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村落本地世界
满足所有需求

遍布全球
的业务

金属奇迹 S 知识中心 S 对外交流小贴士

9
8

5
3

 8
12

6
 17

–
C

H
2

0
11/2

0
12施展才华的抉择

您的机会来了。凭着140年的历史，阿特拉斯·科普柯一直处于可持续工业发展的前沿。我们是电动

工具生产效率及人体工程学领域的先驱。我们的先进技术不断推动全球采矿企业实现机械化。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压缩机帮助各个行业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简言之，我们不断进取，并设立新

的标准。

这一切是如何达到的？答案是：我们的员工。人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是他们带来了变化。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企业文化以忠诚和合作为基础，我们重视您的专业发展。您是唯一对自己的成就设定极

限的人。反过来，我们信任您能为公司的成功负起应有的责任。

目前，正是这种企业文化激励着遍布五大洲逾3万名员工为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客户提供服务。

您能一展所长。请登录www.atlascopco.com/careers，了解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各种工作机会。

Jobba med utmaningar i världsklass

Hur skulle du förenkla styrningen av en gruvlastare?
I Diavik, Kanada, är tusen personer i arbete – oavsett tid på dygnet. Systemet för fjärrstyrning gör att fler av 
dem kan arbeta från kontor på ytan, istället för att befinna sig på plats flera hundra meter – ibland kilometer  
– under jord. Tidigare system krävde att man var tvungen att ha viss sikt och översyn nere i själva gruvan, 
men med det nya systemet kan många moment köras helt utan mänsklig inblandning. Det har bland annat 
medfört att man kan gå från gruvdrift i form av dagbrott till underjordsutvinning. Tekniken gör det med 
andra ord möjligt att styra Scooptram-lastarna, som byggs i Örebro, från valfri plats och de kan köras helt 
automatiskt i de flesta moment. Det är också ett led i skapandet av framtidens gruvor. Det här är bara ett 
exempel på en utmaning inom gruvdrift som vi inom Atlas Copco-gruppen arbetar med.

Förutom teknik i världsklass och ett världsomspännande företag, erbjuder vi spännande utmaningar för dig 
med rätt driv. Du skapar själv din karriär och har stora möjligheter att få arbeta med det du vill – kanske rent  
av i ett annat land? Du får snabbt stort eget ansvar och får chansen att visa vad du går för. Samtidigt som 
vi gör vad vi kan för att hjälpa dig hålla balansen mellan arbete och fritid. För du vill ju inte bara ha ett bra 
jobb, du vill väl skapa dig ett bra liv? Läs mer om oss på www.atlascop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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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几乎每个角落都有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客户。对于他

们来说，阿特拉斯·科普柯是一家本地公司；与此同时，阿

特拉斯·科普柯集团也是一家拥有全球资源的国际企业。

《业绩》通过拜访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员工和合作伙伴，探

讨这一独特的双重身份，同时也关注集团业务所及的全球

170个市场上引人注目的活动。本期杂志纵横全球，涵盖整

个集团，从时效性强的业务解决方案到人道救援活动，表明

责任与盈利可以并行不悖。

文：阿特拉斯·科普柯   图：ISTOCKPHOTO、GETTY IMAGES和阿特拉斯·科普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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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风险
道路施工设备制造商戴纳派克巴西公司让索罗卡巴工厂 

的员工大幅降低职业健康与安全的风险。
文：RichaRd BeeR   图：Getty imaGes、阿特拉斯•科普柯

Octávio Frias de Oliveira桥横跨
巴西圣保罗的皮涅鲁斯河。

巴西/可持续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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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有一个员工委员会一直参与整个过程，员工们的积极参与 
  带来了变化。”

Frank Forte, project superintendent

消除风险
员工和嘉宾们庆祝公司荣获健康和安全证书。

n 戴纳派克巴西公司的产量在10年

里以三倍速度增长。此外，CT300

振捣压路机和轮胎式压路机全部在巴

西制造。这家巴西子公司的业务一

度侧重出口，这清楚地体现了巴西

经济的蓬勃生机：如今国内市场占

公司销售额的70%，客户包括建筑

公司Camargo Correa和租赁公司

Satel等。戴纳派克拥有很大的市场

份额，堪称巴西的领先品牌。

戴纳派克于75年前在瑞典成立，

自2007年起隶属于阿特拉斯•科普

柯集团。

团队努力
n 戴纳派克巴西公司的管理层鼓励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

在许多场所，改进工作流程的建议由工人们直接启发或自

行提出，尤其是在改进人体工程学设计方面。青年工人

Isac Dias de Carvalho的工作是组装用于出口的气动

滚压机，他建议在工作平台上使用一套完整的工具面板。

建议实施后即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移动。

巴西行业翘楚

蓬
勃发展的巴西经济带

旺了当地的基建发

展，但往往对工人的

关注并不够，这是伴

随经济急速发展的常

见问题。

然而，戴纳派克巴西公司位于索罗

卡巴的制造工厂却是例外，索罗卡巴

是富庶的圣保罗州内的一个工业城市。

2011年2月，戴纳派克巴西公司与阿特

拉斯•科普柯集团旗下的其它三家企业，

因在安全和职业健康领域的出色表现而

荣膺一项特别奖。

戴纳派克巴西公司生产经理Luiz 

Wanderley Carvalho说，“在工厂里，

我们在改进工作环境的具体建议中也考

虑了心理因素。”

戴纳派克巴西公司花费两年时间开

展了一项减少工伤事故和因病缺勤的项

目。在初步规划阶段，先找出了数百个

潜在的健康和安全风险因素，再由一个

10人专责小组找出应对方法。

Carvalho说，“去年6月，一名有30

年经验的员工遭受严重的工伤事故，休

息了6周。其实在此之前的半年里，工

厂未出现过真正的事故。但是那次事故

促使我们反思，我们决定必须让所有

140名员工都支持和参与这一项目。”

“目前我们有一个员工委员会一直

参与整个过程，员工们的积极参与带 

来了变化。在现阶段，我们的工作重 

点是社会责任、持续改进，以及机遇 

共享。”n

Marcelo Lopes Ferreira和Isac Dias de Carvalho在工厂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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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为什么可持续生产力那么重要？

这关乎我们的长期发展愿景：包括公司的发

展和客户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创新，

以改进产品；如果我们不能在每个市场体

现长期的发展承诺，我们又如何能取得可持

续的盈利增长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很快

乐，但并不满意 —— 因为总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我们能在多样性、能力发展、创新、环

境和以客为先等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就能取

得可持续生产力。

40个不同的国籍，对此我感到很自豪。但

另一方面，超过三分之二的经理来自北美

或欧洲，但不到半数的订单来自这些地区。

在领导岗位上，女性数量也显得不足。这

些迹象说明我们在招募人才时做得还不够

完善。

2. 能力发展

我认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付诸行动、接受

挑战。我们要做一些工作，以确保每位员工

让我们逐一解释。请告诉我们阿特拉

斯·科普柯取得了哪些成就，以及如何能

在以下各方面做得更好：

1. 多样性

让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谁最了解印度市

场？是我，一个比利时人？还是一个印度

人？最容易发展的地方是自己的本土市场，

因此我们应该将中国和印度都作为我们的

本土市场！在我们323位高管人员中，就有

身为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Ronnie Leten当然有理由感到

快乐。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销

售也在不断增长，但他满意吗？“从

不，”他在接受《业绩》采访时这样说。

这是Ronnie Leten的“high five”： 
这是与可持续生产力相关的重要问题，

他希望每一位员工都能超越他们之前

的成就。
文：阿特拉斯·科普柯   图：Izabelle Nordfjell

high five  

工作场所多样化是
Ronnie Leten提
出的可持续生产力
其中一个方面，它
确保了各个组织机
构能在其提供服务
的市场中繁荣兴盛。

roNNIe leteN’s的

展望/管理层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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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five  

都有这样的机会，特别是来自客户的机会。

在这方面，良好的能力发展来自内部流动

性，让员工在不同的业务领域、各种职位和

不同国家之间调动工作。我们在内部人才市

场公布所有空缺职位，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

重要方式。能力发展有助于我们在新兴市场

中变得更加强大，在创新方面做得更好。我

们还需要正规的培训方法。我们正在集团内

建立一个提供所有网络学习课程的通用平

台，这是重要的一步。

“我们承诺，到2020年将客 
  户的能源效率提高20%。”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onnie Leten

3. 创新

创新应该被视为覆盖我们所有行动的主题。

它是我们获得成功的推动因素。在工艺、产

品、服务、支援职能、建立客户中心和工厂

等方面，我们都应处于最前列。一个关键就

是与合作伙伴（客户与供应商）密切合作。我

还是要说到能力发展：如果我们有才能、有

活力的员工受到了客户挑战，就一定能推

动创新。要说我们不擅长创新将有欠公允，

但是我们肯定能做得更好。我希望阿特拉

斯·科普柯能培养开放创新的强势文化，吸

引最聪明的人才，并让各大学、发明家和初

创公司都带着他们的想法来找我们合作。

4. 环境

目前，环境问题是公司最强大的创新推动因

素之一，我们必须不断创新，以减少对环境

的影响。这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希望为

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的商机

也会随之而来。如果滥用电力，就会危及环

境，同时也滥用了经济资源。我们承诺，到

2020年将客户的能源效率提高20%，并在同

一期间，将二氧化碳排放减少20%，因此要

达到这些目标，显然要面临很多挑战。

5. 以客为先

长期以来，我们是一个靠产品推动、以客 

为尊的公司。这不会改变，但我们要在迅速

识别客户需要方面做得更好，这样才能不断

提供新的增值产品。我们的组织应该能体现

这一点。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专门的建筑和 

采矿业务领域，在压缩机业务方面也有了更

明确的侧重，因此能为每个客户细分领域提

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我们注重所有业务 

的服务工作，这将增加我们与客户的联系，

便于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从办公室后台职

能，到工厂工人及销售人员，阿特拉斯·科

普柯的每一位员工都要以客为先。这是我们

的成长之道。n

CH08-09_ceo.indd   9 11年9月19日   下午8:18



矿藏

在蒙古的一片偏远地区，矿工们找到了金矿， 
从而推动该国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文：NaNcy Pick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力拓

10 achieve 业绩 2011 www.atlascopco.com

蒙古/采矿

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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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 随着施工的进行，阿特拉斯•科普柯正在Oyu 

Tolgoi大显身手。2010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当地管

理团队的大部分成员花了3个星期时间考察项目的运作

情况。

阿特拉斯•科普柯蒙古国经理Odd Reknes说，

“我们需要在公司内部构建基础设施。力拓期待我们在

蒙古提供的服务水平与在加拿大等国相同。”

阿特拉斯•科普柯预计，截至2011年底，在蒙古的

雇员将达到50人。

戈壁淘金热

2011年2月，美国跨国金融服务公司花旗集团宣布蒙古为“全球增长发
动机”（Global Growth Generator）国家。这类国家是指具备潜在增
长实力、可在不远的将来为投资带来盈利机遇的国家。

矿藏

www.atlascopco.com ACHIEVE 业绩 2011 11

当戈壁沙漠南部迎来春天时，蒙古牧民便会驱赶着驼队，

从正在开采的大型铜金矿Oyu Tolgoi旁走过。这恰好是

蒙古社会的缩影 —— 采矿业正助推着这个传统社会快速

步入21世纪。

阿特拉斯•科普柯蒙古国经理Odd Reknes说，“这是

全球储量最大的矿场之一。”过去4年间，他的大部分时

间就是在离中蒙边境不远的Oyu Tolgoi度过。“这个矿至

少可以开采60年，对于蒙古人来说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矿场始于2001年，当时艾芬豪矿业公司（Ivanhoe 

Mines）在戈壁沙漠钻了140个洞，但一无所获。就在差

不多要放弃时，他们终于挖到了黄金。结果证实Oyu 

Tolgoi储量丰富：估计有3,600万公吨铜以及1,275公吨

黄金。艾芬豪花了5年时间与蒙古政府就矿场协议进行协

商，蒙古政府目前持有该矿34%的股权，其余股权由艾

芬豪拥有，而艾芬豪公司的部分股权则由英国-澳大利亚

全球采矿企业力拓持有。

Oyu Tolgoi（意为“绿松石丘”）正在为曾经依赖外国

援助的蒙古经济带来巨大变化。负责Oyu Tolgoi地下采

矿业务的力拓总经理Damian Rogers说，“这是一项大型

投资。”该项目2011年的预算超过14亿欧元。

Oyu Tolgoi铜金矿将于2012年初开始露天开采运作，这

必将为蒙古经济带来强有力的推动。预计该矿的产值将

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30%之多。

Oyu Tolgoi的开发带来了绝佳的机遇，但也存在着

一些重大障碍。该矿距离首都乌兰巴托有12小时的车程，

而且需要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

Rogers说，“目前，基建设施非常缺乏。这里有一条

土路通往中国，每天能通行约100辆卡车，运送钢材和设

CH10-12_mongolia.indd   11 11年9月19日   下午8:20



备。”如果计划得以执行，这条土路将铺设成公路，并在

附近兴建一个新机场。

另一项挑战是聘用并培训本地员工。阿特拉斯•科

普柯于2005年在蒙古建立了客户中心，目前有20多位员

工。最近，随着施工向前推进，公司已开始为矿场供应

设备，包括用于凿岩和锚索支护的大型钻机。大型露天

采矿设备亦将很快运抵矿场。

一支由阿特拉斯•科普柯技术人员组成的团队负责维修这

些设备，他们几乎全是蒙古人。Reknes说，“我们聘用

刚从乌兰巴托的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然后对他们进行培

训。”由于矿场附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大部分员工都是

工作6周、休息4周。“Oyu Tolgoi有一个很棒的职工餐

厅，还有运动设施。而且我们每年有290个日照天数。”

力拓有一个专职部门与Oyu Tolgoi附近的小商贩

打交道，这是一项支持当地经济的尝试。Rogers说，

“我们致力于尽量雇用当地人员从事这个项目。”

负责Oyu Tolgoi地下采矿业务的力拓总经理Damian Rogers

12 achieve 业绩 2011 www.atlascopco.com

n 阿特拉斯•科普柯致力于培训蒙古的技术人员操作和

维护设备。2011年1月，公司将5名蒙古技术人员派往

瑞典厄勒布鲁的工厂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学习最新

技术。

Oyu Tolgoi总经理Damian Rogers说，“这个项

目非常成功。我们计划明年再派另一组人员前去深造。”

新操作员在使用真正的设备前，先在矿场利用一台

计算机模拟器接受培训。他们还学习英语，这样无论大

家的母语是瑞典语或蒙古语，都能顺利交流。

出国深造

“我们扶持的供应商应该对我们有帮助，或者能为我们

的食堂种植蔬菜。我们致力于尽量雇用当地人员从事这

个项目。”n

蒙古/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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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的鲁德尼克矿山在2004年私

有化后负债累累，需要注入大量资金。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客户融资机构为其

重建业务提供了必要支持并帮助矿山恢

复成效。

文：SUSANNA LINDGREN   图：MAURIZIO CAMAGNA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西南110公里的

鲁德尼克山脉，采矿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

在中世纪，该地区就因出产银币而成为重要

的贸易中心。                           

1953年，这个现代矿山在当时的塞尔维

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创建。到2004年，鲁德尼

克矿山被一家私有化机构拍卖，从而成为前

南斯拉夫第一家私营的地下矿山。

矿山董事总经理Darko Vukobratovic

说：“那时，公司的处境不妙，产量又低，

甚至已经开始了公司破产程序。”

尽管阿特拉斯·科普柯是这家公司的众

多债权人之一，但是其生产设备已在矿山

里使用了40多年。Vukobratovic说：“双方

继续合作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也对阿特拉

斯·科普柯客户融资机构提供的帮助以及还

款时间表非常满意。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承

担风险，对此我们非常感谢。没有这些支

持，我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自从2004年收购以来，Contango已经为矿山

投资了大约3,000万瑞典克朗（合300万欧元），

主要用在设备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

于买方拖延付款，使Contango的流动资金出

现了问题。Vukobratovic说：“那时大家都很

艰难，但是阿特拉斯·科普柯乐于伸出援手。”

