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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Preface

2020年，变局与挑战
2020: variation and challenge

2019 年，“不确定性”带来诸多挑战：中美贸易冲突，全球格局动荡，数字技术给各

行业带来波动，人工智能从想象到现实，中国驱动经济发展新布局，以及中国企业《财富》

世界 500 强首次超过美国。而在同年，美国 181 位顶级 CEO 联合发布宣言，企业的目的不

再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这些交织在一起，让我们既感受到更加复杂的全球格局，更加快速的技术变化，领导

者担当更大的社会责任；又感受到创新带来的无限可能性，以及中国企业发展的新机遇。

如何理解 2020 年全球环境的变局？如何理解数字化生存的底层逻辑？如何界定企业

发展的责任？以何种认知迎接 2020 年？已然摆在我们的面前。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一方面将 IT 化、SaaS 化、移动化、智能化快速地融入行业，让

一些行业实现了蛙跳式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社会化、

互动化、透明化、娱乐化也迅猛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既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机遇。我们该如何应对

2020 年呢？这完全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认知能力去驾驭。数字化时代需要我们从改变

认知开始，因为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

2020 年的经营环境是什么？数字化从消费端走到产业端，一些行业改变的方向已经

越来越清晰；因为迭代与优化，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获取过程，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企业为顾客创造价值是关键；数字技术把价值链变成了价值网，让企业成为价值网上的一

个连接点；企业不能只讲商业逻辑，而要正视企业与人类、社区、行业等各方面的影响与

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真正的价值。

基于我们对 2020 年经营环境的认知，企业需要把握四个并存：挖掘确定性与探索可

能性并存；构建不可替代性与获得协同共生价值并存；拓展原有核心业务增长与超越原有

核心业务新价值增长并存；创新顾客价值与承担社会责任并存。

2020 年需要的不仅仅是要创造数字技术与商业价值，更要清晰地承担企业与社会、

企业与进步共生价值的责任。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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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Cover

在眼下的涂附磨具“圈子”里，杭州思达研磨制品有限公司绝对是一个独

特的存在。创立 25 年，历经江南砂布厂、杭州钱塘砂布有限公司、杭州钱塘

实业砂布有限公司到如今的杭州思达研磨制品有限公司以及即将诞生的浙江思

达研磨制品有限公司，几番蜕变，化羽成蝶，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企业发展

之路。“以质量为基础，以创新为源泉”，执着探索，不求产品多样，旨在精益

求精 ；不求企业多大，旨在精致强壮，以工匠精神把产品做到极致。在涂附磨

具的百花丛中，焕发着勃勃生机。

公司总经理阮夫良，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下海创业，深耕涂附磨具 20 多年。

像一位坚毅沉着的船长，掌舵杭州思达这艘航船，在涂附磨具的海洋里，劈波

斩浪，沉稳前行。珠海专家会前夜，我们与匆匆赶来的他酒店相逢，听他娓娓

道来他的创业之路、他的经营之道、他的发展理念、他的哲学思辨。

以工匠精神铸品质磨具
——访杭州思达研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夫良
Interview with general manger Ruan Fuliang from STAR Abrasive



  质量与数量

谁跟我谈价格我不跟你做，跟我谈“质量”我

有兴趣！

用“质量”去求价格、求市场！

大家都咬着牙做“质量”，我们行业慢慢就起

来了！

                                                    ——阮夫良

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坚信产品是一个企业最

好的代言者。做有质量的产品，做差异化的产品，

是杭州思达最核心的价值观；对产品质量的追求，

是杭州思达所有经营要素中最优先的追求。他说，

我们宁肯少做或不做，但决不粗制滥造。坚持用“质

量”去求价格、求市场！

对于做多与做大，他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并自觉

地规避。他说：我经常提醒自己，你可以不认识别

人，但一定要认识自己，会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而不是看人家赚钱了，不管自己会不会就盲目地上

