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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平衡改变，流程工业仍持续发展
专访泰科流体控制全球流程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 梁百亮

以印度为例。这里是全球经济版图上
最大的亮点之一, 拥有能源及流程工业，
如电力、石油及天然气、化工、水处理及

当

第一波的全球金融危机浪潮在2008

发达经济体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相当

160家公司中排名第一，营业额将近排名

采矿业。梁先生解释道：“泰科1989年进

年底开始爆发的时候，产生了各种

重大的转变。事实上，亚洲的经济力量及

第二位公司的两倍。梁先生表示：“也

入印度市场，长期为主要的流程工业企业

各样的预测，从极端悲观到经济停滞。但

其领先的经济体中国，缩短并减弱了这次

许是因为我们是一家多样化的企业，并

提供广泛系列的流程控制解决方案，包括

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减速，一件事变得越

衰退和低迷，成为全球金融架构免于全面

参与到广泛的工业部门的生产之中，这

制造引进海外技术的蝶阀。目前，阀门的

来越清楚了——传统的、有利于西方较为

危机的缓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一些担

帮助我们在危机中克服了困难。”

直径被限制在2米。现在，我们已扩大了

心的人曾害怕这是危机可与1929年引发大
萧条的那次崩溃相比。

Keystone
品牌旗下的
Composeal复合材
料阀门开拓阀门
技术新领域

位于孟买北部的Halol工厂的生产能力，
流程工业无疑是全球最大的工业。

用于制造直径达3米的蝶阀，以满足印度

它是众多经济部门的重要基础，从化

充满活力的工业市场迅速增长的需要。新

对于泰科流体控制来说，这次全球

工、石化和海洋工业, 到对人民生活更

的、更大的阀门非常适合水加工及废水处

中国也是这一流程工业先驱的主要

力。其覆盖还包括位于成都和上海，采用

金融危机确定了两点。首先，提供业内最

加重要的水处理或海水淡化，以及食品

理的应用，以及发电厂的冷却塔——这些

市场。在超过1/4个世纪的时间里，泰科

国际技术进行本土生产的制造工厂。 它们

广泛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及服务不仅在经

饮料行业。 这就是泰科流体控制发挥作

都是支持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3

阀门与控制中国区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

将很快合并为一家设计替代现有成都工厂

济繁荣时期是稳固的商业模式，在不景气

用的地方，泰科为最高要求的应用提供

米蝶阀看上去和2米的阀门很相似，但是

及增值服务在中国基础设施发展中发挥了

的、最为先进的新生产厂。成都的新厂造

的情况下，它更是避免损失的绝佳措施。

解决方案，如高温高压、高腐蚀性环境

梁先生认为，从产量上看，业绩的提升是

重大的作用，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转型的

价达1,100万美元，不仅是公司全球最大

其次，进一步集中力量，继续在已拥有广

或在因小故障而停工即会导致数百万美

巨大的。直径每增加一厘米，都会给工程

贡献力量。泰科的客户包括横跨几乎中国

的球阀生产基地，它也代表了泰科全球网

泛业务版图的高成长市场扩张可以获得丰

元损失且进行清理极为昂贵的环境里。

和制造带来相当大的挑战。通过阀门的水

整个成功的、正在扩张的工业基础各个领

络中一些最为复杂精密的制造技术和质量

厚盈利。泰科流体控制全球流程业务副总

梁先生说：“我们在化工及石化、水处

越多，阀板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乱流扰

域的跨国企业、国企和私企。梁先生说：

保证技术。

裁兼总经理梁百亮先生表示：“这次的经

理、食品饮料、甚至海洋工业等众多不

动的风险就越大，这在极端情况下，会损

“泰科为客户提供针对国内及出口市场的

济危机是一次挑战，但是泰科流体控制成

同的工业领域中，帮助客户提高运营效

坏阀门及下游的设备。梁先生说：“作为

具有成本效益的高质量球阀、蝶阀和减压

谈及新建工厂的决策标准，梁先生认

功地度过了不景气，并保持了很好的运

率，将风险最小化，并保护最为至关重

阀门设计和工程链条的重要一环，泰科在

阀，以及执行机构和控制附件。”泰科在

为主要是市场的动力和增长。“中国政府已

营。”

要的——人员、资产及环境。”