通过一项定制的解决方案，双方重新协

商了付款条件，以应对这个关键时期的现金

流问题。他补充说：“幸运的是，我们这个

行业的价格反弹速度比人们预测的都快。新

的勘探工作延长了矿山使用寿命。同时也有

一些持续进行的计划，将矿物质提取的业务

扩展到其他矿石。�

融资解决方案

� 阿特拉斯·科普柯客户融资机构为购买阿

特拉斯·科普柯设备的客户提供一站式采购

服务。这些服务包括阿特拉斯·科普柯所有

类型设备和相关产品的多种融资解决方案，

以便让付款得到调整，满足每个客户的具

体要求和预期。各种融资选择包括：租赁、

先租后买、卖方信贷，以及各种类型的项

目融资。

深挖
财源

“那时大家都很艰难，但是阿特
拉斯·科普柯乐于伸出援手。”

鲁德尼克矿山董事总经理Darko Vukobratovic

融资/塞尔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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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中心
培训为员工提供了新的技能和知识，让他们为自身和公

司确立并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目标。阿特拉斯•科普柯

在印度和南非的两个能力中心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当今日趋严苛的商业世界，客户的需求并

不会因为购买了工具或设备而终结。购买阿

特拉斯•科普柯的设备后，大部分客户都希

望能加强并保持生产效率。但是，如果缺少

训练有素的员工，就不可能提供优质支持。

这也是阿特拉斯•科普柯在全球各地投下巨

资兴建培训中心的原因：旨在提供首屈一指

文：Jean-Paul Small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

印度/售后市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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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进技术、软件工具以及人才（这一点最重要）
进行投资将有助于提供合格和及时的工程服务。

的售后市场支持。

印度空气动力全球工程中心（GECIA）和

南非的ACademy培训中心通过严格培训人

才，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成为此类投资

中值得一提和颇具特色的两个例子。印度中

心为整个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提供工程专

知，而南非中心则注重技工培训和发展。这

两个能力中心均向客户做出保证：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客户支持员工技术精湛、积极

进取并掌握最新信息。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印度工程中心GECIA专

门负责为整个集团提供支持，并为员工提供

培训。

在华培训

工业技术业务领域已根据阿特拉斯•科普

柯在该地区的宏伟发展策略，在中国上海

设立了亚洲卓越中心。一个由地区产品经

理和产品主管组成的团队为新旧员工制定

了可持续的培训计划。

亚洲工业技术部人力资源经理白怡表

示：“工业技术部在亚洲有着宏伟的发展计

划。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培训，并不断

努力使销售及市场推广团队的业务能力达

到最高水平。我们相信，从长远看，培训

将能协助我们在亚太地区吸引并保留住优

秀人才。”

白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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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IA位于印度浦那，主要为压缩机技

术业务领域提供增值工程服务。这家创立于

2002年的中心别具一格，技能覆盖面广：软

件工具、能力培训，以及各种产品知识等，

都可在一个地点提供。

GECIA为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客户提供

机械工程、分析、计算机辅助工程（CAE）、

电气和控制设计、软件开发，以及文档处理

等领域的增值服务。从产品的技术文献到数

据软件转换，GECIA所提供的各类服务完

全基于客户的具体需要。

另外，GECIA员工还接受现场技术培训

（产品、工艺和技术工具等）和软技能培训（沟

通、领导力和时间管理等），以确保整个机

构能力的提升。

机械设计服务部项目经理Mukesh Lalchandani

于2007年开始他在GECIA的职业生涯。他

说，“我最初负责为气体及工艺部的一个团

队提供支持。后来一直为不同的客户管理和

培养团队，并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同时提供解

决方案。”

由于GECIA不断提供各种教育计划，因

此员工可跨越部门拓展他们的知识。机械

设计部项目主管Ganesh Wadkar说：“在从

事技术文献工作并充分了解便携空气及空气

动力的产品系列后，我对机械设计能力的工

作产生了兴趣，并获得了追求这个兴趣的机

会。”目前已有120人在浦那的中心工作，另

有20人派驻海外。今年GECIA计划将增聘

30名员工。	

阿特拉斯•科普柯位于南非的ACademy培训

中心致力于为公司和整个非洲地区提供技术

熟练的员工。

ACademy培训中心（‘AC’代表阿特拉

斯 •科普柯）于2007年在南非Witfield创办，

是该地区的发展及培训总部。建立这个支

持中心旨在提供三大功能：为阿特拉斯 •科

普柯集团在南非约1,000名员工提供培训，

管理学徒计划，以及实施非洲项目中的培

训部分。

ACademy通过找出知识或能力差距，

并制定相关计划缩小这些差距来推动员工

培训工作。市场推广及传播经理Kathryn 

Smith说：“我们为管理人员和员工提供各种

工具，帮助他们找到技能差距和培训上的需

要。”仅在2010年，阿特拉斯 •科普柯南非公

司平均每位员工就接受了39个小时的培训，

总培训时数达39,005个小时。

学徒计划是一项以技术为导向的培训活

动。该计划已从2007年初的5名学徒发展成

为目前的57人。ACademy定期更新设备，

并配有大型教室和车间，为学徒提供高技能

职业所需的理论和实际操作知识。培训经理

Charles Maake说：“当今的技工必须既是机

械工，也是电工和液压专家。”自从实施该计

南非/售后市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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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以来，65位学徒中只有7人离开。Maake

将这种高保留率归功于技工辅导计划。他

说：“每位学徒都配有一名辅导教练，即能

为学徒提供某种经验和见解的阿特拉斯 •科

普柯员工。”这些教练本身也接受培训，以确

保他们能满足参加计划的年轻人的需要。

非洲培训计划包括通常由阿特拉斯 •科普柯

在瑞典提供的产品培训。原计划的重点是确

保阿特拉斯·科普柯在南非、博茨瓦纳、津

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加纳和赞比亚

的技术人员和客户掌握关于维护和修理程序

所必须具备的知识。现在，该项目涵盖了能

力发展的所有领域。ACademy通过将培训

活动扩大到人力资源、财务、物流和一般管

理等非技术领域，为阿特拉斯 •科普柯和非

洲地区提供大量本地的合格工人，以进一步

开发这块大陆的业务潜力。

阿特拉斯•科普柯仿真器为操作员提供了熟

悉重型设备的完美环境，但却可以使操作

员和昂贵的设备免担风险。重型设备操作员

使用动力设备来执行土方成型操作。无论是

从事采矿、建筑还是拆除工程，操作员都必

须准确而自信地控制好这些强大的工具。只

要看到设备高效率操作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好

处，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有效的培训是必不可

少的。即使如此，实际培训过程仍有可能出

现问题，因为设备价格昂贵，而对实际设备

造成的任何损坏都会因出现计划外停机而带

来直接影响。

阿特拉斯 •科普柯利用原尺寸的仿真器

解决了这个问题。建筑工具液力附件仿真器

就是这样一台仿真器。这种超逼真的仿真器

配有真实的声音和图像，可进行三维移动，

并完全复制了挖掘机舱内的构造。阿特拉

斯 •科普柯建筑工具分部传播经理Michael 

Gaar说：“接受培训的目标群体包括阿特拉

斯·科普柯员工、分销商和挖掘机操作员。”

在仿真器上学习可以让员工即使出错也不会

造成损害性的后果，可以提高他们的技术水

平。Gaar说：“它的好处是可以获得培训，

知道如何有效使用设备。例如可以了解到，

应该采用什么角度来摆放破碎机，以便快

速、安全地破碎岩石。”n

培训经理Charles Maake

“当今的技工必须既是机械工， 
也是电工和液压专家。” 

阿特拉斯•科普柯仿真器为建筑技术和矿山及
岩石开挖技术各个领域内的操作员培训提供
支持，包括地下岩石开挖，地面钻凿以及使
用建筑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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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PIO汽车的崛起

印度/装配解决方案

十年前，印度领先汽车制造商Mahindra要求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其

生产新运动型多用途车S  corpio提供工具。自那时起，Mahindra

就在所有工厂中选定阿特拉斯·科普柯为紧固工作的合作伙伴 ——

这是该汽车制造商希望获得可持续生产力的自然之选。

文：LINAS ALSENAS   图：MAHINDRA集团

Scorpio运动型多用途车是一种坚固的

卡车，其设计富有力量，同时也与人一种

豪华的感觉。这是印度领先汽车品牌之一

Mahindra的旗舰车。而该汽车  公司本身也是

跨国企业Mahindra集团的旗舰公司，在印度

有8家工厂，并在其它国家开设5家工厂。

Scorpio于2002年推出，生产操作依靠

阿特拉斯·科普柯提供的工具。如今，这一

成功使阿特拉斯·科普柯成为所有Mahindra

工厂紧固工作的首选合作伙伴。2009年，

� Mahindra在Chakan的一体化汽车制造  厂

是世界上最环保的汽车厂之一。70个太阳能  盘

式聚光器捕集太阳能用于发电和供暖。废水就

在现场回收，达到零排放，而闭路冷却塔则减

少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绿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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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indra在印度西部浦那附近开设了35,000

平方米的Chakan工厂。

工厂配备4条生产线，分别用于中型和

重型卡车、小型商务车、皮卡和运动型多用

途车的装配，这种设计旨在降低对环境的影

响。在这里，1,800位员工每年生产40万辆

以上的汽车。

工厂里几乎所有的工具（约95%）来自阿

特拉斯·科普柯。然而，阿特拉斯·科普柯所

提供的远不止精密工具技术。

厂内有一个阿特拉斯·科普柯车间，专门满

足该厂的工  具维护需要。4位维护技师长驻

这里，负责工具维护、维修、校准，并解决

各种紧固问题。

Chakan主管项目的副总经理Dinesh 

Kulkarni表示，“我们必须有一个经验丰富

的合作伙伴，从项目一开始就参与工程事

务，并在工具选择和预生产阶段为我们提供

指导。”他强调，阿特拉斯·科普柯作为整体

解   决方案供应商就是最大的优势。“选择  正

确的应用工具对于取得正确的扭矩、接头完

整性、快速周转期以及良好的人体工学水平

都是至关重要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具备这

样的能力，并帮助我们达到了优质水平和高

生产效率。”

Chakan的生产经理Prakash Pardeshi对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服务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提供了工具之后，阿特拉斯·科普柯也非常

擅长维护。他们实施高效率的预防性维护计

划，而厂内的维护车间使我们的工具保持优

良状态。如有问题，他们的技师就在现场，

参与其中，培训他们操作和维护新工具。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工艺专家也为

Chakan工厂提高质量、减少保修索赔提供

了帮助。他们定期检查各种工艺，以找到优

化生产的方式。高级工程销售人员也会定期

到阿特拉斯·科普柯车间讨论削减成本、提

高生产效率的新装配解决方案。

Chakan工厂经理Ramdas Nair认为，与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合作非常成功。“我们对

阿特拉斯·科普柯非常满意。他们处事灵活，

技术水平总的来说也比其它供应商要高，他

们还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和行之有效的人员

培训，”他说。“在工具方面，我们需   要考虑

整体拥有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阿特

拉   斯·科普柯作为合作伙伴。”�

可立即采取行动。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向其它

公司推荐阿特拉斯·科普柯。”

Chakan工厂非常重视员工培训。要成为

获认证员工（这是Chakan对工具操作员的称

呼），新员工需在工厂的培训中心接受4天培

训，以及3天岗位培训。培训中心配备装配线

上的相同工具，因此阿特拉斯·科普柯会适时

印度底特律

� 浦那赢得了“印度底特律”的声誉，该地区

有10多家制造汽车、卡车、拖拉机和摩托车

的国内、亚洲和西方汽车厂。

具有代表性的公司包括Mahindra、塔

塔、通用、大众、梅赛德斯-奔驰、Force 

Motors、菲亚特印度、比亚乔和Bajaj 

Auto（滑板车和摩托车）。

“我们必须有一个经验丰富的
 合作伙伴，从项目一开始就    
 参与工程事务。”

Chakan工厂的工具操作员需接受
为期7天的培训。

主管项目的副总经理Dinesh Kulka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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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地上或者地下，阿特

拉斯·科普柯正推动瑞典斯德哥尔摩成为更环保
的城市。
文：NANCY PICK   图：GETTY IMAGES和阿特拉斯·科普柯

更清洁、更环保
让斯德哥尔摩

瑞典/基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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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获选为欧洲最环保城市之一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并没有沾

沾自喜。由阿特拉斯·科普柯提供设备、服务和专业技术的

各种大型改善工程正在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洁净、更环保。

位于瑞典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建筑与矿山技术总经理

Markku Teräsvasara表示：“对阿特拉斯·科普柯来说，

斯德哥尔摩一直非常重要。”他说，不仅因为这家公司于

1873年在这座城市建立，也因为多年来斯德哥尔摩的“基

建发展实在令人振奋”。

到了夜深人静之际，斯德哥尔摩的上班一族已进入梦

乡；阿特拉斯·科普柯的钻机则在地下深处进行钻凿。为了

缓解南部进城列车的过度拥挤，一条新的通勤列车隧道正在

挖掘。尽管这是瑞典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但是必须小

心翼翼地施工，以免对现有建筑物造

成滋扰。该项目计划于2017年完工。

另一个浩大的地下工程则与汽车有

关。每天有大约5万辆汽车穿过斯德

哥尔摩西北部，但是却往往以蜗牛般

的速度爬行。为了缓解交通堵塞，瑞

典公路管理局正在挖掘一条长11公里

的隧道。阿特拉斯·科普柯提供的设

备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用于

爆破后平整隧道墙壁的液压铲刮锤。

车辆越多，则意味着噪音越大，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德哥尔摩周围的水域污
染严重，以致需要禁止游泳。后来在改变现状
的决心驱使下，并经过多年的努力，使这座城
市得以改观，如今，在市中心就有10个市政府
的游泳沙滩供市民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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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斯德哥尔摩的基建发展 
  实在令人振奋。”

位于瑞典的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建筑与矿山技术总经理Markku Teräsvasara。

n 阿特拉斯·科普柯自主设计了位于

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新办公楼，以此体

现公司的三个核心价值：承诺、互动

和创新。大楼入口处采用了坚硬的花

岗岩，代表“承诺”；会议区采用木料

和玻璃，代表“互动”。许多房间形状

独特、用色大胆，以此激发“创新”。 

办公楼拥有引人注目的曲线形正

面墙，楼里共有430名职员，他们所

在的部门和单位原先分散在Sickla郊

区。位于Sickla的设施管理主管Kent 

Magnusson说：“另外，这可能是整

个瑞典最环保的办公楼。”

从三层玻璃窗到节能灯以及极厚

实的保温墙，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办公

楼处处都体现出节能特色。

此外，大楼采用从市区购买的地

热供暖。

特别是车辆进入和驶出的市区主要路

段。但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斯德哥

尔摩南部靠近Hallunda的一段路面就

采用了“消声沥青”技术。这种沥青在

表层使用细石，形成可吸收轮胎噪音

的多孔表面。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

旗下戴纳派克的摊铺设备正应用到铺

设沥青的过程。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地上或者地

下，阿特拉斯·科普柯正帮助斯德哥

尔摩获得更多以环保成绩而自豪的资

本。Teräsvasara说：“许多突破性的

想法在这里得到尝试和实施，这座城

市是我们开发产品的好地方。” n

Reception_III.tif

远远超出可持续建筑标准的阿
特拉斯·科普柯新办公楼就建在
集团的实验矿上，这是斯德哥
尔摩唯一的矿山。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新办公楼

瑞典/基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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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
2001年，也就是Joe Meloche成为密歇根

州奥本山市阿特拉斯·科普柯工具和装配系

统服务部产品线销售经理的五年前，他就非

常了解公司现在的总部所在地，他回忆道：

“这里刚开始兴建的时候，我常和我的狗在

这里玩飞盘。”

工具和装配系统为美国的机动车辆和

一般产业服务，销售各种拧紧工具，从简

单的套筒扳手到精密的螺帽扳手和控制系

统。公司也出售磨床之类的材料切削工具。

超乎预期
作为美国密歇根州阿特拉

斯·科普柯工具和装配系统的

服务主管，JOE MELOCHE
使业务量增加了500%。
文、图：DWIGHT CENDROWSKI

人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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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oche在谈及他转到阿特拉斯·科普柯工

作时说：“当我听说他们希望加强服务以跟

上其他公司时，就立刻抓住了这次机会。”

到2011年，Meloche在阿特拉斯·科普

柯只工作了四年，就带领团队完成了惊人的

500%业务增长。

Meloche总是急于把别人的赞美归功于由

90名技术人员和销售代表组成的团队。他

说：“当我们遇到要处理的情况时，就有了

一切必需的工具。我们有了意愿，而目标和

策略也非常明确，于是马到成功。”