项目，那样会让自己的包袱越背越重，从精力、财

力、市场都不允许这么做，要走弯路的。办厂 25 年，

我们一直在用减法，品种越做越少，天天就做“一

张纸”。一个企业生产那么多品种，能做好吗？像

国外企业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也不过生产几个

品种。国人没有那么聪明。过去厂里 7、8 个品种

的时候，我算了一下，每天工作 8 小时，每个品种

只能给它 1 小时。砍得剩下一张纸了，每天可以用

6 个小时研究对付它，不信做不好。

基于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他们坚持用好原料做

好产品，不惜长期使用国外进口原材料，国内新研

发的原材料还未充分被验证、质量稳定之前，绝不

会为了降低成本替代进口。在研发环节，他们坚

持一款新产品研发成功后，不允许马上投入市场，

一定要经过 1-2 年、3-5 年不等的时间去发现问题、

适用客户，一定要经历春夏秋冬四个不同季节的适

应和调整，决不会为了尽早赚钱，缩短这个周期。

在制造环节，他们坚持用不同的生产线做不同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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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COVER

品，而不是用同一条生产线做不同的产品。公司虽

然有 6 条生产线，并不用来放量，而是为了保证品

质。为了保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公司从

来晚上不加班、不生产，因为晚上做出来的东西不

能保证和白天一样的品质。在生产环境方面，生产

车间地坪全部为大理石地板，洗地机早晚两次清

洗，地板上一尘不染，光可鉴人，看不到任何的灰

尘、纸屑；设备擦拭的非常干净，物料堆放整齐有

序，没有任何死角。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舒畅，

眼里自然也容不得产品有瑕疵。

正是缘于对产品品质的追求，使企业保持了较

强的竞争力，在今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中美贸

易争端加剧的不利状况下，企业订单量下降了近

20%，但利润却不降反升。下降的是老产品，增长

的是具有较高利润的新产品。四年前开始研发的用

于汽车电子行业的新产品，凭着优良的品质和性

能，畅销国内外市场，目前占国内市场 60-70% 的

份额；还有一条专线，每月近 50 万米左右的产品

全部进入欧美市场。

他认为，涂附磨具行业已经进入过剩产能的淘

汰阶段，面临重大抉择，他诚恳地希望大家把浮燥

的心静下来，该淘汰淘汰，该优选优选，这样持续3-5
年，行业就彻底洗牌了。到那时，拼价格的人走了，

只有拼质量了，大家都咬着牙做质量，做好自己的

专业，整个行业慢慢就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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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与通业

什么都做叫“通业”。只有做“专业”的人，

才能做出好产品来。

产品一定要有不同的路线，要有差异化。

盲目地跨行业，如果不成功就是个大坑。

我相信“专业”！与通业相比，一定是专业的

生命力更强！

                                                       ——阮夫良

对于专业的坚守，对技术的不懈追求，是阮总

作为一个企业家身上的第二个烙印，也是他从业几

十年来最深刻的领悟和总结。

他说，什么都做叫“通业”。只有做“专业”的人，

才能做出好产品来。昨天的事业没有成功，我不会

走到第二个行业里去；不可能做的“不三不四”就

跨行，否则依然是“不三不四”。

早在上世纪的 8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他果断地从工作单位辞职，下海创业，创办了当

地第一家五金油漆商店，曾创下月销售砂布 20 卡

车的惊人纪录。有了对砂布砂纸应用的深刻理解，

1994 年，他创办了江南砂布厂，“跨行”生产砂布。

他说，我脑子比较死板，一定要把一个行业做

得非常好了，再跨行，而且一般也要与本行业相关

联。这样相对稳妥些，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风险。

砂布厂从开始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 3、40 个

人，规模不断扩大。那时他只想赚钱，什么都做，

木砂、水砂、铁砂 ......。到了 2003 年，他开始感

觉不对了。他说，人没有那么聪明，不可能样样都

能做好。于是他就开始做“减法”，果断地、有计

划地每年砍掉一些产品，包括做得很漂亮的、也

很畅销的水砂纸，到 2006 年只剩下一种干磨砂纸。

他说，至今我也是最保守的，不做布，只做一张砂

纸。

为了做好这张砂纸，他每天上班在车间逗留

一个小时，然后就钻到实验室了。带领研发团队，

不断攻克胶粘剂、特殊性能涂层等关键技术。并自

建拥有十几个反应釜的独立的化工厂，所有的胶粘

剂、涂层包括醛树脂、脲醛树脂、涂层、水性还氧

树脂树脂、聚胺脂等全部由自己生产、自己使用。

有了化工厂的技术支撑，思达产品就具有了独特的

性能和优势。

他说，产品一定要有不同的路线，要有差异化。

要做好产品，首先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产品给谁用，

用在哪个工厂？用在哪种工件上？然后跟踪到工

厂，出了结果以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对每个

用户，产品用在哪个部件、工件上，数量是多少，

一定要看到后才能是真实的。于是在思达就有了一

个与众不同的现象 ：这个年销售额近 2 亿元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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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至今没有一个专职销售人员。总经理不爱出门，

