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七天六夜的德

国豪华商务考察团，拓宽视野，挑战

极限，助您寓商机于游历。 

德国前沿注塑之旅 

9月 13-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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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结缘德国高新企业，与行业同仁聚首交流。 

ü 亲身体验高自动化工厂，全程详细讲解，拒绝

“以管窥豹” ！ 

ü 今秋九月，葡萄园亲手酿制，异乡品味醇酒，绝

非一般的“九月九”。 

ü 保时捷之旅，领略德国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  

奔驰博物馆。近距离带您走过一

个伟大品牌的发展历史，奔驰，

是如何走到今天的？或许，对我

们会有启发。	  

城市观光。在三大城市

的著名景点，感受德国

生活。	  

莱茵河小镇品酒。德国

莱茵河畔的白葡萄酒世

界闻名，坐在莱茵河畔

的酒庄里，手持美酒，

品味人生。	  

德国前沿注塑之旅 

	  

保时捷之旅。学员驾驶  911, Macan, Boxster，
Cayman, Cayenne 等保时捷家族成员，组成保

时捷车队，在驾驶中领略德国的秀丽风光。 



一期培训， 

更是一次实践！	  

由德国注塑成型培训中心精心设计

的德国前沿注塑之旅带给您的不仅

仅是参观现代化工厂。我们的德国

前沿注塑之旅是一期培训，更是一

次实践。 

 

德国前沿注塑之旅的优势： 

 

ü 由专家讲解从原料，模具，注

塑机，注塑工艺，周边设备等

系统全面的注塑知识； 

ü 讲解之后，到德国现代化的工

厂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现场剖

析 德 国 工 厂 的 设 备 及 操 作 流

程，完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

参观； 

ü 选取大中小三种不同类型的德

国现代注塑企业，让学员通过

对比学习不同类型企业的流程

配 置 及 模 式 。 从 中 央 供 料 系

统，到冷却系统，再到辅助设

备，结合理论与实务，详细讲

解现代注塑成型的技术及工作

流程。 

ü 选取三间德国先进优秀的公司

（塑料，模具和设备），让学员

参观德国公司的制造过程，学

习德国模具制造的先进技术。 



	  	  

德国总部	   亚太区总部 (新加坡)	   中国办事处 

 

 

地址:	  Bergmattinger Weg 12	  
	  	  	  	  	  	  	  	  	  	  	  D-93161 Sinzing 
电话:	  + 49 9413 0766 10	  
传真:	  + 49 9413 0766 11	  
电邮:	  info@spritzgiessfuehrerschein.de	  

 

 

地址:	  150 Cecil Street  #10-02 
            Singapore 069543 
电话:	  + 65 6324 9702 
传真:	  + 65 6324 1050	  
电邮:	  	  info@gtcasia.sg	  

 

青岛德信塑料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辽源路 279 号, 邮编 266034	  
电话:	  0532 8381 7113	  
传真:	  0532 8381 7113	  
电邮:	  	  info@gtcasia.sg	  

德国前沿注塑之旅 

团队人数: 35 人 

	  
日期 	   拟定行程 	  
第一天 ** 

周六 

2014.09.13 

ü 抵达慕尼黑  
ü 早餐 

ü 午餐 

ü 开车到雷根斯堡 

ü 酒店入住  

ü 自由活动 

ü 晚餐 

ü 具体行程介绍 

第二天 

周日 

2014.09.14 

ü 早餐 

ü 雷根斯堡城市观光 

ü 参观保时捷中心 

ü 午餐 

ü 保时捷之旅（学员驾驶保时捷观光） 

ü 晚餐 

第三天 

周一 

2014.09.15 

ü 早餐 

ü 研讨培训: 塑料原料输送系统，干燥，能源及冷却 

ü 参观注塑厂 1 

ü 午餐 

ü 参观注塑厂 2 

ü 晚餐 

第四天 

周二 

2014.09.16 
 

ü 早餐 

ü 培训– TPE 

ü 参观 TPE 原料厂 

ü 午餐 

ü 参观注塑厂 3 

ü 参观科技大学 

ü 晚餐 

第五天 

周三 

2014.09.17 

ü 早餐 

ü 培训 – 立方模 

ü 参观现代模具制造厂及模具测试中心 

ü 午餐 

ü 黑森林观光 

ü 弗莱堡观光  

ü 晚餐 

第六天 

周四 

2014.09.18 

ü 早餐 

ü 研讨培训: 热流道系统 

ü 参观模具制造厂及热流道供应商 

ü 午餐 

ü 布雷萨赫品酒 

ü 自助购物 

ü 晚餐 

第七天 

周五 

2014.09.19 

ü 早餐 

ü 斯图加特参观保时捷工厂/奔驰博物馆 

ü 午餐 

ü 开车到慕尼黑 

ü 下午茶：总结交流 

ü 抵达慕尼黑机场 

**团队成员自行安排机票于 9 月 13 号早飞至慕尼黑 

 

备注 

1. 具体行程表及参观公司的详细信息会及时为参加成员更新。 

2. 德国注塑成型培训中心对行程变动持有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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