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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箱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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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风玻璃框架

发动机舱封条

窗槽密封条

窗户导轨

垫片，卡套

发动机和机组密封

门槛封条
门外封条

门内封条经济视窗

Hühoco集团：
具有悠久传统，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Hühoco集团旗下公司为汽车行业的供应商提
供独具一格的多元化服务。在产品制造过程
中，我们将生产流程的重要因素进行一体化，
以此确保为客户提供快速，具有创意以及经济
的解决方案。 

不论是HFP轧钢厂的钢铁生产，SIC的油漆研
发和生产，还是Hühoco、 First American以及
Hühoco do Brasil的卷涂工艺应用或GotecPlus 
Sun的传统涂漆工艺应用，ACP集团以轧辊切
削和冲压打孔工艺进行的卷材加工以及SIV使

用冲压打孔和后续复合工艺进行的零件生产，
均体现出我们能够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客户
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有针对性地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同时
注意环保和质量保证，使我们保持了经济方
面的持续增长。我们所有的公司都通过了认
证，各项指标均达到对汽车行业的现行标准。
我们对环保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往往远远超过
当地法律所规定的指标。

汽车产品



我们生产的黏胶涂漆几乎适用于所有橡胶合
成物和塑料，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该产品
能够在金属和材料之间起到极好的粘合作用，
同时能够实现完美的外观。 

我们研发的工艺在实践中完全不受原材料形
状和表面材料的限制。我们为所有市场上常
见的金属板带（厚度0.08-2.50毫米）提供黏
胶涂层加工，加工之后的金属板带可用于粘
合 不 同 的 橡 胶 合 成 物 （ 如 N B R 丁 腈 橡
胶，EPDM乙丙橡胶，SBR丁苯橡胶, 等）和
塑料（PVC聚氯乙烯，TPE热塑弹性体，PP
聚丙烯，ABS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
等）。

同样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图灵根加工厂进行
一次性电镀锌及涂漆。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

能不仅经济和而且能够保护生态。

黏胶涂漆金属带的卓越优势

我们的First American公司所使用的窄卷涂设
备能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另一种特色产品。在
这台设备上能够以极小容差对条带进行特殊
卷涂，或者以两种不同黏胶涂料进行并排卷
涂。该技术特别适用于橡胶型材和塑料型材，
也特别适用于装饰条。

我们秉承质量至上的原则。
所有的生产基地均按照当前汽车行业的标准
得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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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漆金属带



带黏胶涂层的冲压件

我们使用黏附剂对冲压件进行
预涂处理，以此保证我们产品
的物美价廉，同时能减少物流支出。
通常的冲压件在经过冲压工序后需要耗费大
量的成本进行除油，喷砂，然后以单件加工
的方式喷涂底漆和黏合材料。

我们所生产的带黏胶涂层冲压件能够直接投
入再加工，无需进行任何处理。无论是用于
压模设备，还是用于自动注塑设备，我们能
够完全按照客户独特的加工要求来进行设计
和生产。

显著的再加工性能

橡胶涂层金属卷材

我们生产的橡胶涂层金属卷材可被广泛运用
于发动机密封和机组密封。卷材表面还可以
另外使用润滑程度极高的润滑漆，以此增加
卷材表面的润滑程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板材
的再加工性能。该产品主要用来制造具有密
封性，减噪性和减震性的金属零部件。该产

品还具有特殊的耐热性，尤其适
合用于自动化生产，因此使
用范围非常广泛。弹性体和

金属之间的黏合涂层具有很
好的延伸性，从而使该产品达到再

加工的目的。除了加工NBR涂层金属
卷材外，我们还加工HNBR涂层金属卷
材，EPDM涂层金属卷材以及FPM涂层

金属卷材，涂层厚度为10 – 500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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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零配件



金属涂层领域的创新和研究

Solutions in Coatings (SI Coatings公司) 致
力于研发和生产卷涂工业以及相关领域所用
涂层材料。
我们的产品包括室内外装饰性涂层材料和室
内外工业涂层材料。

工业涂层材料在汽车行业和其他行业的
型材生产中，大多被用来作为带热基底、
热固基底以及其他基底的增黏剂。我们
生产的热密封增黏剂，是汽车工业热塑
性塑料的专用材料。该产品的使用领域
如下：

