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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的德国到底有多少个锁匠铺，没有任何记载。但可
以肯定的是：只有一个锁匠铺发展成为一家活跃于全球的家族
企业，那就是福伊特。福伊特现有员工40000多名，销售额达
56亿欧元（截至2010/2011财年），拥有专利11000余项（每
年新增专利400余项），为现代社会关键行业的发展和繁荣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福伊特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是什么使
福伊特变得如此特别，促使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备受
推崇，甚至是在南美和中国也是如此？是什么促使福伊特成为
拥有多样化业务的集团，涉及能源、石油与天然气、造纸、原
材料以及运输与公共交通等领域？

这本小册子会告诉我们过去的哪些经验可以促成未来的发展？
因为福伊特不同寻常的成功故事中交织着许多主题：远虑与行
动，开拓精神与开放思想，对客户与合作伙伴的责任心，对福
伊特价值的恪守，以及创新和投资所需的勇气与创造力。

对我们来说，过去并不是一本合上的书，而是帮助福伊特以不
懈的热情和能量续写成功的一种动力。

希望这本小册子能为您带来乐趣和丰富的知识。

谨致问候。

福伊特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赫伯特•林哈德
（Hubert Lienhard）博士

为什么我们要
仔细研究福伊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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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是一家活跃于全球的工程集团，也是许多关键行业的合
作伙伴。公司凭借创新性解决方案和高端技术为工业市场的进
一步发展做出贡献，从而提高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

照明与供热用电、教育与交流用纸、工业产品原材料、数百万
人口和商品的流动，这些都是21世纪人们生活至关重要的一
部分。

福伊特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凭借其广泛的系统、产品和服
务组合为能源、石油和天然气、造纸、原材料以及运输与公共
交通行业提供服务。全球四分之一的水力发电都来自福伊特的
水轮机或发电机，福伊特的生产系统和元件保障着石油和天然
气行业的运行，全世界很大一部分纸制品都是由福伊特的造纸
机生产的，福伊特的驱动技术为各种轨道、公路和海路交通工
具提供动力。全球各地的大型工业公司均信赖福伊特提供的技
术服务。

21世纪初，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40000多名员工服务于福
伊特。如今，凭借星罗棋布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以及服务和
营销公司，福伊特在世界各个地区均做到了植根本土。

作为欧洲最大的家族企业之一，福伊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
世纪。145年来，公司书写了世界的工程技术历史，经历了影
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克服了世界性战争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
难，努力地实现稳步发展。现在，福伊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强大，业务更为多样化和国际化，但它仍忠于自己的理念。

21世纪初的福伊特

我们的市场： 
1 能源 
2 石油与天然气

3 造纸 
4 原材料

5 运输与公共交通

1

3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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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拥有超前的想法
自成立之日起，福伊特就一直坚持长期、可持续的思路和规
划，并代代相传。福伊特曾连续成功地预测了经济和社会大趋
势并研发出所需的技术。包括过去的大规模工业化造纸、电气
化的突破以及道路和轨道交通的发展；以及现今的可再生能源
的发展、人们的便捷出行和货物的畅通运输。而对于已提上经
济发展议程的资源节约型生产，福伊特也已进行了相当长时间
的研究。

从水电中获得清洁能源
世界人口正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据联合国机构预测，截至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2亿，约比目前多20亿。届时，人们将生活

在一个工业和生活高度发达的世界里，需要更多环保可持续的
能源。而水电将在所有经济体的能源供应发展和调整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

在印度、中国和巴西等新兴市场中，大型水电站以经济环保且
稳定可靠的方式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福利事业提供电力。福伊特
在世界各地参与了众多大型水电站项目。

此外，福伊特的工程师们也在为中欧国家研究创新型的水电解
决方案，因为这些国家的水电开发潜力已消耗殆尽。随着微型
水轮机StreamDiver的出现，那些在过去无法用来发电的大坝
将有可能成为新的电力来源。

1 可再生能源发电

2 原材料的循环利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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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可再生能源大趋势相吻合。而由弗里德里希•福伊特
（Friedrich Voith）发明的抽水蓄能技术则是这背后的支柱。

造纸业的新概念
凭借创新型解决方案和系统，福伊特正在努力降低环境污染，
并帮助客户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巩固其地位。集约型生态
纸厂EcoMill的出现为资源节约型造纸设立了新标准：EcoMill
方案将造纸的所有子流程都高效整合在一起，从而降低了原材
料、能源和水的消耗，也因此降低了投资和运营成本，为可持
续发展做出一大贡献；而可持续发展对未来，尤其是快速发展
的新兴市场而言至关重要。在卫生纸生产领域，福伊特的工程
师们也已书写了一段工程史。凭借ATMOS技术，人们将能够
首次使用100%的再生纸来制造优质的卫生纸，同时减少纤维
和能源的消耗。

人口流动性
城市正在以爆炸性的趋势发展成为区域中心。2007年，城市
居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据联合国机构预测， 城市人口
比例将在2050年上升至70%，人们希望能够以安全、快速、
环保的方式从一个地方去往另外一个地方。在大城市，公共交

1  城市和区域中心的公共交通。

2 城市化和显著增强的流动性。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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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将在个体流动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福伊特参与了对公共汽
车、城市轨道、地铁和单轨铁路来说所有不可或缺的技术和供
应系统的发展历程。福伊特的研发中心正致力于研发现代混合
动力技术、废弃热能回收系统（waste heat recuperation sys-
tems）以及用于商用车辆的新一代Aquatarder SWR缓速器。

