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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特尔阀门与控制一贯坚持为客户提

供能更有效地帮助其应对严苛工况

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和解决方案，并获得了

业界的高度认可。“进无止境”是滨特尔

阀门与控制秉承的发展理念，新近投入运

营的上海青浦安全阀蒸汽测试中心，在推

动中国安全阀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

为客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体验。

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压力控制产品业务

部副总裁Calogero Di Gesu先生表示：“全

新安全阀蒸汽测试中心是滨特尔阀门与控

制在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该中心的启

用为我们的中国客户带来的是在本土对其

安全阀产品按照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

协会）锅炉和压力容器规范第I篇的要求，

完成测试和认证的便捷体验。测试周期只

需几天时间，而在此之前，客户需要将产

品运往国外进行测试，然后再运回中国，

测试周期通常长达数月。”贴近客户和满

足客户需求的能力是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公

司部署中国战略的关键所在。

Calogero Di Gesu补充道：“青浦安

全阀蒸汽测试中心的启用改变了中国安全

阀行业的传统运营模式。电力、石油与天

然气、流程工业以及石化等关键工业领域

的安全阀用户将能感受到阀门维护或测试

的便捷，且少有损伤。”

中国市场的创新及成就

毫无疑问，不断创新是滨特尔阀门与

控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部分。自30年前正

式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公司始终秉承以客

户至上，大胆创新为指导的发展策略。

全新青浦安全阀蒸汽测试中心就是一

大例证。它按照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

协会）锅炉和压力容器规范第I篇的要求进

行严格测试，可满足对超临界锅炉阀门，

即压力为3100 PSIG或更高的电厂超临界锅

炉阀门最为严苛的工程需求。滨特尔中国

安全阀蒸汽测试中心也已获得ASME V认

证，迈上新台阶。

Di Gesu补充道：“这就意味着，我

们的青浦安全阀工厂已真正成为本地化的

从生产到测试认证和售后服务的一站式供

应基地。”

与行业同分享，共进步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中国的

流程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

滨特尔阀门与控制紧跟行业发展步伐，一

路相伴，见证行业的创新转型，并为之做

出重要贡献。

一路以来，公司的名称在变化：由最

初的Keystone和泰科流体控制发展成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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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特尔阀门与控制中国市场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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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滨特尔阀门与控制，中间经历了两次

合并与收购。尽管经历了一系列变更，中

国始终是滨特尔阀门与控制的重点市场，

在公司的战略部署中占据重要地位。如

今，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在中国拥有3个生

产基地，4个战略服务中心以及1,000名员

工，共同为遍布全国各地的客户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和服务。

1 9 8 5 年 滨 特 尔 阀 门 与 控 制 的 前 身

Keystone阀门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相比

公司初建之时，中国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大中华区

总裁余树荣先生回忆道：“那时的中国市

场和现在大不相同，但当时市场对阀门产

品的需求已经非常大，且持续增长。”

成立初期，深圳Keystone工厂就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作25年间，该工厂

生产了多达25万个Keystone阀门产品。余

树荣骄傲地表示：“我觉得我们是最早证

明‘中国制造’将引领未来制造业发展的

企业之一，深圳工厂生产的大部分产品都

用于出口。”

然而，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在成立初期

也面临了许多挑战，如何在中国开展业务

便是最大的挑战之一。余树荣表示，另一

个巨大挑战则是员工队伍的组建。

余树荣先生坦言：“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拥有丰富行业经验的员工并不多。所

以，我们必须招聘大量员工，并对他们进

行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培训，建立现代

化的员工队伍。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

为他们提供大量的生产技能培训，同时也

让他们从根本上深刻了解到高水准的产品

质量是品牌核心，卓越的产品质量和性能

以及先进的阀门解决方案是滨特尔的品牌

价值所在。”

余树荣先生还补充道：“在过去30年

的发展历程中，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将专业

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传递分享给了众多行

业人士，并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促进了中国

整个流程工业的发展。”

国际技术，本地应用

滨特尔在适应市场变化，以高性能的

阀门及自动化解决方案推动中国工业基础

设施建设上表现卓越。滨特尔将发展重点

放在产品和服务上，为电力、石油和天然

气等具有应用工况特殊性的核心经济支柱

产业提供支持。

滨特尔阀门与控制总裁Chris Stevens

表示：“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客户与西方

客户的需求并无不同。事实上，他们更需

要能在本地获得同样国际水准的专业支持

以满足其需求青浦，安全阀工厂正是我们

响应客户这一诉求的最新例证。”

这一策略行之有效。已在滨特尔工

作近30年的高级应用工程师王婷回忆起一

个客户案例，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石化企

业客户面临工厂大修，希望滨特尔阀门与

控制能提供可以在-196℃环境下工作的低

温阀门。王婷表示：“但他们想要国产阀

门，而不是进口产品，而且他们急需这种

阀门。”

滨特尔顺利帮助客户解决了这一难

题。成都工厂的技术部门应客户要求重新

设计了现有的阀门，并在截止日期前进行

了测试和产品交付，帮助客户的工厂如期

恢复生产。

王婷不无感慨地表示：“这一案例充

分体现了滨特尔与客户的紧密合作和共同

发展，这也是滨特尔与大多数客户保持几

十年长期合作、产品被应用于其众多关键

系统的原因。”

