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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atro Automotive Test Set Spreader 

（HATS Spreader） 

 

荷马特汽车测试扩张器 

 

 

 

 

大中华区授权代理商——
上海恩第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4007186068 / 021-61065212
网址：www.shnde.net
邮箱：jack.tang@shnd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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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工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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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表 



汽车白车身焊点/焊条撕裂检测 

 

 

汽车钣金件部件焊点/焊条撕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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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汽车测试扩张器应用领域 



扁铲： 

噪音大 

效率低 

用人多 

价格低 

不易判断熔合情况（铲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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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行业使用工具特点 

救援扩张器： 

扩张头厚、难插入 

扩张头防滑槽粗宽、易打滑 

手持把手操作、费力不灵活 

系统压力大、密封件寿命短 

泵站油量小、升温快、作业时间短、加速密封件老化 

工具设计低使用频率、需要高频率维护保养 

 

 



由于撕裂钣金件、扩张头插入间隙要求越小越好 

由于撕裂金属板件，扩张头不能容易打滑 

由于插入空间角度不固定、要求方便调整角度 

生产使用，需要可持续工作时间长、维护保养频率低 

工具需要有回路反弹设计、使用时不会出现反弹 

需要有断电泄压保护设计 

泵站噪音需要达到工业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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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工况特点 



Holmatro Automotive Test Set Spreader  

荷马特汽车测试扩张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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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荷马特工业扩张器包含哪些部分？ 



型号：ISU 20 

• 薄型扩张头，易于插入（4mm插入间隙） 

• 扩张头防滑细槽设计，不容易打滑 

• 180°可旋转设计，更方便调整角度 

• 双手按钮作业、防止作业时手去碰工件，更安全 

• 500巴工作压力、密封件承受压力小、不容易漏油 

• 工业设计、使用寿命长（是救援级扩张器的2-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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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汽车测试扩张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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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工业扩张器和救援扩张器扩张头对比  

救援扩张器扩张头：宽厚、防滑槽宽 工业扩张器扩张头：短薄、防滑细牙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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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工业扩张器和救援扩张器把手对比  

救援扩张器把手：手持把手操作、不方便调整角度 工业扩张器把手：双手按键操作、180度轴承旋转 



型号：IPU-S 09 S 25 E 

 

• 2级泵站：空载时扩张快、受压后慢扩张 

• 25升油箱：确保长时间持续作业、油温上升慢、更好保护密封系统 

• 380V工业电机驱动：性能更稳定 

• ﹤85dB(A) 更好噪音控制、满足工业环境噪音要求 

• 更安全： 

① 防止扩张时反弹，更安全 

② 万一断电，整个系统将会变成无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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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汽车测试设备泵站介绍 



第一步 

• 在想要的位置用电钻在接缝处开个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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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步骤 

第二步 

• 使用扩张头 

• 使用扩张头，轻轻打开一个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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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步骤 

• 开口，使用扩张头更深入开口 

• 扩大，一旦找到正确的位置，开始扩大，把焊接处分开 

• 打开焊点，在不破坏金属部件的情况下，进一步打开 

• 继续进行，闭合扩张头，深入焊接处再扩张 

• 打开的焊点，整个过程2分钟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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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现场应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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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众汽车 

德国宝马汽车 

德国迷你库柏英国工厂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汽车 

法国雷诺（法国、摩洛哥、俄罗斯、西班牙）工厂 

法国标致汽车 

法国雪铁龙汽车 

英国捷豹路虎 

阿卡汽车土耳其工厂（为雷诺、菲亚特、福特、日产、现代、标致、雪铁龙、宝马、达契亚做配套） 

韩国现代汽车土耳其工厂 

罗马尼亚一家未知名汽车厂 

 

俄罗斯Autoframos莫斯科工厂 

俄罗斯AutoVAZ工厂 

 

 

 

荷马特汽车测试扩张器用户名录—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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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汽车测试扩张器用户名录---美洲 

美洲 

 

斯帕坦堡宝马工厂 

亚拉巴马州本田林肯工厂 

俄亥俄州马里斯维尔本田工厂 

堪萨斯城通用工厂 

 

海斯坦普阿根廷工厂 

 

 



印度塔塔汽车 

 

中国奇瑞捷豹路虎 

北京首钢MA金属有限公司 

江西汉腾汽车 

重庆众泰汽车 

上汽通用宝骏柳州工厂 

上汽通用五菱柳州工厂 

上汽通用五菱重庆工厂 

杭州长江汽车 

长安汽车南京工厂 

长安汽车重庆鱼嘴工厂 

长安汽车北京工厂 

吉利沃尔沃台州工厂 

吉利沃尔沃成都工厂 

吉利沃尔沃张家口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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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特汽车测试扩张器用户名录---亚洲 

吉利宁波杭州湾工厂 

吉利汽车成都工厂 
蔚来汽车研发中心 

海斯坦普汽车组件（昆山）有限公司 



荷马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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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马特 

Holmatro, Inc. 

Holmatro UK 

Holmatro Netherlands 

(headquarters) 

Holmatro Polska 

Holmatro China 

经销商网络覆盖140多个国家 

• Private company 私人公司 

• Founded in 1967 成立 

• 340 employees 员工 

• € 85 - € 95 million group turnover 

集团营业额 

• R&D expenses: 4% of net sales 

• 技术研发开支 



荷马特经营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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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马特 

Holmatro Netherlands 

 

Holmatro Group 

Holmatro Industrial equipment |  

Sales and service 

Holmatro Inc., USA 

 

Holmatro Rescue equipment |  

Sales, production and service 

Holmatro Industrial equipment |  

Sales, production and service 

Holmatro China 

 

Holmatro Rescue equipment |  

Sales and service 

Holmatro Industrial equipment |  

Sales and service 

Holmatro UK 

 

Holmatro Rescue equipment |  

Sales and service 

Holmatro Polska 

 

Holmatro Industrial equipment |  

Sales and service 

Holmatro Netherlands 

 
Holmatro Rescue equipment |  

Sales, production and service 

Holmatro Industrial equipment | 

Production 



荷马特为救援组织和工业应用开发、生产、销售、售后液压设备。由8类市场产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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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设备 工业设备 

车辆救援 工业工具 

灾难救援 工业解决方案 

特殊策略 工业剪切工具 

铸造工具 

汽车测试扩张器 

关于荷马特 



荷马特愿景 

Mastering power is at the heart of Holmatro’s vision. Common to all our products is the basic fact that only controlled 

power can be put to use effectively. Our tools allow their users to apply the high hydraulic forces in a practical, 

controlled and safe way, even if they are used in the most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掌控力量是荷马特愿景的核心。我们所有产品的共同点是基础事实：只有控制力量，才能有效应用。我们的工具允许使

用者在一种实用、可控、安全的方式来应用高液压力量，即使工具是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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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荷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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