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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伊始，福伊特进行了几项重大变革—在这关键的一
年，我们必须和衷共济，携手共度转型，推动福伊特的持续
发展。在今年2月和3月的地区会议上，公司管委会已就将要实
行的措施与各地区管理层进行了沟通。您可以在福伊特150+
版块阅读详细内容。

回顾过去一年的成就，福伊特正通过变革朝着更好的方向昂
首向前。订单的增加、公司及员工所获得的奖项，培训中心
和生产基地的建立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按照传统，我们将过
去一年的成绩记录在年初的《REPORT》中。

在工作现场版块，您将了解到福伊特的成本工程部是如何通
过分析和优化生产成本，帮助公司和客户实现更大价值。本
期的工作现场版块还将为您带来关于福伊特驱动在印度海德
拉巴建立新的齿轮装置生产基地，以及福伊特工业服务为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提供服务的报道。里程碑版块将向您介绍福
伊特为欧洲最先进的抽水蓄能电站贡献水电技术，并解释夏
芬伯格车钩的作用原理。全景栏目将带您一览福伊特位于印
尼加拉旺的造纸生产设施。

最后，我谨代表传讯部全体同仁，衷心祝愿大家在阅读本期
杂志中收获快乐。

 
此致，

Lars A. Rosumek
福伊特集团企业传讯高级副总裁

编者按

亲爱的福伊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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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

24 2015福伊特集团地区会议 
—构筑信息交流平台

 全球 2015地区会议上，福伊
特管理委员会成员描绘福伊
特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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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卓越福伊特推行中
 全球 准备就绪，卓越福伊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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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与通
用汽车的合作长达30余年—
而今，第19和20家通用汽车生
产厂纳入双方合作范围。

34 工程技术，公共运输业的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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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介绍福伊特位于
印度尼西亚加拉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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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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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萨哈林斯克 俄罗斯国有铁路公司RZhD将投入共计32辆双机机车用
于在太平洋撒哈林岛运输煤碳和其它原料。目前，首辆该型号机车已经
投入使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机车制造商Sinara Transport Machine
负责制造轨道车辆。每辆TG 16M 系列车将配备两套福伊特组件，这些
组件包括 L530 breU2驱动装置、冷却装置以及BR 152和BR 199系列
高弹性车钩。

该批机车的冷却装置采用了被誉为“静音通风”的高性能风扇装置，以
及轻盈小巧的双段式散热器，确保在最有限的空间内发挥最大冷却性
能。高弹性车钩使临界固有频率低于操作转速，因此提高了整个传动
系的使用寿命和可用性。涡轮驱动装置是其核心部件，配合福伊特驱
动控制系统，可产生较高的牵引力，并在1000至1700千瓦的性能范围
内达到最佳效率。

相较于RZhD 在撒哈林岛迄今已使用45年的机车，新的机车牵引机的
性能要高出约40％。新型机车在小岛首府南萨哈林斯克和霍尔姆斯
克海港之间运行，该路段坡度高达3％，无疑佐证了福伊特组件的卓
越性能。

在双机机车投入日常使用前，操作人员将在未来数月对该系列机车进
行各种测试和认证，包括检测速度和载重能力。

各界人士均对新机车的顺利运行寄予了期许和祝愿。南撒哈林大主教
在12月底的新车落地典礼上给予祝福。//

第一辆TG 16M型双机机车已在撒哈林岛投入运营。俄罗斯国有铁路公司将投入共计32辆搭载福伊特技术的新车升级现有车队。

简讯

更强、更快、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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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新水电项目提高竞争力

福伊特水电总裁Roland Münch博士在海德海姆做演讲。

海德海姆 “我们必须赢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这是福伊特水电管理委员会主席Roland 
Münch博士在去年秋季召开的水电集团会
议上，向与会者传达的重要信息。作为三年一
度的水电集团会议，本届会议聚集了福伊特
水电全球近200名管理人员，共同讨论未来
发展策略和当前项目。

与会代表全面讨论了水电集团当前行动计划，
包括全新的自动化策略、卓越运营（OPEX）
计划、以及加大服务业务等。本届会议的焦
点议题包括福伊特水电要建立更明确的客户
导向方针、发展项目驱动型业务、并且在全球
范围内更好地展开合作。

为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改革在所难免。对
于即将面临的艰巨任务，福伊特集团首席执
行官赫伯特•林哈德博士表示：“我们必须团结
一致，付出更多努力，挑起更重的担子。但我
坚信，我们所有的付出终将为下一代福伊特
人奠定良好的基础。” //

开发能源，造福后代
加拿大 加拿大能源供应商Monitoba水电局已
经委托福伊特为Keeyask水力发电站提供设
备。福伊特将为Monitoba省尼尔逊河下游的
水电站设计、提供并安装七套的垂直螺旋桨
式水轮机组。Keeyask水电站将于2019年投
入运营，装机容量约达695兆瓦，年平均发电
量达 4,400 千瓦时，成为Monitoba省第四大
发电站。

“参与建设这一新的水力项目，福伊特感到非
常骄傲，”加拿大福伊特水电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Bill Malus说，“特别是，能与四个‘第一民族’
群体（First Nations）共同开发这座水力项目，
并肩为现世百姓和后世子孙的长期能源供应
做出贡献”。

在加拿大，“第一民族”指原住民群体。Tatask-
weyak Cree Nation、War Lake First Nation、
York Factory First Nation和Fox Lake Cree 
Nation这四个“第一民族”都将参与Keeyask
电站的建设。 // 位于尼尔逊河流域的Keeyask发电站水电厂。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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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驱动
新任董事总经理
克莱斯海姆 Cornelius Weitzmann成为福伊特驱动电力石油与天然气
业务的新任董事总经理。前董事总经理Matthias Grawe已于3月31日
离职。Weitzmann先生曾担任福伊特造纸织物辊子系统业务欧洲、中
东和非洲地区（EMEA）总裁和福伊特造纸EMEA地区总裁。

Weitzmann先生于2007年加入福伊特，先后担任美国福伊特造纸高
级副总裁，福伊特造纸织物辊子系统业务全球运营高级副总裁。自
2011年起，他被任命为福伊特造纸织物辊子系统业务EMEA地区总裁
和福伊特造纸EMEA地区总裁。如今，他将在福伊特驱动开启新征
程。//

深化合作
拓展业务
英国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继续加强与英国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
的业务关系。多年来，福伊特为捷豹路虎位于Solihul l、Castle 
Bromwich和Halewood三地的生产基地提供多种服务；今后，福
伊特将扩大与其合作范围，增加700多名员工为其提供包括供电、
加热系统、通风和空调设备等的维护服务。同时，福伊特也将负
责维护清洁、办公室清洁、废物管理和楼宇管理等设施管理服
务。

与捷豹路虎签立的新合同是福伊特与该公司合作的又一里程碑。
除 此 之 外 ，福 伊 特 工 业 技 术 服 务 近 日 与 捷 豹 路 虎 位 于
Wolverhampton的发动机装配厂达成设施管理服务协议。 //

新纪元
上海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受托为某汽车行业一级
供应商提供为期三年的生产设备维修维护服务。

去年11月，福伊特派遣一支25人组成的团队，为该
客户提供多样化服务，包括预防性维修维护、应急
性维修维护、在线电气及机械部件更换、离线维
修维护、设备大修/重构、备品备件管理和文档管
理等一系列定制服务。