植根全球
从19世纪起福伊特就活跃于全球市场。到21世纪初，如同扎
根德国一样植根海外市场已成为福伊特的公开目标。而一旦能
够在中国、印度或巴西市场中被视为一家源于德国的本土公
司，福伊特将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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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瓦比亚的一个小锁匠铺发展成为拥有30名员
工的知名机器制造商 —— 约翰•马修斯•福伊特

（Johann Matthäus Voith，福伊特创始人弗里德里
希• 福伊特的父亲）给他的儿子以及福伊特留下了
一笔重要的遗产，那就是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1855年，约翰的创造性思维在参观巴黎世界博览会时获得了
巨大的启发。作为符腾堡州的五名锁匠和机械师之一，约翰得
到了旅费补助，使他能够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技术创新
论坛。在向符腾堡州商贸中心所做的报告中，约翰表述了他从
这次国际工业盛会中得出的结论：“对小工匠作坊而言，如果
不使用最先进和最好的机器进行规模化生产，形势将会十分严
峻。要应对来自英格兰的强力竞争，当务之急是通过创新实
现专业化并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而开拓精神、创新能力和
实用技术是提高竞争力的关键。”不久后，他就为自己的这一
分析做了最佳示范：凭借自主研发的碎木机，他成为现代造纸
业的先驱。

为成功铺平道路……

历史上的造纸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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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于海德海姆
1825年，22岁的约翰•马修斯•福伊特从父亲手中接管了锁匠
铺。当时，该作坊雇佣了五名锁匠。三年后，锁匠铺从狭窄的
Hintere Gasse搬到了布伦茨河畔更为宽敞的Schleifmühle，这
里也随之成为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有五名工人协助技术高超的
老师傅处理不同作坊、尤其是造纸作坊的订单，当时造纸厂中
的造纸机是通过水轮来驱动的。福伊特还负责维护临近纺织厂
的机器。

19世纪中期的德国正在经历着快速的变革，而工业革命也正在
进行中并蔓延至斯瓦比亚东部。海德海姆的工业也同样处于快

约翰•马修斯•福伊特 （1803–1874）

1 布伦茨河畔的Schleifmühle作坊

2 约翰•马修斯•福伊特

3 约翰•马修斯•福伊特的出生地 
——海德海姆的Hintere Gasse

速发展中，尤其是纺织业，而这一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水
力这一自然经济资源；在前电气时代，水力是确保机器运行的
主要动力。

工业造纸先驱
这种“走出去”的精神也同样鼓舞着约翰•马修斯•福伊特。他不
再满足于维修损坏的水轮，而是将热情投入到整个系统的建设
中，改良进口机器的设计和驱动，并生产造纸机的备件。

同时，他开始自己开发制造各种机器：纺纱机、碎纸机甚至打
印机。几乎就在同时，发明家（同时也是经验丰富的纺织工）

1 2 3

• 合格的锁匠。
• 其位于海德海姆的小作坊

是1867年正式成立的福伊
特公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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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格特罗普•凯勒（Friedrich Gottlob Keller）发现
木材也可用来造纸。当时，政府和商业活动需要越来越多的
纸，而当时人们通常使用纺织面料，如破布和废料作为造纸
原材料。但随着用纸需求的急速增加，这些原材料已不能满
足生产需求。如果使用木材造纸则可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因为
木材的数量极为丰富。凯勒会见了海德海姆的纸业生产商海
因里希•弗尔特（Heinrich Voelter），并将这一专利卖给了他。
但由于流程不够成熟，工业化生产一直未能实现。直到与约
翰•马修斯•福伊特进行合作后，弗尔特才在木材造纸方面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1859年，约翰•马修斯•福伊特研制出第一
台碎木机，能够将木材磨成纸浆，使得以合理的成本生产优

质纸张成为可能。碎木机的发明帮助约翰•马修斯•福伊特书
写了一段科技史，并为工业化造纸铺平了道路。随着对纸的
需求的增加，公司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碎木机订单的激增
促使约翰•马修斯•福伊特不断地扩大作坊的规模，将海德海
姆铸造成造纸业的发源地。

1864年，约翰•马修斯•福伊特让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福伊特
（Friedrich Voith）进入企业进行锻炼，并于1867年将业务蒸

蒸日上的企业交给弗里德里希管理，此时公司已有员工30名，
这标志着福伊特集团的正式成立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
的福伊特碎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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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集团在1867年创立时恰逢一个大时代。
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称帝，宣布成
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成为帝国第一任总理。除了
几次短暂的中断外，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一直欣欣向荣。电的出现促使重型机
器制造业快速向前发展：工业中心开始涌现，大
型工厂改变了城市的天际线。

铁路现在已经贯通了整个欧洲。1864年起，海德海姆也被纳入
到了跨区域的交通网络中，并从乡村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工业
城镇 ——  这尤其要归功于福伊特。

如何使好的创新转化成
好的业务机会……
1867年–1913年

位于一间动力室竖井中的福伊特混
流式水轮机，通过齿轮传输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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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家时代
在德国的“繁荣时期”（Gründer-zeit），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不
断增加，富裕和自信的中产阶级人数也在不断发展。弗里德里
希•福伊特就是这个雄心勃勃且数量不断增长的的企业家队伍
的典型：作为一名工程师和企业所有人，他拥有出色的组织才
能、创新激情、冒险精神、开放的思想和家长式方法。弗里德
里希•福伊特将继承并发扬父亲的思想，对公司进行彻底重组、
开发新的业务领域、实现海外扩张，最终使福伊特的名字响彻
全球。他清楚地认识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将福伊特的业务系
统性地聚焦于此，而造纸和能源正是当时的两大趋势。