如果出门，一定是去用户那里了解产品使用情况，

发现新的改进措施，取得最直接、最真实的市场信

息。“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客户

真实的需求起步，从产品应用的源头抓起，工夫下

到，水到渠成。

由于专注于一个领域，使得思达可以更敏锐地

捕捉市场的变化，可以更快更精准地集中力量研发

新产品，更早地投入市场，满足用户。早在 4 年前，

他们开始进入汽车后饰领域。聚脂薄膜、背绒等新

产品的研发，领先同行，并已形成系列化的规模，

产品以稳定的质量和优良的性能，打开了国内外汽

车市场的大门。他说汽车行业跟家居、3C 行业不

一样，这个市场永远不会消失。今后的汽车维修就

像医院、美容院一样，有毛病了进医院看病，没毛

病的要美容保养，所以未来的汽车美饰产品会有很

大的市场，而且是全球性的，空间非常大。

他说，我相信“专业”，做好自己的专业再逐

步演变。盲目地跨行业，如果不成功就是个大坑。

当然当今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我坚信做专业的企业

不会倒，一定是专业的生命力强，除非是遇到颠覆

性的技术革命。与通业的相比，专业的不一定很大，

但一定是强的。

         牌子与品牌

品牌跟牌子是两码事；

没有品质的东西不叫品牌，顶多是个牌子；

有品质的东西才叫品牌。

                                                    ——阮夫良

他曾经对一个刚刚兴办工厂的晚辈说，宁可

亏，不要粗制滥造；生意少一点不要紧，一定要打

品牌。品牌跟牌子是两码事，没有品质的东西不叫

品牌，顶多是个牌子而已；有品质的东西才叫品牌。

开始产品出来顶多叫个牌子；有了质量才能叫品

牌。

的确，对于品牌的精心培育，对于品质的极致

追求，是思达企业文化的核心。他说，一款产品研

发成功至少要花一、二年时间投产，至少要经历一

年四季的变化。不能马上卖、马上赚钱，这样要吃

苦头的。上半年做好了，湿度比较大，天气一天比

一天热，这个季节的产品跟到了秋天以后就完全变

了。不走完所有的弯路，太正常的产品，一次性成

功的东西不行，以后的弯路还是会要你走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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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的弯路比试样时的弯路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开

始走的弯路越多后面走得弯路越少；开始走得很顺

利自以为很有本事，一旦出了问题怎么改都不行，

甚至连前面怎么做出来的都不知道了，这就是弯路

没有走透，里面的细节、要点完全没有掌握，自己

的核心技术没有完全掌控。在思达，一款产品哪怕

做得很成功了，还是要偏左偏右试走很长时间的

路，才能拿出来。

他说，干磨与湿磨砂纸相比，干磨的难度相对

比较大。植砂均匀不难，难的是每一张的锋利度一

样。超精砂纸已做到 5000#，真正的 5000#，我们

从来不加粗，全部按国标标号。光版的中性商品不

做了，背面全部打上了自己的商标。

           赚钱的哲学

天天盯着钱，越干越累；

天天盯着产品，做不成功赚不到钱，产品成功

了，不想赚钱都难。

                                                   ——阮夫良

办企业赚钱正当，赚快钱更理想。但究竟怎么

赚钱，为什么赚钱，阮总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他说，企业的目的是要赚钱，尤其是初期发展