中国的汽车需求量仍呈上升势头，市场对供应商
缩短交货周期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寻找一家
能够确保流程稳定、工作安全和提供较高生产力
的服务供应商对汽车行业供应商来说尤为重要。

福伊特正是他们寻找的目标。福伊特拥有专业的
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各大汽车
产业巨头如一汽大众的可靠合作伙伴，这也是赢
得这一新订单的重要原因。//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与某汽车行业一级供应商签订了三年的生产设施维修维护合同

Cornelius Weitzmann
成为福 伊 特驱动电 力石
油及 天 然气 业务董事总
经理。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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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
更快
更灵活
尼克拉斯多夫市 奥地利Niklasdorf的特种纸
生产商Brigl & Bergmeister已委托福伊特为
Niklasdorf PM 3纸机提供SpeedSizer施胶
机和无接触烘干机。改装工作将于今年夏天
启动。这次改装工作只是全面改造计划的第

一步，该计划旨在全面提升生产线质量和速
度，使软包装纸和标签纸专业生产厂家从中
获益。

由于PM3纸机需要生产多种湿强标签纸 系列，
因此施胶机需要满足多项要求。由于要使用
多种涂料冷却剂，因此要求施胶机具备较高
灵活性，以便实现优良的纸张品质。福伊特
的SpeedSizer施胶机可以有针对性地调节
技术参数，以满足各种规格要求。

为了确保改装效果，福伊特在签定合同前已
经在试验机上测试了整个流程，过程包括
SpeedSizer施胶机，离线涂布机和超级压光
机。//

捐献爱心 拯救生命
海德海姆 福伊特6名员工向白血病患者捐献了骨髓和干细胞，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为
此，德国骨髓捐赠库（DKMS）在去年10月向他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几年来，福伊特员工在
海德海姆、克赖尔斯海姆和萨尔茨吉特等福伊特工作所在地，参与了DKMS的干细胞配
型活动，并在捐赠库中进行了登记。Michael Gramann 是福伊特造纸海德海姆的操作工
程师。作为其中一名干细胞捐赠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参与配型并捐献干细胞对
我来说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我是患者，我也迫切希望得到骨髓或干细胞捐赠。重获生命的
希望比什么都重要”。//

NIPCO辊子
的使命
海德海姆 纸幅厚度不一的情况总令造纸厂
头疼不已，因为横幅厚度越不均匀，卷绕时
纸幅拉伸过度或撕裂的概率就越大。40年前，
福伊特推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Nipco横向
辊 子。它 可以 显著 纠 正横 幅 方向 的 偏 差 。
Nipco辊子诞生于1974年，被用于纸机的压
榨部，此后成为压榨和压光技术的核心组
件。//

福伊特和德国骨髓捐赠库（DKMS）向六名福伊特骨髓或干细胞捐赠者表示感谢。

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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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亲爱的员工们，
正如大家所体会到的，我们正处于转型时期。随着福伊特150+计划
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进，我们即将面临三十年来最大的变革。我深知转
变之路漫长而艰辛：管理层和员工们不仅要履行本职工作，还要推动
改革进程。同时，大家还要应对内心的不安：“我所在的事业部和工作
环境会发生什么变化？我的工作会有怎样的改变？”

福伊特150+计划于2013年秋季的福伊特地区会议上推出，迄今已
过去了16个月。在此期间，我们已经实施了诸多举措，取得了实质性
进展。现在我们的150+计划即将步入崭新阶段：实施卓越福伊特

（Excellence@Voith）计划。

卓越福伊特计划在今年2月和3月召开的2015地区会议上正式启动。
我们向全球各地区的1300名管理人员介绍了此计划及其后续工作，并

探讨了公司的目标、战略和愿景。包括：福伊特的现状如何？下一步的
发展方向是什么？未来几年内的企业目标有哪些？

为支持福伊特150+计划和集团重组，我们将围绕两大主题展开相应
措施：为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物色新的所有者，以及重组福伊特造纸。

前者是战略性的投资决策。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实力强劲并屡创佳绩，
拥有一批积极进取、富有责任心的优秀员工。过去的15年里，该事业
部发展迅猛，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工业技术服务供应商。

我们坚信辉煌仍将延续，但我们同时意识到集团的长期战略将无法为
其持续发展提供必需的支持。未来，我们的战略仍将立足福伊特的起
源：工程与技术，这既是流淌于我们的品牌和文化里的血液，也是福
伊特屹立市场的基础。在未来的数字时代，我们仍将进一步巩固在工
程与技术领域的优势，收购库卡集团的股权便是我们布局工业4.0的
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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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程需要福伊特人全员参与，同时也会影响到每个人。2015年是
关键的一年，但只要在改革道路上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积极稳步地
推进重组工作的顺利实施，相信我们将为集团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
基础。虽然眼前困难重重，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福伊特就能成为行
业的标杆。

最后，我要对各位的辛勤工作、鼎力支持和充分信任表示由衷的感谢。

谨致问候

赫伯特•林哈德博士

聚焦

针对第二大主题，鉴于造纸市场的持续低迷和不可预见，我们将不可
避免地对福伊特造纸业务线进行深入的调整，包括在St. Pöl ten、
Krefeld、Neuwied、和Ravensburg的造纸生产基地进行减员和关厂。
这是个艰难的决策，但我们别无选择。

但有一点十分明确：福伊特会坚定地发展纸机项目。事实证明，这仍
然是良好的盈利业务。我们相信，造纸业在未来仍然具有一定发展前
景，只不过增长规模会放缓，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我们将不遗余力地
推进福伊特造纸重组，重塑造纸业务成为福伊特集团稳定可靠的核
心支柱。

卓越福伊特计划以及重组行政职能的框架已拟定，为此我们要进行大
量的细化、沟通和落实工作。在此期间，我们需要员工同心协力、和衷
共济，共同度过企业转型时期。同时，我们也会尽最大可能将转型带
来的影响最小化。因此，福伊特管理者有责任营造畅所欲言的企业文
化，让所有员工都能表露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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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14，我们有理由乐观，但是绝不能自满。这一年，福伊特赢得多
个重要项目的订单，斩获多项殊荣，多地迎来周年庆典，同时屡获技术
创新。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必要的重组进程，赋予整个集团全新面貌。
以下，让我们共同回顾丰富的2014年度。

福伊特持续推动变革：
2014年重要时刻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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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eck II 是德国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之一，由福伊特提
供设备。福伊特是能源转换领域的领先者，致力于开发环境
友好型发电站。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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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伊特150+成功计划的一部分，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重组了
能源—石油—化工业务。一月份开始，重组工作已在德国的
Burghausen、Speyer和Mainhausen展开。公司冀望通过重组
改善该事业部上一财年的盈利状况，实现盈利。

作为福伊特150+成功计划的一部分，福伊特驱动决定关闭位于
Gommern的工厂。该工厂拥有员工120人，于2014年秋季关闭。
旗下的涡轮耦合器组装和变速箱外壳加工业务将转移至驱动事
业部其它工厂。Kiel工厂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将进一步专注于轨
道车辆的服务和保养业务。

