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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alker – Meeting the demands of the future

James Walker：满足未来市场的需求
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关键应用场合，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都是核心要素，对于用在这些场合的阀门，人们都盼望它们的

性能和可靠性得到进一步改善。因此阀门的代工供应商们自然会感觉到压力，从而根据市场需求设法开发相应的技术，

并推动全球阀门行业迈上更高的台阶。

阀门是一种汇集了各种零部件的产品，只有在所有零部件性能都符合设计要求的情况下才能正常工作。所以阀门性能的

任何改进都与每个部件的改进密不可分——包括密封元件。

流体密封并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技术，它涉及到新材料开发、设计创新和应用技巧。例如人造橡胶、工程塑料、冶金和

制造工艺等诸多因素都需要得到持续不断的改善，还有化学、摩擦力学和紧固技术也是如此。

封面报道

14 www.valve-world.netDecember 2013



15www.valve-world-asia.com December  2013

封面报道

业工程技术。

 这个团队顺利完成的项目数以千计，

而且涵盖了所有的行业和领域。也唯有在

这样丰富的资历背景下，他们得以不断和

合成橡胶、塑料和金属打交道并积累了宝

贵经验，包括对它们性能极限的深刻理解

和实际应用经验——而这一切正是James 

Walker集团的客户们需要的。

集团的油气行业全球市场及业务开发

经理John Bowers先生告诉我们：“为了

巩固并拓展专业技术，我们在整个企业中

营造一种强烈的求知氛围。James Walker

大家庭不仅重视选择最合适的人才，更是

在他们就职后帮他们扩大知识面并进行

深造。从刚招募的毕业生到资深技术主

管——我们鼓励并支持每位成员学习。正

因如此，James Walker拥有密封行业中

若干数一数二的工程技术和材料科学精

英。”

真正的全球合作伙伴
作为全球供应商，James Walker不

仅要有跨国制造基地，还要有高效的销售

和分销体系。在欧洲、澳大利亚、亚太地

区、非洲和美洲，James Walker旗下有

50多家各类生产基地、工程技术中心、分

销中心和客户服务机构星罗棋布在世界各

地。

集团业务的开发围绕着三大战略地

区——欧洲、亚洲和美洲—— 并以提供同

等水平的销售和技术服务给每家客户为目

标，无论对方是属于什么行业，处于什么

地区。有些简单的事情通过电话、录像或

网络视频会议就可以解决，但对于客户碰

到的疑难技术障碍，James Walker的应用

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在接到要求后，会

不惜长途飞行赶赴现场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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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alker集团的业务就是设法

使上面提到的种种改进得以实现，并提高

阀门的可靠性。无论应用工况涉及极端压

力、高温或低温、侵蚀性介质 —— 这家

企业至今仍然忠实地实践着公司的创办

信念：“运用工程科学提高机械的可靠

性”。这一信念是创办了这家公司的苏格

兰工程师于十九世纪80年代制定的。这种

主导思想见证了公司逐步成长为国际化工

程技术集团，旗下从事制造、技术和分销

的业务机构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

规模如此庞大，但James Walker仍

是一家私营企业。这使它保存了灵活性，

从而能不断应对整个行业面临的挑战，甚

至在全球经济的萧条时期也是如此。私企

的性质还使得它形成了自己的家族氛围，

同时为众多员工们也提供了让人留恋的工

作环境。

经验——无可取代的资源
也 正 是 这 些 员 工 们 —— J a m e s 

Walker团队——筑造了全球密封行业领

军企业的声誉。经验是一种无可取代的资

源。再先进的软件、硬件、试验平台和制

造设施也只是工具——任何新工厂都可

以购买并安装在自己的厂房里。但使得

James Walker与众不同的原因，是它的设

计和应用工程团队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专

James Walker的产品线一览

James Walker创立初期的工厂图片

预紧力控制螺栓连接

  盘根和石墨环

API金属环垫和
专用金属组件

PTFE弹簧蓄能密封圈

非金属阀座密封

高性能“O”型圈和橡胶类密封

金属与半金属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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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投资中国市场
拓 展 中 国 市 场 的 业 务 是 J a m e s 

Walker集团最新阶段的战略。过去十八

个月间，集团已经在巴西、印度，当然还

有中国建立了子公司。为了巩固James 

Walker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提高技

术支持和客户服务水平——尤其是针对阀

门等关键市场，集团于2012年成立了詹姆

斯沃克（上海）密封技术有限公司(James 

Walker (shanghai) Sealing Technology 

Ltd)。

通过和经销商和合作，集团的产品

和服务在中国市场上找到了丰富的商机。

Bowers先生说：“在任何国家，如果想按

照集团盛名在外的那种水准提供服务，唯

一的办法就是直接在那里设自己的业务机

构。我们在中国市场的新公司正在协助原

有的中国分销合作伙伴，同时也在独立开

展业务。集团的目标是在中国的高性能密

封和预紧力控制螺栓市场中提高自己的份

额。”