福伊特的这一远见大大加速了电气化的发展，并已成为可持续
的发电业务的支柱。此外，福伊特的技术设计还为工业化造纸
打下了基础，并为把纸张变成随处可见、能批量生产的商品奠
定了基石。因为福伊特能够对经济和社会提出具有激励作用的
解决方案，所以作为一家企业福伊特才能够不断发展 —— 这种
因果关系在今天仍然适用。

• 约翰•马修斯•福伊特的儿子。
工程师和商人。作为机械师
在斯图加特的Polytech接受
了专业培训。

• 在几个不同的公司完成学徒
期和短工期后，最终加入了

父亲的作坊，并于1867年继
承了父亲的事业。

• 为福伊特从一间锁匠铺发展
为一家全球公司铺平了道
路，并获得无数荣誉称号。

弗里德里希•福伊特 (1840–1913)

1 弗里德里希•福伊特与妻子海伦
（Helene）。

2 弗里德里希•福伊特的办公室。

3 这份1867年签订的具有传奇色彩
的合约标志着福伊特的正式建立。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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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与视野
1864年，在其他地方完成了学徒期和短工工作后，弗里德里希•
福伊特加入了父亲的企业，并自行接受了8个“荷兰人”（纸浆精
磨机）的订单。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措，因为当时既没有纸
浆精磨机生产车间也没有必要的机械设备。为此，弗里德里希•
福伊特扩建了Schleifmühle附近的厂房，并雇佣了新员工，保证

了机器的及时交付。

对于儿子的风险偏好，约翰持部分保留意见。他乐于接受技术
方面的实验，但却对创业决策持异常谨慎的态度。1867年，约
翰•马修斯•福伊特将家族企业交给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由此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接下来的若干年间，福伊特发展迅猛，
并开始向海外扩张。很显然，弗里德里希的商业魄力与其开放

的视野是密不可分的。在将创新理念转变为适销对路的产品方
面，他显示出了非凡的远见。

纸有耐心 —— 弗里德里希•福伊特却没有耐心
工业时代也是信息时代 —— 但是这些汹涌的信息洪流也主要是
通过印刷品或手写纸张进行传播。因此，蓬勃发展的造纸业为
福伊特公司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弗里德里希•福伊特进一步发展了碎木技术，并设计出了数个专
用机器。1869年，福伊特凭借一种碎木机获得了自己的第一项
专利，此后又获得更多的专利。1873年，福伊特在维也纳的世
博会上展出了碎木机，并因此获得了“进步奖”。

1 碎木机：1869年用于专利注册的
碎木机构造图。

2 1873年，在维也纳的世博会上展
出的碎木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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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弗里德里希不愿再局限于生产造
纸机的单个部件。现在，福伊特生产的是能够将原材料加工成
最终产品的造纸机。1881年，福伊特为位于德国内卡河沿岸
Gemmrigheim的Raithelhuber Bezner & Cie.制造了第一台成套造
纸机。在随后的几年里，通过不断地扩展产品组合，弗里德里
希巩固了福伊特在造纸机领域的市场主导地位。福伊特生产出
的产品可以满足各种市场需求—— 不同作业宽度和更高生产能
力的造纸机以及可以用来生产新闻纸、硬纸板和特殊纸的机器。

通过生产水轮机发展业务
“通过发明实现专门化并占领市场”，这是约翰•马修斯•福伊特
在1855年参观世界博览会后常说的话，而弗里德里希将这一
想法付诸实践。他还意识到，除了对纸的需求不断增长外，德
国还会对能源产生巨大的需求。因此，19世纪70年代起，生产
水轮机就成为了福伊特第二个主要生产项目—— 一个从核心业
务中合理延伸出来的生产项目。造纸机本身就是由水轮驱动，
而作为造纸机生产商，福伊特深谙这一技术的所有细节。因此，

水轮最终演变成为水轮机，并成为水力发电的一项关键技术。
福伊特也因此摇身一变成为电气化的先驱。1870年，第一台
水轮机制造完成，公司也很快就赢得了水力专家的称号，因为
福伊特水轮机总是能够完美的契合现有的水量和水头。1873
年，福伊特将第一台混流式水轮机交付给海德海姆的纺织工C. 
F. Ploucquet，创造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弗里德里希对最初由
美国人发明的水轮机作出了革命性的改进，例如，增加活动导
轮来控制水轮机的输出，不久混流式水轮机就占领了市场。

令人振奋的发明
当首批用来以机械方式驱动机器的水轮机制成时，不断前行的
电气化进程还带来了对发电用水轮机日益增长的需求。1879年，
福伊特建造了第一台水轮机控制器，成为水力发电的一项开拓
性创新。只能在使用地发电的历史一去不复返，发电站和陆上
高压线的建设由此开启。电力机械的发展、电气工程师队伍的
不断壮大以及大型发电站的兴起带来了对水轮机的巨大需求，
并为福伊特带来了巨额销售量。

1 1881年，福伊特制造了第一台成
套造纸机。

2 福伊特生产的带有“精度调节器”
的混流式螺旋水轮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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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到发展
希望在竞争中生存的公司必须在技术上领先，这是弗里德里希•
福伊特的一个基本信念。因此，他一直保持着与科学研究的紧
密联系，并与朋友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一起进
行了煤粉发动机的试验。海德海姆也因此成为了工程师理想中
的黄金国。