福伊特首台NipcoFlex靴式压榨机于1984年投入使用。而今，搭
载福伊特第500台NipcoFlex靴式压榨机的中型板纸机BM4被交
付给印度造纸企业Tamil Nadu新闻纸及纸张有限公司。NipcoFlex
靴式压榨机可有效降低干燥流程的能耗。（1）

一月

1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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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会见了德国经济
亚太委员会（APA）代表。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招待会上，APA
主席、福伊特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赫伯特•林哈德博士表
示支持中德双方持续开展平等合作。同时，APA对中国政府正在
进行的改革满怀期待，并重申德国工商界将为中国的可持续发
展贡献力量。（3）

福伊特水电获巴基斯坦塔贝拉电站扩容合同，合同总价值约2亿
欧元。公司还于8月和9月获得亚洲多个国家的订单，包括为尼泊
尔的一家水电站提供全套电机设备，以及承接印度一座电站的
改建工程；同时，福伊特将向泰国一座抽水蓄能电站扩容项目和
印尼一家川流式水电站提供全套电机设备。

三月

二月
福伊特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赫伯特•林哈德博士出任德
国经济亚太委员会（APA）主席。他也是首位担任该职位的家族
企业领导人。APA是连接德国与亚洲经贸的桥梁，不仅着眼于促
进与亚洲的经贸合作，更是德国政府与亚洲各国开展对话的重
要渠道，致力于深化德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合作。（2）

2 3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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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造纸为帕尔姆造纸厂位于埃尔特曼的车间升级了PM1
纸机的脱墨设备。这台备料设备的改装仅花费6天时间。帕尔木
造纸厂借此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生产一吨纸的耗电量从60
千瓦时降到35千瓦时。

四月
福伊特中国培训中心正式在昆山落成。这是集团在德国本土以
外建立的最大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中心。该中心引入双元制职
业教育培训，旨在为中国市场培养具有专业技能和多元化管理
能力的本土人才。（1）

1 2

南非客运局向福伊特订购4800套夏芬伯格车钩，用于600辆
新下线的乘用车。这是福伊特该型号车钩有史以来最大的单
笔订单。

巴西包装纸制造商Klabin与福伊特签订协议，为PM9纸机进行
升级。升级后，在 Telêmaco Borba工厂的纸箱生产效率可提高

五月
15%，饮料 和折叠型 纸 箱年产能也将从3 8 0,0 0 0 吨 提高到
440,000吨。

福伊特在公司总部海德海姆成立新培训中心。未来该中心不仅
为进修者和学生提供职业技术培训、商务培训，还为在职人员和
管理人员提供进一步职业发展培训。（2）

1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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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ram Staudenmaier接替Hans-Peter Sollinger博士担任福
伊 特 造 纸 管 理 委员会主 席及福 伊 特 集团 管 理 委员会 成员 。 
Staudenmaier先生之前担任福伊特造纸管理委员会委员，负责
福伊特造纸织物与辊子系统业务以及产品和服务业务。原福伊
特造纸管理委员会主席Hans-Peter Sollinger博士已为福伊特效
力长达32年之久。（3）

六月
福伊特工程服务业务为庞巴迪完成总长19米的列车设计模型，
该模型将用于庞巴迪为斯德哥尔摩制造的地铁车辆。借助此模型，
可对列车设计和诸多单个功能进行模拟和测试，从而完成最终开
发。（4）

3 4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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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巴西迎来50周年庆。公司在圣保罗及玛瑙斯分公司邀请了
上千名嘉宾参与50周年的大型庆典活动。福伊特巴西公司于1964
年成立，是福伊特集团在欧洲以外设立的首个分支机构。如今，
福伊特在巴西共拥有15家子公司，员工总数逾5,700名。（1）

七月
福伊特造纸为位于巴西Camaçari的纸浆制造商BSC升级了纸浆
烘干机。新装的靴式压榨机可控制压力。BSC希望通过此次升
级改善产品质量，提高醋酸纤维生产工艺的附加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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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水电承接德国Hesse地区Waldeck II抽水蓄能电站其中一
台发电机组的现代化改造项目，并赢得奥地利Obervermunt-
werk II和Rellswerk抽水蓄能电站的订单。凭借其成本高效和
稳定可靠的优势，抽水蓄能电站在能源转换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八月
福伊特收购美国工业服务企业Helix系统公司，进一步巩固集
团在北美市场的汽车业务。Helix公司提供自动化、系统控制和
生产工程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并为汽车行业量身定制工程建
设服务。Helix公司拥有260名员工，2013财年销售额达3000万
美元。Helix公司将并入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事业部旗下的汽车
业务板块。

2 3

福伊特驱动海洋业务斩获两大订单：南非国家港务局向福伊特
订购了9台水下牵引车（VWT），将在全国不同港口投入使用；这
是南非国家港务局有史以来最大的船舶工程订单之一。另外，墨
西哥国有石油公司Pemex也向福伊特订购了9台VWT，用以加强
该国多个港口油船的顺利进出港。（3）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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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集团公布2013/2014财年年报。2013/2014财年，集团新
增订单额在连续两年下滑之后恢复增长。这在市场低迷和竞争
激烈的大环境下，实在难能可贵。集团新增订单额增幅约7%，
达56亿欧元，存量订单额也增加了近5%，达54亿欧元。然而，美
中不足在于，前两年新增订单的下降导致2013/2014财年集团销
售额下降7%，为53亿欧元。其中主要原因是福伊特造纸事业部
的销售额下滑。（1）

福伊特将旗下子公司DIW有限公司（DIW）出售给奥地利工程
建设公司Strabag SE。Strabag SE将接收DIW所有6000名员工。
出售DIW是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重组计划的一部分，该事业部将
进一步专注于为重点工业领域提供技术服务。

Hans-Peter Keitel博士当选为福伊特股东委员会和集团监事会
主席。这位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前主席继任Manfred Bischoff
博士担任该职位。另外，Ton Büchner先生和Siegfried Dais博士
成为福伊特集团监事会和股东委员会成员。（2）

九月

十月

福伊特水电赢得来自美国首府华盛顿的订单，对哥伦比亚河流
域的Priest Rapids大坝水电站进行升级改造。自2016年起，福
伊特每年将为该水电站更换一台垂直式卡普兰水轮机，共计十台。
该项目大部分水轮机将由位于宾夕法尼亚的约克工厂生产。

1 2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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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伊特水电庆祝公司成立20周年。自1994年成立以来，上
海福伊特水电参与建设了多项重点工程，包括全球最大的抽水蓄
能电站之一的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以及三峡大坝水力工程。上海
是福伊特水电全球第二大生产基地。

福伊特驱动新的轨道交通零部件生产基地在上海奠基动工。该
基地投资额为2500万欧元，旨在进一步加强福伊特驱动在中国
的本土化能力，提升福伊特在本土市场的附价值创造。此外，新
工厂还将设立工程技术中心，实现部件的开发和改造，以满足本
地客户的需求。

布局未来：福伊特收购库卡集团25.1%股权。库卡集团是全球领
先的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入股库卡集
团是福伊特的一项战略性投资。未来几年，数字化和自动化将是

十一月

十二月

新的福伊特卫生纸机PM7在位于Miltenberg的Fripa纸厂投入
使用。PM7可以每分钟2100米的速度利用100%原生纸浆生产
厕用纸和擦手纸，是目前全球效率最高的卫生纸机之一。（3）

