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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业
务流程

阿
特拉斯·科普柯电子商务战略的宗旨其

实很简单。正如阿特拉斯·科普柯努力

成为客户心中首选的供应商一样，对集

团的所有成员公司而言，客户始终是第一位的。

集团电子商务协调小组NET 负
责推广集团的互

联网方针，在该小组中代表租

赁业务的Ellen Steck 说：“这意
味着我们不管是在数码世界还

是在现实世界与客户会面，都会按客户所用的语

言，提供他们所需的所有信息与服务。我们从集

团内部不同实体的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正

在实现关键功能的共享，为客户带来便利。”

客户自助服务工具
第一代电子商务应用是在一年多以前向客户开通

的。虽然传统方式和EDI (电子数据互换)解决方

案依然占据主流，但通过网络进行的产品和附件

销售在2001年已开始起飞。一些市场，尤其是美
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瑞典和英国，已明

显表示出对电子商务的欢迎。

‘挑选指南’在网上面向客户开放，让他们选

购配件、标准产品和消耗品。推出这些指南不仅

是为了支持现有及潜在客户，而且也有助于集团

内的员工更好地掌握关于公司产品及服务的情况，

提高他们日常工作的效率。

目前还有一套向部分客户提供的压缩机及辅

助产品的产品配置程序。它可为销售工程师和经

销商提供在线支持，确保他们根据客户的具体需

网络的应用，正在转变阿特拉斯·科普柯与现有及潜在客户、商业伙伴以及商务人

士的合作方式。这种应用已经拓宽和深化了销售面，并在全球范围内改善了面向客

户的服务。此外，集团目前还在实施旨在提高效率的具体项目。

“我们已从集团内部不同实体间的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经

验，目前正在推广关键功能的共享，把效益带给客户。”



14 阿特拉斯·科普柯 2001年

电子商务

求选择合适的产品。这套配置程序无疑是共享技

术诀窍，确保客户满意的有效工具。

建立持久的客户关系
客户关系俱乐部肯定不是宣传花招。来自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勤奋开凿者俱乐部”和Milwau-
kee 的“重型俱乐部”的经验表明，这些俱乐部有

助于增强品牌忠诚度，对制造商和客户都有利。

如今，Milwaukee 的俱乐部会员已超过14万。
俱乐部鼓励他们就新的产品功能发表看法，并参

与在线论坛的讨论。其结果是，公司能够收到宝

贵的反馈信息，并向负责开发下一代产品的工作

人员提供这些信息。

数码足印

阿特拉斯·科普柯拥有的所有品牌都有条有理地陈

列在集团的网站(www.atlascopco-group.com)上。
每个品牌还有各自专门的网站，

提供与目标客户群体及市场相

关的信息和服务。

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所在国网站为阿特拉斯·科

普柯的客户提供当地支援。目

前这些“关口”网站已进行了

改进，并用对当地有用的信息

对网站作了更新。这些网站采

用所在国家的语言发表内容。

目前总共有20种语言版本的网站能与现有及潜在客
户进行沟通。

租赁服务公司对其在美国的主要客户开通了在

线租赁服务。此项服务包括产品挑选及预订请求，

以及来回工地的设备运送。客户也可在线选购二手

设备。

Milwaukee 电动工具公司的现场销售人员配备
了笔记本电脑，可通过网络接入收发电子邮件，通

过一套完善的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软件完成报价、

库存核查和送货状态等功能。

芝加哥气动工具公司使用互联网为芝加哥气动，

CP Desoutter 和 CP Georges Renault 制造的产品
建立统一的品牌策略。

对阿特拉斯·科普柯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都有

公司的集团来说，共享胜任能力与技术诀窍对于保

持发展速度和缩短投资回报期都是十分必要的。所

有事业领域均派代表参加的集团NET 小组的关键任
务，就是主导、协调和推广集团的互联网方针。各

事业领域领域根据自身的具体经营范围，向客户提

供不同类型的在线服务和功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对

某个品牌提供特殊的服务。为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NET 的任务之一是建立可让所有经营单位使用的标
准化平台和功能。举例来说，第二代电子商务引擎

将被共享，具体项目将在各事业领域合作的框架下

实施。网络安全方面也将照此运作，开发一个协同

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单一的登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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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网络革命

