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因如此，加气混凝土（AAC）和
纤维水泥已然成为全球各地广受市
场欢迎的建筑材料 —— 这一点儿
都不让人意外。作为全球市场领导
者，威翰（Wehrhahn）帮助客户
建造高性能生产工厂，以满足各地
用户对高品质建材的需求。

威翰公司总部设在德国的德门霍斯
特（紧临不莱梅），自1892年以来
一直是公司研发、设计和生产活动
中心。对我们来说，这一悠久的传
统代表了一种确保顶级质量的承诺
和义务。我们的使命是开发智能解
决方案，帮助您实现长期成功。

除了标准化工厂外，我们还开发并
实施不同的工厂概念，来满足我们
客户的独特要求，适应不同的当地
情况。技术水平一流的威翰服务团
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可随时
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和帮助。

我们将在后面几页中向您介绍我们
的公司，而且将非常高兴地随时回
答您的任何问题。

管理团队

威翰 —— 诞生于 1892 年

高效、可靠、耐用、灵活、低碳环保——这是面向未来的建筑材料必须达到的严
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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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管理团队：

克劳斯·博赫曼博士，总裁

托斯腾·迪兹，副总裁

阿明·博德尔，副总裁 01



目录02 目录 03

历史悠久的公司  

公司团队及德门霍斯特总部 

04 

06

公司简介

经济高效的生产 

工厂类型及组成 

AAC – 产品 

应用

10

14

16

18

加气混凝土

经济高效的生产 

工厂类型及组成 

纤维水泥板 – 产品  

应用

22

24

26

28

纤维水泥板 

30

32

34

36

自动化 

服务和咨询 

科研与环境  

联系我们

公司

实力雄厚的公司总是以其关键价值为支撑：团队精
神、可靠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们的优先目标。

目录



1892 年——工业化

由于不断加剧的工业化和人口的快
速增长，19世纪末期德国国内对
各种建筑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加。来
自德门霍斯特的年轻工程师海因里
希·威翰很早就认识到工业化生产
的趋势，于1892年与其兄弟共同
建立了机器制造作坊。当时，没有
可用于工业生产的电力。威翰最早
开发的机器以蒸汽机、水磨或风磨
为动力来源。当时的工厂包括制砖
厂、锯木厂和磨粉厂。

1918 年——专业化 

卡尔·威翰——工厂创始人的儿
子——在完成工程专业的学习后成
了这家家族企业的一员。威翰公司
逐步以锯木机械和制砖设备为主要
发展方向。

1936 年——纤维水泥

价格极具竞争力的新型复合材
料——纤维水泥征服了市场。威翰
设计并建造各种工厂，来经济高效
地生产纤维水泥屋面板、平板和管
道。

在纤维水泥设备制造方面的成功使
得威翰公司成了知名的机械制造公
司。这一盛誉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质量、服务和可靠性，以及与员工
的密切关系，已成了威翰公司经营
理念的核心。

1945 年——二战后 

二战后各国的重建给威翰公司带来
了大量机会。除了许多锯木设备和
纤维水泥设备之外，还包括移动挖
掘机。那时候，公司每天生产一台
挖掘机。

德国制造 

120年来，威翰一直致力于为建材行业设计和生产最先进的机械设备， 
进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植根德国，业务遍布全球。威翰——诞生于18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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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整合 

威翰越来越多地将精力集中在高质
量交钥匙工厂上，壮大自己的工程
师和技术人员队伍，并开发了与纤
维水泥相关的专业技术。

1970 年——AAC

日益加强的节能意识大大刺激了对
加气混凝土（AAC）砌块等绝缘性
能良好的建筑材料的需求。威翰认
识到了这一需求，并开始研发加气
混凝土砌块和板材的生产设备。
从产能和自动化程度较低的小型工

厂开始，威翰逐步研发了各种全自
动高性能的生产工厂，来生产高精
度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板材，日产
量高达2,000立方米 ，这相当于50
到80辆公路巨无霸运输车的运量， 
足够建造20到25座房屋。此外，公
司还研发了干混砂浆和石灰的生产
工厂。

今天——业务遍布各大洲 

威翰的生产工厂遍布全球各地，全
世界领先的纤维水泥和加气混凝土
生产商都采用威翰设备和技术。

公司已从最初由海因里希·威翰成
立的制造作坊发展成为全球行业领
导者。超过150名高度专业的员工致
力于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制定工厂
设计方案并开发相关技术，来满足
业内众多高科技应用的需求。