工业生产的趋势，设备的数字控制和网络化将不断加深。因此，
机器人是未来数字化工业以及“工业4.0”概念的关键要素。“库卡
集团专注于机械、电子、传感系统和软件技术。凭借高度专业的
自动化技术知识，库卡集团占据了工业4.0的制高点。”福伊特集
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赫伯特•林哈德博士表示。（4）

3 4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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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单回顾
2014年福伊特和福伊特人斩获多个奖项 - 我们在各个领域凭
借出色业绩获得认可。以下为获奖摘要回顾。

1 32

二月
宾夕法尼亚劳工和产业部授予福伊特驱动“州长杰出安全奖”。该奖项
旨在表彰企业通过强化自身安全文化和安全规范，保障公司及员工的
职业安全。另外，福伊特驱动位于加州Sacramento的分公司也获得

了“金门安全奖”。（1）

三月
凭借环保的StreamDiver水轮机产品，福伊特成功入围“德国产业创
新奖”决赛。在大型公司组别的最终评比中，福伊特仅次于宝马排名第
二。StreamDiver的特点在于：它省略了高维护部件或外围设备，并采
用水代替油作为轴承的润滑剂。其紧凑的构造适用范围更广泛且易于
安装。（2）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荣获戴姆勒供应商奖。该奖项由戴姆勒集团每
年颁发给其高水平供应商。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凭借其在“技术和基
础设施管理”领域的杰出表现赢得戴姆勒的认可。福伊特为戴姆勒提

供包括设施管理，机器保养维护，生产保养维护，自动化和工程设计
的服务。

七月
福伊特凭借其全新节能环保建筑—昆山新 织物厂房荣获德国
Econique集团颁发的“2014年能源大师奖”，在“整体概念”类别名列
第二位。与传统建筑相比，该织物厂房每年可节省约230万欧元，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7800吨。目前，福伊特昆山新织物厂房已通过由美国绿
色建筑协会颁发的LEED绿色建筑金级认证，这是为数不多的荣获该
认证的中国工业建筑之一。

九月
福伊特被巴西行业杂志《Communication Business》评为最佳企业
之一。该荣誉来源于福伊特在2014年夏天为福伊特巴西成立50周年
所推行的宣传活动。在企业传讯团队的努力下，多家来自巴西国内外
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媒体对周年庆的盛况进行了报道，极大地提
升了福伊特在当地的知名度。（3）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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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榜单回顾

获奖瞬间：福伊特驱动的代表领取“州长杰出安全奖”（1）；
技术人员安装福伊特StreamDiver水轮机（2）；
Gilson Campos，Daniela Martuscelli 和 Ynara Santos （从左至右）代
表福伊特领取凭借周年庆典系列活动收获的传播奖项；（3）
PR摄影奖获奖作品：福伊特水轮机转轮（4） ; 
2014年度Dekra奖颁奖（5）； 
福伊特学徒Linus Ruf（中）和福伊特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Ilonka 
Nußbaumer，福伊特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Thomas Born。（6）

4 5 6

福伊特工程服务凭借专利的检测和测量系统BMS1.3，荣膺欧洲铁道
技术创新中心颁发的创新奖。BMS1.3系统是专为铁路转向架设计的
移动测试平台。紧凑型的设计不仅易于安装，而且在兼备同等功能性
的同时比同类产品具有更低的投资要求。目前，运输商必须先将转向
架从车辆上拆卸才可对其进行维修。

十一月
福伊特荣获德新社旗下每日新闻评选的PR摄影奖一等奖。获奖作品
来自摄影师Marius Hoefinger，他用镜头展现了西伯利亚Bratsk水电
站的福伊特水轮机转轮。评奖委员会给予的评价是“无与伦比的美丽，
展现出纯粹的美学。”（4）

福伊特赢得2014 Dekra（德国机动车监督协会）环境奖项。该协会对
福伊特创新的危险品管理理念表示赞赏。凭借全球统一的危险品管
理流程，福伊特确保其产品实现环境零污染。作为整套管理流程的核
心工具，危险品集中数据库可对照不同地区的相关规定和客户的特殊
要求，以决定是否采用某些原材料。（5）

德国巴符州familyNet企业协会授予福伊特集团“家庭责任优秀企业”
称号。福伊特秉持“工作生活平衡”理念，设定了弹性工作时间和地点
等措施，为员工提供方便。另外，公司还在部分工作地点设有“职工子
女托儿所”，甚至有些就设在办公场所内部。 

十二月
福伊特学徒Linus Ruf以生产技术全国第一的成绩通过了工商会考试，
并在德国工商业联合会的年度大会上领奖。另有10名福伊特学徒在本
学年的考试中获得了“优秀”的好成绩。

福伊特集团荣获由《人力资源经理》杂志颁发的“人力资源卓越奖”。
该奖旨在表彰企业在人才管理方面的创新举措。福伊特集团在福伊特
工业技术服务事业部试点了新的招聘海报概念：采用视频短片取代传
统的招聘启事，并通过智能手机和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进行传播。
这一创新尝试显示：相比传统招聘启事，新媒体招聘平台能收获更高
效的受众关注度。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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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集团管理委员会高层就公司战略和卓越福
伊特计划相关问题回答与会者提问。

今年的集团地区会议掀开了变革发展
的关键一页：作为集团范围成功计划
福伊特150+的三大支柱之一—卓越
福伊特（Excellence@Voith）项目在
全球展开。福伊特1300名管理人员参
加了此次会议，听取关于卓越福伊特
计划的具体措施，并将陆续向各自团
队沟通信息。

一直以来，集团地区会议为广大福伊特管理
层提供绝佳的信息和互动平台，帮助大家深
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战略计划。今年的
地区会议自2月5日启动，持续到3月6日，分
别在海德海姆（德国），新德里（印度，南非，
中东地区），芝加哥（北美自由贸易区），圣保
罗（南美洲），上海（亚洲）和法兰克福（欧
洲）举行。

福伊特集团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赫伯特•
林哈德博士在会议上描绘了福伊特作为家族
企业的未来规划，包括公司愿景、战略和发
展蓝图。福伊特150+计划对集团长期发展
的意义越来越清晰：它将帮助集团塑造辉煌，
力拔头筹。

2015福伊特集团地区会议：构筑信息交流平台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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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大步迈进。控制成本
是必需的，而且势在必行。重组对福伊特并

不是坏事。事实上，员工们也理解这对福伊
特的意义。” 

“福伊特本次的变革让我振奋不已。但同时我
也自问：如何带领福伊特人充分融入此次变
革，并让他们畅所欲言？”

“会后我将梳理工作所涉及的业务流程。淘汰
对客户无用的步骤，帮助福伊特真正成为以
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公司。”

“很期待后续的会议，我将与我的团队分享接
下来几个月的任务。”

“现在我了解了卓越福伊特的具体内容以及推
动该项目的成功因素。但是，对于现阶段应该
采取的具体行动以及相关负责人还不甚明
了。”

“此次会议让我对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有了直
观的认识。我们了解到福伊特正朝着工业数

字化的趋势迈进，不断激发潜能挖掘新的机
会。”

在福伊特150+计划的深度研讨会上，与会者
就2014年度集团达成目标，公司现状及未来
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沟通。目前，公司的重点
任务是全面推进卓越福伊特计划。

