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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卓在芬兰建于1956年，在全世界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制造、销售和

服务网络。旗下有 Jamesbury®和 Neles® 

两个阀门品牌。其中Jamesbury®公司于

1954年在美国成立，拥有六十多年生产阀

门和执行机构的经验，主要产品范围还包

括开关球阀、蝶阀。作为全球领先的阀门

解决方案及服务供应商，产品方案包括控

制阀、开关阀和紧急切断阀，以及智能定

位器、SIS定位器和限位开关。“Neles®, 

Jamesbury®品牌在业内有口皆碑。Neles®

系列包括了金属阀座阀门、高端的深度设

计加工蝶阀、截止阀；Jamesbury®系列软

阀座阀门。以限位开关、智能定位器、SIS

定位器构成了美卓SMART解决方案。”

The Metso Way, make the big difference to customers

美卓之道，让客户的业务大有不同
美卓，作为关键流程工业行业的阀门技术和服务供应商，致力于服务中国市场已有80余年。其尖端的技术、卓越的解
决方案与贴近客户的服务使得美卓在业内拥有不凡的销售业绩，同时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和品牌影响力。距上次对美卓中
国业务运营报道已有一年，这一年里外部环境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市场对企业进行了新一轮严酷的筛选，面对严峻的周
期变化，企业是如何应对的？作为行业先驱，美卓自动化在发展策略上有何变化？这一次美卓给出了新的答案：美卓之
道。何为美卓之道？基于“美卓之道”，美卓取得了哪些新的业绩？又给用户带来了怎样新的研发成果？带着这些问
题，《阀门世界亚洲》编辑团队再一次来到了位于上海外高桥的美卓自动化，就新产品研发、销售与服务理念、新的市
场战略等话题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专访。

作者：李超然、朱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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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卓中国流体控制产品销售和服务副总

裁陈汉平先生介绍，“随着新产品的研发

成功和服务模式的完善，美卓将进一步

开发定位器、Jamesbury®在更多领域的应

用，并将成功的服务模式与客户需求相契

合。通过我们的专业知识，专业人才和解

决方案，让客户的业务大有不同。这就是

美卓之道。”

了解客户需求并不断创新，推出

NDX智能定位器

“知识经验是美卓之道的基础，了解

客户的业务环境、动力与挑战，旨为所服

务的领域提供世界领先的专业知识。无论

交付单项产品，还是全面负责客户的工艺

流程，知识都能够确保帮助客户实现业务

绩效的最大化。”陈汉平先生首先阐明了

美卓矗立于市场的基础。

工业自动化领域中控制阀的监测维

护和检修校验方面各有要求，而市场上可

供选择的阀门定位器虽然种类众多，却往

往难以全部满足要求。选出适合的阀门定

位器产品，实现高品质的自动化控制又能

兼顾成本，成为很多阀门用户的关注点。

美卓智能产品经理华莹首先就客户需求向

我们做了介绍：“根据石油&天然气和造

纸行业的客户反馈，首先需要保证安全可

靠、持久耐用。客户期待产品具备优秀的

控制性能，技术领先的产品设计，丰富的

诊断功能，并能够在现场便捷地安装和使

用。此外，有竞争力的价格、高效节能、

降低工艺过程成本也是工厂越来越重视的

方面。”

