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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切嘉利中国

714,000 平米总面积

153,000 平米首期开发厂房

EN 标准 生产质量标准

精密管 碳钢和不锈钢系列

扬州

上海

香港
澳门

台湾

北京



玛切嘉利中国公司占地714,000平米，位于江苏省扬

州市广陵经济开发区（距上海270公里）。首期开发

包括153,000平米的厂房，装备全套欧洲制管机组，

以及一栋4,200平米的办公楼。

玛切嘉利公司制管完全采用欧盟标准，包括原材料

采购，生产，质量控制，交货，以及售后服务，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最高等级的全部解决方案。



质量与环保

玛切嘉利中国公司依据最先进的国际标
准提供以下认证：
•	ISO 9001:2000	
	 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	ISO 14000	
	 国际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体系
•	OHSAS 18000	for	
	 国际标准化组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标准

汽车行业客户要求的ISO/TS国际标准化
组织汽车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已按计划进
行中 



此外我们能保证以下:

• 严格执行欧盟标准，包括原材料采购，

  生产，质量控制， 交货，以及售后服务；

• 实施与欧盟同步的环保标准；

• 制造流程的所有主要认证皆符合最新的节能标准；

• 最高的服务水准，与玛切嘉利公司全球标准一致。



生产线

玛切嘉利中国公司主要的生产设备都是从欧洲进口的，

完全复制玛切嘉利欧洲工厂，并且这些设备采用钢管制

造行业的最新技术 。

玛切嘉利中国的制造工艺和意大利工厂也是完全一致

的，这样客户才能确保获得和欧洲生产的钢管同样的质

量和效率。

1)	分条设备

2)	碳钢焊管线

3)	不锈钢焊管线

4)	精密冷拔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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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冷管生产线

6)	酸洗线

7)	热处理线



碳钢精密焊管

最小壁厚 (mm) 1,50

最大壁厚 (mm) 16,00

最小外径 (mm) 20

最大外径 (mm) 254

交货状态

- 尺寸公差依据制造标准

- 依据要求定制特别公差

-  依据EN10204质保书控制文件2.1、2.2、3.1、3.2及其他特定规范要求。



圆形碳钢精密焊管

 

方形碳钢精密焊管 

矩形碳钢精密焊管

碳钢精密焊管



主要制造标准

制造标准 产品名称 热处理 牌号*

+CR1 焊接和定径
+A 退火 
+N 正火
+CR2 焊接和分级

E190, E320, 
E220, E370, 
E260, E420
E155, E195, 
E235, E275, 
E355

表面状况

EN 10305-3 圆形和异形精密管 热轧卷材的钢带S1, 黑色
热轧卷材的钢带S2，酸洗

EN 10305-5 方形和矩形精密管

EN 10219 冷成型焊接结构管

（CE认证）

S235JRH
S275J0H
S275J2H
S355J0H
S355J2H

(*) 如客户要求，可以协议按其他牌号制造



制造流程

钢卷 纵剪 高频电阻焊 正火 矫直
端部切割

无损探伤 打包



Testing

(*) 压扁/扩口试验应该在退火或正火状态下由客户特别要求进行。

标准和自选试验

标
准

试
验

化学成分分析 

抗拉试验 

100%目检和尺寸检验 

压扁/扩口试验 (*)

粗糙度检测 

100%涡流检验 

100%超声波检验 

自
选

试
验

全管体周向无损探伤，检测纵向缺陷



典型应用

玛切嘉利开发出了一套独特诀窍，

用于制造精密管材以满足严格的尺寸和表面

规格要求，

这些要求来自不同行业的制造商。比如机械

工程。



Typical applications

钢结构用精密管

桩基用精密管

起重设备用精密管（建筑起重机以及塔机）

滚筒输送用精密管

承压用精密管

汽车用精密管

自行车和摩托车用精密管

其他工业用精密管
玛切嘉利碳钢精密焊管系列涵盖了广泛的结构和

精密机械应用，

确保适宜后续加工。



冷拔定制精密管件

交货状态

- 除非订单另有规定，在5000/8000 mm 长度范围供应管件

- 尺寸公差依据制造标准

- 双方协议定制特别公差 

- 依据EN10204质保书控制文件2.1、2.2、3.1、

 3.2及其他特定规范要求 

最小壁厚 (mm) 2 2

最大壁厚 (mm) 15 24

最小外径 (mm) 24 24

最大外径 (mm) 245 245

产品范围 焊管 无缝管



制造标准 产品名称 牌号* 热处理

EN 10305-2 冷拔焊管

E195
E235
E275
E355

+C   硬抽 。 冷拔后没有经过热处理。

+LC 冷拔软化。热处理后进行软抽拔。

+SR 应力释放。 冷拔后在控制气氛内进行应力释放。

+A 退火。冷拔后在控制气氛内退火。 

+N 正火。 冷拔后在控制气氛内正火。

EN 10305-1 
冷拔无缝管(CDS), 
仅适合壁厚较大的钢管 
(见如下尺寸范围图)