Meloche的目标是使阿特拉斯·科普柯

工具的可靠性保持更长时间，为此他设计了

许多服务产品，推动设备的预防性维护。除

了加强本部工作人员的维修工作外，他还开

始部署现场服务技术人员到客户那里提供全

日制工作。新的服务协议为客户提供预付款

的UPS快递服务手提袋，以便把损坏的工具

收集起来放进袋里，成批运到阿特拉斯·科

普柯，然后由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进行维

修。Meloche说：“我们因为找到需要将某些

服务外包的客户而不断发展，而客户则可以

让自己的服务人员去做更多核心业务。”

要在底特律的地区总部找到Meloche

并非易事。他的工作日程总是安排得很满，

70%的时间都在各处奔波，走访客户和现

场服务代表、争取新客户，以及与区域经理

交换意见。在百忙工作中，他每天还要回复

150封邮件。

尽管Meloche一天的日程安排可能从早上6

点与中国同事的邮件讨论开始，到晚上8点

在某个酒店的房间结束，但是他还是能找到

出差的乐趣。现年39岁的Meloche身体健康

强壮，热爱攀岩。在天气较为暖和的月份，

Joe Meloche和维修技术员
Smart Johnson III。

“我们有了意愿，而目标和策略也非常明确， 
 于是马到成功。”

美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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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Joe Meloche来说，团队合作最重要。

Meloche说：“完成工作需要大量的团队合作，需要

有统一的目标。”

Meloche强调，他并不希望员工成为机器人。恰

恰相反，他说他们应能独立思考并迅速独当一面。他

说：“我的原则是随访随谈、来者不拒，技术人员都知

道，他们可以对我知无不言。并且他们也很乐意有一

些可靠的准则。”

“我从我的孩子那里学到，不能只提出要求；也要

做宣传。只有我们解释了准则的重要性，它才变得有

效。而且运用一点幽默，做起来会更容易些。”

� 了解客户的各种需要及流程，才能集

中力量提供适合客户的完美组合方案。

� 你的员工应该觉得自己是客户流程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Joe Meloche说：

“当我的员工在起亚汽车公司结束一天的

工作时，我希望他们感觉自己已经成为起

亚的一员，只是碰巧得到阿特拉斯·科普

柯的大力协助。”

� 了解客户的流程并成为其中有益的一

部分。

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上班。最近，他所在的办

公室为员工组织了一次医疗保健咨询活动，

免费量血压、检查视力并且示范健康的烹饪

方法。

平时，他们会在办公室为员工及家属放

映夜间电影；每年还有一次外游，去看当地

职业棒球队底特律老虎的比赛。所有这一切

都是为了寻求更健康的工作环境及融洽的员

工关系。Meloche说：“归根结底，每个人都

需要觉得自己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而

这目标就是让阿特拉斯·科普柯在美国取得

成功。”

Meloche认同公司所倡导的环保意识，

因此他订购了一辆通用雪佛兰Volt电动车。

公司为购买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的员工提供

经济激励。另外，公司正在筹划在总部安装

电动车的太阳能充电站。

Meloche带着自信的微笑说，未来确实十

分美好。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了解这一

过程的各种需要，并将最好的提供给客户，

这就是可持续的生产力。我们这样去做，并

且保持领先地位，就只会越来越好。”�

让工作环境对每个人都合适

Joe Meloche的优质服务秘诀

与校准经理Walter Villa
在一起。Joe Meloche
说：“技术人员都知道，他
们可以对我知无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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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
阿特拉斯•科普柯把可靠性摆在首位

以确保可持续的生产力。

文：MARILYN A. POSNER和LINAS ALSENAS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和GETTY IMAGES

不论是提供最好的设备，还是提供全天候

服务和维护，阿特拉斯·科普柯都将客户

的需要放在首位。

ALPLA生产的塑料用于洗发水、化妆品、洗

衣粉及饮料等产品的包装，ALPLA公司总部

位于奥地利，旗下134家工厂遍布全球37个国

家。宝洁、联合利华、可口可乐、高乐氏、欧

莱雅和许多其他品牌的产品包装瓶都由ALPLA

生产。

阿特拉斯·科普柯油润滑无油压缩机是

ALPLA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环节，用于把熔

化了的塑料最终定型成设计瓶。两年前，一场大

火烧毁了ALPLA法国工厂的压缩机，但在阿特

拉斯·科普柯的帮助下，生产并未因此而受阻。

ALPLA工程总监Martin Stark说：“阿特

拉斯·科普柯立即把压缩机租借给我们，直到我

们购买了新设备，所以我们并没有损失生产时

间。一旦出现意外，快速反应是至关重要的。”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ALPLA就一

直是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客户。Stark说：“我

们之所以和阿特拉斯·科普柯合作，是因为它的

设备工作效率高，并且在我们业务分布的大部

分国家都有完善的服务网点。”�

1. 火速反应

展望/以客为尊

以下是5个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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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德国艾森许滕施塔特的Vulkan 

Energiewirtschaft Oderbrücke（VEO）公司

为工业区提供能源、热能和工业介质（如压缩空

气、天然气和脱离子水）。最近，VEO决定对

其位于艾森许滕施塔特的空压站进行升级，但

是必须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进行。主管该项

目的部门经理Andreas Gross解释说：“若停

止压缩空气供应，就会导致重大生产损失，以

及相应的经济损失。”

总部设在德国埃森市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团

队仅仅用了9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空压站的全

面更新换代。拆除了旧站的一部分并建了新站，

期间利用3台阿特拉斯·科普柯涡轮压缩机和5

台冷冻式空气干燥机来维持必要的气体供应。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这次全面更新换代制

定了周密的计划，包括为压缩机改建或安装电

气开关和自耦变压器、辅助设备的开关、电位

均衡系统、控制系统、火警系统、3台新冷却

水站、压缩空气、冷却、净水和冷凝水的新导

管系统，以及其它多个方面。

据Gross反映，之所以选择阿特拉斯·科普

柯，是考虑到其技术理念、价格、长期盈利表

现、往绩，及其十年全方位服务的合同。负责

该项目的设备工程师Peter Knobloch补充道，

无油压缩空气能够提供明显较低的维护和后续

成本。事实上VEO从此降低了运营和维护成

本；而当系统以最佳状态运营时，电力消耗也

降低了。n

在南非开普敦，东南船舶服务公司依赖阿特拉

斯·科普柯集团旗下的租赁公司Rand-Air逢凶

化吉。当船舶因紧急情况进入东南船舶服务公

司的干船坞时，就意味着事态严重。

东南船舶服务公司东主Hans Petring表

示：“我们要求Rand-Air提供卓越的服务。他

们在极少数不能提供自有设备的情况下，也会

从第三方借来压缩机满足我们的需求。”

东南船舶服务公司的业务包括喷砂清洗、

涂覆、船体清洗和油舱清洗，以及对驶入干船坞

的近海供给船和石油钻探设备进行维修及翻新。

自1985年起就是Rand-Air客户的

Petring指出，Rand-Air的办公地点离他的公

司总部非常近，这也有助于使他们的服务得到

青睐。他说：“我在几年前就告诉Rand-Air，

我需要更大容量的压缩机来应付手头一些较大

规模的工程。他们聆听了我的需要后立即订购

了一台阿特拉斯·科普柯的设备，每分钟可处理

28立方米的空气，这也是南非的压缩机租赁公

司使用过的第一台同类机器。所有Rand-Air的

员工都乐于满足客户需求，这也是我们保持牢

固持久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

Rand-Air提供有效的无油气体解决方案，

并为建筑、采矿、采石、石化、重型工程、制

造，以及活动筹办等行业提供专门产品。该公司

拥有600多台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和发电机，

在南非各地有8家分支机构，并在博茨瓦纳、纳

米比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开设业务网点。n

在东南船舶服务公司干船坞上
的大量工作有赖于可靠及大容
量的压缩机。

2. 保驾护航

“我们要求Rand-Air提供卓越的服务。他们在极少数不能 

 提供自有设备的情况下，也会从第三方借到压缩机来满足 

 我们的需要。”
  东南船舶服务公司东主Hans Petring

3. 更换空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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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y管道直径1米，长1,083公里，贯通美

国西部四个州，成为世界上第一条实现碳中性

的管道，也是目前美国最昂贵的基础设施工程。

这条管道线由重达40多万吨、一段段25米长

的螺旋焊接管组成。到2011年夏天完工时，

将每天输送4.3万立方米的天然气。

这项工程最大的承包商Precision管道公司

正使用阿特拉斯·科普柯的设备，为其负责的410

公里部分提供所需的大量气体输出。这条管线必

须天衣无缝，以确保气体流动通畅及管道长寿。

总部位于比利时哈瑟尔特的BVBA 
BAldewijns公司最近面临一个棘手的难

题：在吕门立交桥的A2公路上方，有两个100

米长的E313连接桥路段要在周末两天内拆除，

并且清理好所有碎石。

为了保护沥青路面，首先铺设了一层砂，

以便让12台挖掘机、重型破碎机和混凝土粉碎

机开展工作。阿特拉斯·科普柯提供了最强劲

的破碎机，总共拆除、分拣和运走了4,000立

方米混凝土，其中包括300吨钢筋。整个工程

只用了40小时。

混凝土切割机上装有万向爪，可切断并压

破支撑桥梁的横梁，并切断重型钢筋。阿特拉

斯·科普柯HB 3000重3,000公斤，适用于

32至50吨的挖掘机。

Baldewijns公司董事Steven Lisens说：

“混凝土切割机绝对是这项工程顺利进行和最终

成效的功臣。”事实上，该公司也因此购买了一

台新的阿特拉斯·科普柯液压破碎机。n

4. 管道送气

“混凝土切割机绝对是这项工程顺利进行和最终成效的 

 功臣。”事实上，该公司也因此购买了一台新的阿特 

 拉斯·科普柯液压破碎机。 
   Baldewijns公司董事Steven Lisens

Ruby管道将连接落基山地区清洁燃烧
的天然气储备。Chris Rhoades是阿
特拉斯·科普柯在加利福利亚的区域销
售经理。

Precision向阿特拉斯·科普柯租用了6台

高压、6台标压无油空气压缩机，以及4台飓风

增压器，以提供所需的空气，通过管线推动一

个名为“精明猪”的1米机械装置，以测定管道

是否在安装时保持浑圆。

选择阿特拉斯·科普柯是因为其压缩机

可提供百分之百的无油空气。同时，阿特拉

斯·科普柯租赁部无论对电话或当面查询与求

助都能迅速做出反应。n

展望/以客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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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心应手的机器

由于使用了阿特拉斯·科普柯的破碎机，
拆除吕门立交桥仅用了4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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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观点

每一个品牌，都要有三大考虑。最重要的，

就是让制定出来的策略易于在公司内部和外

部传达。纵使你有全世界最好的设计，如

果你的品牌传播策略很糟糕，也会以失败告

终。例如，一项好的策略可以是：“宜家致

力于为年龄25至45岁之间的客户提供价格合

理的优质家具。”有太多品牌策略因过于复杂

而难以传播，因此每个品牌策略都必须易于

理解 —— 并非每个人都拥有市场营销哲学

博士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另一方面，策略

也不能过于宽泛，以致不管哪个工业企业都

适用。

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保持连续性。以宣传语为

例，大家都知道诺基亚的宣传语是“科技以

人为本（connecting people）”，但是摩托罗

拉的宣传语是什么，就没有什么人记得了，

因为它每过两年就要改变。

品牌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不断提出创

新，尽管这与第二个因素好像有点矛盾。如

果一家公司拿不出新东西来，那么人们很快

就会认为它已经过时了。因此，工业设计可

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有了设计，你就

可以使品牌保持适用、新颖和有意义。n

保持简单、一致和新颖

在当今日益复杂的商业环境中，品牌管理正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为了保持领先地位，

积极进取的B2B（企业对企业）公司已在加强市场营销策略，并运用工业设计，建立和保
持其稳固的品牌认知度。《业绩》征询了三位专家的看法，以了解企业在构建品牌时需要

记住和考虑哪些最重要的问题。
文：Linas aLsenas   图：iMD、sViD和CeiBs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
发展学院（IMD）
院长兼市场营销
教授Dominique 
Turpin博士

展望/设计的价值

“如果一家公司拿不出新东西来，那么 

 人们很快就会认为它已经过时了。因此，

 工业设计可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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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完整的体验
在瑞典工业设计基金会，我们致力于让人们

认识到设计作为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工具是多

么重要，并将设计融入商业活动中。我们用

“设计阶梯”来为公司的设计成熟程度做出

直观演示，在4个部分中最底层的公司认为，

他们并不采用设计，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这

个问题。往上第二层的公司利用设计作为产

品造型，每隔几年就会改变一下产品外观。

第三层的公司则认为设计是公司流程的一部

分，具有像采购或市场营销等其它部门一样

的职能。而在最顶层，也就是具有策略性的

一层，设计可以提供最大益处，在这里它被

用来推动创新。只要看看苹果这家在全球最

受尊重的公司，就不难明白。他们采用极高

水准的设计，塑造了整个用户体验 —— 包

括他们所做的一切，从仓储到产品本身，再

到他们所提供的服务。

从前，你要是购买一辆卡车，就直接从制造

商那里买回，然后归你使用和维护，直到最

终报废处理。可是现在，你买的不是卡车，

而是一份服务合同 —— 基本上是卡车的运

行时数。飞机发动机和飞机是分开来拥有

的；航空公司购买发动机的可用性。随着服

务和产品越来越不可分割，为公司产品和服

务的各个方面做好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因

为这就是在建立品牌。

那么需要提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

设计好所有的用户接触点（最初会议、产品、

包装、品牌、销售环境、合作伙伴、地点、

服务组合，等等），从而给客户留下印象，

并始终如一地传达我们的品牌信息？�

重视最终客户
品牌管理甚至比我们几年前所认为的更加重

要。成功的B2B公司针对最终客户，应用

先进的品牌方法论。虽然这在消费行业很常

见，但对B2B而言还是很重要。当品牌变得

更加为人们所熟知时（例如通过杂志），促成

生意拍板就更加容易了。

良好的市场营销需要人们多动脑筋。我

在品牌宣传中看到的最大一个错误是，有些

公司把钱砸在市场营销上，却不知道其宣传

效果如何。幸运的是，对这些宣传活动的作

用进行跟踪的工具正变得更加先进。

在设计方面，品牌宣传的视觉部分正变得

日益重要，因为这反映了品牌定位。人们的感

受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而这也可能会受到

标识和颜色等因素的影响。你当然希望那种视

觉效果能支持你的品牌所尝试传递的信息。�

中国上海中欧国际
工商学院（CEIBS）
研究员Waldemar 
Pfoertsch教授

V如要阅读有关阿特拉斯·科普柯获奖
工业设计团队的报道，请参阅32至35页

‘旧貌换新颜’一文。

瑞典斯德哥尔摩
瑞典工业设计
基金会（SVID）
首席执行官

Robin Edman

“随着服务和产品越来越不可分割，

为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各个方面做好

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设计方面，品牌宣传的视觉部分正变

  得日益重要，因为这反映了品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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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INAS ALSENAS   图：OLA JACOBSEN

有技术、有力量、有智慧、有胆识，诚实、自信、坚毅。

这听上去像是您认识的人吗？用它来形容Chicago 

Pneumatic的活塞式压缩机又怎么样？

瑞典厄勒布鲁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业设计中心经理

Alex Liebert说 ：“如果将Chicago Pneumatic的产品比作

一个人的话，我们就会这样形容他。以上特点就是我们最

初为该品牌所构想的设计语言。”

Liebert所说的“设计语言”是指影响产品外观和用户

体验的至关重要的准则，包括对基本比例、形状、表面

结构和颜色等的规定。Chicago Pneumatic（CP）是阿特拉

斯·科普柯旗下最重要的品牌之一，其设计主题旨在反映

CP的传统和核心价值。

该中心的设计师Jörgen Westin解释说，工业设计“在一

家生产消费型产品的企业是很平常的，但在B2B企业里，

人们往往会这样想，‘这个产品用于矿井中，早晚要损坏，

谁会在乎它的外观？’但总会有人要购买这产品，而产品

外观可能会影响采购决定。”

Liebert补充道 ：“这并非品味或好看的问题，而是增

值问题。我们希望产品组合看起来就像一套完整的设备，

就像最先进的技术，品质始终如一。但外观只是一个方

面，我们也要改进设备的人体工程学设计、可用性以及安

全性。操作员和用户会注意到这些差别。”