 用于晕光圈的隔热系统
 耐磨损防划伤的密封层
 导电和绝缘涂层
 可点焊的滑面底漆和防腐底漆
 传统底漆以及二合一底漆
 金属和塑料承印物所用的无指纹涂层 

我们秉承的原则是与客户共同研发针对其生
产流程和材料的解决方案。
 
作为Hühoco集团旗下的公司，SI 涂料公司具
有生产高质量产品所需的任何资质，在全球
范围内具有很高的竞争力。除了为我们的客
户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之外，我们的研发部
门还致力于不断完善现有产品和开发新产品，
以便我们能够继续开发新的市场。

作为我们在卷涂工业领域的客户，我们竭诚研
发为您量身定制的涂层材料。SI Coatings公
司已通过ISO 9001：2000的认证。

涂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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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压弯件

SIV为汽车工业，电气和电子工业提供高精
度的冲压弯件，如晕光圈、灯座、支撑弹簧、
安装板和机电器的接触件。 

我们在解决各种不同问题的过程中多年积累
的经验，关于技术可行性方面的广泛知识以
及高度的谨慎是我们开发和设计复杂模具、
组件和全套生产设备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我们能够为客户在技术上提供卓绝的方案。

在模具生产方面， 我们 通过不断开发和扩充
机器设备，并通过与客户进行紧密合作，共

卓绝的产品解决方案

同研发模具设计，以此来获得最经济的解决
方案。所有的模具和方案均由我们内部设计、
开发并制造，通过对所有发展程序进行智能
集成，从而形成创新的解决方案。以此可确
保我们的客户和我们在将来享有决定性的竞
争优势。

SIV公司按照世界认可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
同时也得到ISO9001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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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件预处理和单件精加工

位于美国肯达基州的GotecPlus Sun (GPS) 
是HÜHOCO集团与德国Gotec集团所建立的
合资公司。 

GPS公司生产带黏胶涂层的金属件和塑料
件，其产品主要供应给汽车行业的供应商。
在此采用的是传统的增附剂涂层工艺。 

我们对机器设备进行定期的质量审查和生产
流程审查，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的质
量和我们的竞争力。
 
作为预处理步骤的表面清洁和表面活化，即
喷砂处理，碱性清洁，及不同介质下的磷化，

单件精加工

所有这些工序也同黏合剂涂层加工一样，由我
们进行内部组织。
我们使用自己开发的特制设备来进行包括滚
压，浸液或喷淋的预处理工序。
 
以此我们能够确保满足客户在质量上的最高要
求，同时能保证灵活的短期供货。
在生产过程中，由我们研发设计的生产流程能
够回收所有使用的介质材料，包括底漆和黏胶
增附剂，以此来尽可能地保护环境。

GPS公司按照世界认可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
同时也取得了ISO QS 9000, ISO 14001, 
TS 16949的认证。



HFP以其超过百年的钢材加工经验，先进的
技术和企业发展方面的远见而著称。

位于Bad Salzungen 的 HFP 钢板公司除生产
传统的冷轧板条外，也生产不同类型的未固
化钢板，如渗碳钢，调质钢及弹簧钢。我们
的生产能力可以满足最高的变形加工的要求，
也可生产达到弹簧钢硬度的产品。
 
此外，我们还为我们的客户提供电镀锌和卷
绕定制裁减的表面精加工服务。
 
冷轧钢板

冷轧钢板应用广泛。我们的产品针对客户对
成型性能，尺寸工差以及表面光洁度的高要
求，使我们的客户享有多方面的优势。
我们的冷轧钢板尤其适用于各种切割、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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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以及深度牵引的再加工。例如在汽车工
业以及汽车工业零部件领域里，该产品可被
广泛用来制造滚针轴承和球轴承外壳、轧辊
切削带和冲压带、软管夹头、前大光灯反光
板、电熨斗外罩、家用电器、办公耗材、型
材、管材，其他钢制品、铁皮制品和金属制
品，以及各类安全部件，等等。

电镀锌

除了传统的冷轧钢之外，我们还为我们的客
户提供电镀锌卷钢。 
电镀锌层能够起到出色的防腐蚀作用，其特
殊作用体现在阴电保护上。由此可使镀锌层
和镀锌钢带切变的机械损伤不受到任何腐蚀。
受损部位在湿度影响下会形成电镀元素。非
调质锌为不锈钢 “牺牲”自身，以此来保护未
镀锌的部位。 

HFP钢板- 具有悠久传统的冷轧钢厂

冷轧板条



切割辊带

冲压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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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优势: 
贴近客户，国际化，高效率，高灵活性

