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快速、更灵活、更智能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 24X7随时待命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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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NT Tool24 Smartline
灵活的自动分发系统，
让工具供给更高效、更可靠。

全新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的

极简设计理念：

 

  

 

如果现有系统需要扩展，

你也只需轻松“对接”其他使用单元：

 

通过增加的Smartline机柜，个性化的

机柜布局或是软件的更新，

都可实现现有系统的功能扩展！

 
 

优势：

 ■ 主机柜最多可配置11个抽屉。
 ■ 通过“即插即用”实现可扩展性。
 ■ 供应时间大大缩短。
 ■ 可自定义的软件包。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最多叠加至90层抽屉的耐用工具柜，

确保了工具的随用随取。

无论您是使用扫描枪，关键词搜索或者物料号查

询，直观的操作系统都可让您的选型非常快捷。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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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定义的软件包

 
 

可灵活配置的抽屉

 
 

eForm

多种网络连接解决方案

 ■ 可通过网络接口连接到公司网络
 ■ 连接到ERP系统
 ■ 管理外部储存地点

ERP ExternLAN

快速和直观的用户登录

 ■PIN / 密码
 ■RFID登录
 ■ 指纹

FPPIN RFID

模块化的机柜

x 

■ 自动化的订购流程

■ 外部管理

■ 图形化的分析

■ 用户组管理

■ 个人权限系统

■ 条形码查询

■ 多语言操作系统

■ 可选机柜颜色

■ 可选抽屉高度

■ 可选分发系统

■ 两种不同的机柜宽度

■ 用于分割物料的栅格

■ eForm硬质泡沫塑料刻模

GARANT 360° Tooling



享受最好的一站式服务
这就是我们的交钥匙服务。

建议 规划 报价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从第一次聆听您的需求直到运

行调试，您可以一直依赖我们

的专业知识。

我们将和您一起开发为您量身

定制的解决方案。如此您的生

产过程才会更高效，生产效率

才能持续提高。

■ 售后服务遍及全国 

■ 47位电子商务专家遍及全球
■ 标准或定制的系统

■ 系统可灵活扩展

■ 栅格分隔可选

■ 透明、有约束力

■ 保障规划和投资

■ 交钥匙化的项目管理

来自电子商务专家的规划会令您

从中受益。令人惊喜的是，我们

提供了多种可选的电子商务解决

方案。

此外，您还会收到详细而实用的

工具分发系统的规划设计，其中

包括了用栅格分隔储存物品的细

致建议。

我们崇尚价格透明，这意味着我

们的报价不含任何隐藏费用，同

时这也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您计划

和投资的安全性。

如果您需要了解其他购买方案，

请联系我们，我们竭诚为您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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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 调试/培训 售后

我们为您提供一流的物流交付

服务。

标准系统可立即发货。

我们独特的物流网络可确保货

物准时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 标准系统：现货

■ 独特的物流网络确保了运输

的安全性

■ 专业的安装人员

■ 专业的调试

■ 正式交付给项目经理

■ 服务热线

■ 运维合同

■ 服务更新

■ 系统扩展

用专业人员进行安装、调试和

客户培训。

我们的顾问会为您准备基础数

据并调试工具分发系统。试运

行成功后，我们将培训您的员

工和管理者，使他们也能熟练

操作新系统。

成功安装运行之后我们仍然持

续提供售后服务。

我们高效的服务热线和电子商

务专员将为您提供高效建议和

现场帮助。不仅如此，我们还

可为您提供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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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缩短了，效率提高了，员工满意了”  
 

 
 

 

客户评价

德国铁路维修工厂的工具分发系统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感谢创新的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随取随用的工具库存大大简化了厂

里的日常机械操作。

新明斯特德国铁路维修工厂的设施管理团队正在寻

找一种新的解决方案，就是要让将近500员工在三

班工作制中对所需的工具随取随用。

同时，他们也想大大缩短收集工具所花费的时间。

对于不同的车间来说，工具往往“在路上”耗费了

过长的时间。

因此，在与德国铁路员工（每天使用工具管理系统

的人员）进行了密切的商讨之后，霍夫曼集团的客

户服务团队为其特殊的机械工作需求量身定制了一

套系统。

经过证实，这套系统为他们的日常工作提供了极大

帮助，并且显著优化了工作流程。

德国铁路在霍夫曼集团的网站上了解到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的消息后，立即与当地的优质