E195
E235
E275
E355

(*) 如客户要求，可以协议按其他牌号制造

主要制造标准



标准和自选试验

标准和自选试验

标
准

试
验

化学成分分析

抗拉试验 

100%目检和尺寸检验

粗糙度检测 

100%涡流检验 

100%超声波检验

冲击试验

纵向缺陷的无损检测 

自
选

试
验

压扁/扩口试验



典型应用

液压应用精密管件

汽车和机械应用精密管件

鉴于机械性能及严控的尺寸公差，

意马tm冷拔定制

精密管件在高端精密行业

应用上有着无可比拟

的优势。



China

Italy

基于欧洲和亚洲的精细化制造工厂为全球液压和

汽车业客户提供专业定制精密管件。



产品范围

冷拔精密管
汽车以及机械应用的冷拔钢管

冷拔精密管/ 万向轴应用的冷拔钢管

技术规格 

牌号 E195, E235, E275, E355

热处理 +C, +LC, +SR, +A, +N

表面处理 
 

•	外径和内径： 冷拔光滑，
 依据EN 10305-2

•	双方协议：粗糙度Ra < 0,4 m

尺寸公差 •	标准：依据EN 10305-2

•	特殊：依据要求

自选加工 •	在反应油中冷拔

•	脱磷

技术规格

牌号 E195, E235, E275, E355

热处理 +C, +LC, +SR, +A, +N



冷拔精密管/低压直接应用的缸筒钢管

交付方案

- 带有塑料罩的标准包装并打捆，标准重量约1500 kg
 
- 标准长度 5000-8000 mm，依据要求客制长度 

- 表面保护

- 标识: MM E355 OD x ID EN 10305-2 +C - Heath

产品范围

技术规格

牌号 E355

热处理 +C

表面处理 •		外径： 冷拔光滑，依据EN 10305-2

•	内径： 粗糙度Ra < 0,80 m 
 (平均 0.50÷0.60 m)

尺寸公差 •	内径:  ISO H 9 
 (ISO H 10 厚度< 4 mm)



冷拔精密管
适合于珩磨与刮削滚光的缸筒钢管

产品范围

交付方案

- 标准打捆包装，标准重量约1500 kg。

- 标准长度 5000-8000 mm，依据要求客制长度

- 表面保护

- 标识: MM E355 OD x ID EN 10305-2 +C - Heath

技术规格

牌号 E355

热处理 +SR

表面处理 •		外径：冷拔光滑，依据EN 10305-2

•	内径：带加工余量（适用于削磨和滚光）



冷拔精密管/多级缸筒用冷拔定制钢管

产品范围

技术规格

牌号 E355

热处理 +SR

表面处理 •	外径：冷拔光滑，依据EN 10305-2

•	内径： 粗糙度Ra < 1.6 m



不锈钢精密焊管

最小壁厚 (mm) 1

最大壁厚 (mm)  5

最小外径 (mm) 19

最大外径 (mm) 88.9

交货状态

- 尺寸公差依据制造标准

- 双方协议定制特别公差

- 依据EN10204质保书控制文件2.1、2.2、3.1、3.2及其他特定规范要求

产品范围



流
体

工
艺

管

EN 10217-7, (ASTM A270), (DIN 11850) 食品和乳制品行业工艺管

EN 10217-7, (DVGW GW541) 饮用水和卡压式工艺管

EN 10217-7, EN 10312 水处理工艺管

EN 10217-7

EN 10217-7, (AD 2000 W2/W10), 
(PED 97/23)

EN 10217-7, (DIN 11866)

EN 10217-7, (ASTM A312 / A778)