美卓在阀门定位器领域有着超过50年

的研发和生产经验。在1961年美卓就成功

开发了第一台NP系列气动阀门定位器。

此后又不断推出NE系列电气定位器和

ND800以及ND9000系列智能定位器。据

华莹介绍，NDX系列定位器是美卓在汲取

各领域客户需求和建议的基础上，今年新

推出的一款智能定位器。它适用于各个工

业领域的控制阀，为不同用户在各种工业

领域提供了通用的解决方案。

产品主要特性包括可靠稳定的模块化

设计，优秀的动态和静态控制性能减少生

产过程扰动，更低能耗和更低耗气量。华

莹女士解释说本次美卓NDX定位器的研

发这和用户需求紧密关联:“美卓采纳了油

气和造纸行业用户的反馈。客户反馈目前

市场上的定位器很难同时满足他们的多种

需求，例如降低成本、友好界面、方便调

试等。基于这些客户反馈，我们得以将这

些需求集中到新产品上，使得产品具备如

下特点：易于诊断、简化阀门维护决策；

简单快速的安装和调试；可实现本地和远

程操作；HART 通讯是标准的通讯协议，

智能诊断包括自诊断、在线诊断、通讯诊

断等多种诊断功能；满足各种危险区域认

证；可选内部集成阀位变送器，排气口适

配器；易于安装和组态；本地用户界面

（LUI）无需打开设备外盖即可组态和调

试；Neles NDX实际上与市场上各种阀门

以及主流DCS控制系统均兼容。用户无需

购买额外设备即可尽享NDX带来的价值。

NDX在可靠性、易用性和降低成本几个方

面能为用户带来很好的使用体验。”在应

用领域方面，“这款产品广泛适用于各个

工业领域的各种控制阀。”华莹一边向我

们展示样机，一边介绍，“美卓做了大量

测试，保证其在静态和动态时的控制性能

中国流体控制产品销售和服务副总裁陈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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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可以提供丰富的终端界面，客户可以选

择每隔几个月自动做一次测试，也可以手

动设置行程范围。它的可靠性和经济性都

很好。”华莹认为许多工况都需要用到电

磁阀加上一个定位器，且不说它需要很多

配件，定位器的通气能力和恶劣环境下的

工作能力都有差距，美卓 VG的通气量却

很有优势。这对安全连锁装置是非常重要

的，因为需要在紧急情况下快速反应。

“在国内，壳牌用我们VG产品是最多的

用户，使用到现在已经十年依旧在安全稳

定运行。”

专利技术实现现高安全性、更长使
用寿命和更低的运营成本

中国的阀门行业已经经历了几十年

的发展。由基础标准、方法标准、产品标

准、零部件标准、材料标准等五部分构建

的我国阀门标准体系也已确立。阀门产品

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核电、冶金、电

力、水力、大型煤化工等行业，随着阀门

产品总量的不断增加，阀门技术的不断发

展，阀门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宽，与之对应

的阀门标准越来越高。

美卓中国区石油&天然气业务线经理

赵国良先生向我们介绍:“Jamesbury®软密

封阀门的特点在于阀座设计上，具有专利

柔性唇设计（flexible lip design）。从真空

到全压差的整个范围内，无论是正向还是

反向，都是零泄漏的（远高于我们通常说

的六级密封），可以达到双向零泄漏，由

于采用柔性设计，它的变形量很小，因此

具有耐磨和寿命长等特点。对客户来说，

稳定可靠的运营以及维护间隔的时间拉

长，进而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赵先生还

提到，美卓特殊阀座材料Xtreme，被美国

《化工过程》（Chemical Processing）杂

志评选为Innovation Product(创新产品)大

奖。按照实验室数据，它可以达到其它阀

座寿命的八倍及以上，包括加强版的聚四

氟乙烯。Xtreme具有耐腐、耐磨特点以及

更好的温压曲线。

“ Jamesbury®特别注重阀门的设计

及质量，比如前面说的泄漏，可以达到双

向零泄漏，这些是针对阀门内部泄漏，

同时我们也注重阀门的外泄漏(Fugitive 

emiss ion)。Jamesbury®阀门可以满足

ISO15848以及TA-Luft的标准，针对有毒

有害的介质，我们还有双层轴端密封（可

选检测孔），活载荷这些选项供客户选

择。”