工具系统伙伴进行了讨论。德国铁路的高层及其运

维职工在对已长时间、大规模使用Tool24系统的克

朗斯公司进行访问之后，也决定采用Tool24系统。

 
DURCH DIE PERMANENTE VERFÜGBARKEIT DER WERKZEUGE WIRD DEN  
MECHANIKERN BEI DER DB FAHRZEUGINSTANDHALTUNG GMBH IN NEUMÜNSTER  
SEIT KURZEM DIE ARBEIT ENORM ERLEICHTERT – DANK DES INNOVATIVEN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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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rbeiter“

新明斯特德国铁路维修工厂的物流仓储经理

Jovany Krämer说，“在规划和构思阶段，霍夫曼

集团高质量的GARANT产品以及出色的解决方案

成为了我们采用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的

重要因素”。他满意地说道：“创新的工具管理

系统缩短了集齐工具所花的时间，而且随取随用

的工具不仅优化了我们的工作流程，还大大提升

了员工的满意度！”

 

使用扫描枪搜索物料

工具可全天候取用 可靠的工具随取随用
 

 

新明斯特德国铁路 – Tool24 Smartline带来的全面帮

助

新明斯特的德国铁路工厂每天都会使用全新的

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因为员工取用工具

更简单，尤其对于上晚班的员工来说，他们可以在

无人值守的工具分发系统中自助管理多达90个抽屉

的工具。配合扫描仪的使用，可快速选择所需的工

具，也可通过易用的系统进行关键字或物料号搜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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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身材、大容量
模块化管理以及先进的技术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物料

型号 S11M S13 S54 S90

ZS 1070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霍夫曼集团专业人员将竭诚为您提供最适和您的解决方案

存储空间 m² 4 4.7 4.7 8.2
抽屉数量  pcs 11 13 54 90
每层抽屉最大负载  kg 75 75 15 15
抽屉分隔单位  units 36×36 36×36 9×36 9×36
高X宽X深  mm 1390×717×750 1390×1159×750
抽屉深度  mm 612
抽屉宽度  mm 612 153

抽屉数量X抽屉高度   pcs x mm 10×75  
1×150

12×75  
1×150

48×50  
6×100

80×50  
10×100

净重  kg 223 246 404 640

   
 

  
 

  
 

  
 

附件
22“ 触摸式显示器

 扫描枪

 PC和基础软件包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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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度身定制
配置适合您的工具分发系统

 

25 mm

9002

5018

7035

5012

7005

5011

7016

5005

6011

3003

  

 

柜子和抽屉有10种RAL颜色可供您

选择。

颜色

两种抽屉宽度，每种都可根据您的

要求调整。

以25mm为单位的高度增量,这样您

就可以调整抽屉高度直至精确贴合

您的工具和测量仪器。

抽屉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抽屉分割材料,

如eForm硬质泡沫塑料刻模或金属

分隔材料,分隔栅格与霍夫曼产品

目录里的相同。

选择eForm刻模时需注意抽屉的长

宽高！

抽屉分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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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软件解决方案
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我们的自定义软件包可优化管理您的工具，

并可优化工具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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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 BASIC COMPACT COMFORT PROFESSIONAL

支持多供应商 ● ● ● ●

多语言 ● ● ● ●

自动订购 ● ● ● ●

标准评估 ● ● ● ●

ERP系统对接 ● ● ● ●

新工具的
管理 ● ● ● ●

用户管理 ● ● ● ●

供应商管理 ● ● ● ●

自定义抽屉内部设计 ● ● ● ●

成本中心管理 ● ● ● ●

产品组层级 ● ● ● ●

即插即用的
新模块安装

● ● ● ●

用芯片卡（RFID）
和指纹登陆

● ● ● ●

购物车管理 ● ● ● ●

外部储存地点的管理 ● ●

每个用户的收藏夹 ● ●

修磨 ● ●

已钝工具的退回 ● ●

图形分析 ● ●

工作序号管理 ● ●

个人分析 ● ●

配件单管理 ● ●

订单预订管理 ● ●

测量设备的管理 ● ●

GARANT Tool24系统的
网络功能

● ●

工具借出管理 ● ●

远程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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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流程优化
 

 

ERP系统的对接 

 

GARANT Tool24 Smartline

无论公司架构、工作流程或公司规模如何，GARANT Too24 Smartline将持续提高您的

采购效率并优化您的工具分发流程。

您可以连接GARANT Tool24 

Smartline到您的ERP系统，

以完善您的基础架构。

远程管理

远程管理可让您在远程电脑

上通过网络连接进入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

这就使采购计划和分析在远

程就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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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仓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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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部门整合可靠的GARANT Too24 Smartline
工具分发系统后，我们能持续提高我们的生产