纸浆和造纸行业工艺管

化工应用工艺管

医药应用工艺管

石油和天然气应用工艺管

主要制造标准



机
械

应
用

EN 10296 
EN 10217-7

泵和气缸圆形管

EN 10217-7 弯头和配件圆形管

EN 10217-7 热电阻圆形管

EN 10296, (ASTM A554) 汽车、排气系统圆形管

EN 10296, (ASTM A554) 汽车、液压成型设施圆形管

EN 10296, (ASTM A554) 汽车框架结构圆形管和箱形梁

汽
车

用
管

主要制造标准



典型应用

流体工艺精密管

机械和汽车用精密管

发电厂给水加热器用不锈钢管



玛切嘉利现今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不锈钢精密焊管生产商，荣获顶级认证

的生产设施遍布全世界，

每年产能达40万吨。



激光焊
圆管 EN 10217-7, EN 10296

标准交付方案

高频焊
圆管 EN 10217-7, EN 10296



制冷精密管

直径
mm

公称重量
g/m

4,75 70

5 74

6 91

6,35 98

8 126

9,50 152

交货状态

- 外径公差：名义±0,1 mm 

- 壁厚公差 ：+0,05 mm / -0,10 mm



典型应用

冷凝器和制冷部件用精密管

玛切嘉利特别系列制冷管材系依据特定行业规范和

公差制造，通过严格检测，应用于制造加热和制冷

系统和家用电器的冷凝器和蒸发器。



工艺流程设计和开发

玛切嘉利中国制造的高质量产品适用范围广泛，尤其适

合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 为了向此类客户提供更好的产

品质量和更优质的服务，玛切嘉利中国公司已经开发出

一套精准的工艺流程控制体系及一套包含供应链和项目

管理部在内的特殊的组织架构。质量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也是为了满足最高标准要求。

产品设计和样品制造是向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提供新产

品的基本步骤。 玛切嘉利中国公司的技术团队在为许多

国际和国内原始设备制造商客户提供新产品开发方面拥

有高超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



工艺流程设计和开发

新产品开发流程图

以下阐述了我公司开发新产品的主要步骤

• 首先是我们分析客户需求基于以下

 - 生产制造标准

 - 钢种（或化学成分）

 - 机械性能 

 - 尺寸

 - 交货状态 

 - 表面状况

 - 检验证书

 - 无损探伤测验

• 第二步是工艺研发，根据不同的产品我们有不同的工

艺流程

收集并分析

市场信息

批量生产产品工艺设计 生产样品 样品确认 制造工艺确认 发  货 客户认可

样品

获取客户需求



工艺流程设计和开发

碳钢精密焊管

• 选择合适的钢种。
根据化学机械要求甚至是粗糙度的要求，玛切嘉利将在
欧标，日标，美标及英标的基础上推荐给客户合适的原
材料。

• 计算分条的合理宽度
受益于在模具加工行业的多年经验，玛切嘉利成功地设
计了不同尺寸对应准确的宽度范围的表格。

• 选择模具包括去内毛刺装置
对于不同的精整模具，我们选择不同的内毛刺刀片，通
过调整模具压力来调整内毛刺装置的高度，以此来确保
焊接区域表面平整。

• 设置焊接工艺参数
玛切嘉利有完善的数据存储系统来记录所有的焊接工艺
参数，能为将来的生产做参照。

• 通过涡流探伤来检验产品缺陷
根据客户要求或者行业规范设置验收方法。

• 验证生产工艺
通过尺寸检验来核实条宽，模具及去内毛刺加工
根据不同的钢种和标准，来做压扁/扩口试验，以此来检
验焊接质量。
根据客户要求，可执行EN10204质保书的3.1特殊试验。



工艺流程设计和开发

冷拔精密管件

• 选择合适的母管
选择合适尺寸的母管，以保证缩减量处于合适的范围内
缩减量计算公式为：
Reduction rate=(100-((W1 / W2)*100))*100%
W1: 成品管米重
W2: 母管米重
W1: =(OD1-T1)*T1*0.02466
W2: =(OD2-T2)*T2*0.02466

• 酸洗模式选择
根据表面需求来决定是否进行磷化处理或皂化处理

• 外模/芯棒选择
外模/芯棒的形状经过严格控制
对于TTC产品（直接应用的），需要特殊的模具

• 设置去应力退火工艺参数
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设置不同的热处理时间，冷却时
间及冷却速度。

• 验证拉拔应力
在冷拔过程中，机械应力须符合以下公式
P/F=K < δs
P:  母管拉拔力
F:  成品截面积
K: 拉拔应力
δs: 成品管屈服强度
• 验证生产工艺
冷拔前/后进行测试来核对缩减量
去应力退火前/后进行测试来核对加热炉设置参数
根据试验数据参数来验证生产工艺