谈 及 产 品 ， 赵 先 生 继 续 介 绍 道 ：

“Jamesbury®生产高性能软密封蝶阀以及

球阀，Xtreme软密封材料具有很好的耐

腐蚀特点，满足高频和长寿命的要求。这

些阀门可广泛应用于石化、化工以及工业

和控制精度。Neles NDX的精确控制将直

接改善工艺参数，进而为用户带来经济效

益的提升。控制精度的提高有助于确保生

产质量并最小化生产损耗。这对于优化原

料以及能源消耗也有裨益。

这款新产品汲取了最新的科技和美卓

超过50年的阀门定位器生产经验。它即使

在恶劣的现场环境中也能稳定运行。智能

化和持久耐用的设计大大提升了安装和操

作的安全性。” Neles NDX 阀门定位器

的设计具有很好的商业意识。通过节省工

时、资源、原料、供气量以及能源，NDX

为客户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

智能产品方面，除了新推出的NDX

定位器，Valve Guard（以下减称VG）

安全阀控制器也在用户现场有着可靠表

现。“现在国内的终端用户乃至设计院都

对我们的VG系列产品很感兴趣。这个产

品作为一体化解决方案，它把电磁阀和限

位开关功能封装在一个盒子里，减少了用

户的外部设备。VG做部分行程测试的时

计划
何时何地需要的
正确备件和人工

执行

卓越服务带来全
方位的好处

生命周期
考虑安全和
可持续性

美卓安全标准
保证本地和
全球安全

日常维护

The Metso 
safety pledge



17《阀门世界亚洲》 2016年6月刊

气体领域。比如Jamesbury®软密封阀门应

用在化工领域，对于腐蚀性化学品具有

明显的优势。高性能高频蝶阀能承受高

频开关，广泛用于气体的变压吸附（PSA 

& VPSA），可以免维护并长时间安全运

行。Jamesbury®高性能低温蝶阀可在零下

196度安全运行，广泛用于工业气体的低

温分离（ASU）。”据介绍，Jamesbury®

在 低 温 和 变 压 吸 附 这 两 块 做 得 非 常 成

熟 ， 主 要 客 户 包 括 空 气 产 品 公 司  (A i r 

Product)、林德(Linde)、普莱克斯等。

服务贴近客户，关注客户成功，助
力客户成功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技术设施的工

程项目日益完善，如何提升企业与品牌影

响力成为全球优秀阀门解决方案供应商的

策略方向。为了解美卓在服务方面的运行

思路与现实操作。采访过程中我们也对话

了美卓服务执行经理向胜国，向先生就美

卓服务执行团队的具体工作及美卓在用户

服务领域的创新进行了介绍。

服务执行是技术支持过程中的重要环

节，提供的服务包括培训、安装指导、维

护、调试等。“美卓服务的价值观是希望

客户成功，也关注客户的成功。体现在服

务方面，第一是会向客户推广服务合同，

目的是确保优先考虑并满足客户的要求；

第二是提供设备管理服务，为客户的现场

设备和库存建立台账并进行管理；第三

类是智能维护，客户对运营维护的要求日

益提高，希望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正常

运转，这就是我们的切入点。我们会分析

阀门在现场的阀门使用状况，分析备品备

件可用性，分析使用寿命，按照标准流程

去做维护和维修；第四类则是智能化的大

修。油气行业客户非常关注这个环节，基

本上三到五年会进行大修。我们关注的是

大修后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正常运转，一

般这些工作我们都会提前一年甚至更长时

间介入。在服务方面需要进行哪些准备？

首先是帮客户在备件清单里进行分析，哪

封面故事

些是关键阀门。其中哪些是必须克服一切

困难去维修的，哪些又是必须更换的。还

会考虑到备件的准备工作，包括交货和现

场的准备工作。”向先生指出，以上这些

都是需要在前期做好详细的计划。准备工

作做好后，在现场提供技术支持。“这块

工作我们会严格遵循公司的产品质量标

准。对于公司的智能产品，我们会逐台去

安装调试。既要满足客户的要求，也要满

足公司的质量要求和进度。之后，我们会

对每台参与检修的阀门和智能产品出一份

标准的维修报告。报告中会详细记录我们

的工作内容、现场问题及整改方案。”

谈及未来的计划，美卓中国流体控

制产品销售和副总裁陈汉平先生总结说：

“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业主在项目上的投

资逐渐缩减。这是符合我们在2014年的

预期，我们已经将业务重心逐渐向MRO

转移。当然，业主用户的需求也在调整，

需要更新的经营举措来提升设备运行的可

靠性和运行效率。业主用户也面临着全球

范围内的竞争。此外，泄漏和安全问题备

受关注。我们有知识经验、专业的人员和

解决方案来帮助客户解决这些问题。我们

已经在客户广泛布局的区域进行了战略布

局，凭借深厚的行业知识和精湛的专业技

能让客户的业务大有不同，是美卓事业的

基础。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成为赢

家，我们将坚定地践行通过我们的专业经

验、专业人才和解决方案为客户打造赢利

性解决方案的美卓之道！”

从左往右：智能产品经理华莹，美卓中国区石油&天然气业务线经理赵国良，服务执行经理向胜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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