02 海因里希·威翰，
1864—1944年 。
03 一家注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家族
企业。
04 机械制造车间。02 03 04



敬业的高素质团队

一支由超过150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致力于根据您的具体要求设
计、规划并开发适当的解决方案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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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翰的成功故事同时也是兢兢业业
的员工团队的成功故事。他们均接
受过全面培训而且积极主动。每
天，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专业
技术推动公司向前发展。

大量客户对我们的最高质量标准、
可靠的服务和协作态度深感满意，
成了我们发展的长期动力。

从德门霍斯特走向全世界 

建筑材料在全球不同国家的生产条
件可谓千差万别。在多种多样的气
候条件下保证长期稳定生产，同时

满足当地原材料的使用，无疑是一
项严峻的挑战。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重点。

所有工厂组件都在我们位于德门霍
斯特的现代化工厂进行集中生产，
并由威翰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场装
配，因此确保了最佳的生产条件。 

威翰在全球加气混凝土及纤维水泥
生产领域傲视同侪。所生产设备深
受全世界各地客户的信赖，这绝非
巧合。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
110家威翰加气混凝土生产工厂和

100多家纤维水泥生产工厂投入使
用。德门霍斯特是一个美丽的德国
西北部小城，紧邻不来梅，不莱梅
完善的港口和国际机场使德门霍斯
特快速连接全球各地。

德国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使我们得以
在社会市场经济环境中大展身手。

借助出色的业务连续性、稳定性和
不断创新，威翰一直成功应对着不
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并乐观地迎接
未来的挑战。

德国德门霍斯特制造
面向全球市场的工业化工厂 

05 | 06 我们的全面服务涵盖所有工
厂设备的开发、设计和制造。为帮
助全球各地的客户完成设备的组装
和调试，我们将派遣专业的技术人
员和工程师来提供指导和服务。 05 06



建筑未来、性能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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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客户的具体要求，威翰可以
提供完整的生产线或单独的设备。
我们会综合考虑项目所有相关因素
和条件，如产量、地点、可用空间
和投资大小等等。

原材料处理 

加气混凝土是将砂浆或粉煤灰、水
泥、石灰、石膏、水和少量铝粉混
合后经蒸压处理而形成的产品。 

配料和搅拌

威翰全自动配料和搅拌系统
（WECOMIX）可完成对所有原材
料的精确配料、计量和搅拌。搅拌
后的浆液被注入到模具中，发气膨
胀后形成内含无数细小气孔的坯
体。 

预养护

在切割前，坯体需要在预养护室中
进行2-3小时的蒸养以获得足够的
强度。智能摆渡车将装有坯体的模

具从主搅拌机处送至独立的预养护
室，在养护完成后，再将其送至模
具开启以及翻转工位。

模具开启及翻转

威翰模具的四壁可完全打开形成一
个平面，这使得模具的清洁和涂油
变得格外简单、快捷 。

模具被打开后，威翰专利的翻转机
将对坯体进行90度翻转。

我们的加气混凝土工厂 

确保出色的生产率和灵活性：无工艺废料、高精度切割、
低能耗和最少的原材料消耗。

工厂产量从150到
2,000立方米/天

系统化的高效率工厂 

经济高效的生产10 经济高效的生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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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智能配料及搅拌控制系统是生产

高品质产品的关键。

08 智能摆渡车。

09 四面打开的模具，易于模具的清

洁和涂油。0807 09



切割 

坯体垂直放置在切割车上，并通过
整个切割线。通过钢丝或刀具进行
高精度切割，形成尺寸精确的砌块
或板材。 

榫槽和手持孔的切割在胚体进行蒸
压处理前完成，这样就无需磨削硬
化后的加气混凝土成品，从而节约
了生产成本，这也是我们“零工艺
废料”概念的一部分。 

底料清理机

在所有威翰加气厂里，坯体在切割
后都将在专利的底料清理机上进行
二次翻转，从而去除坯体底部4-5厘
米厚的废料，由此工厂可以达到完
全的“零工艺废料”。

蒸压 / 养护

完成切割后，加气混凝土产品需要
在约180 – 190°C的温度下在饱
和水蒸汽中进行蒸压养护。在高温
高压条件下坯体形成独特的晶体结
构，为产品赋予了较高的强度和尺
寸稳定性。 

