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2019 KRONES ACADEMY PUBLIC COURSE
2019年克朗斯培训学院公开课

Month

月份
Date

日期
Course

课程

Jan  一月 22-24号 Electric intermediate training 电气中级培训

Mar 三月 12-14号 C3 mechanical adjustment 吹瓶机机械调整和参数设置

Apr  四月 16-18号 Dart 4.0 checkmat 检测机

May 五月 14-16号 Electric advanced training 电气高级培训

Jun  六月 17-21号 TIA Portal PLC training 博图电气培训

Jul    七月 16-18号 Modular EBI 4.0 模块化空瓶检测机

Aug  八月 20-22号 C3 process training C3吹瓶机工艺培训

Sep  九月 24-26号 Electric intermediate training 电气中级培训II

Oct  十月 22-24号 Modular labeler模块化贴标机

Nov 十一月 5-7号 Modular EBI 4.0 模块化空瓶检测机

Dec  十二月 10-12号 Electric advanced training 电气高级培训II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
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吹瓶机培训课程

致:尊敬的克朗斯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吹瓶机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吹瓶机，
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实际生产中设备发生的疑难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和更有效的维护保养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2019克朗斯吹瓶机机械调整/
参数设置培训课程

*********************************************

❖吹瓶机工作原理，结构
❖加热炉芯轴拆卸，瓶胚拾取调整
❖模架调整，吹嘴说明
❖开合模，开锁模机械调整
❖吹瓶机气路，水路讲解
❖机器参数，瓶型参数设置
❖吹瓶机常见问题解决

培训内容包括 : 3天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
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吹瓶机工艺培训课程

致:尊敬的克朗斯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吹瓶机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吹瓶机，
掌握吹瓶工艺的调节方法，解决工艺设置中的疑难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2019克朗斯吹瓶机工艺培训课程

*********************************************

❖吹瓶机工艺基本知识，工艺参数讲解
❖实践练习，设定新瓶工艺

❖ 水瓶
❖ CSD
❖ 热灌瓶

❖实验室检测，优化工艺
❖工艺问题解决

培训内容包括 ：3天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
“模块化空瓶检测机培训”课程

致: 尊敬的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检测机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检测机，
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实际生产中设备发生的疑难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和更有效的维护保养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2019克朗斯空瓶检测机4.0培训课程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培训内容包括 ：3天

❖总结检测技术的基本知识
❖更换相机和调节
❖设置新类型的瓶子以及如何设置参数
❖Dart 4.0的特点
❖进行备份以及如何使用备份
❖在示波镜设备的帮助下进行故障诊断
❖疑难问题解决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
“Dart 4.0检测机培训”课程

致: 尊敬的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检测机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检测机，
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实际生产中设备发生的疑难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和更有效的维护保养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2019克朗斯Dart 4.0检测机培训课程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检测机原理，结构和功能
❖相机调整，维护
❖ Dart 4.0的特点
❖设定检测装置和检测系统的参数
❖设定新的瓶子类型和调整
❖疑难问题解决

培训内容包括 ： 3天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
“电气中级培训”课程

致: 尊敬的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电气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控制系统，
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实际生产中设备发生的疑难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和更有效的维护保养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2019克朗斯电气中级培训课程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克朗斯控制系统介绍
❖克朗斯电气接线图讲解
❖执行器传感器接口总线的原理，配置
❖工业现场总线系统的原理，配置
❖丹佛斯FC300/VLT5000变频器参数设定
❖ Zenon 触摸屏操作系统的使用
❖ Bloc同步编码器、控制、参数调整
❖移位寄存器：普通编码器, 瓶来到传感器, 参数调整, 

零位参考点
❖相关电气问题解答

培训内容包括 ： 3天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
“TIA Portal培训”课程

致: 尊敬的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电气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控制系统，
能够更加快速，准确的运用PLC程序诊断，确认电气故障，安
全更换失效的电气元件，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实际生产中设备发
生的疑难问题，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2019克朗斯TIA Portal培训课程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培训内容包括 ： 5天
换图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博途1200及1500的硬件介绍
❖博途软件基本功能，使用小技巧
❖硬件的配置
❖数据类型
❖以太网通讯
❖程序的上传下载及备份
❖克朗斯博途程序结构
❖故障快速追踪，提高生产效率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
“电气高级培训”课程

致: 尊敬的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电气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控制系统，
能够更加快速，准确的运用PLC程序诊断，确认电气故障，安
全更换失效的电气元件，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实际生产中设备发
生的疑难问题，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2019克朗斯电气高级培训课程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培训内容包括 ： 3天
换图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西门子PLC的控制原理，结构和配置
❖ASi Safety安全模块的工作原理和配置
❖B&R系统介绍：Acopos控制器的诊断，更换
❖伺服控制系统：伺服电机、编码器、参数调整、诊断工具
❖多种电气元件的更换，配置
❖使用S7软件诊断查找故障
❖疑难电气问题解决



克朗斯培训学院 We do more

我们荣幸地邀请您参加将在克朗斯太仓培训中心举办的
“模块化贴标机”培训课程

致: 尊敬的客户

此次培训课程由克朗斯学院主办，由贴标机专业培训师授课。
旨在使我们的VIP客户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克朗斯的贴标机，
更快更有效地解决实际生产中设备发生的疑难问题，
提高生产效率，改进产品质量和更有效的维护保养

最后，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克朗斯公司的大力支持，
并期待与您不久后的相见！

2019克朗斯模块化贴标机培训课程

回 执
return receipt

客户名称

学员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

培训内容包括 ： 3天

❖贴标机原理，结构和功能
❖主机部分的机械调整
❖热熔胶标站部分的机械调整
❖不干胶标站的调整
❖瓶型参数设置
❖机器参数设置
❖疑难问题解决

此次培训食宿费用由克朗斯承担，旅行费用自理。
培训费用：2000元/人/天
请您填写后附的参加人员信息表，邮件回复至：
liang.ye@cn.krones.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宁波东路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