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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A-T Controls – Solutions-oriented service & engineered products 

A-T Controls：一站式解决方案及服务专家
自1994年成立至今，A-T Controls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阀门行业中的翘楚，为过程行业设计、制造和销售各种手动、自动和
深度设计的阀门并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家族中包括了阀门和风阀的执行系统，比如气动、电动和电液联动执行器，
还有手动球阀和工业阀门自动控制套件。公司产品的应用几乎遍及所有行业领域，特别是油气、炼油、石化、化工、纸
浆和造纸、矿业、水和污水处理、运输、食品饮料、医药、造船、暖通空调(HVAC)和发电行业。

A-T Controls总部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占地面积为11300平方米(122,000平方英尺)，同时在德克萨斯州斯坦福市进行
扩建，占地面积为6300平方米(68,000平方英尺)。此外还在北美地区设有若干销售办事处。《阀门世界亚洲》有幸在A-T 
Controls总部采访到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Brian Wright先生，听他介绍了解决方案型的销售理念，和公司未来的发展计
划。

作者：Sarah Br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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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以提供自动化技术、执行器和直角回

转阀配件为开端，A-T Controls从1997年

开始针对三件式阀门，提供完整易用的产

品总成——客户可以预定尺寸、设计和套

件价格。从那以后公司生产线不断拓展，

开始生产法兰阀、三通阀，以及不锈钢和

碳钢材质的卫生级、防火、弹性阀座高性

能蝶阀。秉持着“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

的成套产品”的经营理念，A-T Controls

凭借“一站式”服务不断满足客户的各种

产品需求。

“就直角回转阀和自动化技术而言，

我们的产品种类不输于任何同行企业。我

们就是个一站式采购中心，”Wright先生

对我们说道：“客户们会要求我们提供用

于各种场合的直角回转阀解决方案，我们

对于客户的各种特殊要求和修改条件都有

着充分的解决方案。”

依靠丰富的产品门类，A-T Controls

成功地打入各个行业市场并声名远播。产

品和服务的多元化，意味着公司有更强大

的实力在市场中胜出。

“ 支 持 我 们 在 市 场 上 保 持 常 胜 的

因素有三项：异常丰富的产品种类；与

经 销 网 络 的 忠 诚 合 作 ； 恒 定 的 产 品 质

量，”Wright先生进一步阐述到：“即使

是和我们1994年的产品做比较，客户下个

星期买到的产品也是相同的。当然我们也

会做升级和改动，但品质和可靠性不会打

任何折扣，客户大可高枕无忧。”

优质产品

A-T Controls可为直角回转阀提供全

套的自动化支持，公司的直角回转Triac

执行器及附件素以质量优异驰名于业界。

公司也制造各种精密固定组件，可以支持

其它制造商生产的球阀、蝶阀和旋塞阀的

自动化。气动齿轮齿条执行器、重载苏格

兰轭式执行器和电动执行器也都在公司产

品之列，它们可以灵活地满足几乎所有控

制要求。除了各种类型的阀门和执行器产

品，公司还有同样丰富的附件与它们相配

套，包括电磁阀、过滤器调节器、限位开

关、接近感应器、定位器、人工越控配

件，和定制的阀门安装配件。

所有成套产品都会经过校准、测试并

妥善包装，以便确保用户收到的产品完全

符合应用要求。每台执行器和执行器总成

都有序列号，便于后续追踪。

“我们做的工作非常全面，从新产品

的扭矩试验到阀门和执行器的循环试验，

从材质分析到耐久试验。此外有一个事实

我们也非常清楚：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国

家的最新标准、条例、认证要求，和对产

品的不同期待，”Wright先生接着说道；

“我们刚刚新添加了四个阀门试验台，最

大可为36英寸的球阀做测试。只要对阀

门做一点改动，你就得做试验。而我们自

独步业界的新型固定轴球阀

A-T Controls新推出了固定轴球阀系列产品，涵盖2”—48”, ANSI 150—

2500，凸面法兰连接(RF)和环形榫面连接(RTJ)。阀体部件有铸造和锻造可选，

材质更有丰富选择，包括A216WCB, A352 LCB/LCC, CF8M, CF3M, Duplex和

WC6。该系列阀门的适用场合非常广泛，包括油气、炼油、矿业、船舶、电力、

原生金属、地热、水处理和污水处理行业。

作为A-T阀门和执行器家族的最新成员，自动化阀门完整套件也提供了多种

选择：齿轮齿条式、 重载拨叉式和电动执行器。与此配套的有各种气动、电动配

件，还可定制控制回路。新推出的固定轴球阀在辛辛那提总部和休斯敦仓储及自

动化中心都有大量库存，而且获得了SIL 3级认证。此外TS2和TS3系列固定轴球阀

在2017年4月获得了德国莱茵公司技术监督公司(TUVRheinland)的CE PED综合质

量控制认证(CE PED Module H)。

Wright先生告诉我们：“之所以增加固定轴系列，是因为我们希望提供业内

最全的直角回转产品。我们接下去会拓展到两件式、三件式、防火型、卫生级、

法兰接口、多路等各种类型，同时还要提供各种执行器与之匹配——气动、齿轮

齿条式、不锈钢气动齿轮齿条式、180度气动齿轮齿条式、电动，以及重载苏格兰

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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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试验设备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