孟买的设计中心使用复杂的计算机模型和

华拥有一千多名有资质的工程师和专业技

表明了开放开发中国西部的意图。从操作层

FEA (有限元分析) ，模拟阀板在不同情况

术人员，机构遍布中国的四面八方，包括

面上来说就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工

下的运动，最终的成果是设计出能够指引

靠近北京、南京及上海的主要工业园区的

业。”梁先生说道。中国西部正经历着同

并控制水流、以最大的效率和最小的努力

服务中心和阀门自动化中心。公司还提供

东部和南部省份在80年代所经历的相同的

现在，泰科流体控制是流程工业

从成熟市场到高增长市场

的领导厂商，2010财年净收入达34

上海碟阀工厂拥有生产大尺寸产品的能力

亿美元。根据Mcilvaine 公司最新

泰科流程控制有着真正广泛的全球覆

顺畅开合的阀板。”在全印度，使用更大

增值的一站式采购服务，如达到最优阀门

扩张，从基础设施开始，建造工业基地，

的《世界阀门市场领导地位概况报

盖，并在较成熟市场长期获得巨大成功。

的管道正在大行其道，因而导致2米及以

性能的整体设备调试、针对高要求应用的

这将推动变革。例如在四川及云南蓬勃发

告 (2009年) 》，泰科流体控制在

但是，近年来，它又通过加强对新兴市场

上阀门的大量订单。

特别解决方案、以及维护和现场服务能

展的化工和石化行业，更不用说西气东输

斥资1,100万美元建成的成都新工厂，不仅是公司全球最大的球阀生产基地，它也是泰科全球
所拥有的最为复杂精密的制造技术和质量保证技术的重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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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现有产品设计，为达新兴市场需求积极创新

来自流程工业领域各行业的客户齐聚一堂

计划。“泰科流体控制的产品，如在成都

所生产的阀门将具有极高的抗压性能，压

泛应用于航空、汽车及一级方程式赛车领

座阀门相当或更优秀的性能，并且阀门的

生产的球阀，能够在这种扩张中扮演重要

力等级可达ANSI Class 1500，而原先工

域。如今，泰科流体技术旗下Keystone

重量也更轻而其耐腐蚀性也更强。泰科流

的角色。在项目实施的地方进行生产简化

厂产品的压力等级只有ANSI Class 600。

品牌所推出的最新Composeal复合材料

体控制的Composeal实际上是两种热固

了产品交付，并能保证客户随时随地都能

此外，工厂还会生产阀门执行机构，这将

阀门，能够为流程应用提供一如既往的出

性材料混合起来的基体。这种基体提供了

获得我们的服务和支持。”他补充道。

使泰科在石化、油气及天然气传输行业的

色表现和更为卓越的性能。“在工程设计

卓越的设计灵活性。”他补充到。

泰科流体控制的Keystone品牌旗下的Composeal高耐腐蚀复合阀门装载
了压缩机组用于处理冷却水

客户能够高效地进行网络远程管理。“所

处。”他说道。

全。“这一切离不开客户经济上及情感上
的信任。”他说道。

新的征程，
不变的服务与支持

发展方向

以Keystone的Composeal产品线为

在阐述对于未来三管齐下计划的同

此外，泰科自1994年启用的成都工

有的新厂员工都来自中国大陆。我预计这

在流程工业中，符合常用的水务标

代表的新材料、设计和产品，是当之无愧

时，梁先生表示泰科流体控制的目标也是

厂目前已达到了其产能的上限。无论是生

一情况将长期持续下去。人是我们最宝贵

准认证尤为重要，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包括

的游戏改变者，梁先生认为其拥有将流程

三重的。 “我们很清楚，要继续满足现有

产规模还是产品种类已没有拓展的空间。

的资源。现在雇用的160 名员工几乎都来

成分白名单、味道、颜色、气味及微生物

工业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潜力并对此充

成熟市场客户的需求，他们造就了泰科流

新工厂占地4万平方米。今年早些时候完

自于原工厂，这一点我们很高兴。我们将

生长在内的毒性要求。此外，阀门还必须

满信心。“这种结合了产品质量、性能及

体控制在流程工业今日的市场地位。”他

成的一期工程包括厂房和办公楼，占地1

不断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培训，用技能装备

满足产品要求，包括化学、机械要求及功

可靠性的创新为我们在所在的市场提供了

说道。

万9千平方米。 “然而，尽管这座工厂能

整个团队，使其更好地操作最新、最先进

能要求。市场上的复合材料阀门能够很好

最具优势的成本，使得泰科流体控制能够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满足我们需求，我们还