时。企业的发展有个过程，跟开发产品一样，要经

历初始阶段、成熟阶段、巩固阶段，初期最难，需

要大量投入，需要钱。一个企业一定要具备这三种

产品，一是淘汰产品，二是畅销产品，三是高利润

的盈利产品。每样东西都想赚大钱不可能，不赚钱

也不可能。淘汰哪个产品，要看新产品开发的速度，

后面的成功了淘汰前面的。但是一定要有一类畅销

产品，利润不是很高，量很大，会养活员工稳定企

业，真正赚钱的是盈利产品。具备盈利产品的企业

会相对比较安分。如果天天做畅销品，证明企业没

有盈利产品，也没有想好淘汰哪类产品。对企业来

讲这是不正常的，顶多只能顾顾眼前。

国内高端汽车抛光产品全部依赖进口，这是很

刺痛同仁的现实。如果把这种产品研究成功了，会

有一种成就感；到成功的那天，你不想赚钱都难，

人家一定要买你东西，要你赚钱。做不好硬要赚钱

就要开始粗制滥造、仿造了。这两者之间是很矛盾

的。如果一定为了赚钱去开发，那么开发到一定程

度就出去了，不能保证产品不出问题；如果一定为

了填补空白去研究，这个钱赚得就多。就像姚明打

球，如果为钱投球，不一定投得准；如果忘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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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球，一定能投成功，不想赚钱都不可能。国内

很多企业都是抱着急于赚钱的理念去做企业，很少

有基于弥补一种空缺、填补行业空白去研发产品，

只知道哪个赚钱跟哪个，眼睛一直盯在赚钱上，被

金钱牵着鼻子走，很累。

企业要制订目标，要有计划。但我只制订产品

走向的目标，从来不订销售额、赚钱的目标。天天

盯着钱越干越累；天天盯着产品，产品不成功赚不

到钱，产品成功了，不想赚钱都难。

         企业文化与去家族化

让员工以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你就成功了。

现代企业管理靠的是制度，而不是关系。

                                                                    ——阮夫良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如何实现由家族式管理到

现代企业管理，建立良好的企业制度，是一个企业

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开始

着手解决困扰家族企业发展的制度问题，平稳地实

现了由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管理的过渡。

在用人上，打破当地与外地员工的界限，不拘一格

用人才，培养选拔出了一支优秀的骨干管理团队。

同时让员工一道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每年拿出不低

于 15% 的利润作为奖励基金，去年的奖励金就达

到了 400 万元。他说，团队的凝聚力是企业管理

的核心，要与员工心心相通，把员工当自家人看，

而不是把员工当作打工的。你把员工当作打工的，

员工把你当老板，顺从听话，你就苦死了。好的企

业管理，是让员工感觉自己是企业的主人，是在为

自己工作，这样你就成功了。十年前，员工会带着

问题来办公室找我，甚至连个螺丝帽都要问我怎么

买，后来是带着方案来让我选择，现在连方案也不

要了，直接报告结果了。他们做实际工作的更了解

具体情况，解决问题会想得更细一些，有什么问题

自己解决最好，除了特别大的问题需要我解决，否

则我只要结果。

现在公司员工有 100 多人，几乎都是外地人，

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公司还设有健身房、

KTV 等。员工下班可以健身、打球、下棋，或唱

歌娱乐，员工乐有所好，凝聚力非常好，好多员工

不仅自己在企业工作，甚至把自己的子女晚辈都带

过来了，员工队伍非常稳定。这是杭州思达的核心

竞争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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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大与做强

