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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
骄傲
精密

    自1854年起，我们公司一直致力于处于皮革刀具设计和生产的技
术最前沿；对于这一追求的传承使得品质保证成为我们所有刀具的固
有特性。我们的产品包括削匀刀、去肉刀和片皮刀。

    今天，我们的工厂距离著名港城利物浦非常近。利物浦是一座以其
热情、坚忍和骄傲的制造工业史而著称的城市；同时，她的地理位置使
得出口也非常便捷，这一点对于我们尤为重要，因为我们95%的销售是
出口。世界上所有的用户都知道哈迪刀具即代表着品质稳定、精密和耐
用，也就是哈迪用户希望可以允诺给他们客户的产品特性。通过使用哈
迪产品，这一点可以得到保证：我们的刀具只使用最好的、经认证的高
合金钢原材料，从而保证其最佳品质、高效率，在保证加工品质的前提
下获得最高产出。

    2015年，阿库德，位于谢菲尔德的著名刀具生产商收购了哈迪。为
保证哈迪始终位于行业领先地位，新的拥有者依然致力于技术和研发，
从而不断前进和巩固一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声望。可以有多个词汇用来
描述今天的哈迪 – 忠诚、激昂、耐久，或是专业 – 不过，我们很高兴
我们最为知名的还是“精密”。160多年来一直如此，我们从未想让其
发生变化。

世界上所有的用户都知
道哈迪刀具即代表着品
质稳定、精密和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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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最好的原材料。
    只有使用了相应的原材料才能获得所希望的高品
质成品；我们只使用最好的、经认证的高合金钢材
料，从而不致我们的努力工作受损。经过与合作伙
伴和冶金专家的连续努力，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生产
的刀具具有极好的抗拉强度、边缘保留度和耐磨、
耐腐蚀性。

我们拥有整个流程，从开始到结束
    产品及其所有流程都在我们自己厂里进行 – 设
计 、生产、测试和品控都在我们位于利物浦的工厂
里进行；同时，每片刀到都会打上一个我们独有的
标记，因此，可以一直追溯到原材料。从始至终，
我们都遵循我们的严格标准，故而，我们也乐于将
我们的商标打在每片刀上。

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
    我们对于产品本身的高标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
服务和客户支持。从处理询价，到服务长期合同、
合作，对于我们都重要。我们与客户合作，以了解
其真正需要，提供最有效、便捷的解决方案，并提
供技术指导和现场支持以确保我们的方案有效。
 

这是我们了解的唯一准则
    我们知道即使是最细微的细节同样重要，此点
反映在我们检验和品控流程、我们的服务和客户关
怀，和每天的工作中。哈迪之所以可以有今天，完
全都归功于我们对于细节的关注 – 如果没有达到
痴迷的程度，一家企业无法延续160年。

我们准备好了，始终如此
    我们服务于全球市场，在管理复杂的出口操作的
同时，我们也和海外伙伴合作，在适当的情况下，
备有本地库存。所有产品都是包装完好的，以保证
到达客户手上时的状态和离厂时是一样的，并且尽
量快和无缝衔接。

我们从不停歇
    我们不断在审视如何提高我们的产品品质和改善
流程，因此我们才能始终在竞争中屹立不倒。技术
不断在进步，我们也从不停歇，因为研发和创新是
我们的工作核心。

我们的骄傲在于贵司的承诺
    我们所有的工作和努力都是因为您期望可以允诺
贵司客户可以得到最好的产品。我们为我们工作而
骄傲意味着贵司可以信任哈迪，可以满怀信心向贵
司客户作出承诺。

我们对于去做并做到最好的承诺
贯穿于我司的每个角落和所有工
作 – 这就是哈迪的准则。

我们可以在得到订单的当
天，就完成包装和运到利物
浦附件港口的工作。

我们的准则
超过
160年

    我们对于我们的产品和其一流的品质而感到骄傲。对于去做并
做最好的承诺，贯穿于我们公司的所有角落和我们所有的产品 - 
这既是哈迪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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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利物浦工厂
图2 ：管理团队（从左侧开始）：罗伯
特 安德鲁，商务总监；彼得 奥克斯普
林，总经理；杰夫 巴西特，董事长
图3：高标准
图4：利物浦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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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

    我们的精密削匀刀始终为客户提供最高的
投入-产出比。同时，客户也证实哈迪刀易于
安装和拆卸；削匀效果最为理想。这也正是我
们设计的初衷。

使用
    标准厚度为2.1mm和2.5mm，适用于所有湿
削和干削。我们为所有品牌的削匀机生产配套削
匀刀，常用规格都有库存，从而可以快速、便捷发
货。

独特的设计特性
    装刀时，严密控制的几何尺寸和“软根”柔度
保证刀片可以精确的装入刀槽，不会产生任何不必
要的应力，此点是哈迪刀区别于低成本刀的重要区
别之一。

削匀刀
持久精准、超常产出

左、右旋刀片装在刀辊上的实例。

L3  导程  437.74mm

L2   刀片长度   1030mm 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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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晓削匀的厚薄均匀度和洁净度会影响到皮革的
后续加工流程，如化料加工和整理时间。哈迪的螺旋型削
匀刀始终如一的提供最佳削匀效果，提供最佳的产出比以
实现低成本。