本届集团地区会议吹响了卓越福伊特计划的
号角，8大职能部门将进行重组和优化。新的

三十年来最大的变革项目

2015福伊特集团地区会议参会者语录

组织架构将改变福伊特人在全球范围内协同
合作的方式。集团首席执行官赫伯特•林哈
德博士和首席财务官Hermann Jung博士针
对这次架构重组和优化进行了详细阐述，包
括介绍了具体工作内容及各项内容实施时间
表，新的组织架构图，和预期实现的目标。
地区会议结束后，与会者要向其团队成员分

享会议信息，让每一位福伊特人参与到项目
的 实 施 ，共同推 动 这 场 3 0 年来 最 大 的改
革。//

2015福伊特集团地区会议共计六场，自2月5日到3月6日分别在海德海姆，
新德里，芝加哥，圣保罗，上海和法兰克福举行。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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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150+   
计划稳步迈进
集团范围成功计划福伊特150+于2013年秋季召开的集团地区
会议上正式启动，至今，已在各方面取得了进展。现阶段该计划
实施的情况如何？请大家阅读本期透视栏目。

优化所有影响产品和组织的流程 持续加强企业文化持续、精简、扩张现有业务

Voith 150+
CLEAN HOUSE EXCELLENCE@VOITH CULTURE

透视 

卓
越

运
营

卓
越

管
理

卓
越

人
力

资
源

卓
越

销
售

卓
越

采
购

与
供

应
链

卓
越

研
发

/工
程

设
计

畅
所

欲
言

文
化

数
字

化
管

理

多
元

化
和

包
容

性

可
持

续
发

展



Voith 150+

2015年第一期报告  |  27

自2013年底启动福伊特150+计划以来，福
伊特正在经历变革。2014年，公司重点推进 
Clean House支柱，并取得不菲成绩：

- 对福伊特驱动位于德国Kiel的工厂进行战略
重组，关闭福伊特驱动位于Gommern的工厂

- 收购美国工业服务提供商Helix系统公司，出
售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旗下子公司DIW

- 关闭福伊特驱动位于Rostock的工厂
- 对美国福伊特水电进行产能调整
- 将潮汐能发电业务转移至海德海姆今年福伊
特造纸将继续进行结构调整

与 此 同 时 ，集 团 积 极 推 动 卓 越 福 伊 特
（Excellence@Voith）支柱，对人力资源、会

计、财务管理、IT、采购、市场营销、企业职能
和综合服务几大职能部进行横向比较。通过
将福伊特的内部工作流程和人员配备与标杆
企业进行对照发现，相较于业内平均水平，福
伊特的行政流程更为繁冗，人员消耗更大。不
仅如此，福伊特各大事业部的工作流程大相
径庭；即便在同一事业部内部，工作流程也存
在较大差异。换言之，员工需要转换在不同的
系统、结构和流程之间进行着重复的事务。

根据上述调研结果，福伊特在2014年5月启
动了卓越福伊特项目的优化阶段。针对每一
职能部门都成立了项目小组，对各事业部的
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和分析：哪些
工作和任务是没有必要的？哪些工作流程是
有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哪些则没有？2014年
底，随着“目标运营模块”（TOM）的建立以及
各个职能模块任务拟定完成，优化阶段现已
进入尾声。接下来就是对目标运营模块和包
括人力资源、财务和采购职能的共享服务中
心（SSC）的实施。//

福伊特未来将专注于福伊特水电、福伊特造纸和福伊特驱动三大核
心业务，以巩固自身在“物联网”大趋势下的领先地位。鉴于集团未
来的发展战略，我们认为工业技术服务业务需要有别于集团大方针
的架构支持。因此，福伊特管理委员会决定出售旗下福伊特工业技
术服务业务。该业务出售进程于今年年初启动，直至寻觅到最佳和
最合适的买家。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福伊特造纸

面对造纸行业的结构性变化，以及全球造纸市场疲软的挑战，福伊特
造纸将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产能调整。福伊特造纸位于海德海姆、拉芬
斯堡、圣帕尔滕、克雷费尔德与新维德的工厂将面临缩小产能或关闭
的调整。以上调整将导致福伊特造纸全球减员1000人，其中大部分来
自于欧洲中部。这些措施预计在2015年9月底前完成。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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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福伊特推行中

作为福伊特150+计划的第二大支柱，卓越
福伊特计划旨在将福伊特塑造成更精简高
效，更具成本效益的组织，要求精干的行政
职能部门，简化的内部流程，和简明清晰的
后台和业务支持。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设
立了“目标运营模块”（TOM），重新定义了人
力资源、会计、财务管理、IT、采购、市场营销、
公司职能部门和综合服务八大部门未来的工
作流程。

目标运营模块（TOM）

1. 精简人员配置需求
2. 简化内部流程
3. 降低架构冗余（精简架构，整合资源）
4. 整合近似工作（集中化）

业务合作伙伴（BP）

1. 职能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对接窗口
 （“唯一的客户窗口端”）
2. 在全球和各地区配置业务合作伙伴

能力中心（CoC） 

1. 作为各领域的专业人员为业务合作伙伴提
供支持

2. 理清全球标准和流程
3. 执行集团层面的工作任务

共享服务中心（SSC） 

1. 对地区事务进行集中整合
2. 对内部流程进行简化、标准化和自动化
3. 建立自助服务平台

自2013年秋季的地区会议以来，福伊特积极推进集团范围成功计划福伊特150+。经过详
细规划和周密部署，作为计划三大支柱之一的卓越福伊特计划现已准备就绪。

作为目标运营模块的组成部分，集团将人力
资源、会计和采购部门集中成立了共享服务
中心（SSC）。这些共享服务中心将对地区
事务进行整合与精益，为福伊特员工提供标
准化、甚至自动化的自助服务平台。共享服
务中心将在地区层面集中管理各事业部的
相关职能事务，实现单地跨事业部管理，避
免各事业部、各部门之间的工作重叠、职责
不清和流程重复。

目前福伊特已决定在昆山（亚洲），约克（北
美）和圣保罗（南美）建立共享服务中心。欧
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共享服务中心办公地
点目前仍在与当地工会商讨中。共享服务中
心将于今夏立项。并将在2016年秋建成。

此外，集团也为绝大部分职能部门设置能力
中心（CoC），在集团层面定义福伊特的全
球标准、流程和管理原则，并执行集团层面
的工作任务。

目前，卓越福伊特计划已进入落实阶段。今
年的集团地区会议结束后，各目标运营模块
负责人已在各地区展开深度研讨会，与各地
管 理 层深入介 绍调整 后的 组 织 结 构和流
程。//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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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解答
卓越福伊特有哪些成功因素？

福伊特150+为实现集团战略目标和愿景奠定了基础。福伊特150+计
划的三大支柱分别是Clean House、Excellence@Voith（卓越福伊特）
和Culture。卓越福伊特的目标是精益组织架构、简化公司流程、提高
成本效益，让福伊特以更快更高效的面貌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