阿特拉斯·科普柯旗下荣膺大奖的工

业设计中心正逐个品牌地为公司的众

多产品带来突破性的影响。本刊为此

访问了设计团队。

旧貌换新颜
瑞典/设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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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Liebert的团队为集团旗下三个最大品牌（阿

特拉斯·科普柯、Chicago Pneumatic和戴纳派克）的市场

推广和销售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平台。企业传播高级副总裁

Annika Berglund说：“Alex Liebert及其团队表现出色，

并因此代表了整个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的工业设计中心。

事实证明，他们是公司产品市场推广的一项重要资产。”

2010年12月，工业设计中心以其Chicago Pneumatic的

作品，荣膺声誉卓著的“优秀设计奖”，该奖项由Chicago 

Athenaeum与欧洲建筑艺术设计及城市研究中心联合颁发。

要知道，在6年前，该团队只有两位成员：Liebert和

Peter Nilsson，赢得该奖项实在令人赞叹。

如今这个团队共有18位设计师，其中包括两位从世界

各地挑选的实习生。按照Liebert的话说，工业设计作为一

便于用户使用

� Sisirnath Sangireddy在工业设计中心领导一支专

注于“互动设计”的团队。他解释说，他的团队要考虑四

个因素：“首先是信息分析，也就是操作员和产品之间需

要交换哪些信息。其次是信息分布，即信息的放置区域。

第三是视觉设计，我们借助它创造出产品的品牌身份。

最后是关注用户体验。”

一些看似简单的功能也可能带来许多问题。 

Sangireddy以按扭为例：“比如应该使用球形捏手还是

水泡形按钮？什么时候使用？如何使用？这些都要视具

体条件和用户群而定。安全也是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如

果要加大更改钻机设置的难度，就可以安装两个同步手

触按钮。总之，一切都必须从操作员的角度出发，也就

是用户体验。”

左起：Alex Liebert、Lisa Lindberg、
Jörgen Westin、Dong-Han Oh、Daniel 
Sellberg、Fredrik Svensson、Martin 
Larsson、Cenk Aytekin、Daniel 
Nadjalin、Björn Syse、Sisirnath 
Sangireddy、Ola Nyström和Ola Kollin。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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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一遍遍地尝试。我们也尽力找出与众不同的东西，看

看能否从中学到些什么。”

阿特拉斯·科普柯于2007年收购戴纳派克后，为其品

牌带来机遇，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开端。Liebert说 ：“我

们让他们了解到，工业设计能够深刻地影响品牌的总体外

观，而无需重大改变或额外成本。戴纳派克品牌已有很多

传统，我们都可以利用。如今，它看上去正如我们当时所

规划的。”

不过，对工业设计中心的团队来说，Chicago 

Pneumatic的挑战要比戴纳派克的挑战更大，因为CP的品

牌囊括了包括压缩机、破碎锤和工具在内的多种产品。

种基层发展，在阿特拉斯·科普柯正变得日益重要。他解

释说 ：“我们做一个项目，就会为戴纳派克的产品组合带

来另一个项目，接着又会带来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另一个

品牌。现在，工程团队请我们协助实现产品功能。这是我

们的影响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 —— 为技术性很强的部

分提供咨询。”

团队通过提问来开始新设计语言的工作：最重要的产品是

什么？它的品牌历史怎么样？客户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为

什么采用这样的倒角或者刃口？

Liebert说 ：“我们学到了很多，然后带回这些知识并

开始绘图。我们的流程比较繁琐 —— 先找出许多产品都

具备的特征，然后尝试始终如一地加以应用。我们从中学

“这并非品味或好看的问题，而是增值问题。
 我们希望产品组合看起来就像一套完整的
 设备，就像最先进的技术，品质始终如一。”
       阿特拉斯·科普柯工业设计中心经理Alex Liebert

工业设计中心凭借为Chicago Pneumatic开发的设计语言，在美国芝加哥获颁“优秀设计奖”。 设计接踵而来

n 工业设计中心同时进行许多项目，目前在做的有大约

40个项目。中心经理Alex Liebert说，“有些只需4到5

天，也有些可能耗时好几年。项目之间都不会是同步安排

好的，因此在同一个时间，可能有一个项目处于构思阶

段，另一个在研究阶段，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项目已到了

最终交付阶段。”

设计师们非常明白作为集团内的一个部门，他们所肩

负的巨大责任，毕竟，阿特拉斯·科普柯全靠该中心开发、

执行和管理工业设计，这是公司核心能力的一个关键部

分。Liebert说 ：“我们确保产品在任何时候，即使在使

用多年以后，也能运用正确的语言，表达正确的信息。使

每件产品的外观与我们的品牌价值和品牌承诺协调一致，

是成功沟通和建立长期客户关系的关键。”

他笑着补充道：“但我们不缺活儿干，现在就有大约

5,000件产品等着我们去设计呢。”

瑞典/设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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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中心为市场推广和工程部门之
间架起了沟通桥梁，汇聚了各个参与方
的专业能力。

当阿特拉斯·科普柯于1987年

收购工业工具制造商Chicago 

Pneumatic时，就决定保留

Chicago Pneumatic的原有名称

和品牌标识。阿特拉斯·科普柯

的“品牌组合”策略由此诞生，

在集团旗下汇聚了众多品牌。

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阿特

拉斯·科普柯企业传播高级副总

裁Annika Berglund说：“我们明

白，仅凭一个品牌实在无法满足

所有客户的需求。我们细分市场

并采用多种直接和间接的分销渠

道，以更好地服务客户。我们实

施产品差异化，以满足具体的行

作为一项企业策略，采用多品牌策略似乎有点不合常规，

但是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品牌组合拥有多种优势。

文：NaNcy Pick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

多品牌策略

业需求。”一般来说，几乎世界

上每个地方的客户都能用到两到

三个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压缩机

品牌。有些品牌在全球范围内供

应，譬如Chicago Pneumatic，

还有一些在某一地区销售，甚

至还有一些只在一个国家销

“我们细分市场并采用多种直接和间接 
  的分销渠道，以更好地服务客户。”
   阿特拉斯·科普柯企业传播高级副总裁Annika Berglund

售。例如在意大利，一家塑料

模具厂可能采购Worthington 

Creyssensac品牌压缩机，并永

久性地安装在工厂里。这些大型

设备一般由提供现场服务的当地

经销商进行维护。

与此同时，同一家工厂的维护经

理有可能利用从街角小店买回来

的ABAC品牌压缩机进行小维修。

在比利时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工

业压缩机多品牌市场推广副总裁

Alain Lefranc说 ：“运用这种品

牌组合策略，我们就能为更多客

户提供服务。这都是为了拓展我

们的业务，提升客户满意度。”

这一策略还有助于阿特拉

斯·科普柯开辟新市场。在中国，

人们往往不太容易接受不熟悉的

欧洲品牌。

有鉴于此，阿特拉斯·科普

柯在过去10年里收购了两家知名

的中国压缩机生产商：柳州富达

和博莱特。Lefranc说：“它们增

加了我们的品牌数量，让我们大

开眼界。我们因而得以扩张，并

增进了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品牌组

合策略已实施了逾20年，现在仍

会坚持这一策略。n

Alain Lefranc           Annika Berglund

领导该中心第二支工业设计团队的Martin Larsson对

其工作方法有这样的描述：“首先，我们整理出初步的构

想方案，表明新的设计语言可以做些什么，在这个阶段，

尚未进行品牌调研。Chicago Pneumatic认为前景不错，

于是我们成立了项目组。”

在工业设计中心，每个项目组都为每个分部安排至少一

位市场推广代表和一位工程代表。该中心的设计师Daniel 

Sellberg解释道 ：“可以说市场推广部制定了产品开发的规

则，譬如客户及市场需求、期限和成本等；然后工程部要

同我们一起协作来完成工作。但是工程师也要扮演对手的

角色 —— 我们希望看到极限，我们就喜欢听到‘这个蓄电

池突出的部分不能超过2厘米（0.8英寸）’那样的话。”在项目

团队的讨论会上，工业设计中心积极推动沟通。Liebert说：

“由于市场推广和工程人员使用的语言都不一样，因此我们

尽量缩小他们之间的距离。我们是协调者，汇聚所有各方

的力量，开发、执行并保障每一种设计语言。”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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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

杜卡迪摩托车因其在摩托车赛事

中的“霸主”地位以及在街上飞

驰时的独特轰鸣声而为人所熟

知。阿特拉斯·科普柯为装配这

些充满传奇色彩的车辆发挥了重

要作用。
文：Linas aLsenas   图：杜卡迪

意大利/装配解决方案

之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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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使用的工具必须符 

  合严格的要求，这对于 

  最终产品的质量和环境 

  政策至关重要。”
     工程经理Franco Lanza

n 杜卡迪成立于1926年，自1946年起

生产运动型摩托车。杜卡迪摩托车包括

Diavel、Hypermotard、Monster、

Multistrada、Streetfighter和

Superbike等系列。这些极富意大利特

色的产品在博洛尼亚制造，销往全球80

多个国家。

1

4

2

3

一名员工正在使用阿特拉
斯·科普柯工具装配杜卡迪
Multistrada摩托车。

轴上安装连接杆的螺丝刀和拧紧轴。但杜卡

迪不仅仅将阿特拉斯·科普柯看作是一个工

具的供应商。

Serpentino说，“我们认为，我们从阿特

拉斯·科普柯所获得的产品和服务超过了其

它同类型工具供应商。对我们来说，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实力在于研发。不只是在我们

需要的时候获得技术支持；他们精心规划的

产品开发实现了优化的整合装配工艺。他们

测试新的装配解决方案，提供我们所需的创

新的战略解决方案，从而为我们的业务发展

提供支持。”

阿特拉斯·科普柯积极支持杜卡迪的可持续

生产力，尤其是在员工健康和安全、减少环

境影响、优异的产品品质等方面。工程经理

Franco Lanza说，“我们使用的工具必须符

合严格的要求，这对于最终产品的质量和环

境政策至关重要。我们还充分考虑到人员的

健康和安全。”

公司之所以保护员工，的确有充分的理

由：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杜卡迪人”，因此可

能是该品牌最有价值的资源。n

杜卡迪摩托车因其时尚的意大利设计，在各

项赛事中屡屡夺冠而享誉内外，而最为人熟

知的，当数它所发出的独特轰鸣声。杜卡

迪将这一声音形容为“内燃交响乐”，可能

有它的道理：杜卡迪技术总监Andrea Forni

向《SuperBike》杂志介绍说，他在设计

Multistrada 1200型号的排气系统时，就对

小提琴的和声学进行了研究。

遍布世界各地的杜卡迪摩托车车主和

车迷被称为“杜卡迪人”。这个忠实的群体

正在全球范围快速扩大，它是“品牌部落

文化”（由车迷团体执行大部分的市场推广

工作）的最佳范例。装配业务线经理Carlo 

Serpentino解释说，“‘杜卡迪人’所押宝的，

不只是杜卡迪摩托车的质量，而且还包括它

的整个品牌形象。”

这种基于技术和杜卡迪声誉的忠诚和投

入，令公司承受着巨大压力，必须保持最高

的质量标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帕尼加莱镇

的工厂里，杜卡迪平均每年制造4万辆赛车

型摩托车。

多年来工厂在重要的装配作业中一直使

用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工具，譬如用于在机

充满传奇色彩的品牌

屡获殊荣

n 杜卡迪参与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orld Superbike Championship）

和世界摩托车锦标赛（MotoGP World 

Championship）的角逐。在前一项赛事

中，杜卡迪赢得了2008年制造商奖，15

次将制造商奖收入囊中（在该赛事历史上

共18次颁发制造商奖），并13次荣膺赛车

手奖。杜卡迪自2003年起参与世界摩托

车锦标赛，并于2007年赢得了制造商和

车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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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气体是现代医疗的一个关键部分。

泰国最忙碌的医院已委托BeaconMedæs
进行一项重大气源设备升级。

提起泰国的医疗设施  ，没有比Siriraj医院更古老或出名了。

医院的十多幢楼房分布于曼谷的4个城区路段，共有3,000个

床位，每年有100万门诊病人，是曼谷最忙碌的公立医院。

隶属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的BeaconMedæs在2010

年赢得了Siriraj医院的合同，更换在各种医疗过程中用旧

的医疗气源设备，其规模和复杂性不难想像。该项目按计

划需要12至18个月，合同还要求医院保持开放，为病人提

供的一切服务仍运作如常，这里的病人包括泰国国王（自

2009年起一直住院）。

“大多数医院的气源系统都配备一个压缩空气装置、

一个真空装置、一些歧管控制系统、4到5个警报器和一

些控制阀，”医疗气体专家Steve Robinson解释说，他是

BeaconMedæs东南亚办事处的业务经理，全职为该项目

工作。但是定于2011年秋季完工的Siriraj项目则比大多数

医院复杂得多，正如Robinson所说，“这是一个庞大的任

生命

文：MARK CARDWELL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ISTOCKPHOTO和GETTY IMAGES

泰国/医疗输气系统

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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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4年冬季奥运会举办之时，俄罗斯黑海岸

边一个旅游胜地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筹备方面，

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升级。

文：LINAS ALSENAS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OLYMP STROY

索契是坐落在具有亚热带风情的黑海

沿岸俄罗斯小城，靠近白雪皑皑的高

加索山脉和野生生物密布的森林。随

着2014年冬奥会筹备工作的推进，这

个水疗胜地也成为欧洲最大规模的基

建项目。

索契的奥运会基建发展主要分为

两大部分：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沿

海。冰上项目在沿海的奥林匹克公园

举行，该公园包括大冰宫、马利冰

宫、总体育场、花样滑冰及短距滑冰

中心、速度滑冰中心、冰壶中心，以

及专设的新闻媒体村。而红波利亚纳

山将成为所有滑雪和滑行项目的地

点。比赛场地包括越野滑雪和冬季两

项中心、俄罗斯国家滑行中心、高山

为冬奥会做好准备

预计索契2014年冬奥会
的总基建成本达2,300亿
瑞典克朗（合230亿欧元），
使其成为夏季和冬季奥运
会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

俄罗斯/基建发展

金属

奇迹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金属往往习以为常

了。《业绩》回顾这种材料的历史，反思它

对人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引

述历史上一些了不起的例子，以示敬意。
文：NANCY PICK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ISTOCKPHOTO和GETTY IMAGES

美国发明家Elias Howe
于1851年获得“自锁扣”

的专利。

拉开这一页，了解更多

务。”项目涉及8个压缩空气装置和8个真空装置，每个均配

备多个压缩机、泵、过滤器和控制系统，以便为各幢大楼

提供医疗、外科和牙  科服务。项目还包括用于氧气、一氧

化二氮和二氧化碳供应的18个歧管控制面板。

BeaconMedæs的营销总监Mark Allen指出，“Siriraj

项目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它只涉及气源设备，不包括用于

临床医 疗室出气口的阀门和警报器，而这些都是我们通常

为客户提供的总医疗气体系统的一部  分。但该项目也体现

了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适合其需要的定制解决方案。”

Allen表示，优质产品和售后客服是医院选择管道医疗气

体供应商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因此，Siriraj项目证明了

BeaconMedæs凭借优质产品和专业技术成为（并保持）为世

界各地医院设计、开发、供应和安装管道医疗输气系统的

领导者。�

� BeaconMedæs自2006年起已

成为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一员，是

设计、供应和安装管道医疗输气系统

的世界领导者。

公司通过40多个国家的本地和

区域经销商以及140多个国家的阿

特拉斯·科普柯客户中心开展业务。

BeaconMedæs在世界各地有4个

主要的生产厂。

在当前公司数百个项目中，超过

半数是为北美和英国医院更换老化

的管道医疗输气系统，正如营销总监

Mark Allen指出，“目前在发达国家，

没有很多新的医院在建。但是有越来

越多的需求，要对上世纪60及70年

代建造的许多医院进行系统更新。”

但最大和最赚钱的商机则来自近

年来获得大幅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

家，它们现在已有建造世界级医疗设

施的意识和财力。Allen说，“仅在中

国和印度，在建或规划新建的医院数

量实在惊人。我们正致力争取应得的

业务份额，凭着我们的声誉和网络，

我们有信心取得成功。”

BeaconMedæs营销总监Mark Allen

“该项目体现了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
  适合其需要的定制解决方案。”

医疗气体系统对于向医院各处供应管道氧气、一氧化二氮、氮气、二氧化碳和医用空气是必不可少的。

供气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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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