如果不强怎么能大？

不强的企业先做大，迟早有一天会倒下的。

只有把产品做好的欲望强烈了，中国的企业就

能上去了！

                                                ——阮夫良

我认为做大不是大本事，有本事是做强！比如

德国的企业，除了几家汽车制造厂外，其它企业都

不大，一二百人的企业都算很大了，但是却有不少

是行业中的隐形冠军。在国内，做大做强的观点很

有市场，我认为是错误的。如果不强怎么能大？不

强的企业先做大，迟早有一天会倒的。我把成功的

概率想的很少，把失败的概率想得很多。一个企业

的不成功都是因为盲目扩大，最后控制不住了。只

有把产品做好的欲望强烈了，中国的企业就能上去

了。同行中有企业做得很大，但我的观点跟他们不

一样，我希望企业小一点、精致点。做大不如做强。

我不希望企业是个气球，今年吹这么大，明年更大，

但遇到一个牙签气就慢慢放完了。我希望把企业做

成钢球，可以越滚越大不会破。

基于对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客观判断和目前产

能与用户需求的不能满足，杭州思达正在投资兴建

新工厂。二期工程总面积达 7000 万平米 ；总投资

2 个多亿，计划新增 6 条生产线，一期工程已经比

现有规模扩大了一倍，一个新的更加宏伟的浙江思

达即将诞生。

他说，新工厂方向主要还是汽车和电子。与量

的扩张相比，我们更注重产品的打造。受现有产能

制约，还有很多新产品没拿出来，未形成产能；对

未来的产品会更进一步细分，每一种不同的应用都

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产品。通过这次扩建升级，杭

州思达在技术上将可以与亚洲同行展开角逐竞争，

并实现超越。

                                       （文 / 图    华穗  恒建）

 本栏目责任编辑：范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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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11 月 24 日，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员会于珠海君怡大酒

店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专家委员会近两

年的工作，认真规划和部署了 2020 年的

工作、重点探讨了制造业全面升级、自动

化智能化时代涂附磨具行业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行业在新材料应用，涂附磨具制造

装备的智能化提升、涂附磨具产品如何适

应智能磨削等重大课题进行了专题研讨。

涂附磨具分会

2019年专家委员会于珠海召开
2019 expert committee of CNCAA was held in Zhu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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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2014年会   2014 MEETING OF EXPERT COMMITTEE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分会理事长洪凌、秘书长陈远东、高级顾问王

明远及 28 位专家委员会委员参加会议，10 多位相

关企业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机六院副院

长赵新力主持。会议开始前，分会秘书长陈远东通

报了会议的筹备情况及出席会议的代表情况。洪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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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简短致辞。她说“专家委员会是我们行业的

智囊和参谋机构。专家委员会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对行业影响重大。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行业正面

临一些趋势性、前瞻性、紧迫性的发展问题、技

术创新等问题，各位委员要开动脑筋，献计献策，

解决大家关心关注的疑难问题，从而引领行业的发

展，促进行业的技术进步，是各位专家委员的职责

所在”。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院长邹文俊作了专家委员会工作报告。

报告简要总结了 2018、2019 年的工作，部署了

2020 年的工作。他指出 2020 年，专家委员会要围

绕以下 8 个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全力为行业企业

服务。这些工作是 ：1、编制涂附磨具行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2、落实好面向 2035 高端产品研究项目；

3、修订完善工作条例，使协会的管理制度和工作

程序更加定型和完善；4、继续开展行业技术职称

评定和技术成果鉴定评审 / 表彰奖励活动；5、高

度重视和关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职业健康条件

达标；6、继续推进行业产品检测、质量评价工作，

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7、继续开展行业团体

标准的制定工作；8、充分发挥作用，在为企业申

领国家项目争取相关政策支持；为行业引荐顶尖人

才和培养人才方面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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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研究了专家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行业技

术职称评定工作的改进问题。张长伍委员代表分会

专家委员会就《分会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和《分

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例》这两个条例的相关条款

的修改作了说明。两个条例的修改，依据行业的实

际情况及在条例执行过程中呈现的不适应的地方，

做了实事求是的修改，强化了专家委员会的组织纪

律性；对职称评审工作规定的更加规范和科学。会

议通过了两个条例的修改。

分会高级顾问王明远代表分会宣读了《关于调

整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的建议》。建议对年过 70 的

委员退出一线工作转为名誉顾问；聘请三位来自国

企、央企和高校的 60 岁以上退休的委员为专家委

员会顾问；提出了拟发展委员的计划。会议通过了

这项建议。

会上还为 2018 年度新增的六位委员颁发了专

家委员会委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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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会议进入专题研讨阶段。彭进委员首

先汇报了《面向 2035 高端产品规划》项目的立项

进展情况。围绕“2035 高端产品规划”的落地实

施，专家委员就涂附磨具行业如何适应智能磨削的

要求、实现装备的智能化升级以及新材料新技术的

应用三个主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委员们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行业发展献计献策。