卓越的品质，成为标准
• 哈迪削匀刀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生产和质量控制，

包含连续在线检验。
• 我们使用最高品质的原材料，以获得最优化的耐用

性、刚性和硬度。
• 使用PLC控制生产流程，我们的精密削匀刀无论是在

耐用性上，还是几何形状上都具有超好的一致性。

• 所有批次都有打上独特的标记，具有完全可追溯性，
从原材料到运输。

• 包装结实、可靠，以保证刀片完好无损。
• 许多规格都有本地库存，以节省客户成本和时间。
• 常用规格都备有库存，可即时发货。
• 一流的客户关怀，从报价到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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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精密去肉刀不仅耐用，而且去肉效
果好并稳定，从开始直到最后。我们为所有品
牌的去肉机生产配套去肉刀，常用规格都有库
存，从而可以快速、便捷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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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

去肉刀
坚韧、耐用
精密

使用
    我们为所有品牌的去肉机生产配套去肉刀，可
供所有规格的去肉刀，厚度有2.5mm，3.2mm和
4mm。

独特的设计特性
    我们的去肉刀原材料为经认证的、高品质的碳
钢，完全淬火，以使之耐用性达到最佳，同时，降
低客户成本和停机时间。

   



hardy.uk.com     12-13

    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使得安装和操作更加省力，节省时
间和成本。我们不断提高、完善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加工方
法，以保持我们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满足我们
客户对于品质和性能的要求。

卓越的品质，成为标准
• 哈迪去肉刀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生产和质量控制， 

包含连续在线检验。
• 我们使用最高品质的原材料，以获得最优化的耐用

性、刚性和硬度。
• 使用PLC控制生产流程，我们的精密去肉刀无论是在

耐用性上，还是几何形状上都具有超好的一致性。

• 所有批次都有打上独特的标记，具有完全可追溯性，
从原材料到运输。

• 包装结实、可靠，以保证刀片完好无损。
• 我们的设计使得装刀简便、轻松。
• 许多规格都有本地库存，以节省客户成本和时间。
• 常用规格都备有库存，可即时发货。
• 一流的客户关怀，从报价到售后。







    我们的片皮刀质量稳定、片皮均匀，从而可以减少客
户后续加工流程的时间和成本；与此同时，我们片皮刀
的寿命不打折扣。

使用
    我们片皮刀的标准厚度为1.2mm，可以
配套所有厂家的片皮机；销往世界各地，得
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部分规格常备库存；
无库存规格可以根据客户要求生产。发货
前，刀刃磨好，装机后即可快速使用。

独特的设计特性
    对于片皮刀，我们的设计理念是寿命尽可
能长、减少浪费，和可以均匀剖层整张皮。
每片刀在出厂前都有做好必要处理，因而，
客户装好刀好可以快速投入使用。

卓越的品质，成为标准
• 哈迪片皮刀按照严格的标准进行生产和质

量控制。
• 我们使用最高品质的原材料，以获得最优

化的耐用性、刚性和硬度。
• 我们的片皮刀在耐用的同时片皮均匀。
• 除标准尺寸，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 所有批次都有打上独特的标记，具有完全

可追溯性，从原材料到运输。
• 包装结实、可靠，以保证刀片完好无损。
• 我们的设计使得装刀简便、轻松。
• 许多规格都有本地库存，以节省客户成本

和时间。
• 常用规格都备有库存，可即时发货。
•一流的客户关怀，从报价到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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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

片皮刀
稳定、技术领先
耐用、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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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迪可供全套附属产品，以辅助刀具安装和优化应用。我们有认
证一系列高品质附属产品，并且建议配套哈迪刀具使用。我们和这
些厂商建立了长期的愉快合作关系，因为它们的设计理念和生产管
理与哈迪的相一致。

砂轮和砂砖
•我们库存有多种常用规格。
• 这些产品与哈迪刀具相匹配，可以优化刀具寿命和皮革加

工效果。

铜条
•库存有25kg和50kg铜条圈，多种尺寸和规格。
•确保使用的铜条适用。 

汽锤
• 套装，包括汽锤和装、拆刀工具。
• 保证施加到铜条上的压力适中，且均匀。
• 大大节省换刀时间。

凿子套装
• 手动装刀时使用。
• 包含拆刀、镶铜条和装新刀所需的所有凿子。
 
放大镜
• 15倍，用于检查刀具切削刃。
• 也可用于其它工作，如：削匀后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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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产品

附属产品
品种全
质量佳



图 1: 砂轮
图 2: 铜条
图 3: 放大镜使用中
图 4: 待运刀片
图 5: 放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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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Fernhill Road
Bootle, Liverpool 
L20 9DU, UK

联系方式
HARDY UK LIMITED

隶属 Fi-Tech 集团

尖端技术
精密刀具
利物浦制造

t: +44 (0) 151 922 2291 
e: sales@hardy.uk.com
f: +44 (0) 151 933 4164

w: hardy.u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