卓越服务

随着行业发展的日渐成熟，早期销售

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服务支持。滨特

尔积极响应市场需求，提供专业的服务团

队和资源满足中国工业客户对服务的迫切

需求。

如今，滨特尔已经在中国大陆地区

建立成熟的服务网络，包括四个独立的服

务中心，分别位于北京、上海、福建和成

都，提供维修、标准化测试、试运转、安

装、诊断、现场服务及室内维修等多种服

务。此外，上海服务中心是中国唯一一

安全阀蒸汽测试中心能对安全阀按照ASM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锅炉和压力容器规范第I篇的要
求进行生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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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Vanessa官方认证和授权的Vanessa 

30,000系列三偏心阀门维修点。

余树荣表示：“时至今日，无论需要

预防性、预见性还是矫正性措施，滨特尔

始终致力于帮助客户优化阀门和控制设备

供应，及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需求的能

力。随后，滨特尔又组建了位于上海嘉

定的Anderson Greenwood Crosby合资企

业。2003年，滨特尔在青浦建立生产厂并

逐渐将其打造成实现本地化生产、组装和

测试一站式基地之一。

青浦工厂原址最初生产用于水处理

行业的阀门，随后不久逐渐扩张面积以生

产服务于其他市场的阀门产品。2008年，

Anderson Greenwood Crosby合资工厂成

为滨特尔独资所有，其生产也转移至青

浦。两年后，深圳的蝶阀生产也北上转移

到了青浦，进一步推动青浦成为滨特尔在

中国集成化的生产基地之一。

二十世纪初，滨特尔为其在中国的长

期发展设立了极富远见的战略计划。三管

齐下从“中国制造 服务中国”开始，逐步

发展为“中国制造 服务世界”，展现了滨

特尔不断将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引进中国

安全阀蒸汽测试中心2号蒸汽试验台架，可对大尺寸安全阀进行设定压力、回座、泄漏和排量试验

为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工作30年的高级应用工程
师  王婷女士

的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

“滨特尔的服务与中国其他阀门供应

商都不同。无论是何种规格的阀门，无论

来自哪一个制造商，滨特尔都能够为其提

供服务。无论是停工大修还是日常的校验

和检测，全年365天24小时待命的滨特尔服

务团队都能为客户提供一系列的支持，帮

助客户提升效率，缩短停工时间。” 余树

荣补充道。

生产扩大化

如果说九十年代是滨特尔销售和服

务能力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那么二十一

世纪初则是滨特尔深化中国战略布局的时

期，实施了在中国扩展生产足迹的一系列

重要举措。

2000年滨特尔对KTM实施收购， 纳

入了其位于成都的工厂是该方面的一大进

展，大大提升了滨特尔阀门与控制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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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

余树荣表示：“‘中国制造 服务中

国’意味着提供符合本土化需求和标准的

设计及定制化产品，而这常常与其他地区

或全球的需求是有所区别。”

着眼于未来

余树荣说道：“‘中国制造服务世

界’不仅能满足本土需求，还可以在保证

质量和可靠性的前提下为全球客户带来同

样的利益和效率。” 

2011年，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在成都扩

建全新的KTM球阀工厂，进一步扩大在中

国的业务。

KTM球阀工厂是滨特尔在全球最大的

球阀生产基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本土制

造环境中全球制造商的优势。

余树荣表示：“中国持续推进西部

大开发计划，滨特尔的产品在基础设施建

设，尤其是化工、石油、电力、天然气等

行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密切跟进客户项目的进度能够方便

我们更好地提供服务，确保客户无论何时

何地都能得到他们所需的服务和支持。”

余树荣补充道。

与滨特尔在中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的上海汽轮机厂对滨特尔的服务和支持给

与了充分欢迎和肯定。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

轮机厂副总经理朱正智表示：“滨特尔中

国与上海汽轮机厂长期以来建立起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为发电设备行业用户提供了

优质产品和服务。2015年在双方领导的共

同关心支持下，我们双方深入探索产业链

全过程合作模式，通过双方技术和商务专

家团队的不断创新和积极协作，共同提升

产业链的市场整体竞争力，促进了双方在

业务合作领域的深度和广度得到实质性提

高。随着滨特尔在中国投资的不断加大，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蒸汽试验台在上海青

浦建成，这些有利条件将更有助于双方开

展领域更广、层次更深的合作，我深信双

方将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各自优势资源，

共同提高市场竞争力，最终实现长期共

赢！”

与客户这样的长期良好合作使滨特

尔成为当之无愧的市场领导者。滨特尔为

中国的重要行业，包括流程工业，电力，

冶金，油气等提供一整套流体控制解决方

案，支持行业的不断发展进步。广泛而专

业的产品系列使滨特尔能从设计、工程与

安装、维修与服务等方面，针对项目的每

一个阶段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真正为

客户提供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的30年中，滨特尔持续加大在

华投资，其中数目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几

项投资都发生在近五年内。余树荣先生坚

信滨特尔将积极践行其为中国客户提供更

多服务和解决方案的长期承诺。

Chris Stevens 先生表示：“滨特尔阀

门与控制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在中国重要基

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过

去30年中，滨特尔阀门与控制在中国的投

入和积累的专长使公司的阀门与自动化解

决方案能够更好地响应中国客户的需求，

市场地位无可比肩。”

滨特尔阀门与控制总裁Chris Stevens出席青浦安全阀蒸汽测试中心启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