科学研究的广泛交流促成了大量测试实验室的兴建。1908年，
作为创新者的福伊特再次不负盛名，建成了德国第一座抽水蓄
能电站。利用测试试验室的盈余电力，一夜之间将水抽入一个
蓄水池，留待第二天用来驱动水轮机。福伊特也由此发现了一
项关键技术，可以将能量储存起来，以供将来使用，从而完成
从可再生资源到电力的转换。

海外市场的召唤
1893年起，福伊特开始关注起海外市场，而芝加哥世界博览会
为弗里德里希提供了一个与其他实业家进行交流的机会，使他
意识到出口，尤其是水轮机的出口，对公司来说已经变得尤为
重要。1903年，一份惊人的合同吸引了整个商界的注意力：位
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安大略电站要求福伊特自1903年到1912
年间为其建造十二台混流式水轮机，每台额定功率达12000 马
力，这是前所未有的功率。福伊特成功地完成了订单，也因此
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技术能力与一流工艺的代名词。

弗里德里希开始向利润丰厚的市场进行不断的投资。1903年，
他在奥地利的St. Poten开办了第一个海外子公司，向奥地利、
匈牙利和俄国市场提供造纸机。1906年，福伊特从遥远的中国

1 海德海姆，Brunnenmühle：水
轮机测试实验室和德国的第一个
抽水蓄能电站于1908年投入运
营。

2 1879年，福伊特建造了第一台水
轮机控制器。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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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它的第一个大订单，为中国首座水力发电站—— 石龙坝
水电站（位于云南省）提供水轮发电机组。这套水轮机发电机
组于四年后交付。渐渐地，福伊特从斯瓦比亚的一间工厂发展
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

对机器和人才的投资
不断增长的产品多样性和机器尺寸呼唤福伊特不断扩大其生产
能力。原来的机械作坊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期间，公
司的装配面积增加了近九倍。因为弗里德里希•福伊特坚信只
有经过全面培训的专业人员团队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他还
对雇员的后代教育进行了投资。早在1910年，弗里德里希就创

办了第一个培训研习班。福伊特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对于那个
时代来说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1890年，当德国大多数工厂
正将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到11个小时并开始支付加班工资时，
福伊特早就已经制定了每天十小时的工作制度。

1913年，弗里德里希•福伊特去世，为他的儿子们留下了一家
蒸蒸日上的工程公司。在弗里德里希的支持下，加上创新的思
维、缜密的规划和大胆的企业决策，这个昔日只有30名员工的
车间摇身变成了拥有有3000多名员工的以出口为主导的全球性
公司。

1903至1912年间，福伊特为安大
略电力公司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发电
站提供了12台双流式水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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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至1945年间是一段科技成果百花齐放的时
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不安、危机
四起的年代。电报网络将世界各国更加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迈出了全球化的第一步。汽车、有轨
电车、火车和轮船使人口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 。
准确地说，福伊特正是这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之一。但是两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和全球经济
萧条都为福伊特公司带来了巨大挑战。

如何使发明创造变为基本
技术……
1913年–1945年

1922年，福伊特开始生产卡普兰
式水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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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协力，为未来铺平道路
1913年弗里德里希•福伊特去世后，他的儿子瓦尔特（Walther）、
赫尔曼（Hermann）和汉斯（Hanns）接手了公司的管理：瓦
尔特负责奥地利St. Poten工厂的扩建；赫尔曼负责处理海德海
姆总部的商业事宜；汉斯则负责管理技术部。第一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使公司举步维艰——海外订单被迫终止，有200名福伊特
员工在战争中失去性命。通货膨胀使得生存非常艰难，福伊特
用自己的应急货币向工人支付工资，而这种货币曾短暂的在海
德海姆充当法定货币。

瓦尔特•福伊特（1874–1947）
• 获得斯图加特理工大学工程

学博士学位。
• 为奥地利St. Poten工厂的扩

建和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赫尔曼•福伊特（1878–1942）
• 法学博士，海德海姆总部

的商务总监。
•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扩展

了公司的海外业务。

汉斯•福伊特（1885–1971）
• 在德累斯顿学习工程学。
• 两位哥哥去世后，他成为家

族中最后一位男性成员。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雨

果•鲁普夫（Hugo Rupf）的
支持下重建福伊特并将福伊
特转变成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私人有限公司）。

• 一生深受人智学和社会责
任的影响。

第三代

1  弗里德里希•福伊特的儿子：瓦尔
特（Walther）、赫尔曼（Her-
mann）和汉斯（Hanns）。

2  1903年，福伊特在奥地利圣·波尔
顿开办了第一家海外子公司。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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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魏玛共和国成立，开始了更稳定的局面。由于三个兄
弟的合理分工，福伊特进一步壮大。

观念流
1922年见证了水力发电的另一个里程碑：经过多年的准备，由
维克多•卡普兰（Viktor Kaplan）教授发明的卡普兰式水轮机
准备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而第一个卡普兰式水轮机模型已经交
付。卡普兰式水轮机主要用于河流发电站，很快，卡普兰式水
轮机就成为了该领域的标准化技术。这种水轮机的关键优势在
于：借助可调导流叶片，效率极高，甚至可用于低水头、大流
量的电站。

合乎逻辑的一步：新业务领域 ——   齿轮生产 
福伊特从动荡年代的发展历程中获得了宝贵的经验。造纸与水
电虽然可以为公司带来大量订单，但是波动性极大。为此，1922
年，福伊特决定引入一种拥有稳定市场的新业务 ——  齿轮生产，
这是现有核心业务的又一次合理、有机的延伸。