中国市场为James Walker的产品和

专业工程技术提供了无穷的发展潜力；中

国的国力和经济实力都在快速增长，各类

制造厂、基础建设项目和流程加工企业到

处可见，它们对James Walker开发的密封

和预紧力控制螺栓等一流技术具有大量的

需求。

产品解决方案
从化工、核能直到油气行业海底阀

门，在全球各大支柱行业的最前沿应用领

域，您都可以看到James Walker的产品被

用在关键应用场合。它们日复一日地确保

着相关工艺流程能够安全、顺畅地运行。

James Walker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不断

推出创新的材质和密封技术，从而促进了

产量和性能的提高。

集团已经开发并推出了众多世界一流

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涵盖了广泛的种类，

同时符合甚至超越了多种国际标准，包

括TA Luft、Norsok和API。它们分别在阀

门、管线、工艺装置和压力容器中发挥着

作用，降低了挥发性有机物(VOC)的逸散

性排放。另外，集团的许多产品还通过了

终端用户更加严格的标准，并被多家大型

油气生产商和加工商作为指定产品。

证明性能表现
由于有着传统的英国工程技术背景，

James Walker对自己的产品评价自然是很

保守的。它相信性能应该通过实际应用来

证明，而不是纸上谈兵。因此阀门和密封

行业必须将产品试验和材质试验视为核心

先进的防气爆性能测试装置

JW DV-API热塑性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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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

通过和客户、行业协会和学术机构的

密切合作，James Walker的下属机构开发

出了多种超越商业应用标准的最先进的试

验手段。

作为集团研发体系的核心部分，位于

英国的James Walker技术中心拥有集团最

主要的世界顶级试验设施。除了完成内部

的工作，还承接客户委托的材质和产品试

验，并可以采用获得DNV（挪威船级社）

等机构专门认证的试验手段进行试验。

Bowers先生强调说：“我们和许多广受国

际认可的试验机构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并让他们作为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产

品做出基准性测评。”

“利用集团种类丰富的工程技术资

源和对实际应用的深刻理解，很多情况下

我们会针对承接的项目专门设计和度身定

制试验平台，以便尽可能地还原产品在现

场实际应用的工况。”他继续向我们解释

说：“这种自备的试验设施加速了产品的

业务的未来有多么重要。

“在集团服务的许多行业市场中，尽

管我们的专业技术和工程设计是数一数二

的，”Bowers先生说：“但我们仍然不会

忘记，对任何想持续发展的企业来说，客

户服务永远最重要。正是在这种理念支持

下，我们着手组建了詹姆斯沃克（上海）

密封技术有限公司。集团的下属机构无论

地处世界上哪个地区，都无一例外地为客

户提供着高水准的服务和技术支持，而上

海公司则将成为其中的样板。”

通过拉近与客户的距离并建立一种合

作性质的业务关系，James Walker努力利

用自己的技术实力更有效地解决密封、材

料和螺栓方面的难题，进而帮助客户节省

数量可观的宝贵资源：时间和金钱。

 在这种理念的主导下，集团决意继

续拓展密封解决方案及服务业务的市场份

额，同时争取涉足新的行业领域和地域市

场，从而让自己的技术实力、工程经验和

客户服务能为更多潜在客户带来显著的效

益。

 Bowers先生最后总结说：“在中国

成立James Walker独立的子公司将是上述

发展道路中的下一步计划，我们真诚地期

望为这里的客户提供更多的资源，包括新

的产品和全心全意的技术支持。”

开发进程，客户也会对产品更有信心，因

为他们知道产品已经按照规定的条件充分

测试过了。”

质量至上的企业文化
为了确保客户能通过自己创新的解决

方案获得效益，James Walker的整个经营

体系都秉持着质量至上的企业文化。优质

设计、优质制造和优质服务，集团在全球

的所有运营机构一致认为这些都是满足当

今市场需求的宗旨。因此他们都会从选择

最好的原材料入手，并应用先进的制造工

艺，辅之以严格的质量管理。

James Walker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制

造厂都持有必要的认证，例如ISO9001和

AS/EN9100, 并由航空、医药和油气等不

同行业中严谨的客户定期审核，以便确保

集团管理体系和制造工艺是第一流的。因

而这种企业文化在整个运营体系中又进一

步得到了巩固，而且决定了集团的服务思

路在技术支持、物流和销售等各个方面，

都是以客户为导向。

展望未来
为了满足中国市场对密封和螺栓紧固

技术的需求，集团建立了专门的销售和技

术支持机构，这足以体现这一市场对集团

JW DV-API热塑性阀座

James Walker团队在最近召开的阀门世界亚洲博览会暨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