威翰全自动蒸压控制系统包含有可
编程控制器、电机及蒸汽阀门，能
够满足整个蒸压过程的全自动控
制。这是生产高品质产品的又一关
键所在。 

分拣和包装 

一旦蒸压完成，加气混凝土砌块或
板材被码垛、打包后运到建筑工
地。

板材生产 

加气混凝土板材大幅提高了施工效
率，往往给用户以及生产厂商带来
额外的经济利益。基于在不同国家
的丰富板材生产经验，威翰工厂目
前能够做到 ：
· 灵活的浸泡和烘干工艺，以满足

不同的防腐剂；
· 适合于板材和砌块的混合生产；
· 板材长度调整异常灵活。

经济高效的生产12 经济高效的生产 13

10 威翰专利的底料清理机。
11 全自动蒸压控制系统保证了产品
的高质量。
12  高品质板材生产。 12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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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类型及组成 14 工厂类型及组成 15

SMART型工厂系统  

生产流程简图

威翰 superSMART工厂

这种工厂设计用于实现最高的产能
（2,000立方米/天）。这种工厂一
般配备有生坯体掰板机，可在进行
蒸压前完成产品掰分，从而避免粘
连。 

威翰 SMART工厂

工厂设计产能较小（300—1,250立
方米/天），面向新兴市场。可升级
为Super-SMART工厂，可进行板材
生产。

威翰 ecoSMART工厂

ecoSMART工厂是小型市场
（200—500立方米/天）的理想选
择，投资更小。空间要求：至少
1,800到2,2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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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型工厂系统 

我们的SMART工厂在完成切割后将坯体翻转回水平位置。这样就可以在进行蒸压
前完成“生坯体掰分”。SMART工厂还可以生产具有超光滑表面的板材。

威翰 PLUS工厂

威翰经典的工厂类型，产能
600—1,400立方米/天。

威翰 ecoPLUS工厂

面向中型市场的紧凑型工厂，产能
500—950立方米/天。是空间容量
有限的投资商的理想选择。

PLUS型工厂系统

PLUS型工厂是当前市场上对加气混凝土坯体进行垂直蒸压而不产生工艺废料的唯
一工厂。这是通过我们获得专利的底料清理机实现的。PLUS型工厂因其紧凑的结
构和简单便捷的砌块包装方式而脱颖而出。

PLUS型工厂系统  

生产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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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C - 加气混凝土产品16 AAC - 加气混凝土产品 17

加气混凝土几乎可以被用于建筑行
业中的所有领域，包括住宅、商业
建筑以及大型工业项目。

加气混凝土适合于建筑各种墙体，
如外墙和内隔墙（承重墙及非承重
墙）、填充墙、分户墙、防火墙
等。对于古老建筑——甚至木结构
建筑——的修复或改造项目，加气
混凝土通常都是首选材料，因为它
轻质而且非常易于处理。

性能总结：

· 非常环保——因为使用天然原材
料（大多为当地材料）生产。不管
是在生产过程中还是二次加工过程
中，加气混凝土都不会产生有毒材
料。加气混凝土产品可回收利用。
· 良好的保温性能——源于其低密
度以及内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出
色的保温性能和防火性能、较好的
抗压强度和超低密度是它的主要特
征。加气混凝土还被应用于地震频
发地区。

· 轻质、易于加工——利用简单的
工具，就可以在建筑施工现场快速
便捷地对加气混凝土产品进行进一
步的加工。
· 经济高效——精确的尺寸使得施
工格外方便，并减少胶粘剂以及砂
浆的使用量。由于重量轻并且尺寸
大，使用加气混凝土能够大幅节约
建设时间。

AAC – 加气混凝土产品

加气混凝土是一种高质量、多用途的建筑材料，分为普通砌块、巨型砌块和板材
等几种产品形式。它的可靠性已经在所有气候条件下均得以证明。在全球很多国
家，它都是目前和将来理想的环保型墙料。

环保而经济高效的建筑
在全球各地扮演着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

可持续发展

13 AAC 是一种通用建筑材料，适用
于各种类型的住宅和商业建筑项目。
14 六米长的墙板，适用于商业建筑。
15 可帮助快速简单地完成建筑施工。14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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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18 应用 19

保温
防火
隔音 
较好的承重能力
可回收利用

各种优良特性 

17

16 © Bundesverband Porenbeton 六 

六米长墙板的商业应用。
17 © Bundesverband Porenbeton 

使用AAC砌块和板材的当代建筑风
格。 
18 AAC在采用最高技术标准建造的
大厦中的应用。

16

18



纤维水泥
独一无二的多功能性。

纤维水泥

经济高效的生产 

工厂类型及组成 

纤维水泥板 – 产品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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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制备 