福伊特可以从齿轮驱动造纸机和水轮机的生产中汲取丰富的经
验，还可以从多年的水轮机生产过程中攫取有用的流体技术诀
窍。凭借一系列开拓性的发明创造，福伊特很快开始为流动性
越来越高的社会中的道路和轨道运输提供基本技术。1932年，
由柴油或燃气驱动的新型轨道车开始慢慢取代旧式的蒸汽机，
而这种新型轨道车上预置的手动变速箱仅部分适用于轨道交通，
为此，福伊特开发了一种创新型涡轮传动装置。1933年，福伊
特的涡轮传动装置在奥地利的有轨汽车上进行了首秀 —— 这次
成功为福伊特带来了更多的海内外订单。

费丁格尔原理（Föttinger Principle）带来的国际流动性 
T赫尔曼・费丁格尔 （Hermann Föttinger）教授发明的液动
式动力传输（也称为费丁格尔原理）带来了新的突破，这一
原理至今仍应用于全球各种车辆中。在流动液体的帮助下，
扭矩几乎不受损耗就可得到有效传送，速度也同时得到有效
控制。1929年，福伊特开发了首个基于费丁格尔原理的液力
耦合器，并应用于德国黑尔德克抽水蓄能电站。很快，福伊特

1932年，福伊特为维也纳的轨道
交通工具 —— 一辆80马力的有轨汽
车建造了第一台传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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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接到了铁路和公路车辆驱动装置的订单，而订单数量在经济
强劲增长期间更是快速增加。此外，福伊特也因向工业厂房提
供液力齿轮箱和耦合器而闻名市场。

事物在加速发展 —— 水上交通亦然：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
得益于福伊特的发展，海上交通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富有创造
力的福伊特工程师们将来自维也纳的工程师恩斯特•施耐德

（Ernst Schneider）发明的螺旋桨驱动装置改造为一个设计独
特的船舶推进系统：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

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是一种兼具转向功能的海上驱动装置，
使船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航行方向可以随心而变。

• 费丁格尔传动装置的发明
者，该装置融合了水泵和
水轮机的功能，以其姓名
命名。

• 研制出了液力耦合器（费
丁格尔耦合器）。

赫尔曼•费丁格尔（1877-1943）

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的发明
者，该推进器具有轮船驱动
器和转向装置的作用，使船

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动
性。

恩斯特•施耐德（1894-1975）

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还可用于拖船、浮式起重机、车辆渡轮、
客轮和福伊特拖轮。1927年，福伊特注册了福伊特施耐德推
进器专利。1928年，装配了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的第一艘测
试船只Torqueo在荷兰鹿特丹港口试下水。1931年，装配了福
伊特施耐德推进器的三艘客轮在康斯坦茨湖（也称博登湖）
正式投入使用。 

经济大萧条并非末日
被现代人称为“黄金20年代”的上世纪二十年代充满了不断进步、
繁荣和永久和平的希望，然而在1929年10月25日，这一时代
戛然而止。发生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事件引发了
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有工业化国家的失业率骤然上升，

1 赫尔曼・费丁格尔（Hermann 
Föttinger）

2 恩斯特•施奈德（Ernst Schneider）

3 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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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纷争也愈演愈烈。德国的政治局面开始向激进主义
转变。外资被撤回，德国总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933年，
国家社会党夺权，德国处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境地。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福伊特丧失了其业务市场，整体产量急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
福伊特迎来了50周年庆典。
截至当时，福伊特已为客户
提供了：

• 6000台水轮机，总功率超
过200万马力；

• 100多台袋式碎木机；
• 207台成套造纸机。

• 1881年，福伊特成功交付
第一台成套造纸机；

• 1899年，福伊特为俄国提
供了第一台造纸机；

• 1903年-1912年，福伊特
为位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
安大略电站提供了十二台
水轮机；

• 1906年，福伊特收到订单，
为中国首座水电站提供水
轮机。

50周年纪念日

1923年，福伊特员工在为爱尔兰
香农电站组装蜗壳。

剧降低，造纸业几乎陷入停顿。到战争结束时福伊特已面临着
全面崩溃：4000名福伊特员工中，有600名在战争中死亡或失
踪，客户也已所剩无几。但福伊特将再次迎难而上并征服一切
挑战。



454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重建和经济奇迹：
1945年后，德国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过来，福
伊特亦是如此。

如何在全球创造经济奇
迹……
1945年–1982年

20世纪70年代，福伊特开始生产
高性能万向轴。

1945年至1982年间，当今全球化世界的基础正在成形。人口
的个体流动性在增强，无论是搭乘汽车、火车、轮船还是飞
机，长途旅行已成为普遍现象。货物的国际流动性也在不断增
强，人们对纸和能源的需求空前加大。20世纪70年代，为了
保护自然，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工业国家发起了一场新的生
态运动。而福伊特也利用其技术为实现环境友好型发展提供基
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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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开始工作吧！
在赫尔曼•福伊特和瓦尔特•福伊特分别于1942年和1947年去
世后，汉斯•福伊特便成为福伊特家族中唯一的男性继承者。
为了应对战后重建的沉重负担，汉斯聘用了首位“外部”高管来
共同打理公司最高领导层的工作：1932年，24岁的经济学毕
业生雨果•鲁普夫加入了福伊特。

这两位密友开始着手重建公司，人道主义企业家汉斯•福伊特
和商人雨果•鲁普夫的能力优势实现了完美的互补。然而，现
实情况依旧严峻，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由于没有原材
料和客户，而留下的少数员工中又大多营养不良，福伊特最初
不得不缩减规模，从事小型桥梁维修、美国军用卡车修理、火
车翻新甚至于生产炖锅等业务。