力。

工具的供给问题已成为过去，并且我们的工具采

购单数量降低了50%。”

K.H. Maske & Söhne GmbH公司的Maik Maske先生说

道。

是否有需要用GARANT Too24 Smartline

进行远程仓储管理？

我们的系统可集成于任何存储空间。

您可以用GARANT Too24 Smartline

管理其他存储地（如货架）。

这可杜绝重复库存的发生，

还可以精确定位到所需工具。

GARANT 360° Tooling



“工具采购单数量降低了50%！”

 
 

客户反馈

K.H. MASKE & SÖHNE GMBH公司里的其中一套GARANT Tool24 工具分发系统（共4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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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NT Tool24 Smartline

无论是减少配置时间、采购流程自动化、还是移动到中央控制系统，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都能完美胜任。--位于BÖNNINGSTEDT的K.H. MASKE & 
SÖHNE GMBH公司。

K.H. MASKE & SÖHNE GMBH公司一直在寻找一套能优

化繁琐搜索的系统。另外，每个员工都在加班建立

自己的“库存”，这就堆起了高昂的工具成本。

“即便我们有足够的库存，我们还是在不断地采购

再采购，而要管理这一切所花的时间太长，于是我

们决定购买一套能将所有库存集中化管理的系统，

并且能通过软件控制，这样我们就只需采购库存较

少的物料了。” Maske公司CEO的接班人Maik Maske
说道。

早在几年前，霍夫曼集团在他们的展台上展出了创

新的工具柜系统时，我们就在EMO关注了GARANT 
Tool24 Smartline系统。

我们在2013年正式启用了GARANT Too24 Smartline
系统。“我们一开始有两套比较大的系统用于量具

和工具，一套用来分发，另一套用来再订购，其效

果立竿见影，并获得一致好评。所需物品只需轻点

屏幕，在我看来它的商业潜力不可估量。”Maik 
Maske说道。

我们还将GARANT Tool24 Smartline用于外采的车削刀

片。我们曾经用过一套技术较落后的系统，每次只

能取用一整包（10片）的车削刀片。Maik Maske说
道：“一次取用一整包实在太浪费了，在我看来，

一般一次最多使用1-2片刀片。”

测量和测试工具的“工具借出”形式的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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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ANT Tool24 Smartline的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了。配置

的次数大大降低了，采购流程也自动化了。中央控制系统

优化了无用的搜索和查询。“以前，我们在关键的时候无

法找到合适的钻头，而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并且我们优

化了40%-50%的工具采购订单数量。Maik Maske说道。

Maske，一个实行两班制（有两个车间实行三班制）的年

销售额达1700万欧元的公司，将继续使用GARANT Too24 

Smartline系统。他们甚至将购买更多的存储系统，“我们

要为主车间购买一套系统用于量具设备，还想为每个车间

配备一套工具分发系统。” Maik Maske说道。

测量和测试工具的“工具借出”形式的分发  霍夫曼集团的顾问正与Maik Maske（右）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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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H. Maske & Söhne GmbH公司–德国北部最佳的公司

45年来，Maske一直是德国北部CNC产品的领先品牌，再

困难的任务他们的CNC也能快速精确地完成。现在，

Maske公司有61台最新的CNC机床，87名热情高涨的员工

组成的团队，他们的名声已响彻德国北部。从原型到加工

成型并组装完毕的模块，或是从钢铁到特殊合金（如：

钛）的材料，Maske公司都使用了高精度的CNC机床完成

并交付每个订单。其客户来自于医疗技术、机械加工、炼

油、再生能源、卡车和机车领域。总面积4300平米的生产

区域遍及Bönningstedt的5个地方，再多的任务公司也可轻

松处理。

Karl Heinz Maske & Söhne GmbH
Ellerhorst 8
25474 Bönningstedt near Hamburg
www.cnc-maske.de

GARANT 360° T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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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查找，
直接选取！

 

GARANT ToolScout
智能的选刀和切削参数解决方案  

 →www.toolscout.com

 

 

■ 立即找到合适的切削刀具

■ 可靠的切削参数、材料以及刀具信息

■ 流畅的操作流程：找到刀具，确认切削参

数，无需切换界面直接从eShop订购

■ 实时更新，使用简便，永久免费

能为您带来：

本宣传手册，其中的图片和所使用的产品编号系统都受到版权保护。未经霍夫曼工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书面允许，禁止任何形式的翻录和复制，包括其中的
节选内容。所有价格不包括增值税，如有错误，可加更正。 

霍夫曼工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朱建路333弄5号
邮编：201107   
电话：021-5454 4660
传真：021-5454 4661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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