高丙元委员首先发言，他全面客观地分析了目

前行业的基本状况，指出下游磨削方式的快速变

革、产品的细分化是应用领域的主流特征，也是涂

附磨具的重大机遇；创新只有在主动对接应用的前

提下才能成功，而不是严格对标已有的国外产品。

高仿到 80% 却没有创新必然失败，还有两成一定

要用在应用和差异上。

广州英达实业公司总经理吴佩知指出：应用领

域的一个变化是，不断出现更多的新材料需要被研

磨抛光，硬质表面的处理为研磨行业提出了更多更

高更新的要求；第二个变化来自更多精密的表面需

要处理。这些都为涂附磨具创新提出了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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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凌、康根正、陈云、赵新力、邢介名、罗进、

司文元、林岗、王存银等委员，解析国家政策、中

美贸易战对行业未来发展将产生的影响，指出企业

在苦练内功，瞄准国家大的发展战略需求，创新驱

动，绿色发展。并提出建议，行业协会要在今后引

领行业有序发展方面、规范行业竞争环境等方面发

挥作用，强化行业协会的威信与公信力，在净化行

业竞争环境方面有所作为。

在探讨涂附磨具制造装备的智能化方向这一

论题时，郑惠峰委员作了《现代涂附磨具生产线现

状与发展方向》的发言，客观分析了国内涂附磨具

装备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享了国内涂附磨具装

备实现现代化的方法和途径。列席代表郭广欣与代

表们分享自己设计的多种自动化装备以及涂附磨

具装备如何实现智能化的心得与体会；陈云委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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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了高铁轨道修复打磨产品设计理念，显示出传统

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巨大差异性；彭振宇委员介绍一

种新磨削试验机。这些报告和发言对与会的专家都

产生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新材料的运用对行业进步至关重要。两位新材

料公司的列席代表薛冰和李军臣，分别分享了公司

的最新创新产品：一种新型的、性能堪比国外第二

代 SG 磨料的新产品及其在涂附磨具上的应用；从

国外引进的多款具有特殊性能的涂层材料。这些新

材料的应用，对于涂附磨具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

辅助作用。

与会委员一致认为，全球制造业升级、智能化

的普及以及没有硝烟的中美贸易战，对于中国涂附

磨具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机

遇稍纵即逝。各行业企业应当直面挑战，抓住机遇，

找准方向，摆脱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思维，创新发展。

创新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也是机制的创新、体系

的创新。上下游联手创新，以应用为触点研发，加

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实现科技创新的有效模

式和目标。建立良性有序的竞争机制和维护行业的

发展环境是每个企业的迫切愿望，也是各自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在产能过剩、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低

端产能的淘汰和行业的重新洗牌不可避免，苦练内

功，强化自身，拒绝污染，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结束时，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邹文俊作了

总结讲话。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珠海大象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和珠海邦瑞合成

材料有限公司为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大力支持。

                                                （文 / 图   华穗  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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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专家委员会2018—2019年度工作报告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邹文俊

2018-2019 annual report by expert committee of CNCAA

我受专家委员会的委托，作 2018—2019 年度

专家委员会工作报告。

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分会专家委员会在理

事会的领导和秘书处的大力协助下，紧紧围绕行业

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行业的技术创新与进

步，积极开展工作，努力发挥作用，取得了较为显

著的成果。

      一、2018—2019年度工作汇报

1、召开专家委员会 2018 年会，与印尼涂附磨

具同行开展技术信息交流

分会专家委员会于 2018 年 8 月下旬在印尼巴

厘岛召开年会，会议主要完成了以下四项主要议

题：一是总结了上年度的工作，讨论部署了 2018
年度的工作计划；二是讨论研究了行业技术职称评

定工作的相关问题。决定成立“分会技术职称评定

小组”专门负责行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并通过了

“分会技术职称评审小组”建议名单和《行业技术

职称评定工作条例的修改说明》；三是讨论研究了

专家委员会的组织建设问题，通过了《专家委员

会工作条例的修改说明》；审议增补了六位新委员 ；

四是研讨了行业优秀品牌评选的相关议题。五是围

绕行业环保问题，探讨节能减排与防治污染措施，

提高资源回收利用效率，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解决

行业环保问题。一致建议加快推进行业环境保护团

体标准的制订，解决困扰行业环保无标准难题。

在印尼，专家委员们还参加了由双方行业协会

共同举办的“中国 - 印尼涂附磨具行业论坛”，印

尼磨料磨具与转换加工工业协会会长杨良华先生

作了《印尼涂附磨具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报告，分

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邹文俊教授作为中方代表

作了《中国涂附磨具的现状和展望》的报告，与会

专家委员与印尼同行就两国涂附磨具的现状、双方

的互补性及未来的技术贸易合作进行了深入广泛

的交流，论坛对于了解东南亚涂附磨具的市场状

况，增进双方的技术贸易交流和合作起到了重要作

用。也是专家委员会工作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创新性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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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助组织举办“2019 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