的机器。随着生产的不断增长，我们预计

的纳入现有法规监管框架，并符合相关工

成为行业翘楚。然而这些仅仅是个开始。

梁先生相信，在巴西、印度、中国及

是计划进行扩建。我们的二期工程将在随

将员工扩充至近两倍。”谈及这点，梁先

泰科流体控制全球流程业务副总裁兼总经理
梁百亮先生

业设计标准和规范，如ISO、EN、API、

我们真正所倚赖的是对于产品的支持与服

中东这样高增长的市场进行业务拓展是令

后的几年里增加5千平方米的面积。”梁

生倍感自豪。

当中更广泛地采用复合材料非常符合当今

PED和EnEV。

务——在世界各地的服务中心或在客户所

人最为激动的机会之一。然而，对于长期

在地的现场，停工时间可能会产生几百万

发展最重要的也许是加强泰科流体控制在

美元的损失。”梁先生说。

服务和客户支持上的投入。

各个工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这样可

先生解释到。成都现有工厂的产值约为
2,000万美元。新工厂设计产值将在之后

未来焦点

的两到三年内显著提升两到三倍。工厂将

以减低各组织对于金属原材料的依赖度，

今后低成本的运输及由复合材料阀门

而复合材料所具有的强度、轻量性和低导

轻量化所带来的安装便利将进一步带来经

生产不同种类的球阀，包括浮动式和固定

泰科流体控制一直致力于提高产品

热性都能够为制造、运输和应用方面节省

济效益。复合材料阀门拥有与不锈钢相媲

策略性地布局服务中心能够为客户

式，从小至直径半英寸的组件到42英寸且

质量及改进设计工艺。让梁先生无比自豪

相当大的能耗。”梁先生说。近年来，正

美的耐化学性，其在恶劣或极端环境中的

提供完整的防御、预测及修正的一站式

单个重达30吨的大型模具。新厂还可生产

的一点就是对于复合材料和技术的应用开

如其他许多行业一样，传统阀门制造所用

表现十分出色。 “这使得复合材料阀门可

解决方案及快速高效的支持。无论是单

直径达20英寸的金属密封球阀。成都新厂

拓了阀门技术新领域。复合材料已被广

材料——铁、不锈钢及金属合金原材料价

以很理想地应用于海水、盐水或盐雾。另

个阀门的翻修还是装置停车检修，泰科

格的日益上涨，加之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

外，这种耐腐蚀性并不要求另外采用保护

的服务团队能够处理任何维修、维护及

升，这制约了生产厂商的发展。目前，对

层或涂层，因此进一步节省的涂层成本，

服务工作。在泰科设备完备的阀门自动

复合材料领域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实验意味

尤其是当阀门被安装在腐蚀环境中时。”

化中心 (VAC) ，专家构建并验证所有自

着复合材料的特性正在得到更为深入的理

梁先生说。

动化阀门及驱动组件的完整性。他们同时

解，工程设计公司已准备好并有信息更广
泛地运用复合材料。

泰科流体控制全球流程业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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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和平和的心态！”他说。

对所有类型的电动、气动和液压执行机构
热塑性材料拥有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和控制附件进行测试。服务中心还能追踪

的优点。这些材料可以在加热、熔融、

资产情况、监测维修系统并收集每个所安

“以角行程工业蝶阀为例，通过复

喷塑后再次变硬，尽管它不太适用于较

装阀门的数据并进行实时监控。在很多情

合材料运用，优良的机械性能及其化学和

高温度。“但从21世纪强调可持续发展

况下，正是对于关键设备及需要维修的阀

物理特性使它不仅能够实现与金属弹性阀

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益

门性能的远程全方位监控确保了工厂的安

www.valve-world.net

“就像我常说，我们最终提供的是

www.valve-world-asia.com

经验丰富、严格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确保泰
科减压阀测试符合行业标准

阀门世界亚洲杂志 2011/08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