工艺流程设计和开发

冷拔焊管和无缝管的比较 

相比于冷拔无缝管，冷拔焊管的优势如下：
• 更好的形状 （外径和内径的圆度）
• 提高了表面质量（在涂镀和改善了疲劳寿命后）
• 获得更小的偏心率和壁厚公差（最大3%的偏心率，
 通常无缝管只能保证8%）
• 更高的可靠性
（管子通过100%的涡流和超声波检测来控制）
• 在低温下达到更好的韧性

基于以上优势，玛切嘉利通常在合适的前提下推荐客户
使用冷拔焊管，而事实上目前在欧洲及美国市场大多数
油缸都是由冷拔焊管制造的



工艺流程设计和开发

不锈钢精密焊管

• 选择合适的钢种
根据化学机械要求甚至是粗糙度的要求，玛切嘉利将在
欧标，日标，美标及英标的基础上推荐给客户合适的原
材料。

• 计算分条的合理宽度
受益于在模具加工行业的多年经验，玛切嘉利成功地设
计了不同尺寸对应准确的宽度范围的表格。

• 选择模具包括去内毛刺装置
对于不同的精整模具，我们选择不同的内毛刺刀片，通
过调整模具压力来调整内毛刺装置的高度，以此来确保
焊接区域表面平整。

• 设置焊接工艺参数
玛切嘉利有完善的数据存储系统来记录所有的焊接工艺
参数，能为将来的生产做参照。

• 通过涡流探伤来检验产品缺陷
根据客户要求或行业规范设置验收方法。

• 验证生产工艺
通过尺寸检验来核实条宽，模具及去内毛刺加工
根据不同的钢种和标准，来做压扁/扩口试验，以此来检
验焊接质量。
根据客户要求，可执行EN10204质保书的3.1特殊试验。



服务中心

在玛切嘉利服务中心，高度专业化的机械设备，专门应
用于碳钢和不锈钢管材产品系列最多样化的加工和表面
处理。
按照客户的定制要求，提供定尺，管头加工，包装，及
时交货以及一系列额外处理的定制服务。 

除了前面提及的标准工艺外，玛切嘉利可根据客户要求
提供其他工艺。



可选工艺

• 适用于后续镀锌

• 整体管身正火或焊缝正火

• 定温处理

• 焊缝去除 

• 特定端部精加工

• 按定尺剪切

• 客户定义唛头 

• 协议公差 

• 焊接位置

• 表面粗糙度测量

• 没有防腐保护交货

• 特定防腐保护

• 特定包装方式

• 批次钢管单元检测

• 热镀锌 

• 在反应油中冷拔

• 脱磷



实验室和检测设备

在玛切嘉利生产的钢管，经过严格控制来确保达到质量
要求。在生产的过程中以及在发货前都分别进行检验。
工人会不断地接受培训以确保他们的操作正确无误。

所有批次的成品管将根据质量控制规范或者客户要求进
行测试。每一批次的钢管发货前都配有质量证书,以此来
确保符合行业规范。

玛切嘉利的实验室配备了全套检测设备，可依据主要的
国际技术标准进行钢管检验。

使用进口的测试设备可以保证测试的精确度和可靠性。



实验室和检测设备

直读光谱仪
用于原材料，成品化学成分分析

液压万能试验机
用于原材料，成品力学性能分析

技术标准

GB/T 4336

ASTM E415

•	100%	原料验证 
•	100%	产品验证 

技术标准

GB/T 228.1

EN ISO 6892-1

ASTM E8M

•	100%	原料验证 
•	100%	半成品验证 
•	100%	产品验证



实验室和检测设备

冲击试验机
用于原材料，成品力学性能分析

技术标准

GB/T 229

EN ISO 148-1

•	100%	原料验证 
•	100%	半成品验证 
•	100%	产品验证



实验室和检测设备

硬度试验机
用于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硬度分析     

技术标准 

GB/T 230.1; GB/T 4340

EN ISO 6508-1; EN ISO 6507-1

ASTM E18; ASTM E92

原料、半成品、产品硬度分析 
HRA,	HRB,	HRC,	HV,	HR30T,	
HR30N	等系列标尺硬度量测



实验室和检测设备

粗糙度测试仪
用于半成品、成品粗糙度测量

金相分析
用于原材料、成品金相分析及过程控制

技术标准

EN ISO 4287

半成品、成品表面粗糙度测量

技术标准

GB/T 6394; GB/T10561: GB/T 224

EN ISO 643; EN ISO 4967

ASTM E112; ASTM E45

晶粒度、非金属夹杂物、
脱碳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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