这些变化对事业部将有哪些影响？

在未来，共享服务中心（SSC）或行政职能部门的指定人员将为事业部
的员工提供服务。而全球和区域的业务合作伙伴负责解答专业问题。

各地区员工需要如何支持福伊特150+计划的推进？

在变革的调整阶段，新的组织架构和流程会带来潜在的额外工作。各
地区公司组织架构也需要相应重组，因此要求我们的员工灵活应对可
能出现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新架构和流程自上而下全面
落实，所有员工将从中获益良多。

重组后区域和事业部的需求能否得到保障？

为保障福伊特150+计划在全球范围的展开和成功实施，我们在亚洲、
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北美和南美地区分别建立福伊特150+项目组，
在项目落实过程中，这些团队将代表各自地区制定方案并推进方案
的实施。

卓越福伊特: 2015年推进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

集团地区
会议
LOI 1-5 

信息共享
集团范围内

深度研讨会
LOI 1-3

持续追踪、自检和完善的过程

保持及时透明的沟通

启用全新组织架构和流程

运行和深入推进      
共享服务中心/目标运营模块

实施共享服务中心（SSC）
逐步推进 

进一步落实目标运营模块（TOM）
逐步引入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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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布局未来：
面向工业4.0
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正在飞速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些技
术不仅会颠覆未来的生产方式，还会改变这些产品的智能模式。福伊特已
积极布局迎接这场即将来临的工业革命：数字化时代的物物相息将为技术
驱动型企业带来无限机遇，对此福伊特志在必得。

福伊特集团总裁赫伯特•林哈德博士在今年的集团地区会议上明确指
出：工业4.0为福伊特这类的技术驱动型公司提供了绝佳的发展契机。
因此，福伊特将全面系统地扩大自身在电子、传感和自动化技术领域
的竞争力—触及工业4.0的核心部分。

福伊特布局工业4.0的重要一步：入股库卡集团

迈出关键一步：福伊特入股库卡集团

福伊特布局工业4.0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入股库卡集团。总部位于德
国Augsburg的库卡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和自动化生产系统及解
决方案供应商。去年年底，福伊特收购库卡集团25.1%的股权。福伊特
集团总裁赫伯特•林哈德表示：“库卡集团在机器人、电子、传感和软件
技术领域拥有高度专业的技术知识。入股库卡集团是福伊特战略性投
资的一部分。”

行业背景：工业4.0 – “物联网”

工业4.0意指全球制造业流程和产品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面临的变革，被
视作新一代工业革命。数字化以及高效而低成本的大数据处理方式，
将彻底改变整条产业价值链。国际上将此称之为“物联网”，即为实现
智能实体之间的独立沟通。例如，洗衣机和供电设备之间通过信息交
互，可以在电费处于低位时自主启动洗涤过程，从而实现对整个过程
的优化。

工业4.0的主要特点包括：

实时数据。通过制造流程和产品应用环节中产生的大量实时数据，可
以更精确、及时地了解过程参数、生产负荷和利用率，从而全面掌握行
业信息。藉此可深度优化整个工业生产过程，使最终产品更符合客户
要求。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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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为何要大力推动工业4.0的发展？

工业4.0是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大趋势，将会彻底颠覆产品应用及生产。作为一家历史悠
久的技术驱动型企业，福伊特始终希望走在工业发展趋势的最前沿。

福伊特是否具备相应实力？

自1867年创始以来，福伊特一直秉承技术为先的发展理念。在所从事的产品和机器制造领
域，我们享有百年传承的优势。这些优势是发展智能互联应用的基石，能为我们（产品生
产）和我们的客户（设备运营）创造更切实的附加值。

我们如何推进这一进程？

我们必须为客户提供智能互联的高附加值产品。紧接着，我们要在产品和系统中融入新的
IT应用，包括最新的互联、分析和控制方面的应用。

是否存在风险？

工业4.0的发展是必然趋势，且势不可挡，因此最大的风险莫过于没有做足充分的准备。为
此，我们推行福伊特150+项下的卓越福伊特计划，以期优化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为推动
工业4.0进程奠定基础。

为何不以更快的步伐推进工业4.0 进程？

在开展任何重大长期项目之前，应该审慎了解其风险和机遇。因此我们要步步为营，稳步推
进各项试点项目，创造有利条件。前期进行的翔实规划将为后期项目实施节省大量时间和
成本。目前，绝大部分公司的工业4.0布局都处于起步阶段。

福伊特迈向工业4.0： 五问五答

安装于公交车辆上的福伊特DIWA自动变速
箱具有对运营情况的实时监测功能，并且可
通过互联网对数据进行实时传输。处理器对
数据进行分析后能够自动发送设备维护保养
需求。通过对成百上千辆公交车所传输回来
的数据进行需求分析，DIWA重新定义了“维
修保养”这一概念。

又譬如，如果造纸机的某些特定测量值同时
偏离指定范围，那么90%的可能性为某个质
量参数，例如纸张的孔隙度偏离公差范围。
此类数据能够帮助工厂预测故障、提高机器
运转情况、提升工艺效率。

福伊特之工业4.0实例

福伊特迈向工业4.0的成功案例：DIWA自动变速
箱的监测功能

透视 

人机互联。尽管未来的自动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但工业4.0仍将以人为
核心。人类历史上曾经历了多次工业化浪潮。虽然每次工业革命都给
生产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从来都不
可小觑。同时，产业的未来发展需求不可避免地对人提出了全新要求：
人机交互协作、系统化思维和人机互联将变得不可或缺。因此未来的
培训体系和员工发展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

自动控制系统。未来，在产品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传感装置（例如检
测流量的探测器）、传动装置（可以将电能转化为动能的仪器）和处理
器将独立完成数据分析并自行作出判断。许多情况下，借助互联网和

内网，智能系统不仅能与其它系统互联，还能与系统的开发商或运营
商互联，从而实现实时远程诊断等操作，降低经营成本。

大数据分析。未来，专业软件有助于我们分析更加庞杂的运营数据，
从中总结出行为模式，并将其用于优化产品和生产。

灵活的小型机器人。搭载更多高性能传感装置的新型机器人将能够安
全可靠地代替人类完成很多劳动。这些小型机器人既可以与人们同处

一室工作，也可以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完成装配、测量、起重等辅助性
工作，取代人类完成可能存在健康威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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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合适的螺丝钉
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哪些因素会影响产品的成本？或者更加理想化地说，
如何降低产品成本？下面由福伊特工程服务公司的成本工程部门为您解
答。

一直以来，福伊特与客户始终保持着良好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当然，
双方都以获利为目标。因此客户时常会与福伊特进行价格磋商。而福
伊特也在一直努力优化产品的生产成本，因而需要对成本明细进行详
实的分析。

服务这一宗旨，福伊特工程服务于2013年底成立了20余人的成本工
程部门。“我们为不同领域的客户分析产品成本，涉及成本相关的方方
面面，包括原材料、生产技术和工作流程，层层挖掘影响产品价格的
因素，并提供成本优化方案。通过这些专有技术，我们成为了公司内
外 备 受 关 注 的 团 队 。” 福 伊 特工程 服 务 的 成 本工程 师 K a r s t e n 
Schröder表示。

去年，该团队与福伊特驱动的同事通力合作，对向一家汽车制造商提
供的3款零部件进行了详尽分析。

“我们在分析其中一款零部件时发现，曲轴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
福伊特驱动商用车设计质量及成本负责人Stefan Kühn表示，“我们藉
此提出了一个新的加工概念，可以明显降低成本。”在研究另外一个零
部件的过程中，项目小组发现外购的压铸件价格尤其昂贵。“于是我们
设定了目标价格，采购人员可以向全球的潜在供应商询价，直到找到
一家符合福伊特要求的供应商。” Kühn补充道。