与核心产品互动

阿
特拉斯·科普柯已推出通过

网络与核心产品实现通信的

技术。这种互动技术为客户

和供应商带来了不少新颖的工作方

式。

远程服务
如有必要，一台压缩机全天候地与外

部世界进行通讯。当压缩机需要维护

服务的时候，它可以在本地拨号上网

与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中央服务器取

得联系。压缩机将它所有的实际运行

参数发给中央数据库，而系统将查明

哪一位保养人员负责为这家客户提供

服务。对此事件的描述将以短消息形

式自动发送给有关机修工，副本则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客户。

收到短消息后，机修工通过互联

网可获得关于该压缩机的全部信息，

并确定该机是否需要马上维修。如有

需要，他可以在线订购配件。

无油压缩空气部门总裁Luc Hendrickx 说：
“通过互联网与我们的产品互动，无疑是一场革命，

它将彻底改变我们客户支持的方式。我们的保养

机修工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压缩机交流互动，

好比他们就站在操控面板旁边。”

在汽车制造业的优越性
按传统方式，从装配车间收集生产数据是一项费

时费力的工作。不过，在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企业内部的数据通信采用与互联网相同的技术。

阿特拉斯·科普柯能够为客户提供基于 Power
Focus 3000 系统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针对电动
拧紧扳手的控制系统，它可以方便地通过客户现

有的本地网络与其生产系统实现整合。既然装配

车间的本地网络可以采用万维网技术，那么在世

界各地的生产单位间实现整合也就只需要普通的

互联网连接。

这种控制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它可用万

维网服务器程序ToolsNet 方便地记录拧紧过程中
的详尽数据。正是这项功能促使位于瑞典哥德堡

的Lear 公司在沃尔沃的 Torslanda 生产厂对该系
统进行试用。Lear 公司是汽车行业最大的座椅供
应商之一，其生产厂遍布世界各地。

Lear 公司Torslanda 厂维护经理 Pär Gärde-
bäck 指出：“沃尔沃要求能够根据每一只座椅的
序列号，追踪到紧固该座椅的关键部件如气囊组

件或支座的车间。”

一名负责压缩机保养的机修工收到一台需要保养的压缩机发出的一个短消息。

汽车制造业可远程检查一个装好的轮胎螺母的扭矩。这是梦境还是现实？又有什么

优越性？

新建立的压缩机服务信息流程。

@

压缩机

分拔中心

阿特拉斯·科普柯中央服务器
客户

阿特拉斯·科普柯

服务工程师

1. Internet 2. e-mail

3.登陆到任何一台电脑
4.通过 Internet进行控

制和调整

6.送货 5.订购零配件

2. 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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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本土化的世界级服务
饱受多年政治和经济动荡创伤的南非，在技术方面无法赶上潮流的发展。就在这种

背景下，阿特拉斯·科普柯(南非)压缩机部确立了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世界一流水
平为衡量标准，提供卓越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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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南非)压缩机部总经理Gunnar
Hindrum 说：“提供服务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其
实我们一直提供服务，但后来业务增长停滞了，

这就需要我们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他们开始
分析当时的情况。“质量是成功的关键，假如你一

开始就做得好，客户就会满意。”因此，该公司开

始以一种更系统的方式开展工作，在服务运营的

每一个方面都贯彻了质量主导的观念。同时也推

出了新的服务产品。

阿特拉斯·科普柯(南非)压缩机公司聘用了一
些专职的服务销售技术员专门从事服务产品的销

售。该公司还开始对其员工的客户服务技能开展

培训，并教会他们如何注意形象，如何与客户打

交道。在发动全体员工为稳定业务打好基础之后

不久，我们便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一如Hindrum
所说：“假如我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确保服务到

位，并且做好相关宣传推广，我们自然会成为客

户心目中的首选。”

带有清晰标记的服务车辆和新款制服提高了企业

形象。员工们开始对公司和他们自己更有信心。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同时通过

他们与客户之间的联系，拉近了阿特拉斯·科普

Lolo Lefoka 和 Johan Ras 在约翰内斯堡 Boksburg 的 Lever Ponds 保养一部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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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与客户之间的距离，业务量也随之开始增长。

大众汽车公司维护主管Nick Chapman 说：
“我们大众汽车厂是24小时运行的。阿特拉

斯·科普柯在周末能为我们提供服务，从而保证

了我们生产的连续性。这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的。

他们上一次来的时候，还发现了干燥系统和接收

器的一些问题。我们觉得这种服务是一流的。”

Hindrum 补充说：“我们不只是送去配件，
我们还去那里完成安装，从而避免出现任何问题。

这样，我们就增加了服务的含金量。我们不仅更

换过滤器，还会看一看整个压缩机室。我们对客

户百分之百负责。”