经过研磨的砂浆和纸浆被储存在大
型储罐中。水泥及添加剂被储存在
料仓中。

配料和搅拌  

威翰全自动配料和搅拌系统对原材
料进行智能计量和搅拌，从而确保
产品质量稳定均一。在进行进一步
稀释后，混合浆液被注入到制板机
中。

制板机 

制板机可配有2到6个网箱，其中
旋转的网轮将固体物质从纤维水泥
混合浆液中滤出。网轮将薄浆层输
送到毛毡上。对浆层进行脱水，在
成型辊上堆积，直到达到所需的厚
度，然后进行切割。 

产品厚度测量系统

自动产品厚度控制系统可在生产过
程中确保最大限度地减少厚度不
均。这样就可以节省原材料，减少
浪费，进而提高工厂的经济效益。

切割 / 加压 

威翰提供全系列的切割设备，如切
割压机、闸刀式切割机、圆盘切割
机和水喷射切割机等。威翰堆压机
和单板压机则能够确保波形板和纤
维水泥平板成品的完美质量。

蒸压纤维水泥板

纤维水泥板在蒸压釜中的饱和蒸汽
中养护12-13个小时。整个蒸压过程
的工艺控制和监控通过威翰自动蒸
压控制系统完成。与加气混凝土蒸
养的相似性使威翰得以积累与蒸压

釜相关的全面专业技术经验，并利
用这些经验让客户受益。

替代方法：空气养护 

纤维水泥板被堆叠起来并放置在环
境温度下，直到彻底固化。

涂装工厂 

市场上许多纤维水泥板经过表面喷
涂，或是整体着色。威翰可提供根
据相关产品及客户所在地气候条件
定制各种涂装工厂。

纤维水泥生产工厂 

用于空气养护和蒸汽养护（蒸压）纤维水泥板的商业生产。

高生产率和灵活性。
出色的性能 

经济高效的生产 22 经济高效的生产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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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纸浆加工设备。

20 高效的全自动纤维水 

泥板生产厂。 19 20



我们与客户携手，共同创建专门针
对具体需求和当地条件定制的生产
工厂。

所有工厂都采用模块化设计，因此
可根据市场需求灵活扩展。可随时
添加工厂设备——如压机或全自动
传送系统——而无需对现有设备进
行任何修改。

工厂类型 

事实证明，有两种技术非常适合于
生产纤维水泥板：

CC板——空气养护纤维水泥板 

只通过空气蒸养的方式进行养护的
纤维水泥板所使用的主要原料是水
泥和纤维素。原生纸浆和PVA或
PAN纤维的混合物可用作纤维增强
材料。工厂产能2-20吨/小时。

CCA板——蒸压纤维水泥板 

通过蒸压方式进行产品养护的纤维
水泥板所使用主要原料是水泥、砂
浆和纤维素。纤维增强材料使用原
生纸浆，室内使用的板材中还可使
用废纸。工厂产能2-20吨/小时。

加压板 

CC板和CCA板都可以在堆压机或
单板压机中进行加压处理。这样就
可以提高产品的密度、抗冻性和弯
曲强度。

可满足任何需求的纤维水泥工厂 

威翰可提供单独的设备、完整的工厂以及专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

我们的丰富经验和最高
的质量标准。

为您带来双重收益 

工厂类型及组成 24 工厂类型及组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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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板适用于：

屋面
（波形板或平板）

外墙挂板

围墙

CCA板适用于：

互搭壁板
（如住宅外墙装饰系统）

外墙 

围墙

干墙和天花板 

何种产品适用于何种应用领域？

21 高效堆垛机。
22 用于生产加压板的堆压机。 21 22



建筑施工标准变得日益严格：设计
师和开发商希望获得高质量建筑材
料，投资商非常注重经济效益，而
极端的气候条件要求适当的建筑材
料。

纤维水泥满足了所有这些需求。它
们已在实际应用中证明了自身的价
值，被普誉为灵活而经济的建筑材
料。生产工艺和材料成分都符合严
格的生态建筑标准要求。纤维水泥
非常安全可靠，被广泛用于全球各
地的住宅、公共、商业和工业建筑
中，在农业领域也不乏它的身影。