分析一台自动变速器需要六个月时间，因为其包含800个零件。“我们
同样从中发现了一些潜在的优化空间，并同采购和生产部门一起制定
行动计划表。” Kühn说。

同时，Kühn还补充：“我们的工作并仅仅局限于降低成本。我们以客户
的角度出发为其提供清晰的成本分析，为议价提供实际依据。”

除了福伊特自身，其它公司也从成本分析流程中受益匪浅。福伊特客户
对此项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开展了超过20个项
目，服务对象包括汽车和家用电器制造商以及其他行业制造商。” 福伊
特工程服务成本工程部负责人Andreas Brede介绍。//

福伊特工程服务的Matthias Greguletz（左）和 Karsten 
Schröder正对一台零部件进行成本分析。

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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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赢得来自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商—通用汽车公司的新订
单。福伊特将为通用汽车美国两座工厂提供全方位技术服务。新订单的获得翻
开了通用汽车与福伊特之间长达30载合作历史的新篇章。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事业部已在美国获得通
用汽车的两个大订单：为通用汽车位于田纳
西州Spring Hill的工厂和俄亥俄州Lordstown
综合工厂提供多样化服务，包括喷漆车间清
洁、控制技术、建造服务、能源管理和有害物
质处理。此外，福伊特还承担厂房和土地使
用管理，并负责制定和实施应急计划。

两张订单的履行时间均长达五年。在此期间，
福伊特不仅与现场人员密切合作，更需与位
于底特律的通用汽车总部保持顺畅沟通。为
改善相互沟通，换言之，与客户建立共同语言，
福伊特已参与到通用汽车全球制造系统中的

多项环节，从而在整个服务期内更好地为对
方提供服务。这些相关环节和工作包括：制
定年度业务计划、标准化工作流程、规划工
作场所、统筹协调服务小组、实施多阶段检
测方法和全面生产管理理念。

新的订单都来自通用汽车重要的生产基地，凸
显通用汽车对福伊特的信任。位于Lordstown
的工厂是通用汽车最具历史和战略意义的工
厂之一。自1966年落成以来，已有1500万辆
汽车从这座工厂下线。如今，Lordstown工厂
负责生产通用旗下畅销车型雪弗兰科鲁兹，
拥有员工约4500名。而拥有1900名员工的

Spring Hill工厂也是通用汽车重要的生产基
地之一，目前为全球通用汽车工厂生产雪佛
兰Equinox车型以及汽车部件。

时至今日，通用汽车已在全球四大洲11个国
家与福伊特建立了互信互利的合作伙伴关
系：1985年双方在加利福尼亚Freemont签
定了第一份合同，随后在德国、中国、巴西和
英国等地相继签署了订单。现在，福伊特为
通用汽车全球20个生产基地提供服务。//

来自业界巨头的信任

福 伊 特为通 用汽 车位
于Spring Hill的工厂提
供各种维护工作。

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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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每年新增160万人口，对公共交通的需求也日益上升。满足这一需求，
位于海德拉巴的福伊特驱动为当地客户生产和供应关键部件。

工程技术，
公共运输业的福音

印度公共交通的发展进程令人惊叹：从1981年到2012年，仅印度国家
铁路每年的客运量就增加了2.5倍，达82亿人次，铁路运营网的总里
程达64600公里。有鉴于印度13亿的人口总数和每年近160万人口的
增长速度，当地的交通系统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福伊特驱动一直致力于印度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海德拉巴是印度人
口第四大城市，拥有360万居民。福伊特“落户”于此，自2010年起开始
生产铁路车辆部件。为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新的副齿轮箱
生产车间于去年12月16日在海德拉巴投产。福伊特驱动轨道交通事业
部负责人Frank Gropengießer博士和众多客户代表出席了开业典礼。
新生产车间的面积达775平方米，未来将吸纳20名工人进行作业。

位于海德拉巴的福伊特驱动目前拥有员工260人。“扎根本土”对公司
而言尤为重要。董事总经理Debashis Basu 坦言：“福伊特已充分融入

本土市场，我们不仅雇佣本地及周边的员工，也与多家优质的本地供
应商展开合作。”

他对这家福伊特企业的发展势头表示满意：“我们从生产夏芬伯格车
钩起步，并伴随轨道交通部件市场的日益成熟不断成长。”在投产后
的四年中，位于海德拉巴的福伊特不仅为斋浦尔的地铁供应夏芬伯
格车钩、为班加罗尔的地铁供应零部件，还成功开展了与土耳其的出
口贸易。

2014年4月，福伊特赢得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集团Rotem的订单，为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地铁供应162套全自动和162套半自动夏芬伯格车
钩、648套半永久式车钩和1296套副齿轮箱—所有部件均在海德拉
巴生产。所供产品于去年秋天投入生产，将在接下来的三年内交付。

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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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福伊特在未来市场上的发展机遇时，Debashis Basu仔细考量了
一番：“印度的公共交通系统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政府正规划对轨
道交通网络的新建和改造进行大规模投资，我们将能参与其中一展
拳脚。除轨道车辆部件外，我们还可以进军公路建设领域，为海德拉
巴地区的货车和客车供应缓速器。”

未来海德拉巴还将实现更多产品的本地化，如热电厂使用的液力耦合
器，采矿业和能源业所需的各种限矩型耦合器。多样化产品的本土化
纳入日程，印证了福伊特驱动对印度市场的重视。

此外，福伊特驱动印度把眼光投到了各个次大陆市场。例如，近期福
伊特获得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订单，为昆士兰地铁提供副齿轮箱装
置。//

1

1  福伊特海德拉巴公司的员工均来自
当地及周边地区。

2  福伊特驱动轨道交通事业部负责人   
Frank Gropengießer博士出席见
证了海德拉巴的新车间开业典礼。

3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地铁列车也搭载
了福伊特技术。

2

3

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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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连接

如今，夏芬伯格车钩广泛应用于高铁、货运列
车、单轨列车、地铁和柴油列车，是轨道交通不
可或缺的部件。

福伊特基础科技系列第六期讲述夏芬伯格（Scharfenberg）车钩。这项发明诞
生于一个多世纪前，至今仍然是全球轨道交通车辆的重要连接部件。

人类历史上，有些发明即使历经时代变迁依
然不朽，例如汽轮机，发电机和摁扭。它们一
直以来延续设计之初的工作原理，确能轻松
应用于广泛领域。福伊特夏芬伯格车钩也位
列其中。它的诞生是为轨道车辆而设计，经

过数年来的持续研发，如今在全球得到广泛
应用。

这款简称“夏固”（Schaku）的车钩，由德国工
程师Karl Scharfenberg在1903年发明。作为
中央缓冲型车钩，夏固可同时起到缓冲器和
车钩的作用，实现列车间的自动连接—这
种技术在Schar fenberg先生所处的年代具
有开创性意义。在此之前，车厢和车头只能
靠手动连挂，时不时会有意外发生。