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从根本上带来了崭新的

局面。老客户回来了，也赢得了很多长期服务合

同。富有特色的经营重点，带来了售后服务领域

业务的强劲增长。

比利时

新建测试实验室
加快压缩机开发

阿特拉斯·科普柯空气动力有限公司在其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压缩机生产厂投资

大约 1亿瑞典克朗(约1千万欧元)新建实验室和测试设施。此举将加快开发进程，缩短
新产品推向市场的时间，增强阿特拉斯·科普柯的竞争优势，扩大公司发展空间。

此
项重大投资体现了阿特拉斯·科普柯对

技术开发和提高客户服务质量的高度重

视。在2001年10月举行的揭幕仪式上，
压缩机事业领域执行官Bengt Kvarnbäck 说：“这
个实验室的揭幕对我们来说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它标志着我们将致力于在压缩空气业务领域开创

美好的未来。”

比利时荷兰语区财政、预算、创新、媒体以

及城乡规划部部长

Van Mechelen 指出：
“阿特拉斯·科普柯

在本地拥有接近2,300
名员工，并在压缩机

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

位，是目前对安特卫

普的经贸作出最大贡

献的公司之一。”

隔音室
新建的实验室楼拥有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设有
一个准备及装配区域和数个配备精良的测试室，

可在压缩机开发的任何阶段对其进行全面测试。

每个测试室均配备通风和风冷或水冷系统，并具

有隔音功能。多数测试室可对功率达到500千瓦的
压缩机进行测试；有些还可对功率高达2,000千瓦
的压缩机进行测试。它们还可对高压压缩机和变

频压缩机进行测试。借助互联网上的遥控功能，

技术人员可检测多项参数，包括产生的气量、压

力和温度。原型系统首先在这里接受测试，确保

它们达到设计要求。随后生产一小批，并对其进

行长期耐用性试验。

新型压缩机在推向市场之前接受全面测试，

是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一贯做法。其宗旨是保障

客户得到最高质量的产品。新建设施加快了测试

流程，并改进了对测试流程的控制，使新产品能

1997年，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决定面向正在
使用产品的客户加大服务力度。这种着眼于
“产品使用”的策略，涵盖了保养与维护、配件、
附件、消耗品，以及租赁业务。这种服务外延的
扩展适用于世界各地－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客户
无论身在何处，都可获得同样高质量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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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短的时间内推向市场。

揭幕仪式上的另一位贵宾，瑞典驻比利时大

使Anders Oljelund 说：“我很高兴看到瑞典公司
在比利时投资，我对这些测试室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看来阿特拉斯·科普柯在这一领域已超过其

它公司，遥遥领先。我希望该公司能保持它在科

研方面的领先地位。”

阿特拉斯·科普柯在压缩空气业务领域具有

领先优势，而空气动力公司是其压缩机运营的主

力军。这些新建的测试实验室是近年来一系列高

新技术投资的最新项目，这些投资涵盖研发实力、

高性能机床、以及最先进的物流系统。

采用变频技术实现节能
具备较高能源效率，如今已在市场上畅销的

VSD 变频式压缩机在新实验室接受了测试。
普通的压缩机无法根据具体需求调节气量，

而 VSD 变频式压缩机却能做到这一点。通过
调节驱动电机的转速，VSD 变频式压缩机能
耗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其压缩空气的能源

成本可比普通压缩机节省多达35%。

一台无油空压机正在新建的测试实验室内接受测试。

采用普通压缩机
平均成本分布*

能耗 77%

投资 13% 

维护 8%

安装 2%

采用VSD变频式压缩机
平均成本分布*

能耗 50%

寿命周期成本

节省 22%*

投资 17% 

维护 9%

安装 2%

* 按五年使用期计算的寿命周期成本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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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隧道使穿越瑞士
的货运速度加快一倍

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在1992年至2010年间，穿越欧洲阿
尔卑斯山区的货运量将增加75%。为减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瑞士下决心
建造几条规模宏大的基础隧道，使铁路货运能以更短的路径、更快捷的方

式穿越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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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有数条隧道正在建设中，其中三个是

途经Gotthard 隧道，连接苏黎世与芦加
诺，一个是在瑞士西部。在阿尔卑斯山

区扩建瑞士的交通网既需要地面开凿，又需要地

下掘进。这些隧道的建造过程被分成数个阶段，

阿特拉斯·科普柯将参与其中大多数阶段。

1870年，在Gotthard 要隘建成了第一条铁路
隧道，全长为17公里。数年前这条隧道已达到了
其最大设计负荷。1982年，在该地又兴建了一条
17公里长的公路隧道，从而省却了原先穿过这个
要隘所需的长2,100米的爬坡路。如今一条新的

Gotthard 铁路隧道正在建设中。完工后，它
将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地下铁路隧道，总长将达到

