件生产中提供更加健康的工

及其生产流程中的重要部分，它的情况也

作环境。采用 Elematic 技术，空气质

是如此。

量和噪声水平都会得到改善。前者可借
助我们最新的切割锯中的集尘系统，后

健康和安全。降低消耗、再次利用和循环

者则利用我们的挤出机所采用的剪切压

预制使用更少的钢材，产生更少的废料。

使用。这些都是预制生产中的重要考虑因

制技术。

同时也比现场浇筑更加安全，所需的现场

素。我们正竭尽所能解决这些问题 - 自

施工人员得以减少，脚手架数量得以降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们便致力于此

将为您营造更加安全健康的生活居住环

低。但是预制建造方法的优势远不止于

并且已经拥有了长足的进展。

境。例如，隔音防火的阿克太克板，或绝

• 利用 Elematic 技术生产的预制构件，

缘节能的夹心墙体。

此。还需考虑 施工工程整个生命周期中
的总体能源消耗和 CO2 排放量，以及在

一些例子：

楼宇内生活或工作的健康与安全因素。

• 利用 Elematic 公司开发的剪切压制技

环境问题永远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因素。拥

术生产空心板材，可降低混凝土消耗

有 50 多年的丰富经验、大量技术诀窍以

量。

及智能技术，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我们的市

混凝土是最常用的建筑材料之一。它安全
无毒，由天然材料构成。它不会发霉或生

• 用于预制构件生产的浆料循环系统可分

锈。然而，目前的水泥生产方法大约贡献

离固体物质和水分，减少对环境的影

了全球 CO2 排放量的 5%。由于混凝土中

响。其中，分离出的固体可用于垃圾填

含有 10–15% 的水泥，因此亟需降低水

埋，而水将被循环利用重新投入生产。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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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ATIC

公司数据及理念
Elematic 为全球建筑施工提供预
制混凝土机械和成套工厂生产设
备。

技术。从公司成立之初起，这个理念便超

的智慧和技术专长实现他们的梦想，这就

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并开始挑战行业极

是我们首要的成功要素。多年

限。1965 年开发的世界首个循环生产线，

来，Elematic 日益庞大，并且通过收购增

便是我们在成功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在

强自身实力。如今，我们遍及世界各地，并

Elematic 的历史始于 1959 年的芬兰。

接下来的数年内，我们陆续推出了更多创

且成为显而易见的市场领导者。1959 年

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开发并销售预制品生产

新技术和产品。关注客户需求，利用我们

所制定的公司理念仍然是我们自身定位的
重要组成部分。

Elematic
重要信息
成立时间：1959
主营业务：预制墙体和预制楼板的全套工厂
生产设备。成套生产线用于生产地基、框架
和阿克太克板。机器和设备。服务和咨询。

总部：芬兰 Akaa
芬兰工厂地址：Nastola、Riihimäki、
Valkeakoski
子公司：美国 Elematic 股份有限公司，德国
Elematic 股份有限公司，俄罗斯 Elematic
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芬兰、阿联酋、美国

中国设有销售办事处，并在 20 多个国家有
销售代表
市场份额：占据 40% 的全球市场份额。空心
板技术占据 60% 市场份额
年度销售净值：1 亿欧元
交付情况：3600 多个交付，覆盖 6 大洲
100 多个国家

销售办事处：在美国、德国、俄罗斯、阿联酋、

Mats Jungar，
公司总裁
于芬兰 Elematic 公司
“Elematic 是一家神奇的公司。多年

作为首家和唯一一家供应商，我们提

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让我们成为市场

供不同层次的全套生产线，用以生产

领导者。没有哪家公司像我们一样，在

预制墙体和预制楼板。

如此众多的大洲和国家交付了如此之

这些生产线在自动化和产量方面拥有

多的用于生产预制构件的生产线、机

不同的技术水平。我坚信，我们在以客

械和设备。感谢您的信任！如今，我们

户为导向方面又迈开了一大

拥有 SEMI、PRO 和 EDGE 不同技

步。SEMI、PRO 和 EDGE 是针对客

术层次的产品，我们的发展将更进一

户需求的直接回应。”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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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史大事记

一览

2005

1959

1976

年。
Elematic 公司成立。

年。
随着第一台空心
板设备卖至中东，
出口开始逐渐增
多。

1965

年。
芬兰房地产市场开始繁荣。一个大型房
地产开发商需要加快建设过程。我们的
解决方案：世界首条循环生产线，配备混
凝土运输导轨、活动/振动模具和热处
理。

20

80

世纪
年代。
出口范围扩大至苏联市场。

年。
许多市场对预制技术还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他们都渴望了解预制技术。我们的
解决方案：预制学院。该论坛专门致力
于提高和推进对预制构件生产技术的理
解，是交流与知识分享的场所。

2006

年。
预制品厂商希望改善管理，例如招投标
管理、作业管理、日常调度、生产厂家管
理等。我们的解决方案：ELiPLAN。一款
最先进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ERP），可
实时管理生产流程，为预制混凝土厂家
实现优化控制。

1967

年。
我们开始对外出口。
首次出口：将成组
立模卖到瑞典。

1969

年。
位于德国的子公司 Finnelement GmbH
成立。

20

世纪

70

1992

年。
推出受专利保护的浇铸机 Comcaster。

2009

年。
第 100 条墙体生产线交付。

年代。

芬兰对所有混凝土产品的尺寸进行了标
准化，同时我们研发出一种新产品 –
空心板。一个大型预制品生产商在接下
来的两年时间内，需要生产 400000 平
方米的这种新型板材。我们的解决方案：
长达 100 米的配备预应力钢绞线的铸
造台，这是一台可以振动混凝土的机器，
在它沿着铸造台移动的过程中实现混凝
土的挤压操作。我们将这台机器称之为
Variax。

1995

年。
外观得以改善。工业设计结合了功能性
与时尚的外观。我们的解决方案：着手开
始这样做。我们在 Bauma 商品交易会
上展出了一款新型挤出机 EL900E，引起
了巨大的轰动。该机器作为芬兰入选产
品之一，荣膺 1996 年欧洲设计大奖，
并获得了芬兰专业奖项芬兰设计大赛
（Finnish Design Competition）的荣誉
奖。

2010

年。
一家挪威客户希望能够跟进一个大型建
设项目，需要具有更大跨度和剖面的空
心板材。我们的解决方案：最新推出的
采用了受控剪切压制技术的挤出机E9。
机器运转非常安静，是世界上最节省混
凝土的挤出机，可以生产更加准确的板
坯和截面尺寸，以及更加光滑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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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atic 为全球建筑施工提供预制混凝土机械和成套工厂生产设备。Elematic 是全球领先的预制

全部。为各种需求提供预制品解决方案 - 无论是小型工厂还是巨型工厂，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结构
设计，不变的是同样的高标准。全生命周期支持将帮助客户获得最大收益，无论他们的投资额多大。

China, 075-0613-CN

这是我们的给予。

Elematic® and Acotec® are trademarks of Elematic Oy Ab. Specifications in this document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e-mail: sales@elematic.com www.elematic.com

混凝土技术一站式供应商。我们的客户所在行业涉及预制地板、墙体、框架和地基 - 甚至涵盖上述

SMART 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