还能掌控整个过程。客户知道我们是可以

信赖的厂家，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稳定可

靠。收到货后，客户不用担心质量有任何

问题。这对于安全也是一种保障——如果

工厂用的是质量优异的产品，那么保证财

产安全和员工人身安全的把握也就更大一

些。”

目前，A-T Controls仍在根据客户需

求不断拓展和扩建产品线，并且密切关注

着最新的行业发展趋势，以便更好地满足

客户需求，包括调用各方资源办齐所有必

要的证书。

“我们愿意倾听经销商和终端用户的

声音。如果客户说他们喜欢某款产品，但

希望换成其它材质，或者希望换成不同的

压力、设计，甚至有时候他们希望换用其

它产品，我们都会认真听取并按事情的轻

重缓急排序，比如最经常被提到的产品会

上浮到最优先的级别。很多情况下将某件

新产品推向市场需要若干年，因为我们希

望推出的产品都能长期向好，并且打上公

司的商标。产品性能必须出色，我们才能

放心交付给客户。”Wright先生如是说。

A-T Controls在世界各地都有经销网

络和制造商代表，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也提

供服务。甚至还设立了两年一度的经销商

大会，以便更好地听取客户的声音，包括

新的产品构思、应用需求、行业趋势……

A-T Controls建成全新网站

2017年8月，A-T Controls对公司网站（www.atcontrols.com）进行了全面改

版。新版网站赋予用户更为便捷的浏览体验，而且支持移动应用。新网站的版面设

计疏落有致，文案简洁易读。浏览变得更顺畅的同时，信息搜索也更快捷。用户互

动功能和资源方面也有了如下改良：

· 新的搜索功能

· 专用于向销售部提交书面申请、RMA申请或报价申请的表格

· 订阅A-T简报，在线浏览简报典藏库

· 专门的招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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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

正因为长期以客户需求为导向，A-T 

Controls在自动化阀门、日常运营自动化

及控制系统的工程设计、应用和监理服务

方面都具备强大实力，并因此在业界广为

驰名。公司的销售团队奉行以解决方案为

主导的理念，擅长根据用户独特而苛刻的

应用条件，提供度身定制的产品。

“我们的工程师团队有九位全职工

程师，负责对客户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响

应。要知道并非所有应用场合都是一个模

子刻出来的。客户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真

的是五花八门，从磨蚀、高压工况，一直

到材质匹配性和端口接头等，”Wright先

生继续说道：“我们拥有完善的资源，可

以迅速有效地给客户提供帮助。当客户发

现我们有能力帮他们解决一些难题，那么

遇到相对低难度的产品时，就会更加放心

交给我们。”

可用性

凭借丰富的库存和经验老道的团队，

A-T Controls有能力针对客户绝大多数关

于阀门和执行器的要求，提供满意的解决

方案，而且价格和交期都具有竞争力。

“保持充足的库存非常重要，这样

才能确保赶上项目的最后期限。除了成品

库存外，我们也储备零部件。这样就可

以对产品改型，比如从螺纹接口改成承

插焊，或换装执行器密封元件等。我们

的灵活性非常强，靠的就是成体系的库

存备品备件，可以按照客户需求改造阀

门，”Wright先生接着说道：“我们的库

存中既有经过试验的成品球阀，也有V型

切口阀球。如果客户想把球阀改造成控制

阀，我们只要把V型切口阀球装进去就可

以交付给客户使用了。”

快速响应

种类繁多的库存使得A-T Controls能

以超越业内一般标准的速度供货。对于沟

通和交货两方面的高效性，公司当然是引

以为豪的。

效率就是A-T Controls的生命——从

产品套件的安排到生产设施的布局和清洁

都无例外。系统化管理架构是公司实现高

效的重要保障，客户因此得以享受更快的

技术支持、更简单的产品选择流程，以及

快而准时的交货。

A-T Controls的五大成功秘笈

· 高可用性

· 积极的响应

· 创新

· 优质产品

· 产品种类繁多

“ 我 们 的 企 业 文 化 就 是 要 让 客 户

享受到尽可能便捷的业务体验。我们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是便捷，越能满足他

们的需求，客户越是愿意和我们长期合

作。”Wright先生补充道。

展望未来

全球范围内，A-T Controls仍在继续

拓展着业务，同时也在强化北美的经销网

络。以有机发展、战略收购和产品线扩编

为敲门砖，公司正向着更多的行业市场迈

进。

“对我们所从事的业务而言，保持

国际市场知名度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有

能力为不同的过程行业提供解决方案。公

司扩建德克萨斯州生产设施是一项重要举

措，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庞大的库存来支

持墨西哥湾地区，确保快速地响应客户需

求，”Wright先生接着说道：“同时我们

也计划在未来数月内上市若干新产品，以

此培养更大的客户群体。这意味着我们不

仅加大了产品开发的深度，也针对新市场

扩大了产品线的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