APC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先进的加工技
术生产轧辊切割金属带和冲压金属带。我们
致力于不断提高加工技术，使我们在任何
时候都能满足客户的高要求。

我们保持贴近客户，这使我们在开发新产品
或改进现有产品的过程中就能够为客户研发
出最理想的设计。在任何时候，我们的客户
都可以就产品设计和产品改造的短期调整亲
自与我们进行针对性的讨论和落实。

我们生产所有常见的金属板材，如冷轧钢，不
锈钢和铝合金。各个材料的板材均有无涂层、
带黏胶剂涂层等不同类型，可搭配几乎所有
的橡胶合成物和塑料供货。

企业集团内部的材料供应，精益生产策略以及
贴近客户，我们采用的这些方法能够大幅度

地缩短内部反应时间，并能够达到现今的要求。
集团其下的各个工厂之间不断的经验交流，以
及集团的信息汇总使我们能够及时识别产品创
新和新产品研发的趋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作为我们的客户，您也能够从我们的全球网络
中获益。

ACP生产各种宽度的轧辊切割金属板和冲压金
属板。产品的类型包括：单轨和鱼骨设
计，双轨设计，延展设计和可压缩金属板，各
种类型均能按照客户要求在设计上进行
变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冲压设计可供客户
选择。

ACP的所有厂房都通过了ISO TS 16949的认证。

支架钢带



涂漆的金属卷带

Hühoco 
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Möddinghofe 31
D-42279伍珀塔尔
电话：+49 (0) 202 64778-0
传真：+49 (0) 202 64778-69
电邮：info@huehoco.de
www.huehoco.de

First American Resources
2030 Riverview Industrial Drive
Mableton, GA 30126，美国
电话：+1 404 526 3200
传真：+1 404 696 3225
电邮：info@farcllc.com
www.firstamericancoil.com

Hühoco do Brasil Fitas金属公司
Rua Theofilo Sniker, 200
Nova Odessa, SP CEP 13460-000
巴西
电话：+55 19 3484.1400
电邮：info@huehoco-br.com

冷轧带钢

HFP冷轧带钢有限公司
工件精加工
D-36433 Bad Salzungen
电话：+49 (0) 3695 663-0
传真：+49 (0) 3695 663-106
电邮：info@hfp-bandstahl.com
www.hfp-bandstahl.com 

优质服务，追求卓越

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本集团内部的企业程序一体化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集团所有领域的内部经验和内部信息随时可供给我们的客户作为参考。

涂漆生产

S I-COATINGS有限公司
Mählersbeck 83号
D-42279 伍珀塔尔
电话：+49 (0) 202 281519-0
传真：+49 (0) 202 281519-20

零件的涂漆

GOTEC PLUS SUN LLC
工业路107号
威廉斯敦，KY 41097
美国
电话：+1 859 824 5004
传真：+1 859 824 5006 

冲压弯曲件

SIV有限公司
冲压弯曲技术
Am Langen Streif 1
36433 Bad Salzungen
电话：+49 (0) 3695-63988-0
传真：+49 (0) 3695-63988-777

结构带钢

ACP德国有限公司
Schäfergasse, D-36433 Bad Salzungen  
电话：+49 (0) 3695 663-0   
传真：+49 (0) 3695 663-106   
电邮：info@acp-d.com

ACP Frankreich SARL   
Z.A. de I’Etoile    
Rue Henri Bauchert, 08300勒泰勒  
电话：+33 (0) 324 39 61 30   
传真：+33 (0) 324 39 56 69   
电邮：info@acp-f.com   
 
ACP加拿大公司
4015 Rue Brodeur
Sherbrooke, QU J1L 1K4，加拿大
电话：+1 819 348 0404
传真：+1 819 348 0444
电邮：info@acp-can.com

ACP do Brasil Fitas金属公司
Rua Theofilo Sniker, 200
Nova Odessa, SP CEP 13460-000
巴西
电话：+55 19 3484.1400
电邮：info@huehoco-br.com

ACP无锡钢芯有限公司
无锡市，钱桥镇
江苏省，中国
电话：+86 510-8323 3699
传真：+86 510-8323 3699

ACP墨西哥有限公司
Carr.  Panamericana  km8.5  #108B
Parque Industrial Altec, Aguascalientes, 
墨西哥
公司电话：(52) 449- 9295451
手机：(52) 449- 2421828

HÜHOCO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