俄罗斯/基建发展

金属

奇迹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金属往往习以为常

了。《业绩》回顾这种材料的历史，反思它

对人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引

述历史上一些了不起的例子，以示敬意。
文：NANCY PICK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ISTOCKPHOTO和GETTY IMAGES

美国发明家Elias Howe
于1851年获得“自锁扣”

的专利。

拉开这一页，了解更多

务。”项目涉及8个压缩空气装置和8个真空装置，每个均配

备多个压缩机、泵、过滤器和控制系统，以便为各幢大楼

提供医疗、外科和牙  科服务。项目还包括用于氧气、一氧

化二氮和二氧化碳供应的18个歧管控制面板。

BeaconMedæs的营销总监Mark Allen指出，“Siriraj

项目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它只涉及气源设备，不包括用于

临床医 疗室出气口的阀门和警报器，而这些都是我们通常

为客户提供的总医疗气体系统的一部  分。但该项目也体现

了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适合其需要的定制解决方案。”

Allen表示，优质产品和售后客服是医院选择管道医疗气

体供应商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因此，Siriraj项目证明了

BeaconMedæs凭借优质产品和专业技术成为（并保持）为世

界各地医院设计、开发、供应和安装管道医疗输气系统的

领导者。�

� BeaconMedæs自2006年起已

成为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一员，是

设计、供应和安装管道医疗输气系统

的世界领导者。

公司通过40多个国家的本地和

区域经销商以及140多个国家的阿

特拉斯·科普柯客户中心开展业务。

BeaconMedæs在世界各地有4个

主要的生产厂。

在当前公司数百个项目中，超过

半数是为北美和英国医院更换老化

的管道医疗输气系统，正如营销总监

Mark Allen指出，“目前在发达国家，

没有很多新的医院在建。但是有越来

越多的需求，要对上世纪60及70年

代建造的许多医院进行系统更新。”

但最大和最赚钱的商机则来自近

年来获得大幅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

家，它们现在已有建造世界级医疗设

施的意识和财力。Allen说，“仅在中

国和印度，在建或规划新建的医院数

量实在惊人。我们正致力争取应得的

业务份额，凭着我们的声誉和网络，

我们有信心取得成功。”

BeaconMedæs营销总监Mark Allen

“该项目体现了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
  适合其需要的定制解决方案。”

医疗气体系统对于向医院各处供应管道氧气、一氧化二氮、氮气、二氧化碳和医用空气是必不可少的。

供气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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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设想一个没有金属的早晨。没有

床垫弹簧、没有淋浴器（没有水管）、

没有婚戒、没有炉子、没有黄油刀、

没有计算机、没有汽车、没有桥梁。

一言以蔽之，没有金属的生活简直无

法想象。

考古学家认为，铜和黄金是最早

被人类利用的金属，这可以追溯到大约

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金能以

其自然形态被人发现，因此古埃及人用

它来制成最美丽的珠宝和礼仪用品。

有时候，尽管铜是以天然的形态

存在，但它通常需要熔炼 —— 通过高

温将它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全球最古

老的铜熔炼炉位于以色列的提姆纳盆

地，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

大约600年后，伊朗、伊拉克和中国

的金属工匠发现了铜合金，并证明可

用来制造坚固的容器和工具等，于是

铜器时代也随之来临。在古代，铁的

作用亦同等重要，例如罗马人用它来

箍紧战车的轮子。

公元1440年，一位名叫Johannes 

Gutenberg的德国金匠发明了印刷机，

利用以锡和铅制成的活字进行印刷。

继这项发明后，各种思想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得到了传播。

尽管如此，到启蒙运动之前，人

类已知的金属只有10多种。到了18世

纪，科学家才迅速发现更多的金属，

包括铂、镍和钨等。

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

的兴起，金属带领人类走向现代文

明。虽然钢在古代已被发现，但是到

1855年才开始批量生产，当时Henry 

Bessemer发明了一种较为便宜的炼

钢工艺，将氧气吹到熔融的生铁中炼

钢。钢帮助人类实现了许多进步，例

如1885年建造的第一栋摩天大厦：位

于芝加哥的10层钢架办公大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7万架军用

飞机几乎全部采用布料覆盖的木头建

造。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发明了轻

巧而耐腐蚀的铝合金，金属飞机才流

行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铝在载

人航天器的设计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到20世纪80代，随着计算机和

其它电子产品的涌现，金属再次扮演

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应用于印刷电路

板的铜金属。

如今，很难设想没有钛金属髋关

节、没有锂电池、没有铝金属iPods的

生活。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

步所做的贡献随处可见。�

挖掘
历史遗产

“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的
 贡献随处可见。”

*BCE：公元前

金属历史巡礼
以下的大事年表列出了由6种重要金属制成的6件物品，

以及有关开采这些金属的相关信息。

公元前2550年
乌尔女王的头饰（黄金）

这个富丽堂皇的头饰属于乌尔（即现今伊拉克）的普阿

比女王，其坟墓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该头饰主

要用黄金制成，并编织成精美的树叶和花朵套在普阿

比头上。

黄金常以其美丽和非结合的状态见于自然界，自

古以来它就代表着财富、地位和权力。如今，许多珍

贵的礼仪用品仍然用黄金制成（例如婚戒），或者采用

镀金方式（比如奥斯卡金像和奥运会奖牌）。在所有新

开采的黄金中，约有80%被用来制作珠宝。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全球各地的金矿提供设备，

业务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加纳等。

普阿比女王的头饰
黄金、青金和红玉髓

公元前500年
古希腊德拉克马（银币）

古希腊被公认为制作了第一枚广泛用于贸易

的硬币：德拉克马银币。位于劳里厄姆的银

矿为雅典城邦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硬币对贸易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

为它们远比葡萄酒或绵羊等商品更便于交换

和运输。

长期以来，阿特拉斯·科普柯一直是各银

矿的供应商。2011年，阿特拉斯·科普柯收

到了来自弗雷斯尼约一份有关地下钻机及其

它重型设备的重大订单。位于墨西哥中部的

弗雷斯尼约是全球最大的原生银矿，自1550

年以来，该矿的运营就几乎不曾中断过。
墨西哥银矿工人。

用于印刷的金属活字

公元1440年

16世纪初
德国啤酒杯（锡）

14世纪爆发的鼠疫致使北欧大部分人口丧生，

随之而来就是可怕的苍蝇侵扰。由于亟需改善

公共卫生，若干德意志公国要求饮用容器必须

带盖。于是德国啤酒杯应运而生，这是一种用

粗陶制作的马克杯，上面配有用白镴制作的铰

链盖，而白镴就是一种以锡为主的合金。

继英国商人Peter Durand于1810年

获得锡罐的专利后，锡对食品保护的重要性

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认知。如今大部分

食品罐头都用镀锡铁皮（在薄钢板上涂上一

层锡）制作而成，以防止腐蚀。

现在，阿特拉斯·科普柯为东南亚和南

美的锡矿公司以及英国康沃尔郡南克罗福特

矿区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1889年
埃菲尔铁塔（铁）

专为世博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保持了40

年的全球最高建筑物纪录。这座高320米

的铁塔用18,038块锻铁建成，并以其工

程师的名字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命名。

18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依靠

该国的大量煤炭和铁储备为后盾。对于桥

梁、蒸汽轮船、铁路、水管、设备零件、

建筑桁梁等早期制造以及其它重大进步而

言，铁金属可谓至关重要。

如今，阿特拉斯·科普柯与许多铁矿

石公司开展合作，业务覆盖加拿大的拉布

拉多、西澳大利亚，以及北极圈内挪威的

Sydvaranger矿等矿区。

阿波罗11号（铝）

执行首项载人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1号驾驶舱的主要建

造材料就是铝。这条飞船由夹在两层铝合金板之间的

铝蜂窝组成。铝金属坚固而轻巧，是航空航天工业的

理想材料。如今，航空航天公司继续挑战金属和金属

合金的极限，而将货物发射进太空的高成本就是这一

努力的驱动原因。

除了铝以外，钛、铍、镍和钴等金属往往也受到

青睐。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卡塔尔的Qatalum工厂提

供设备，预料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工厂。

1969年

1943年
第一块印刷电路板（铜）

居住在伦敦的奥地利人Paul Eisler于1943

年获得了印刷电路板的专利。他先用蚀刻法

把不需要的铜去掉，然后利用铜箔沿着线路

通电。起初，他利用电路板装配了一台收音

机，淘汰了当时常见的庞大配线系统。

铜是过去30年来数字革命中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随着电子产品销量飙升，对这种

金属的需求也增加了。几乎所有的电路板仍

然从粘合在绝缘板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做起。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分布在全球各国的

铜矿工业提供设备，这些国家包括智利、澳

大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赞比亚等。

1885年

芝加哥的家庭保险大楼是
全球第一幢摩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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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设想一个没有金属的早晨。没有

床垫弹簧、没有淋浴器（没有水管）、

没有婚戒、没有炉子、没有黄油刀、

没有计算机、没有汽车、没有桥梁。

一言以蔽之，没有金属的生活简直无

法想象。

考古学家认为，铜和黄金是最早

被人类利用的金属，这可以追溯到大约

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金能以

其自然形态被人发现，因此古埃及人用

它来制成最美丽的珠宝和礼仪用品。

有时候，尽管铜是以天然的形态

存在，但它通常需要熔炼 —— 通过高

温将它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全球最古

老的铜熔炼炉位于以色列的提姆纳盆

地，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

大约600年后，伊朗、伊拉克和中国

的金属工匠发现了铜合金，并证明可

用来制造坚固的容器和工具等，于是

铜器时代也随之来临。在古代，铁的

作用亦同等重要，例如罗马人用它来

箍紧战车的轮子。

公元1440年，一位名叫Johannes 

Gutenberg的德国金匠发明了印刷机，

利用以锡和铅制成的活字进行印刷。

继这项发明后，各种思想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得到了传播。

尽管如此，到启蒙运动之前，人

类已知的金属只有10多种。到了18世

纪，科学家才迅速发现更多的金属，

包括铂、镍和钨等。

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

的兴起，金属带领人类走向现代文

明。虽然钢在古代已被发现，但是到

1855年才开始批量生产，当时Henry 

Bessemer发明了一种较为便宜的炼

钢工艺，将氧气吹到熔融的生铁中炼

钢。钢帮助人类实现了许多进步，例

如1885年建造的第一栋摩天大厦：位

于芝加哥的10层钢架办公大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7万架军用

飞机几乎全部采用布料覆盖的木头建

造。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发明了轻

巧而耐腐蚀的铝合金，金属飞机才流

行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铝在载

人航天器的设计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到20世纪80代，随着计算机和

其它电子产品的涌现，金属再次扮演

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应用于印刷电路

板的铜金属。

如今，很难设想没有钛金属髋关

节、没有锂电池、没有铝金属iPods的

生活。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

步所做的贡献随处可见。�

挖掘
历史遗产

“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的
 贡献随处可见。”

*BCE：公元前

金属历史巡礼
以下的大事年表列出了由6种重要金属制成的6件物品，

以及有关开采这些金属的相关信息。

公元前2550年
乌尔女王的头饰（黄金）

这个富丽堂皇的头饰属于乌尔（即现今伊拉克）的普阿

比女王，其坟墓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该头饰主

要用黄金制成，并编织成精美的树叶和花朵套在普阿

比头上。

黄金常以其美丽和非结合的状态见于自然界，自

古以来它就代表着财富、地位和权力。如今，许多珍

贵的礼仪用品仍然用黄金制成（例如婚戒），或者采用

镀金方式（比如奥斯卡金像和奥运会奖牌）。在所有新

开采的黄金中，约有80%被用来制作珠宝。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全球各地的金矿提供设备，

业务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加纳等。

普阿比女王的头饰
黄金、青金和红玉髓

公元前500年
古希腊德拉克马（银币）

古希腊被公认为制作了第一枚广泛用于贸易

的硬币：德拉克马银币。位于劳里厄姆的银

矿为雅典城邦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硬币对贸易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

为它们远比葡萄酒或绵羊等商品更便于交换

和运输。

长期以来，阿特拉斯·科普柯一直是各银

矿的供应商。2011年，阿特拉斯·科普柯收

到了来自弗雷斯尼约一份有关地下钻机及其

它重型设备的重大订单。位于墨西哥中部的

弗雷斯尼约是全球最大的原生银矿，自1550

年以来，该矿的运营就几乎不曾中断过。
墨西哥银矿工人。

用于印刷的金属活字

公元1440年

16世纪初
德国啤酒杯（锡）

14世纪爆发的鼠疫致使北欧大部分人口丧生，

随之而来就是可怕的苍蝇侵扰。由于亟需改善

公共卫生，若干德意志公国要求饮用容器必须

带盖。于是德国啤酒杯应运而生，这是一种用

粗陶制作的马克杯，上面配有用白镴制作的铰

链盖，而白镴就是一种以锡为主的合金。

继英国商人Peter Durand于1810年

获得锡罐的专利后，锡对食品保护的重要性

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认知。如今大部分

食品罐头都用镀锡铁皮（在薄钢板上涂上一

层锡）制作而成，以防止腐蚀。

现在，阿特拉斯·科普柯为东南亚和南

美的锡矿公司以及英国康沃尔郡南克罗福特

矿区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1889年
埃菲尔铁塔（铁）

专为世博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保持了40

年的全球最高建筑物纪录。这座高320米

的铁塔用18,038块锻铁建成，并以其工

程师的名字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命名。

18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依靠

该国的大量煤炭和铁储备为后盾。对于桥

梁、蒸汽轮船、铁路、水管、设备零件、

建筑桁梁等早期制造以及其它重大进步而

言，铁金属可谓至关重要。

如今，阿特拉斯·科普柯与许多铁矿

石公司开展合作，业务覆盖加拿大的拉布

拉多、西澳大利亚，以及北极圈内挪威的

Sydvaranger矿等矿区。

阿波罗11号（铝）

执行首项载人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1号驾驶舱的主要建

造材料就是铝。这条飞船由夹在两层铝合金板之间的

铝蜂窝组成。铝金属坚固而轻巧，是航空航天工业的

理想材料。如今，航空航天公司继续挑战金属和金属

合金的极限，而将货物发射进太空的高成本就是这一

努力的驱动原因。

除了铝以外，钛、铍、镍和钴等金属往往也受到

青睐。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卡塔尔的Qatalum工厂提

供设备，预料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工厂。

1969年

1943年
第一块印刷电路板（铜）

居住在伦敦的奥地利人Paul Eisler于1943

年获得了印刷电路板的专利。他先用蚀刻法

把不需要的铜去掉，然后利用铜箔沿着线路

通电。起初，他利用电路板装配了一台收音

机，淘汰了当时常见的庞大配线系统。

铜是过去30年来数字革命中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随着电子产品销量飙升，对这种

金属的需求也增加了。几乎所有的电路板仍

然从粘合在绝缘板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做起。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分布在全球各国的

铜矿工业提供设备，这些国家包括智利、澳

大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赞比亚等。

1885年

芝加哥的家庭保险大楼是
全球第一幢摩天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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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设想一个没有金属的早晨。没有

床垫弹簧、没有淋浴器（没有水管）、

没有婚戒、没有炉子、没有黄油刀、

没有计算机、没有汽车、没有桥梁。

一言以蔽之，没有金属的生活简直无

法想象。

考古学家认为，铜和黄金是最早

被人类利用的金属，这可以追溯到大约

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金能以

其自然形态被人发现，因此古埃及人用

它来制成最美丽的珠宝和礼仪用品。

有时候，尽管铜是以天然的形态

存在，但它通常需要熔炼 —— 通过高

温将它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全球最古

老的铜熔炼炉位于以色列的提姆纳盆

地，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

大约600年后，伊朗、伊拉克和中国

的金属工匠发现了铜合金，并证明可

用来制造坚固的容器和工具等，于是

铜器时代也随之来临。在古代，铁的

作用亦同等重要，例如罗马人用它来

箍紧战车的轮子。

公元1440年，一位名叫Johannes 

Gutenberg的德国金匠发明了印刷机，

利用以锡和铅制成的活字进行印刷。

继这项发明后，各种思想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得到了传播。

尽管如此，到启蒙运动之前，人

类已知的金属只有10多种。到了18世

纪，科学家才迅速发现更多的金属，

包括铂、镍和钨等。

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

的兴起，金属带领人类走向现代文

明。虽然钢在古代已被发现，但是到

1855年才开始批量生产，当时Henry 

Bessemer发明了一种较为便宜的炼

钢工艺，将氧气吹到熔融的生铁中炼

钢。钢帮助人类实现了许多进步，例

如1885年建造的第一栋摩天大厦：位

于芝加哥的10层钢架办公大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7万架军用

飞机几乎全部采用布料覆盖的木头建

造。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发明了轻

巧而耐腐蚀的铝合金，金属飞机才流

行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铝在载

人航天器的设计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到20世纪80代，随着计算机和

其它电子产品的涌现，金属再次扮演

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应用于印刷电路

板的铜金属。

如今，很难设想没有钛金属髋关

节、没有锂电池、没有铝金属iPods的

生活。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

步所做的贡献随处可见。�

挖掘
历史遗产

“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的
 贡献随处可见。”