·外墙和围墙：有各种颜色和样
式。带有木纹表面的纤维水泥板目
前尤其受市场欢迎。纤维水泥外挂
板可代替传统的墙面抹灰，由于无
需湿作业，可以在冬季进行施工。

·内隔墙：纤维水泥板具有出色的
防火性，适合用于房间内的湿区，
而且与石膏板相比有着极高的稳定
性。

·屋面：数十年来，纤维水泥板一
直被用于屋面。这种板材被生产成
波形板或尺寸较小的板块，有多种
不同的样式和颜色。

纤维水泥板 

完美的特性大展身手，在极具挑战性的气候条件下尤其如此：
纤维水泥具有耐热、防冻、不易燃而且可抗白蚁危害的特征。

无与伦比的创造性
和产品适用性。

发现创造性 

纤维水泥板 – 产品 26 纤维水泥板 – 产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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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Cembrit 用于屋面或漂亮的外
墙应用的纤维水泥板。
24 © Cembrit 纤维水泥外墙可经受
最恶劣的气候条件。
25 © Cembrit 作为一种装饰材料，
纤维水泥板显示了无与伦比的通用
性。2423 25



应用28 应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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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潮、防冻、环保、
经济而灵活。
出色的防火性能。

材料属性 

27

26

28

26 纤维水泥平板带来缤纷的色彩效
果并使墙体保温处理变得更加容易。
27 © Cembrit | 28 可用于全新或传统
设计风格的外墙墙板。



威翰技术人员、IT专家和自动化工
程师利用数十年的丰富经验来研发
生产线的自动控制系统，制作电控
柜、编写计算机控制程序，同时确
保遵从最高的功能性、安全性和效
率标准。我们不仅为威翰工厂提供
电气和自动化解决方案，还为不同
行业的各种生产流程提供相关解决
方案。

电气工程 

电气工程服务可帮助ePLAN认证工
程师有效而快速地完成设备安装。

制造

根据全球广大客户的不同要求生产
电控柜。
· 所有电控柜都在超过700平方米的
威翰生产车间内制造、装配并进行
测试

· 使用高质量部件，确保可靠的运行
· 自动装配工作台可实现快速及时
的生产

机器与分散式控制柜之间的预布

线：

“即插即用”设备 
只要可能，电机启动器和PLC输入/
输出等电气装置都将预先集成并连
接在设备上。
· 通过预先完成所有传感器、电机
和阀门等的连线，可节约25%的安
装时间
· 需要现场安装的线缆可减少6,000
米，连接点可减少800个
· 设备在发货前可进行完整的电气
程序测试，意味着现场安装更快速
更简单

自动化 

威翰自动化部门是为数不多的几家
西门子认证的“系统方案合作伙
伴”之一，也是西门子的推荐厂
商。

一支由经过全面培训而且经验丰富
的自动化工程师组成的团队负责完
成设计和编程工作，来满足全球客
户的各种需求。
· PC和PLC编程采用逻辑方法结构
完成 
· 精确而且经过时间优化的运动控制
系统完成电机和液压移动控制
· 包含所有相关机器和流程参数的直
观显示允许灵活地进行调整，操作
人员无需特别的编程知识
· 程序和流程模拟不仅可以在不同情
况下测试各种程序，还可以分析最
佳的流程运行模式

完美运行 …

工厂的每个设备部件都是整个行动和反应链中的一个环节，
它们的精确配合以及完美运行是自动化的最终目的。

自动化30 自动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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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翰全自动配料和搅拌控制系统

WECOMIX

威翰智能配料和搅拌控制系统可满
足各种行业的混合加工需求。它可
以带来多方面的优势，包括灵活的
配料顺序、自动配料优化和独立报
告设计等。

威翰自动蒸压控制系统 WACO

精准的威翰蒸压控制系统可满足各
种行业的蒸压养护需求：
· 出现生产中断时的自动曲线校正
· 控制不同类型的阀门，如电动阀门
和气动阀门
· 通过直观的界面调整所有传感器和
流程参数

威翰能源管理系统 WH-EnMS

几乎每一个生产流程都可以进行优
化以节约能源。那么哪种措施是最
有效的呢？

威翰能源管理系统：

· 测量并节约每台机器的能耗
· 通过直观的图形显示设备各组成部
分的能耗
· 生成能耗报告以进行认证
· 包括多项节能措施，如自动间歇、
关闭或能量回收系统

威翰工艺控制系统 WH-PCI

威翰产品控制和信息系统不仅收集
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数据来保证
一致的高质量，而且具有自动调整
功能，可根据产品变化或环境条件
变化来优化机器参数。
· 将产品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
· 导出到csv文件中
· 数据评估软件，可提供“搜索”
或“过滤”等有用工具
· 可与ERP（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进
行数据交换