在世界市场重返领导地位 
汉斯•福伊特和雨果•鲁普夫成功地恢复了“Maschinenfabrik J. 
M. Voith公司”以往的实力，此前极为密切的海外合作关系也得
到迅速重建和扩展。战争结束仅一年后，福伊特便接到首批出
口订单。公司再次将重点放在了核心业务上 —— 尽管煤、原材
料和人力持续短缺，所有订单仍顺利交付。

战后经济的复苏使福伊特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大幅增长。仅几
年的时间里，福伊特的员工总数再次达到4000名，此外，福伊
特还于1956年和1963年分别在克赖尔斯海姆和慕尼黑附近的
加兴开办了分工厂。

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福伊特还收购了一些稳健且收益丰厚的
金融控股公司，表现出深谋远虑的一面，这也是通过股权和收
购扩大发展的第一步。 • 在法兰克福/美茵地区学习

法律和经济，获得经济学
学位，曾在银行实习并从
事过工商管理。

• 1932年，24岁的雨果•鲁
普夫以经济学毕业生身份
加入福伊特，并凭借其非

凡的商业才能很快加入董
事会。

• 对于将Maschinenfabrik J. 
M. Voith公司发展壮大为一
个活跃于全球的集团，雨
果•鲁普夫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雨果•鲁普夫（1908–2000）

1

2 3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伊特员工
修理火车机车和铁路桥。

2  汉斯•福伊特

3  雨果•鲁普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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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时机下的正确理念
上世纪50年代，德国的就业水平明显复苏。百万名上班族每天
都要乘车上班，推动了公共交通业的快速扩张。1950年，福
伊特开始为公共汽车开发自动变速箱，这些变速箱很快成为公
共交通中的标准配备。1968年，福伊特为公共汽车和卡车研
制出首台缓速器 —— 无磨损的液力连续制动装置，此项创新日
后成为了一项基础技术。 

生态运动的先驱
全球经济增长也重新激活了对纸的巨大需求，而福伊特满足了
这一需求。1966年，福伊特为瑞典的Holmens Bruk造纸厂建
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纸机，该造纸机幅宽为9米。在当
时，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还未被社会关注，但福伊特早在1960
年就发明了浮选脱墨法。这一方法可将印刷纸张中的墨迹去
除，福伊特也因此成为纸张回收过程中资源节约工艺的先驱。

1 位于德国加兴的车间

2 浮选槽图纸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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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为发展插上翅膀
全球经济的发展促使能源需求逐年攀升。遍览全球，所有国家
都在向现代化的工业国度迈进，而他们中的许多都在依靠水力
发电，并将其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水电业务也因此得到发
展。1978年，伊泰普水电站将18台水轮机订单中的12台授予
福伊特，该水电站位于巴拉圭和巴西之间。1984年投入使用
后，伊泰普水电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新纪元，新业务架构
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企业家，汉斯•福伊特从未停止过对福伊
特未来的思考。他预见到福伊特家族的下一代 —— 兄长赫尔曼
的子女和他自己的六个女儿 —— 不太可能参与对福伊特的管理。

因此，1950年，他将J. M. 福伊特公司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
即一家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1971年汉斯•福伊特去世后，雨果•鲁普夫成为塑造公司未来
的继任者。最初，他出任福伊特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职，自1973
年起开始担任监事委员会主席。

上世纪70年代，雨果•鲁普夫创立了“福伊特章程”（Voith Charter）
至今仍被许多其他企业奉为管理蓝图。在“福伊特章程”中最重
要的机构是监事委员会，即所谓的股东委员会，成员包括股东
代表以及独立的杰出企业家。1978年，雨果•鲁普夫被任命为
股东委员会主席；1983年担任福伊特名誉主席。

为伊泰普水电站提供的首个转子抵
达建筑工地。1988年建成后，该
电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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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即是市场
自福伊特在20世纪初接到位于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安大略水电站
和中国石龙坝水电站的订单后，便一直奉行这样一个座右铭：
世界就是我们的市场。雨果•鲁普夫和汉斯•福伊特也一直在有
条不紊地拓展福伊特的全球业务。1960年，福伊特收购了印
度Utkal Machinery公司的股权；1964年收购了西班牙Talleres 
de Tolosa公司。福伊特工程服务在英国和法国的分公司相继
成立 。
 

1967年，福伊特迎来了100
周年庆典。其成长史记录如
• 17000台水轮机；
• 850台造纸机；
• 22,000个齿轮传动装置；
• 1550台福伊特施耐德推
   进器；
• 16,500台涡轮传动装置；

• 25,000台DIWA传动装置；
• 10,000个制冷系统和风扇、
   400,000个液力耦合器。

福伊特100周年纪念

为了贴近客户，福伊特在海外建立了生产基地。从长远来看，
这是为公司主要产品赢得市场的唯一方式，同时也保证了海德
海姆的工厂能安全交付订单。1964年，福伊特在巴西圣保罗
成立了分公司。上世纪70年代，福伊特将发展重点聚焦于北
美，作为市场战略的一部分，福伊特通过自有生产设施和收购
行为在北美市场站稳了脚跟。1973年，雨果•鲁普夫从管理委
员会调至公司监事委员会，而他的继任者们则继续推进着福伊
特的全球化发展之路。