57公里。新隧道的海拔高度比原有隧道低了600米，
使更长、更重的货运火车(4,000吨，目前为2,000
吨)能够利用这一路线。届时，货运火车的最高时
速可达到160公里，比目前要高出一倍。阿尔卑斯
山区现有铁路线由于坡度陡和转弯弧度小，不能

采用这种高速火车。一旦新隧道交付使用，铁路

货运将减少对火车头、人力和能源的需要；而客

运列车将能以250公里的时速行进。在阿尔卑斯交
通工程全部完成后，苏黎世与米兰之间的旅行时

间将缩短一小时，达到两小时四十分钟。Gotthard
隧道于2012年全面开通后，将成为该地区的最佳
通道。

增强安全性
对隧道建设来说，在工程建造期间以及完工后的

安全性自然是头等大事。在这项工程中，两条平

行的单轨隧道、安全出口、进出隧道、以及地下

紧急集合站等，都从根本上体现了设计者对安全

的重视。在建设工地上进行开凿和爆破时，工程

人员也把安全施工列为头等大事。

由于地质原因，Lötschberg 隧道仅有三分之
一将通过开凿完成。剩余的三分之二部分，加上

进出隧道、服务站以及用于切换路轨的隧道，将

采用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凿岩台车和钻孔及爆破

方法。该地区的地层主要是由石灰岩构成，有些

地层中还含有甲烷气体。为避免发生事故，所有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凿岩台车均安装了甲烷报警

系统。有一台凿岩台车还配备了一套能钻探深达

40米的探孔的系统，以尽早探测甲烷气体的存在。
这些隧道用阿特拉斯·科普柯 Swellex 岩石加强螺
栓加固，隧道顶部和隧道壁再喷洒混凝土，进一

步增强安全性。

在新建的铁路隧道开通后，公路上的重型卡

车将大幅减少，这有利于保障瑞士的道路安全，

也有利于保护阿尔卑斯山区的美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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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长57公里的Gotthard 基础隧道将是

世界上最长的地下铁路隧道。

新建Gotthard 基础隧道的海拔高度比原有隧道

低了600米，使铁路货运速度可加快一倍。

瑞士正在建造数条隧道，使铁路货运能以更短的路径、

更快捷的方式穿越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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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深信，成功的主要动力在于不断推出创新产品，提高客户的

劳动生产率，同时改善工作环境。因此对地面凿岩台车而言，这就意味着以每吨岩

石产量最低开凿成本和操作员最大舒适度为目标，进行产品设计。

这
正与缅因开凿及爆破公司(MD&B)的理
念不谋而合。该公司创立于1966年，是
美国的一家家族式承包公司。MD&B 的

宗旨就是向客户提供最佳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

是该公司成功的基础。毫无疑问，高质量和高标

准是实现这种成就的必要前提。公司总裁Bill
Purington 指出：“这正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发挥
作用的地方。”MD&B 使用42台阿特拉斯·科普
柯的凿岩台车，成为阿特拉斯·科普柯地面开凿

设备在美国最大的单位用户。

MD&B 是一家提供全套开凿及爆破服务的承
包商。75%的业务来自“工地预备”，即去除工
地上的岩石，为购物中心、道路或机场等建设工

地进行前期准备。其余25%的业务来自采石场的
开凿和爆破，用于生产岩石产品。在每个项目启

动之前，公司都需要对它们进行彻底的调研和成

本分析，并对现行操作规程与可用技术进行对比。

阿特拉斯·科普柯通过对最佳钻孔尺寸进行计

算，作出钻孔分布，以及完成设备配备，最终帮

助MD&B 实现单位产量成本的最低化。

碎块化是重要的
没有什么地方比采石场更需要碎块化了。在采石

场，开凿出来的岩石所携带的大石块数量应降低

到一个最低限量，才能使所有岩石顺畅地进入粉

碎机。在马萨诸塞州德雷克特的一个采石场，

MD&B 采用了一台新型地面凿岩台车。这个采
石场以前曾是一个镍矿，其岩层中含有一些美国

最坚硬的岩石。即便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阿特

拉斯·科普柯仍然可以提供功率强劲的凿岩钻

机、发动机和压缩机，出色地完成任务。

专业操作的高性能凿岩台车，能打钻直炮眼，

为每一次爆破实现最优碎块化，作出必不可少的

贡献。

MD&B 与阿特拉斯·科普柯紧密合作，就当
前设备需求和未来性能要求开展讨论并取得共

识，谋求共同发展之路。

对缅因开凿及爆破公司(MD&B)而言，最大

限度地降低每吨开凿量的成本是十分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

阿特拉斯·科普柯在美国最大的凿岩台车客户

价值观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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