*BCE：公元前

金属历史巡礼
以下的大事年表列出了由6种重要金属制成的6件物品，

以及有关开采这些金属的相关信息。

公元前2550年
乌尔女王的头饰（黄金）

这个富丽堂皇的头饰属于乌尔（即现今伊拉克）的普阿

比女王，其坟墓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该头饰主

要用黄金制成，并编织成精美的树叶和花朵套在普阿

比头上。

黄金常以其美丽和非结合的状态见于自然界，自

古以来它就代表着财富、地位和权力。如今，许多珍

贵的礼仪用品仍然用黄金制成（例如婚戒），或者采用

镀金方式（比如奥斯卡金像和奥运会奖牌）。在所有新

开采的黄金中，约有80%被用来制作珠宝。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全球各地的金矿提供设备，

业务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加纳等。

普阿比女王的头饰
黄金、青金和红玉髓

公元前500年
古希腊德拉克马（银币）

古希腊被公认为制作了第一枚广泛用于贸易

的硬币：德拉克马银币。位于劳里厄姆的银

矿为雅典城邦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硬币对贸易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

为它们远比葡萄酒或绵羊等商品更便于交换

和运输。

长期以来，阿特拉斯·科普柯一直是各银

矿的供应商。2011年，阿特拉斯·科普柯收

到了来自弗雷斯尼约一份有关地下钻机及其

它重型设备的重大订单。位于墨西哥中部的

弗雷斯尼约是全球最大的原生银矿，自1550

年以来，该矿的运营就几乎不曾中断过。
墨西哥银矿工人。

用于印刷的金属活字

公元1440年

16世纪初
德国啤酒杯（锡）

14世纪爆发的鼠疫致使北欧大部分人口丧生，

随之而来就是可怕的苍蝇侵扰。由于亟需改善

公共卫生，若干德意志公国要求饮用容器必须

带盖。于是德国啤酒杯应运而生，这是一种用

粗陶制作的马克杯，上面配有用白镴制作的铰

链盖，而白镴就是一种以锡为主的合金。

继英国商人Peter Durand于1810年

获得锡罐的专利后，锡对食品保护的重要性

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认知。如今大部分

食品罐头都用镀锡铁皮（在薄钢板上涂上一

层锡）制作而成，以防止腐蚀。

现在，阿特拉斯·科普柯为东南亚和南

美的锡矿公司以及英国康沃尔郡南克罗福特

矿区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1889年
埃菲尔铁塔（铁）

专为世博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保持了40

年的全球最高建筑物纪录。这座高320米

的铁塔用18,038块锻铁建成，并以其工

程师的名字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命名。

18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依靠

该国的大量煤炭和铁储备为后盾。对于桥

梁、蒸汽轮船、铁路、水管、设备零件、

建筑桁梁等早期制造以及其它重大进步而

言，铁金属可谓至关重要。

如今，阿特拉斯·科普柯与许多铁矿

石公司开展合作，业务覆盖加拿大的拉布

拉多、西澳大利亚，以及北极圈内挪威的

Sydvaranger矿等矿区。

阿波罗11号（铝）

执行首项载人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1号驾驶舱的主要建

造材料就是铝。这条飞船由夹在两层铝合金板之间的

铝蜂窝组成。铝金属坚固而轻巧，是航空航天工业的

理想材料。如今，航空航天公司继续挑战金属和金属

合金的极限，而将货物发射进太空的高成本就是这一

努力的驱动原因。

除了铝以外，钛、铍、镍和钴等金属往往也受到

青睐。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卡塔尔的Qatalum工厂提

供设备，预料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工厂。

1969年

1943年
第一块印刷电路板（铜）

居住在伦敦的奥地利人Paul Eisler于1943

年获得了印刷电路板的专利。他先用蚀刻法

把不需要的铜去掉，然后利用铜箔沿着线路

通电。起初，他利用电路板装配了一台收音

机，淘汰了当时常见的庞大配线系统。

铜是过去30年来数字革命中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随着电子产品销量飙升，对这种

金属的需求也增加了。几乎所有的电路板仍

然从粘合在绝缘板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做起。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分布在全球各国的

铜矿工业提供设备，这些国家包括智利、澳

大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赞比亚等。

1885年

芝加哥的家庭保险大楼是
全球第一幢摩天大厦

CH_fold_out.indd   40-43 11年9月22日   下午8:08



不妨设想一个没有金属的早晨。没有

床垫弹簧、没有淋浴器（没有水管）、

没有婚戒、没有炉子、没有黄油刀、

没有计算机、没有汽车、没有桥梁。

一言以蔽之，没有金属的生活简直无

法想象。

考古学家认为，铜和黄金是最早

被人类利用的金属，这可以追溯到大约

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黄金能以

其自然形态被人发现，因此古埃及人用

它来制成最美丽的珠宝和礼仪用品。

有时候，尽管铜是以天然的形态

存在，但它通常需要熔炼 —— 通过高

温将它从矿石中分离出来。全球最古

老的铜熔炼炉位于以色列的提姆纳盆

地，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

大约600年后，伊朗、伊拉克和中国

的金属工匠发现了铜合金，并证明可

用来制造坚固的容器和工具等，于是

铜器时代也随之来临。在古代，铁的

作用亦同等重要，例如罗马人用它来

箍紧战车的轮子。

公元1440年，一位名叫Johannes 

Gutenberg的德国金匠发明了印刷机，

利用以锡和铅制成的活字进行印刷。

继这项发明后，各种思想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得到了传播。

尽管如此，到启蒙运动之前，人

类已知的金属只有10多种。到了18世

纪，科学家才迅速发现更多的金属，

包括铂、镍和钨等。

与此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

的兴起，金属带领人类走向现代文

明。虽然钢在古代已被发现，但是到

1855年才开始批量生产，当时Henry 

Bessemer发明了一种较为便宜的炼

钢工艺，将氧气吹到熔融的生铁中炼

钢。钢帮助人类实现了许多进步，例

如1885年建造的第一栋摩天大厦：位

于芝加哥的10层钢架办公大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7万架军用

飞机几乎全部采用布料覆盖的木头建

造。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发明了轻

巧而耐腐蚀的铝合金，金属飞机才流

行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铝在载

人航天器的设计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到20世纪80代，随着计算机和

其它电子产品的涌现，金属再次扮演

关键的角色，特别是应用于印刷电路

板的铜金属。

如今，很难设想没有钛金属髋关

节、没有锂电池、没有铝金属iPods的

生活。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

步所做的贡献随处可见。�

挖掘
历史遗产

“环顾四周，金属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的
 贡献随处可见。”

*BCE：公元前

金属历史巡礼
以下的大事年表列出了由6种重要金属制成的6件物品，

以及有关开采这些金属的相关信息。

公元前2550年
乌尔女王的头饰（黄金）

这个富丽堂皇的头饰属于乌尔（即现今伊拉克）的普阿

比女王，其坟墓于20世纪20年代被发现。该头饰主

要用黄金制成，并编织成精美的树叶和花朵套在普阿

比头上。

黄金常以其美丽和非结合的状态见于自然界，自

古以来它就代表着财富、地位和权力。如今，许多珍

贵的礼仪用品仍然用黄金制成（例如婚戒），或者采用

镀金方式（比如奥斯卡金像和奥运会奖牌）。在所有新

开采的黄金中，约有80%被用来制作珠宝。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全球各地的金矿提供设备，

业务覆盖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加纳等。

普阿比女王的头饰
黄金、青金和红玉髓

公元前500年
古希腊德拉克马（银币）

古希腊被公认为制作了第一枚广泛用于贸易

的硬币：德拉克马银币。位于劳里厄姆的银

矿为雅典城邦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硬币对贸易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

为它们远比葡萄酒或绵羊等商品更便于交换

和运输。

长期以来，阿特拉斯·科普柯一直是各银

矿的供应商。2011年，阿特拉斯·科普柯收

到了来自弗雷斯尼约一份有关地下钻机及其

它重型设备的重大订单。位于墨西哥中部的

弗雷斯尼约是全球最大的原生银矿，自1550

年以来，该矿的运营就几乎不曾中断过。
墨西哥银矿工人。

用于印刷的金属活字

公元1440年

16世纪初
德国啤酒杯（锡）

14世纪爆发的鼠疫致使北欧大部分人口丧生，

随之而来就是可怕的苍蝇侵扰。由于亟需改善

公共卫生，若干德意志公国要求饮用容器必须

带盖。于是德国啤酒杯应运而生，这是一种用

粗陶制作的马克杯，上面配有用白镴制作的铰

链盖，而白镴就是一种以锡为主的合金。

继英国商人Peter Durand于1810年

获得锡罐的专利后，锡对食品保护的重要性

很快就获得了人们的广泛认知。如今大部分

食品罐头都用镀锡铁皮（在薄钢板上涂上一

层锡）制作而成，以防止腐蚀。

现在，阿特拉斯·科普柯为东南亚和南

美的锡矿公司以及英国康沃尔郡南克罗福特

矿区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1889年
埃菲尔铁塔（铁）

专为世博会而建的埃菲尔铁塔保持了40

年的全球最高建筑物纪录。这座高320米

的铁塔用18,038块锻铁建成，并以其工

程师的名字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命名。

18世纪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依靠

该国的大量煤炭和铁储备为后盾。对于桥

梁、蒸汽轮船、铁路、水管、设备零件、

建筑桁梁等早期制造以及其它重大进步而

言，铁金属可谓至关重要。

如今，阿特拉斯·科普柯与许多铁矿

石公司开展合作，业务覆盖加拿大的拉布

拉多、西澳大利亚，以及北极圈内挪威的

Sydvaranger矿等矿区。

阿波罗11号（铝）

执行首项载人登月任务的阿波罗11号驾驶舱的主要建

造材料就是铝。这条飞船由夹在两层铝合金板之间的

铝蜂窝组成。铝金属坚固而轻巧，是航空航天工业的

理想材料。如今，航空航天公司继续挑战金属和金属

合金的极限，而将货物发射进太空的高成本就是这一

努力的驱动原因。

除了铝以外，钛、铍、镍和钴等金属往往也受到

青睐。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卡塔尔的Qatalum工厂提

供设备，预料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铝工厂。

1969年

1943年
第一块印刷电路板（铜）

居住在伦敦的奥地利人Paul Eisler于1943

年获得了印刷电路板的专利。他先用蚀刻法

把不需要的铜去掉，然后利用铜箔沿着线路

通电。起初，他利用电路板装配了一台收音

机，淘汰了当时常见的庞大配线系统。

铜是过去30年来数字革命中必不可少的

组成部分，随着电子产品销量飙升，对这种

金属的需求也增加了。几乎所有的电路板仍

然从粘合在绝缘板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做起。

阿特拉斯·科普柯为分布在全球各国的

铜矿工业提供设备，这些国家包括智利、澳

大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及赞比亚等。

1885年

芝加哥的家庭保险大楼是
全球第一幢摩天大厦

CH_fold_out.indd   40-43 11年9月22日   下午8:08



45   ACHIEVE 业绩 2011 www.atlascopco.com

到2014年冬季奥运会举办之时，俄罗斯黑海岸

边一个旅游胜地将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在筹备方面，

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升级。

文：LINAS ALSENAS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OLYMP STROY

索契是坐落在具有亚热带风情的黑海

沿岸俄罗斯小城，靠近白雪皑皑的高

加索山脉和野生生物密布的森林。随

着2014年冬奥会筹备工作的推进，这

个水疗胜地也成为欧洲最大规模的基

建项目。

索契的奥运会基建发展主要分为

两大部分：一个在山上，一个在沿

海。冰上项目在沿海的奥林匹克公园

举行，该公园包括大冰宫、马利冰

宫、总体育场、花样滑冰及短距滑冰

中心、速度滑冰中心、冰壶中心，以

及专设的新闻媒体村。而红波利亚纳

山将成为所有滑雪和滑行项目的地

点。比赛场地包括越野滑雪和冬季两

项中心、俄罗斯国家滑行中心、高山

为冬奥会做好准备

预计索契2014年冬奥会
的总基建成本达2,300亿
瑞典克朗（合230亿欧元），
使其成为夏季和冬季奥运
会历史上最昂贵的奥运会。

俄罗斯/基建发展

金属

奇迹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金属往往习以为常

了。《业绩》回顾这种材料的历史，反思它

对人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并引

述历史上一些了不起的例子，以示敬意。
文：NANCY PICK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ISTOCKPHOTO和GETTY IMAGES

美国发明家Elias Howe
于1851年获得“自锁扣”

的专利。

拉开这一页，了解更多

务。”项目涉及8个压缩空气装置和8个真空装置，每个均配

备多个压缩机、泵、过滤器和控制系统，以便为各幢大楼

提供医疗、外科和牙  科服务。项目还包括用于氧气、一氧

化二氮和二氧化碳供应的18个歧管控制面板。

BeaconMedæs的营销总监Mark Allen指出，“Siriraj

项目有点不同寻常，因为它只涉及气源设备，不包括用于

临床医 疗室出气口的阀门和警报器，而这些都是我们通常

为客户提供的总医疗气体系统的一部  分。但该项目也体现

了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适合其需要的定制解决方案。”

Allen表示，优质产品和售后客服是医院选择管道医疗气

体供应商所采用的主要标准。因此，Siriraj项目证明了

BeaconMedæs凭借优质产品和专业技术成为（并保持）为世

界各地医院设计、开发、供应和安装管道医疗输气系统的

领导者。�

� BeaconMedæs自2006年起已

成为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一员，是

设计、供应和安装管道医疗输气系统

的世界领导者。

公司通过40多个国家的本地和

区域经销商以及140多个国家的阿

特拉斯·科普柯客户中心开展业务。

BeaconMedæs在世界各地有4个

主要的生产厂。

在当前公司数百个项目中，超过

半数是为北美和英国医院更换老化

的管道医疗输气系统，正如营销总监

Mark Allen指出，“目前在发达国家，

没有很多新的医院在建。但是有越来

越多的需求，要对上世纪60及70年

代建造的许多医院进行系统更新。”

但最大和最赚钱的商机则来自近

年来获得大幅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

家，它们现在已有建造世界级医疗设

施的意识和财力。Allen说，“仅在中

国和印度，在建或规划新建的医院数

量实在惊人。我们正致力争取应得的

业务份额，凭着我们的声誉和网络，

我们有信心取得成功。”

BeaconMedæs营销总监Mark Allen

“该项目体现了我们有能力为客户提供
  适合其需要的定制解决方案。”

医疗气体系统对于向医院各处供应管道氧气、一氧化二氮、氮气、二氧化碳和医用空气是必不可少的。

供气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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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索契温和的冬天并非寒
冷（一月份5摄氏度），但奥
运会户外项目将在70公里
（即43英里）以外被大雪覆盖
的红波利亚纳山区举行。

滑雪中心、跳台滑雪场，以及单板滑

雪公园和自由式滑雪中心。此外，共

有47项包括机场、铁路、公路立交桥

和绕行公路的交通基建工程将于奥运

会开幕前完工。

几乎每一项基建工程都用到阿特拉斯•

科普柯的设备。承包商纷纷使用阿特

拉斯•科普柯的压缩机、发电机、凿

岩机和岩石加固系统来修建公路、铁

路、以及交通和工程隧道。

Bamtonnelstroy是俄罗斯最大

的建筑公司之一，擅长地下结构的

设计和建造。公司总工程师Sergey 

Polukhin说：“为了如期完成整个工

程，我们需要最新的创新技术。我们

从奥运会工程一开始，就配齐了阿特

拉斯•科普柯的设备。这些机器的高

生产率和精确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以Boomer钻机为例，它使

我们减少了80%的准备工作时间，而

且钻凿速度和质量也得到大幅提高。

这些设备特别适用于高加索山区极其

复杂的地质条件。”