尽管技术不断进步，车钩的基本工作原理始
终保持如初：列车间通过车钩和两个拉力弹
簧相连接。一个车钩的连接环衔接背面的扣
件“辙叉”。圆锥形的车钩扣件能使连接更结
实紧密，有效减缓撞击力。新型夏固车钩还
能以气动或电动的方式连接列车。解挂时，
辙叉扣件在气动或电动外力作用下自动旋转，
直到连接环脱勾。

 “简单而巧妙的概念。”Ines Fieberg如此评价
夏固原理。作为Salzgitter福伊特驱动夏固车
钩业务开发经理，她说：“车钩并不直接产生
动力，所承负荷很小。一旦连接，车钩不可能
自行分离，因而可以提供安全可靠的连接，并
且磨损度非常低。”

所有的夏芬伯格车钩都具备该特性，提供安
全可靠的连接。例如Type10夏固车钩，强度
高，且在横向和纵向连接范围广。这种车钩从
2002年起被列入高速列车的国际标准，应用
于ICE城际特快和TGV法国高速列车。其它
型号的夏固车钩为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和
单轨列车提供可靠连接。此外，更具灵活性
的夏固车钩型号也赢得了调度和货运领域的
青睐。

迄今为止，夏芬伯格车钩的全球总销量已突
破500,000台。如今，高速列车的行驶速度
被不断刷新，因此对新型车钩的安全要求
上升到新的高度。夏芬伯格车钩具有吸能部
件，即使在遇到撞击时也能提供缓冲，从而
为列车提供更高的安全水平。福伊特提供
经典的夏芬伯格车钩和多款车钩型号供客
户选择。

如今，福伊特已开始研究采用新材料制造夏
芬伯格车钩的可能性，例如用CRP碳纤材料
和FRP玻纤材料取代传统的钢材。将已广泛
应用于太空和航天领域的材料首次用于制
造车钩产品，福伊特将再次抢占行业的发展
先机。//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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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大胆的设计
位于葡萄牙的Frades II抽水畜能电站装载福伊特变速水轮机，其规模和发电量堪称
全欧洲同类电站之最。

紧密连接
1  现场安装发电机组：Frades II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现场

2  这座抽水蓄能大坝位于葡萄牙Rabagao 河流域

福伊特是抽水畜能发电领域的开拓者。1908年由Friedrich Voith设计
的德国首台抽水蓄能设备在海德海姆投入使用，同样的设计理念沿
用至今：建造蓄能与发电兼备的水电站。当电网中电力过剩时，水泵
就会将下游蓄水池中的水抽吸到上游水库。被抽到上游的水再通过
压力管输送给水轮机以进行发电。

福伊 特凭借近期的卓越 成 就 续写辉煌 历史：坐落在葡萄牙北部
Rabagão河流域的Frades II期抽水蓄能电站于2015年并网—福伊
特为这座抽水蓄能电站提供了两台额定功率383MW的可变速水轮机、
两台额定功率419.5MVA的异步发电机，以及变频器、自动化系统及
金属结构件。福伊特为其提供的机组堪称同类产品中功率最大、效率
最高。

Frades II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了可变速水轮机，实现可变化的水泵功
率。针对该特点的重要性，福伊特水电自动化产品经理 Oliver Hesse

解释道：“对于葡萄牙和德国这样拥有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的
国家而言，电网功率的可变性显得尤为关键。因此，抽水蓄能电站的
水泵和水轮机必须拥有极为出众的灵活性和高效性。传统的水泵水
轮机并不一定能满足这些要求—为此我们需要可变速水轮机组。”

福伊特为Frades II项目开发了专用发电机。“ 这个项目于我们而言具有
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Hesse认为：“为该项目所做的转子的电气和
机械设计，无疑让我们在该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这座抽水蓄能电站将成为未来世界其它电站的学习范本。Ol ive r 
Hesse说：“许多业内专家相信，变速水轮机是未来水电发展的趋
势—我们从福伊特水电约克的同事那里得知，美国水电市场对此技
术非常感兴趣。这种技术非常有可能在美洲其它抽水蓄能电站得到
应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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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Indah Mayorga是印尼
加拉旺地区福伊特造纸辊子业
务的一名生产经理。13年来，
她和家人居住在首都雅加达
附近。

你知道吗？印度尼西亚拥有2.4亿人口，是世
界第四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群
岛国家。据精确统计，印尼由17508个岛屿组
成，除了诸多小岛外，还包括东南亚四大群
岛：苏门答腊岛，婆罗洲，苏拉威西岛和爪哇
岛。其中，爪哇岛有1.3亿居民，首都雅加达人
口总量达1000万，周边都市区域分布了3000
万人口。

我们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雅加达。我们很喜
欢这座城市，但唯一令我们头疼不已的是其
交通状况。雅加达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堵”城。
正因如此，我很庆幸自己不是在福伊特雅加
达分公司上班，而是在60公里外的加拉旺分
公司。尽管每天我都要往返于两地之间，但
加拉旺的交通负荷明显比雅加达少很多，出
行也更加便利。

不过放心，如果您有机会来我们的首都旅游，
好客的当地人、缤纷的佳肴和丰富多彩的雅
加达文化定能让您将交通的烦恼抛诸脑后。
我和家人已经在这住了13年了，但即使如此，
这座城市还是不停地带给我们惊喜。

雅加达有着独特的风光、高品质的餐厅、丰
富的古迹，以及发达的商圈和娱乐设施。全
城有大约150家购物中心，让她成为名副其
实的购物天堂。

闲暇之时，我最喜欢去安佐尔梦幻公园，那
是全家一起游玩的好去处。公园坐落在海边，
娱乐项目众多，比如：骑马、高尔夫、保龄球、
钓鱼等。海洋博物馆带你探索海底的奇妙世
界，设有水上公园、游泳馆和植物园，能让游
客仿佛身临消逝的“亚特兰蒂斯”。

万岛之国

享受购物的Indah Mayorga：雅加达的商店

可以满足各类需求。

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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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印尼加拉旺的福伊特造纸辊子系统部成

立于2001年，现有150名员工。

我们的位置

福伊特印尼造纸辊子业务位于首都雅
加达以东6 0 公里的加拉旺，成立于
2001年，现有150名员工。公司核心业
务是为造纸行业提供辊子服务，进行
橡胶或者聚氨酯包胶，提供包括动平
衡和研磨在内的售后服务。我们的服
务对象包括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客户。

我在 福 伊 特 的 职 业 生 涯 始 于2 0 0 2
年。2015年1月起，我开始全面负责加
拉旺的生产管理工作，包括生产、客户
服务、物流、保养和采购。

Indah Mayorga与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住在雅加达。

这位生产经理和她的同事们主要为造纸行业

客户提供辊子服务。

Karawang

全景

你也可以前往雅加达北部“千岛群岛”的海滩，
逃离城市的喧嚣。“千岛群岛”由128个小岛组
成，最近的小岛离雅加达湾只有15分钟车程。
全岛暗礁环绕，水下有丰富的鱼群和色彩斑
斓的珊瑚，是浮潜和深潜的理想之地。

完美的旅行当然也少不了尝一尝当地美食，
在琳琅满目的餐厅中定能有一家俘获您的味
蕾。印尼餐厅流行的特色菜是各类米饭。米
饭让我想起了公司所在地加拉旺，这里是爪
哇西部最重要的大米出产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