坛”

专家委员会协助分会筹备组织了第四届国际

论坛。有 9 位专家委员或直接报告、或参与主持。

共有 19 位报告人分别站在行业发展的前沿，纵论

行业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及对未来的启示；探讨最前

沿的新技术、新材料及创新理论；分享智能制造时

代的抛光与磨削。论坛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受到

了广大听众的一致好评。

3、完成了由分会负责组织起草的一项团体标

准的审查和报批工作

2017 年年底在总会成功立项团体标准的基础

上，2018 年组织起草工作组编制了《涂附磨具用

磨料  高温煅烧棕刚玉》标准征求意见稿，向行业

生产企业、应用企业和技术专家广泛征求意见，按

计划顺利完成送审稿，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在河

南省伊川县召开标准审查会，由 15 位行业标准化

专家组成了本次标准审查小组。会议经过认真审核

并一致通过了《涂附磨具用磨料 高温煅烧棕刚玉》

团体标准。11 月 7 日分会秘书处按照协会团体标

准制定工作的程序，将协会团体标准报批稿及相关

文件上报总会。这一标准规范了高温煅烧棕刚玉的

质量标准，实施后有助于推动高档棕刚玉磨料升级

换代，提升涂附磨具产品质量。该标准是磨料磨具

行业诞生的第一个团体标准。

4、进行“面向 2035 高端产品”研究，提交了

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在分会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专家委员会承担了

《面向 2035 高端产品研究报告》的起草工作，实际

上也是关系到行业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工作。协会

先后再次组织召开研讨会，许多专家委员参加研

讨，分析现状，展望未来，献计献策。不少骨干企

业的专家委员还提交了单一产品或针对某一领域

的创新产品。在多次研讨，汇集大家智慧的基础上，

形成了《面向 2035 高端产品研究报告》，从产品、

技术、市场角度提出了行业高端产品发展重点，并

明确了发展方向、主要目标、实施路径等，该报告

已正式提交总会待批立项。

5、开展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又有一批涂附磨

具专业人才获得资格认定。

11 月 2 日，协会组织分会“专业技术职称评

审小组”在重庆召开行业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会议，

对 2018 年度专业技术职称申报人员进行了专家评

审，最终有 13 位同志获评通过中级职称和 5 位同

志获评通过初级职称资格认定。

综上所述，近两年内，专家委员会在分会领导

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实事

求是地说，委员会的工作与广大会员单位的期望相

差较远，与行业快速发展节奏、外部宏观环境急剧

变化、政府管控模式一系列变革等等对专家委员会

理应尽到的责任使命不相适应和匹配。同时活动数

量偏少，某些活动的效果不够突出、活动深度不够，

专家委员参与度不充分等等这些老问题不同程度

地继续存在，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尽快加以改进

完善和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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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20年度工作计划

根据分会理事会的工作计划、行业企业的迫切

需求和专家委员会部分成员的反馈意见，现提出专

家委员会 2020 年度的工作计划建议：

1、编制涂附磨具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2020 年将会

是各级政府和各类行业社团、各种智库机构编制

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密集行动年份。我们涂附磨具

行业的发展规划也应早做谋划，尽早行动，争取

2020 年底就编制出别具一格的高水平十四五行业

发展规划，避免以往在规划期开始很长时间后才发

布行业发展规划的情况，为行业争取到良好的发展

空间，引导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2、落实好面向 2035 高端产品研究项目

涂附磨具行业的产品立项报告已上报，等待上

级审批。如果申报成功，将组织专家委员，进一步

论证和细化各个项目的预期目标和技术路线、实施

措施内容，通过上级协会、本级协会和专家委员会

的努力，力争将重点项目纳入各级政府十四五发展

规划或技术创新激励资助扶持项目。

3、修订完善工作条例，使协会的管理制度和

工作程序更加定型和完善

协会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例》、《科技成果

鉴定工作条例》、《产品标准管理条例》等几个工作

条例是 2012 年集中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其中有些

条例中间进行过修改，但根本框架结构和核心内容

没有进行大的修订。党的十八、十九大召开以后，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行政规章许多进行了修订，国