索契的工程规模令人叹为观止。

该市将修建一条绕行公路以缓解道路

拥挤，这条公路将包括15座桥梁和

5条总长超过10公里（即6英里）的隧

道。新的公路系统将连接运动场馆和

风景区，方便奥运会参赛人员和游客

的出行。

俄罗斯建筑公司Mosty y tonneli

（意为“桥梁和隧道”）是阿特拉斯•科

普柯的重要客户之一，它正在修建奥

运会的主要公路/铁路客运线，连接机

场所在的索契Adler城区与山上旅游

区Alpika Service。铁路轨道将沿米

些母挞河铺设，旁边是一条新型双车

道公路。

大部分施工工程都是在高地的暴雨、

降雪、温差大幅变化等不利条件下

进行。Mosty y tonneli的总工程师

Nikolay Strugovshikov说：“处于难

以进入的高山偏远地区，设备可靠性

就成了首要因素。”在索契，用于喷

砂、清洗、喷漆和操作气动工具的压

缩机，超过70%都是阿特拉斯•科普

柯生产的。为建筑工地提供电力的发

电机，大约有50%来自阿特拉斯•科

普柯，以确保施工设备和工具的无缝

作业，并且保障照明、供暖和工人生

活的基本条件。

Strugovshikov说：“阿特拉斯•

科普柯的发电机24小时全天候运行，

确保电力供应不间断，只需按预订计

划作短暂的停机维护。同时，它们操

作简易，不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和人

力，这也是一大优势，因为我们总是

顶着时间的压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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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tonnelstroy总工程师Sergey Polukhin

对环境负责的奥运会

n 索契所有的施工工程都是根据质量、能源效率、环境

影响的国际标准进行的，以确保可持续的生产力。承接多

项奥运会工程的设计和建筑公司Mostovik老板Alexei 

Shishov说道：“我们所有的建筑工地都位于索契的自然

保护区附近。”

“作为索契本地人，我认为保护这些独一无二的生态系

统至关重要。建筑工程必须保护环境，使用高生态效率的

技术和材料是我们的责任。除了可靠性和能源效率外，阿

特拉斯•科普柯的设备也达到了最高的环保标准，并且帮助

我们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至于其它较为复杂的设备，阿

特拉斯•科普柯也提供额外的支持。

Bamtonnelstroy的Polukhin说：“阿

特拉斯•科普柯为我们的操作员提供特

别培训，操作高科技设备需要有这样

的培训认证。对于我们来说，优质的

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阿特拉斯•科普

柯的现场服务工程师总能亲临现场，

随时提供协助。阿特拉斯•科普柯的索

契分公司也备有持续运营所需的各种

耗材和零配件库存。”

新的基建设施将不仅用于2014年

冬奥会，同时也是对整个俄罗斯南部联

邦地区发展所做的长期投资。交通枢

纽现代化、基础设施升级、能源供应提

高，以及全新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将使当

地人民受益。总体上，约有200个新设

施将在奥运会闭幕后保留下来。n

“这些设备特别适用于高加索山区 

 极其复杂的地质条件。”

俄罗斯/基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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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加斯的儿童博物馆致力于为儿童传授科学知识，馆内

特设永久性的阿特拉斯·科普柯展品，展示了日常生活中

压缩空气的种种好处。
文：JEAN-PAUL SMALL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儿童博物馆致力于

在饶有趣味的氛围里教给孩子们科学知识。

在过去28年里，博物馆一直努力激发参观者

对多个领域的好奇心，例如生态、生物、物

理、天文和太空探险等。

每年都有20万来自拉丁美洲各种不同年

龄的参观者到此参与600多种实验和展览。

2010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委内瑞拉公司设

计并赞助了其中一项展览，让孩子们以互动

的方式了解压缩空气。

在高耸的“空气动力”展览中，孩子们轮

流进入一个6米高的“活塞”，这是一台小型

升降机，每次可将透明圆柱体里的6个孩子

提升起来。这些孩子代表了圆柱体内的空气

水平，被提升到活塞顶部后（模拟空气受到

压缩），他们就退出圆柱体，进入两个横向

的管子（相当于空气管道）。博物馆教育组的

Darwin Sanchez教授说：“这样的体验对孩

子们和普通公众都非常有吸引力。”孩子们从

空气管道出来后，更可以操作模拟空气动力

的各种不同应用，例如在街道上钻孔，或者

为F1赛车上紧螺帽。

为这项展览增加更多设备的计划也正在

筹备中。阿特拉斯·科普柯委内瑞拉公司传

讯经理Carlos Lisson说：“我们打算投放一

些电脑游戏，孩子们可以从中学到更多关于

压缩空气工作的原理。”

阿特拉斯·科普柯委内瑞拉公司也注意

到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展览的安全可靠，使

馆方无后顾之忧。阿特拉斯·科普柯通过这

样的社会活动，继续为当地社区及其教育事

业做出贡献。�

的提升
科学

孩子们在6米高的活塞里模拟
压缩空气（左图）。一个小女孩
发现了空气动力的诸多应用
之一（右图）。

社区参与/委内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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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艾滋病
在南非，阿特拉斯·科普柯致力于维护员工的健康 ——  

并因此而挽救了感染HIV的员工生命。
文：NaNcy PIck   图：Getty ImaGes和阿特拉斯·科普柯

2009年，Johannes 

Rapula Phetoe觉得乏

力，没有胃口。他说，

他感觉“一切都不对劲。”

当时，Phetoe已经

为阿特拉斯·科普柯工

作了一年。化验结果显

示，他是艾滋病病毒

（HIV）阳性带菌者。“他

们检查了我的CD4，”这

是一项关键的白细胞数值。“只有13。”正常

数值是每立方毫米500至1,500个白细胞。

这意味着Phetoe的免疫系统遭到了严重

损害。但是，曾经获奖的阿特拉斯·科普柯保

健计划立即发挥作用，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目前，Phetoe已返回工作

岗位，并且感觉良好，CD4数值也超过250。

现年34岁的Phetoe已婚并有一个6岁的

女儿，他表示，“如果我在其它公司工作，

说不定现在已不在人世了，我非常感谢阿特

拉斯·科普柯。”

在南非，HIV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估

计有500多万人受到感染。2001年，阿特拉

斯·科普柯决定采取行动，推出HIV/AIDS计

划。到2004年，几乎每位员工都接受了化验。

位于约翰内斯堡的集团人力资源经理

Wendy Buffa-Pace表示，“培训人员都非常

好，使员工们感到放松，而我们的董事总经

理也以身作则，第一个做了化验。”

该计划由第三方供应商Reality Wellness

提供每年两次的化验，化验结果严格保密。

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研讨会、防范意识培

训视频等多种形式，不断教育员工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Buffa-Pace说，“在每个厕所

隔间门后都有宣传海报，而且我们还在所有

洗手间里免费发放避孕套。”她自2003年起

参与该计划，并一直对此非常热衷。

这些工作带来了惊人的成效。迄今为

止，化验结果呈HIV阴

性的每一位员工仍然

保持阴性。同时，有

8.4%的新员工（最近一

次统计）化验结果呈阳

性。他们及其配偶均持

续接受心理辅导和一切

所需的药物治疗。

该计划已收到了

大量的正面反馈。在

2009和2010年，阿特拉斯·科普柯因“最佳

工作场所计划”获得了瑞典工作场所HIV/

AIDS防治计划（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

区）的成就奖。公司的努力也带来了经济效

益，使阿特拉斯·科普柯因减少病假和员工

流失而节省了资金。该计划的成功促使公司

打算将其推广到其它国家。

现在，Johannes Phetoe有了自己的日程计

划。“我希望教育别人去接受化验，”他说。

“一些员工害怕化验。他们认为，一旦化验

结果呈阳性，就意味着死亡。但这并不正

确。HIV不会致死。”

没有任何人能提供更好的证明了。n

n 阿特拉斯·科普柯并非唯一致力于阻止HIV 

在非洲传播的公司。至今，已有50多家企业 

参与了瑞典工作场所HIV/AIDS防治计划，例

如山特维克津巴布韦公司、沃尔沃南非公司，

以及爱立信肯尼亚公司等。

位于约翰内斯堡的集团人力资源经理

Wendy Buffa-Pace表示，“对于推行HIV/

AIDS计划，也有商业上的理据：这样做能促进

并确保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

伸出援手的企业

从左至右：
阿特拉斯·科普柯集
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onnie Leten、约
翰内斯堡集团人力资源
经理Wendy Buffa-
Pace，以及赞比亚人
力资源经理Michael 
Mwanangombe。

南非/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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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其它公司工作，

说不  定现在已不在人世了。”
阿特拉斯·科普柯员工Johannes Rapula Phetoe

南非共有560万受感染人口，HIV
带菌者人数比世界其它国家都要多。

� 员工人数：1,025

� 部门：主要从事产品销售和支持。这些部门包括

压缩空气和气体设备、发电机、建筑设备、采矿

设备和工业工具等。阿特拉斯·科普柯Secoroc

则制造钻岩工具。

� 地点：分布于南非各地24处。

� 历史：1892年，Delfos兄弟在比勒陀利亚建立

了工程业务。1947年，Delfos与瑞典公司阿特

拉斯柴油公司建立联盟，最终成为阿特拉斯   ·科

普柯南非公司。1998年，公司将主要办事处迁

至约翰内斯堡附近的Witfi eld。

阿特拉斯·科普柯南非公司简介
新的视频体现了阿特拉斯·科普柯在

南非HIV/AIDS防治工作方面所做

的努力，并将重点放在宣传HIV是

可以治疗的，而且企业能从员工的健

康投资中获益。详情请查阅www.

atlascopco.com/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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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秘笈

印度Saurashtra化工公司投资于阿特拉斯·科普柯的新

技术和节能方案，以挑战国际竞争对手  。海水淡化厂是

公司为纯碱生产寻求具有更高可持续性和竞争力解决方

案的重点之一      。
文：SUSANNA LINDGREN   图：GETTY IMAGES和阿特拉斯·科普柯

化工秘笈化工秘笈化工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一个名为博尔本

德尔的海  滨城市由于是圣雄甘地的诞

生  地而闻名于世。拥有2,000多名员

工的Saurashtra化工公司就在那里，

其规模堪称世界同类工厂之最。

在印度，90%以上的纯碱均产

自阿拉伯海沿岸地区。由于印度缺少

生产纯碱的自然资源，该国工业界面

临着极大的压力，必须依靠一种需要

利用昂贵原材料的合成生产工艺，因

此与国际价  格相比（特别是中国进口

货），这抬高了生产成本。为了保持竞

争力，并达到粉尘排放和污水处理标

准，Saurashtra化工公司采用了致力

节能和开发新技术的策略。

为此，公   司作了重大技术投资，包括基

于污水废热回收的海水淡化厂、可减少

石灰石和焦炭使用的现代石灰窑、一个

自备发电厂和一台无油螺杆压缩机。

“这些投资既节能，又减少了污

染，”Saurashtra化工公司负责维护的

总经理Deoki N. Sharma表示。

纯碱生产工艺每天需要大约

8,500立方米的水用于生产及冷却塔

循环。“脱盐工艺降低了我们对淡水

的依赖，” Sharma说。“目前，只有

40%的水来自当地的淡水湖。”

其余的水则来自阿拉伯海。海水多级

脱盐工艺需要对蒸馏工艺流出的110˚C

污水进行冷却。通过收集蒸汽，工厂

可获得1,820立方米的冷凝水供应。

印度/可持续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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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秘笈

� 纯碱（碳酸钠）主要用于洗涤剂，在玻璃和硅酸盐行业

也会用到。印度的纯碱生产采用Solvey工艺（也称为氨

碱工艺），需要使用盐、石灰和焦炭。氨被用作工艺中的

中间载体催化剂。

� Saurashtra化工公司于1959年在印度古吉拉特邦

博尔本德尔市创办，主要生产纯碱，其它产品包括用于

烘培食品的发酵粉（碳酸氢钠）和医药公司使用的液态溴。

� 博尔本德尔工厂使用的海盐和石灰来自当地，但焦炭

主要从中国进口。

空气供应

� 过去，印度Saurashtra化工公司有许多往复式空

气压缩机。当公司于1995年安装了首台阿特拉斯·科

普柯的压缩机后，这成了印度第一台无油压缩机。

� Saurashtra化工公司需要清洁、无尘、无油的商

用干燥空气，以确保检测仪器和气动输送系统的无故

障  运行。自2010年起，一台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

就足以为整个工厂供应空气。

“这些投资既节能，又降低
 了污染。”
  Saurashtra化工公司负责维护的总经理
   Deoki N. Sharma

为了提升可持续生产，另一项重大投

资是工厂内部设计的吸氨器，每天吸

氨能力达1,200吨。自备发电厂也提

升了这一工艺的自给自足水平：原先

的低压锅炉（按照制造工艺的30巴压

力最低要求生产蒸汽）被高压锅炉和涡

轮机（以105巴压力生产蒸汽）所取代；

多出的能源用于为工厂供电。

Saurashtra化工公司的最新投资之

一是节能无油螺杆压缩机。Sharma

解释说，“检测仪器是任何现代化工

厂的心脏，而清洁、无尘、无油的商

用干燥空气是仪器和气动输送系统所

必需的。”他表示，在安装新压缩机之

前，空气的质与量常常会出问题，造

成大约25%的生产损失。

他补充道，“自从2010年安装了

新机后，工厂稳定了下来，因空气造

成的仪器故障也几乎为零  。”�

纯碱简介

Saurashtra
化工公司的规模
堪称世界同类
工厂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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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JEAN-PAUL SMALL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GETTY IMAGES和ISTOCKPHOTO

对外交流
小贴士

阿特拉斯·科普柯支持多元化发展和内

部人员流动，其遍布全球的职位均对所

有胜任的员工开放。人力资源和组织发

展高级副总裁Jeanette Livijn说：“外派

工作和项目市场是集团中最有价值的工

作程序之一。它为加强管理资源提供了

平等的机会和国际人才。”《业绩》向全

球各地若干优秀员工提出了有关其海外

工作经历的三个问题。

1  在南美，业务关系是‘垂直的’，也就是说各

种决定、沟通和商业目标均由一连串刻板的命令

所规定。可是在这里我所看到的是，即使领导人

很容易让人看得出来，但是人们之间的互动还是

比较“扁平的”，这样更便于大家分享目标，以

及轻松地进行沟通。

2  我在这里看到大家都很尊重别人的时间，遵

守时间表的安排，没有迟到的余地。这就需要组

织好自己的时间，而我们南美洲人通常缺少这种

习惯。

3  一定要准时。要了解总体情况，参加会议前

要做好详细准备，以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反馈。

MARIO SANTILLÁN
祖国：秘鲁
东道国：瑞典
职衔：产品经理

1  瑞典和坦桑尼亚两国的文化都有比较强烈的

求同存异倾向，认为每个人的看法都值得考虑，

这让我感到很惊奇。

2  瑞典人往往会在启动新项目前做出细致的计

划。不过这种做法在这里行不通，因为一定会

在项目期间碰到各种未预料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问

题。解决问题是我离开时能带回去的一种技能。

3  要多花点时间建立人际关系！你将来是需要

帮助和支持的，而朋友和有业务往来的人就是获

得帮助和支持的唯一途径。

LINA JORHEDEN
祖国：瑞典
东道国：坦桑尼亚
职衔：业务总监

2  2  瑞典人往往会在启动新项目前做出细致的计瑞典人往往会在启动新项目前做出细致的计

划。不过这种做法在这里行不通，因为一定会划。不过这种做法在这里行不通，因为一定会

在项目期间碰到各种未预料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问在项目期间碰到各种未预料到而又必须解决的问

题。解决问题是我离开时能带回去的一种技能。题。解决问题是我离开时能带回去的一种技能。

3  3  3  3  要多花点时间建立人际关系！你将来是需要要多花点时间建立人际关系！你将来是需要

帮助和支持的，而朋友和有业务往来的人就是获帮助和支持的，而朋友和有业务往来的人就是获

得帮助和支持的唯一途径。得帮助和支持的唯一途径。

展望/全球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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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工作和项目