威翰安全系统

威翰安全系统是严格按照德国行业
标准设计的。我们开发的安全概念
不会影响正常生产。

威翰全球服务：

· 工厂概念的开发 
· 现代化改造或迁移
· 硬件和软件培训
· 通过调制解调器、互联网、电话和
电子邮件提供覆盖全球的远程技术
支持，或由专家提供现场支持

29 我们对所有电控柜进行全面测
试，然后再交付给客户使用。

29



我们设在德门霍斯特的总部不仅是
设备设计、工厂研发和管理工作的
中心，而且是设备制造中心，配备
有最先进的机加工设备。

生产完毕后，所有威翰设备在发给
客户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功能测
试——并尽可能全面地进行预装
配。

安装和维护 

最终客户现场的设备安装、调试和
试车都要在我们高级工程师和编程
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所提供的服务
范围取决于客户在特定情况下的具
体要求：从简单的设备检验到完整

的安装无所不包。在完成调试和试
车后，我们还可以随时根据客户的
要求提供现场或远程维护服务。 

威翰远程维护

客户工厂投入生产之后，我们可以
在德国总部通过互联网对生产进行
监控和调试。当然，我们也可以派
遣专家来提供现场支持服务。

威翰远程维护服务的主要优势包

括：

· 快速调整
· 双向参数传输
· 威翰工程师可在正常工厂运行期间

进行干预
· 不产生差旅费用

威翰培训课程 

我们的专家可对您的员工进行培
训，以确保工厂的日常操作和顺利
运行。

以客户为中心的工厂设计和服务 

我们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来帮助您
实现成功：我们既可以实施全新的
建设项目，也可以开发创新的概念
来对现有工厂进行升级。

从最初的设计直到成功的实施，一
支由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组成的服务团队可以提供全面的机
械和电气技术服务。详细全面的提
前规划可确保您的工厂的快速启动
和无故障运行。

威翰技术服务 

作为设计和生产高效建材设备的全球市场领导者，威翰严格遵守最高的可靠性、
质量和经济高效性标准。

以客户为中心的工厂
开发和服务。

个性化而富有创造力 

服务和咨询 32 服务和咨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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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威翰培训课程：帮助您的员工做
好充分准备。
31 我们的专业人员提供现场支持。 30 31



研究和开发 

我们的设备、工厂和生产流程要不
断完善进步，需要对我们的工程师
进行高级别的认证和持续培训。 

威翰通过这种连续创新打造成功而
独特的产品。这包括“零工艺废
料”技术和各种获得专利的设备。

我们与客户、研究机构和大中专院
校保持密切联系。这种充满活力的
信息和经验交流还有助于我们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改进。

威翰实验室 

对于用户当地的各种原材料，我们
都要在实验室进行详细全面的检
测。这为改进工艺配方，确保工厂
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 原材料实验
· 加气混凝土和纤维水泥的试生产
· 蒸压测试 

· 抗压和弯曲强度、收缩性及其它性
能的测试

从实验室中获取的数据可被用于工
厂最初的设计和规划。 

技术和环境 

我们所在的这个独特星球的资源是
有限的，对于后代的生存，我们肩
负重担。因此，环保性建筑材料的
使用变得日益重要。

向我们提出挑战，并从我们的专业
技术中受益 –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
所有气候带各种气候条件下的各种
行业，并积累了多年的丰富经验。

通过我们的专业技术受益  

威翰是一家全球性公司 – 因此我们不会远离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各地的用户工
厂每天都依赖我们快速专业的服务，而且均对我们的服务倍感满意。

科研与环境 34 科研与环境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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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密切合作并与研究及培
训机构进行定期交流，实现切
实的技术创新。

合作开发 

32 使您高枕无忧：在威翰实验室，
用您的原材料进行加气混凝土和纤
维水泥生产试验。
33 简单的图纸使一切一目了然。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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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恭候您的进一步垂询。
一切听您安排 

Wehrhahn GmbH

Muehlenstr. 15

PO Box 18 55

27738 Delmenhorst

Germany

电话 +49 4221 12 71 0

传真 +49 4221 12 71 80

mail@wehrhahn.de

www.wehrhahn.de

威翰公司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甲2号A座

2508

邮编：100102

电话：+86 13901208049

电邮：aardelite@aliy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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