1 1964年，福伊特在巴西圣保罗建
立了分公司。

2 1982年，福伊特为美国南卡罗来
纳州的Eastover公司建造了当时最
大的用于生产高级纸的造纸机。

• 1950年福伊特制造出第一
艘福伊特拖船；

• 1957年福伊特为德国联邦
铁路公司（德国铁路）提
供福伊特涡轮传动装置；

• 1962年福伊特为欧洲最大
的维安登抽水蓄能电站提
供水轮机；

• 1966年福伊特为瑞典哈尔
斯塔维克的Holmens Bruks
造纸厂建造了世界上最大
的新闻纸机（幅宽9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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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而互
联网的出现则消除了交流和贸易障碍。国与国之
间的实际界限也正在消失：柏林墙倒塌、“东欧集
团”解体、欧元区成立。金砖四国及其他新兴市场
都处于飞速发展中，整个社会开始意识到另一个
重要问题 —— 可持续性发展。它是促进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也是衡量技术创新的标准。 

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在远东地区，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
拔地而起，区域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拥有1000万或2000万人口
的超大型城市。这种现象在呼唤一种全新的公共交通理念——

福伊特为之提供可靠的技术，但最主要的是贡献了许多新的理
念。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促使能源需求与日俱增，由二氧化
碳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全球面临的首要威胁。

创新技术如何推动经济
和社会发展……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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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许多经济体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度越来越高。2011年，
德国政府出台了“能源转换”（Energy Shift）政策。而福伊特的
解决方案可赋予水电站无法想象的潜力，弗里德里希•福伊特
在100多年前发明的抽水蓄能电站成为了21世纪利用可再生能
源发电的中坚力量。

拥有无限可能的乐土
20世纪最后20年中，福伊特的全球化脚步不断加快，而最初的
发展主要在北美。1983年，福伊特通过收购美国威斯康辛州阿
普尔顿的阿普尔顿工厂，成功打入造纸机织物产品市场，并用
压榨毛布和成型网等产品丰富了自身的造纸机消耗品产品线。
同时，水电业务也在北美市场建立起来。1986年，福伊特收购

了地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的市场领军者Allis Chalmers公
司的水电业务，并将北美地区驱动技术的销售和服务业务也迁
至约克。

1 1996年，福伊特PM53纸机在瑞
典Braviken造纸厂投入使用 ——

它是当时世界上运行最快的纸
机，速度达1,700 米/分钟。

2 1985年，福伊特工程师为工业厂
房开发出首台Vorecon变速行星
齿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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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保持不变
然而，福伊特再次陷入了困境。90年代初期，领导层对福伊
特发展所持的不同观点致使公司资产分割和赫尔曼•福伊特家
族的退股。该家族获得了大部分金融资产和机械加工业务，而
汉斯•福伊特的继承者则继续掌管公司的核心业务：造纸机、
造纸机织物、动力传动装置、水轮机和海洋技术，并以父亲的
精神为宗旨继续运营公司。

1986年至2000年间，福伊特由迈克•罗果夫斯基（Michael 
Rogowski）博士负责经营；2000年至2008年间，由赫尔穆
特•科尔曼（Hermut Kormann）博士掌管，此后由赫伯特•林
哈德（Hubert Lienhard）博士接管。

持续的扩张
通过企业收购和发展战略性合资企业，福伊特成功地加强了在
自身业务领域中的市场地位。1994年，福伊特和瑞士苏尔寿集
团就造纸技术业务成立合资公司，并于2000年成为该合资公司
的大股东。1999年，福伊特接管了英国思卡帕集团的造纸机
织物、辊包覆和服务业务，这是福伊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
收购。此外，福伊特还与西门子成立了合资企业，标志着水轮
机技术的领先制造商和发电机的领先供应商之间的结盟。

为行业效力
福伊特对工业行业不断增长的工业服务需求一直保持着密切的
关注：各家公司正日益聚焦于核心业务并将其他业务外包给专

福伊特工业服务的机械师在一家
精炼厂开展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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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抽水蓄能电站二期工程（中
国）：世界上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
之一，采用福伊特技术建设。

业企业。2000年，福伊特获得了DIW Deutsche Industriewartung 
AG的控股权，为今日集团旗下的工业技术服务事业部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走出去”精神在东方
世界经济地理扩张的焦点正向东方、远东转移，而印度和中国
等国家正快速地发展成为现代工业大国。这些国家需要福伊特
提供规模空前的技术、系统、产品和服务来建造基础设施。福
伊特也已认识到了这些市场中的机遇，并开始致力于在新兴市
场地区的发展。

1994年，福伊特在中国北京设立了福伊特造纸的首家分支机构。
同年，福伊特还在中国打下了生产水轮机和发电机的基石：福
伊特与西门子和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SEMMW）
共同成立了SHEC公司 —— 上海希科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上海高科
技设备公司，现为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两年后，福
伊特在上海附近的昆山市建立了一个造纸织物生产基地。此后，
昆山造纸基地开始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2010年，福伊特纸城
正式成立，该纸城集中了福伊特在中国的所有造纸技术分支机
构。此外，1985年在香港成立的香港福伊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也于2002年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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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7年开始，起源于斯瓦比亚一个小锁匠铺的
福伊特在不断改写世界工程技术史，也因此改变了
世界。我们遍布全球的开创性活动和项目均与我
们实现负责任的发展这一志向密不可分。有鉴于
此，福伊特从未将自己视为一家单纯提供产品或
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为整个人类社会和产业所
需的基础服务贡献价值，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
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福伊特的历史突显了公司的独特之处，而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继
续走向成功的基础：预测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及适应这些趋势
的能力，将大胆的想法转变为研发产品的创造力，敢于探索新
业务和新市场的胆识，以及敢于将雄心勃勃的项目付诸实施、
使用专业技能和热情为每一个客户提供支持的决心。