  市场是集团中最

  有价值的工作程

  序之一。”
    人力资源和组织发展高级副总裁

    Jeanette Livijn

1  主要的相似之处是客户对阿特拉斯·科普柯产

品的需求，这些产品可提升客户的生产效率。区

别和挑战是如何向当地客户推销我们的价值定位。

2  这促进了自我了解，让人学会如何适应不同

的环境。现在我已变得更有耐心，做出决定之前

我都会努力去了解一切情况。

3  让自己值得人们信赖。信守诺言，不要低估

任何人。

IRFAN OZCAN
祖国：土耳其
东道国：肯尼亚
职衔：国家经理

1  比利时人重视休假时间，这是一大区别，我

认为这种做法很健康。在美国，休假时间就少很

多，即使人们在休假，仍有可能承受很大压力。

2  我们的客户遍布全球，他们的期望多种多样，

如果我们继续比别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就需要达

到同样多样化的平衡。

3  如果产品不够环保、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那么美国人就很难在比利时开展业务。比利

时致力于管理环境影响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ELLEN STECK
祖国：美国
东道国：比利时
职衔：传播与品牌副总裁

1  在我这种来自塞尔维亚等小国的人看来，一

个不同之处是业务所涉及的大笔金额。但另一方

面，缺少资金也会迫使人们突破思维窠臼，发挥

创造力。

2  有一样东西与众不同，那就是耐心；这里的

人都会耐心地倾听他人意见，因为总会有一种更

好或更合适的做事方法。

3  要保持开放心态，这样就能用新的体验来充

实自己。外派员工到不同的国家，从而带来新的

观点。

STEVAN TOPALOVIC
祖国：塞尔维亚
东道国：澳大利亚
职衔：业务线经理

1  捷克人都非常守时，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印度，人们并不特别重视准时赴约。

2  要把欧洲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应用到在印度这

个经济活力十足的地方并非易事，但是我一定会

努力尝试。另外，我也会尝试营造轻松的工作氛

围，让大家彼此都能以直呼其名的方式相待。

3  要尽快学会捷克语！

SANJAY AHUJA
祖国：印度
东道国：捷克共和国
职衔：总经理

祖国：印度

职衔：总经理

1  在阿特拉斯·科普柯集团，我们遵守‘the 

Way’，也就是说在各个地方如何开展日常业务

的方式。不过在不同国家，人们的行事方式还是

不一样的。

2  要重视员工培养，以确保他们在不同国家之

间调动时的持续性。

3  要有耐心，了解你将面对的业务环境。灵活

处事，与业务伙伴直接联系。切记要以书面方式

将所有的承诺写下。要了解仲裁过程。

FRANS VAN NIEKERK
祖国：南非
东道国：智利
职衔：业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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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煤层气
在中国北部沁水盆地深处的煤矿里，

发现了含气量大于一万亿立方米的
储气带。阿特拉斯·科普柯的设备正

在协助以减小环境影响的方式开采

这些资源。
文：MARK CARDWELL   图：阿特拉斯·科普柯和GETTY IMAGES

无论是煤炭的生产还是消费，

中国都超过全球其它国家。这

个亚洲大国约70%的能源需求

要靠煤炭来满足。今后10年

里，预计中国将会新建多达50

座煤电厂，才能满足其巨大的

能源需求。

然而煤炭的缺点是，它是

最不清洁的化石燃料。中国的

绝大部分温室气体都是由煤炭

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迫

切开发和应用各种减排方法（譬

如通过开采煤层气来生产能

源），以及为什么一家企业使用

先进的开采方法后，在中国最

大的产煤区引来了众多关注。

沁水盆地坐落在中国北部

的山西省，盛产煤炭和甲烷，

而甲烷是采煤过程的天然副产

品。该煤层气的位置属于中等

深度，含气量高。

多年来，在该地区开采、收

集和运输甲烷的企业一直依赖当

地制造的传统桅杆型水井钻机。

但在2008年，当沁水蓝焰煤层

气有限公司从全球领先的工业

生产效率解决方案供应商采购

了一整套最先进的潜孔气钻设备

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

易有限公司移动动力部市场产

品经理沈江说：“客户面临的主

要挑战是，他们需要煤层气钻

探的总体解决方案，而不只是

单个空压机、增压机、钻机或

钻具。”

除了一台阿特拉斯·科普柯的

RD20车载钻机外，沁水蓝焰还

购买了与之匹配的阿特拉斯·科

普柯移动式空气压缩机。新设

备使公司能在5、6天内完成400

到500米深的钻井，相当于传统

钻机三分之一的时间，从而使

钻挖速度提高300%，并降低三

分之二的劳动力成本。空气钻

井系统也显著降低了采矿的环

境影响。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

黄河流经山西省境内，
形成了壶口瀑布。

中国/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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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蓝焰（国有晋城煤业集团的

本地子公司）购买了第二台阿特

拉斯·科普柯车载钻机和移动式

空气压缩机。公司还同时订购

了70公斤的“飓风”  增压机，用

于700-800米深的煤层气钻井或

有大量地下水涌出的场合。

对客户来说，这一改变意

味着既提高盈利能力，也有助

于开发优质清洁能源，减少有

害气体的排放，并用于生产汽

车、房屋和工业所需的电力和

燃料，以及氨、甲醛和甲醇等。

这是公司有能力满足工业合作

伙伴需求的另一个例子。沈江

说，“我们遵守对客户的承诺。

客户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仔

细聆听他们的需求。”�

双赢技术

�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沁水蓝焰购买阿特拉斯·科普柯

生产的车载钻机和空气压缩机

是其在2008年作出的一项明

智的商业决定，它既提高了生

产效率，也降低了劳动力成本。

无论是从生态还是从人类的角

度看，应用空气钻井技术都具

有意义，因为它比传统方法提

高了70%的速度和效率，也减

少了采煤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以

及现场工人所受的压力和危险。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移动动力部市场产品经

理沈江说：“这样参与各方都是

赢家。”

“无论是从生态还是从人类的角度看，

 应用空气钻井技术都具有意义，

 因为它将速度和效率提高了70%。”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移动动力部

  市场产品经理沈江

车载钻机可独立操作、适应性
强，并且功率强劲，  适用于注
重生产力和效率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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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漪效应

如今有超过10亿人享用不到清洁水，25亿

人生活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环境里，这些数据

令人吃惊。每年，近200万人死于因痢疾而

导致的脱水。每15秒，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疾

病，而这完全可以通过改善水质来避免。因

缺水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死于肺结核、疟

疾和艾滋病的总人数。

27年前，在相似的严峻形势下，阿特

拉斯·科普柯员工发起了Water for All慈善

组织，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清洁的饮用

水。目前该组织有逾4,000名成员，秉持“清

洁水是一项人权”的指导方针。资金来自于

员工的自愿捐款，然后审慎地分配给当地合

作组织，以便在缺乏安全饮用水的国家凿井

或保护天然水井。 

从项目一开始，阿特拉斯·科普柯便

按员工的捐款，认捐同样金额的善款，为

Water for All提供资金支持。不过，从2011

年1月起，集团以双倍于员工捐款的金额，

作为其机构认捐善款。这样，在一年时间

里，每个月花费5欧元便能为30多人提供可

持续的饮用水。“每笔捐款金额再增加两倍

将获得显著的效果和更大的益处，”Water for 

All瑞典分会主席Mikael Lorin说道。

尽管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三被水覆盖，

然而只有极小部分是淡水，而可供人类

安全饮用的水就更少了。缺水是一个

严重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由阿特拉斯•科普柯员工发起的慈善组织Water for All正                 在尽力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展望/water for all

文：JEAN-PAUL SMALL   图：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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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援助

� Water for All在缺水、污染、旱涝灾

害最严重的国家开展工作。截至目前，在

Water for All的帮助下，亚洲、南美洲和

非洲逾100万人享用上了饮用水。

2011年1月，Water for All推出了自己的

网站water4all.org。网站上以7种语言介绍

有关该组织、合作伙伴和当地项目的各种信

息。然而，即便有了新网站和总部的额外捐

款，Water for All仍继续寻找完善项目运作

的方法。Lorin说，“许多事情还有待改进。”

最终，Water for All致力于增加会员

人数，以便更好地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

Lorin表示，“如果我们能传递这样的信息：举

手之劳就能带来巨大改变，并让捐赠者知晓善

款的使用情况，我相信会员人数将会大增。”�

由阿特拉斯•科普柯员工发起的慈善组织Water for All正                 在尽力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清洁水是
 一项人权。”

缺水迫使人们依赖不安全的水源，作为饮用、洗澡和清洁等用途。

更多内容，敬请登录：

water4a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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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一家大型公司而言，要保持共同的企业文化并确保所有

员工都朝同一个目标努力，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尤其是当

管理人员有40种国籍、遍布80多个国家、运营业务大相径庭

时，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就是为什么阿特拉斯·科普柯每隔

几年都会举办一次集团活动（Group Event）的原因。
文/图：阿特拉斯·科普柯

全球聚会

今年6月，大约500名阿特拉斯·科普柯管

理人员齐聚斯德哥尔摩开会，讨论的主题

是：如何通过加强以客户为中心，确保阿特

拉斯·科普柯实现First in Mind — First in 

Choice®
（第一印象，第一选择）。与会者的

另一项使命是：彼此互动和学习 —— 正如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onnie Leten所说，“有

尊严地偷偷学。”

Leten说：“我们以这种方式聚会，是因

为所有事情都是靠人去做的。如果人们能够

互动并彼此了解，就能发挥最大作用。将一

个全球性和分散管理的机构领导人召集到一

起，确实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以

加强对阿特拉斯·科普柯未来愿景的认识，为

公司的今天和明天找到各种优先发展领域。”

管理人员在国籍和性别方面的多样性是

优先考虑的工作之一，而与会人士本身就足

以证明这一点。Leten说，要保持公司高水

平的业务能力，重视多样性和内部流动性很

有必要。n

展望/集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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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首席执行官均借助《The Atlas Copco 
Book》来宣传公司价值观，以及集团的总
体使命和愿景。在2011年的集团活动中，
Ronnie Leten（上）提醒大家了解这本书的
核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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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减少能耗

文：JEAN-PAUL SMALL   图：PROAUTOSPORT.KZ

达喀尔拉力赛

是世界上最

艰苦的野外耐

力赛之一。
赛段一个接着

一个，参赛者驰

骋于山岳、峡谷、

沙漠和沿海地带，

誓夺梦寐以求

的奖杯。

挑战极限

� 几年前，KAMAZ委托阿特拉

斯·科普柯对其生产厂进行评估。俄

罗斯ZAO阿特拉斯·科普柯的业务线

经理Andrey Martynov表示，“我

们检查了KAMAZ的能耗情况，并在

此基础上，推荐使用 可提供最佳    解决

方案的设备。” 于是KAMAZ改用了7

台新的阿特拉斯·科普柯ZH压缩机组。

Shigapov说，“它们应用了最先进的

技术、高科技空气压缩装置，以及高

效率的控制系统。”

分散式压缩空气供应系统是阿特

拉斯·科普柯所  推荐的节能要素。工厂

安装了新型节能ZH系列压缩机和FD

制冷剂干燥机。7台全新的压缩机组从

总体上帮助KAMAZ大幅减少了能耗。

先进的能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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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极限

最近举办的达喀尔拉力赛是有纪录以

来第32届。而2011年是该赛事连续第

三年穿越阿根廷  和智利变化无常的地

形。500多辆轿车、摩托车、沙滩车

和卡车在风景优美的9,500公里赛程

中你追我赶，争夺霸主地位。

2011年拉力赛的终点是布宜诺斯

艾利斯，卡车组由俄罗斯的Vladimir 

Chagin   夺冠，并创下了第7次冠军纪

录，成为该赛事在一项类别中最成

功的驾驶员。他的座驾是KAMAZ

卡车，这并没有让人感到惊讶；

KAMAZ汽车已创下10次获得达喀尔

拉力赛卡车组冠军的纪录。事实上，

在2011年卡车组的5强中  ，前4名都是

KAMAZ卡车。

在KAMAZ无与伦 比的成就背

后，到底有什么秘密呢？优秀的驾驶

员和强大的支援团队显然都是必需

的。然而，KAMAZ卡车的长期霸主

地位看来还得归功于他们持续不断的

技术改进  和创新设计。虽然一般生产

型号是参赛KAMAZ-Master卡车的

基础，但是  这些汽车并不是在普通装

配线上组装的；它们是在专门的工厂

里，使用阿特拉斯·科普柯压缩机制

造的，并在组装的不同部分使用阿特

拉斯·科普柯工具。

最初专为苏联军队生产的首批

KAMAZ汽车于1976年从俄罗斯鞑靼

斯坦的卡马河畔切尔内主装配线上驶

下。如今，KAMAZ重载车型出口至

世界各地，包括东欧、拉丁美洲、中

国、中东和北非等。拥有70,000多名

雇员的KAMAZ目前是俄罗斯和独联

体（CIS）最大的卡车生产商。该公司也

是世界排名第八的柴油发动机制造商。

在卡马河畔切尔内的KAMAZ工

厂，为达到严格规定而准备的大部  分

工具均由阿特拉斯·科普 柯供应。

“数十年来，世界级的阿特拉

斯·科普柯设备（压缩机组、气动工

具、气动和电动工具）最佳地满足了

我们的生产需要，” KAMAZ的副总经

理兼技术总监Islamgarey Shigapov表

示。“我们与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合作

非常重要。”

就在KAMAZ沉浸于拉力赛冠军

车制造商美誉之际，公司还有更多成

绩。目前的产品组合包括40多种卡车

型号，可根据不同配置提供50种基本

改装方案，更何况还有各种挂车、巴

士、拖拉机、发动机和动力装置等。�

坚固无比

KAMAZ-Master是专为穿越无法进入的地区

而特别制造。该车适用于温度波动极端（-30°C

至+50°C）的气候带，其坚固的设计是达喀尔

拉力赛等野外挑战赛的完美之选。

从阿根廷穿过智利，进入秘鲁
后再折回，这项分13个赛段的
2011年达喀尔拉力赛提供了
惊人的美景和无与伦比的越野
驾驶体验。

拥有70,000多名雇员的KAMAZ目前是
俄罗斯和独联体（CIS）最大的卡车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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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村落本地世界
满足所有需求

遍布全球
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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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展才华的抉择

您的机会来了。凭着140年的历史，阿特拉斯·科普柯一直处于可持续工业发展的前沿。我们是电动

工具生产效率及人体工程学领域的先驱。我们的先进技术不断推动全球采矿企业实现机械化。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压缩机帮助各个行业节约能源，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简言之，我们不断进取，并设立新

的标准。

这一切是如何达到的？答案是：我们的员工。人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是他们带来了变化。阿特拉

斯·科普柯的企业文化以忠诚和合作为基础，我们重视您的专业发展。您是唯一对自己的成就设定极

限的人。反过来，我们信任您能为公司的成功负起应有的责任。

目前，正是这种企业文化激励着遍布五大洲逾3万名员工为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客户提供服务。

您能一展所长。请登录www.atlascopco.com/careers，了解阿特拉斯·科普柯的各种工作机会。

Jobba med utmaningar i världsklass

Hur skulle du förenkla styrningen av en gruvlastare?
I Diavik, Kanada, är tusen personer i arbete – oavsett tid på dygnet. Systemet för fjärrstyrning gör att fler av 
dem kan arbeta från kontor på ytan, istället för att befinna sig på plats flera hundra meter – ibland kilometer  
– under jord. Tidigare system krävde att man var tvungen att ha viss sikt och översyn nere i själva gruvan, 
men med det nya systemet kan många moment köras helt utan mänsklig inblandning. Det har bland annat 
medfört att man kan gå från gruvdrift i form av dagbrott till underjordsutvinning. Tekniken gör det med 
andra ord möjligt att styra Scooptram-lastarna, som byggs i Örebro, från valfri plats och de kan köras helt 
automatiskt i de flesta moment. Det är också ett led i skapandet av framtidens gruvor. Det här är bara ett 
exempel på en utmaning inom gruvdrift som vi inom Atlas Copco-gruppen arbetar med.

Förutom teknik i världsklass och ett världsomspännande företag, erbjuder vi spännande utmaningar för dig 
med rätt driv. Du skapar själv din karriär och har stora möjligheter att få arbeta med det du vill – kanske rent  
av i ett annat land? Du får snabbt stort eget ansvar och får chansen att visa vad du går för. Samtidigt som 
vi gör vad vi kan för att hjälpa dig hålla balansen mellan arbete och fritid. För du vill ju inte bara ha ett bra 
jobb, du vill väl skapa dig ett bra liv? Läs mer om oss på www.atlascop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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