展望未来……



6564

21世纪的前25年，世界将与19世纪末截然不同，然而有一点与
当时相比却是不变的 —— 整个世界依旧充满了挑战和机遇：全
球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兴经济体的出
现、流动性的增加、运用可再生能源的渴望及日益迫切的现实
需求。这个生生不息、变化不止的世界需要新的理念和解决方
案来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而我们将继续为这种需求提供技术
解决方案。

福伊特一直行走于世界前列，我们开发的技术不断地推动世界
经济走向发展和繁荣，并将地球变成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人类家
园——自1867年来始终如此，而未来，我们仍将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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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22岁的约翰•马修斯•福伊特从父亲手中接管了锁匠铺。

1848  约翰•马修斯•福伊特开始开发造纸机。

1859  福伊特研制出第一台碎木机，为产业规模化造纸奠定
了基础。

1867  约翰•马修斯•福伊特将家族企业交给他的儿子弗里德
里希。约翰•马修斯•福伊特公司于1867年1月1日正式
成立。

1869  福伊特凭借碎木机获得了公司的第一份专利。

1870  福伊特通过建造一台100马力的 Henschel-Jonval水轮
机开启了公司的水轮机建造事业。

1879  福伊特设计并建造了第一台水轮机控制系统。

1881  福伊特为德国Gemmrigheim的Raitelhuber Bezner & Cie
制造了第一台成套造纸机PM1。

1903  福伊特在奥地利的St. Pölten开办了第一个子公司。
           
           福伊特获得了加拿大安大略发电公司在尼亚加拉大瀑

布水电站建造项目的订单，为水电站建造十二台混流
式水轮机，每台额定功率达到12000 马力。这是当时
世界上最大的水轮机。

发展里程碑

20世纪初，福伊特为安大略电力公
司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电站项目
提供水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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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福伊特获得了来自中国的首个订单，为中国的首座水
力发电站 —— 石龙坝水电站提供水轮机。该水电站于
1910年投入使用。

1908  水轮机测试实验室和第一座抽水蓄能电站在德国海德
海姆Brunnenmühle建成。

1910 福伊特在海德海姆创建了第一个培训研习班。

1913  73岁的弗里德里希•福伊特去世后，他的三个儿子瓦
尔特、赫尔曼和汉斯开始共同管理福伊特。

1927  福伊特施耐德推进器注册了专利。

1932  福伊特为维也纳Austro-Daimler轨道车开发出首个涡
轮传动装置。

1950  福伊特为福伊特拖船注册专利。

1952  福伊特开始为城市公交生产DIWA传动装置。

1960  福伊特开发了从废纸中回收纸浆的新工艺：浮选脱墨
法，并由此成为纸张回收利用的摇篮。

1964  福伊特在巴西圣保罗成立了分公司。

1968  福伊特为商用车辆开发了减速器。

1977  福伊特为轧钢机制造了第一个高性能万向轴。

1978  福伊特收到世界最大水电厂巴西伊泰普水电站的12台
水轮机订单，该水电站位于巴西和巴拉圭之间。

1983  福伊特通过收购美国阿普尔顿的阿普尔顿工厂进入了
新的业务领域，造纸机织物产品成为福伊特产品系列
的一部分。

1985  福伊特为工业厂房建造了首台Vorecon变速行星齿
轮。

1986 福伊特收购了美国纽约艾利斯•查默斯（Allis-Chalmers）
公司的水电业务。

1994  福伊特和瑞士苏尔寿集团将各自的造纸技术业务合
并，成立了合资公司福伊特•苏尔寿造纸技术公司。

1994  福伊特与西门子（Siemens）和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
机厂有限公司（SEMMW）共同成立了SHEC公司——

上海希科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现为上海福伊特水电设
备有限公司。

1997  福伊特收到一份中国订单，为世界最大的水电站之一 
—— 三峡水电站提供六台水轮机，每台功率达700兆
瓦。

1998  福伊特收购了Salzgitter的Scharfenbergkupplung。

1999  福伊特接管了英国思卡帕集团的造纸技术业务部门，
成为造纸业网布和传送带的领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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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福伊特和西门子成立合资公司 —— 福伊特西门子水电
设备有限公司。自2009年起，该部门就一直被称为
福伊特水电。

             此外，福伊特还获得了DIW Deutsche Industriewartung 
AG的控股权，并成立了集团第四个事业部 —— 福伊
特工业服务。

2004 福伊特收购了德国Rutesheim液压系统解决方案的领
先制造商Hartmann + Lämmle。

2005  福伊特收购了美国Premier集团，该集团是为汽车行
业提供支持服务的专业公司。

2006  福伊特收购了Hörmann Industrietechnik GmbH的多
数股份，该公司位于德国慕尼黑附近，是为汽车行业
提供支持服务的专业公司。

2007 福伊特收购了BHS Getriebe，一家位于德国松托芬的
生产高性能齿轮箱和耦合器的领先制造商。

2008 福伊特收购了位于奥地利St. Georgen am Steinfelde
的Kössler Maschinenfabrik公司，该公司是为小型水
电发电站提供整套设备的供应商。

2008  福伊特收购了Ermo，一家专注于在石油化工领域为
电站和精炼厂提供服务的德国公司。

2010  福伊特在中国昆山庆祝福伊特纸城的正式成立，这是
福伊特面向亚洲造纸业新的生产和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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