家治理体系和管控模式正在发生着一些较大改变。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几个工作条例，进行

一次集中换版修订，使我们的工作程序和工作结果

更加合规、更加规范、更加科学、更加客观公正、

更加具有公信力。

4、继续开展行业技术职称评定和技术成果鉴

定评审 / 表彰奖励活动。

这两方面工作，是专家委员会的日常性工作，

应继续做好、做扎实。

行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开展以来，在行业内产

生了较好的效果和影响。接下来要做两方面的工

作，一是要启动行业高级职称评定的准备工作，制

订评审条件，评估可行性；二是要对已获得中初级

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提高基本

技能。

科技成果鉴定现在政府科技部门已经基本不

再组织，而只进行科技成果奖励，但其他部门（比

如工信部门）偶尔在少量进行科技成果鉴定，大量

的科技成果鉴定则转向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一些行

业协会、专业学会来进行，名称也改变成技术成果

评价。例如：超硬材料及制品行业企业委托北京一

家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过多个科技成果项目评价，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上月底一次性对中国一拖 10 个

技术项目进行鉴定。这些鉴定和评价结果在政府科

技成果奖励申报中都是得到采信认可的。

要进一步修改完善分会《科技成果鉴定工作条

例》，加强和改善这项工作，根据企业的意愿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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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积极开展成果鉴定，为企业服好务，促进整个行

业的技术进步。

5、高度重视和关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职

业健康条件达标

在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实现发展模式根

本转变的大环境下，企业的进退去留一定会从以往

的单一依靠市场竞争自然淘汰方式，加速转变为依

靠法律法规、依靠行政手段、依靠专家智慧、依靠

社会力量来综合调整，提高各行各业的准入门槛是

必然之举。现在很多行政部门邀约行业专家参加立

法论证、现场核查成为常态，因此专家委员会应深

度介入政府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条件的制修订进

程，积极参加项目验收、安全生产与环保条件评价

认定，促使引导更多的行业企业成为绿色可持续型

发展企业。

6、继续推进行业产品检测、质量评价工作，

为企业提供公共技术服务。

通过以数控砂带磨削试验机为基础牵引，与河

南工业大学、国机精工公共技术服务中心、行业骨

干企业的技术中心 / 工程试验中心 / 检测中心等实

施多种形式合作，建立起跨越行业上下游的公共服

务综合平台，扩大服务范围，为会员企业提供以产

品性能检测、综合质量评价、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

升级等为基础内容的多种服务项目，在规范行业管

理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中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7、进一步挖掘和发挥知名专家委员的技术智

慧、信息优势和社会影响力，引导行业企业多申报

各级政府科技项目，通过争取各级政府的专项资金

支持和激励政策扶持，助推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促

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8、加大行业创新型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积

极引荐行业内外顶尖专家和组织专家委员会成员

开展专题讲座、定向讲座，加大对现有行业科技人

才、技术工人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提升力度。 

9、继续开展行业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对行

业在产品性能、质量要求、检验方法等方面，没有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或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但

在产品性能需要要完善、质量技术指标需要加严

的、行业有迫切需要统一质量检验方法的应加快制

定行业团体标准。对于已完成的行业第一项团体

标准（高温煅烧棕刚玉），在总会正式批准发布后，

督促行业相关企业切实做好贯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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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员会自 2010 年 11 月成立

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 为行业及分会的工作

出谋划策，献计建言，很好地发挥了参谋和智囊作

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健全组织机构，激活潜在能量，面对老专

家年岁的增长，中青年专家的茁壮成长，分会先后

对《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进行了修改，并依据新

条例对专家委员会组织机构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

在实际工作中，《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仍存在与

现实工作不太适应的地方，需要对《条例》作一些

有针对性的修改。

一、关于专家委员会委员的“专业年限”

由于涂附磨具行业的特殊性，随着年事已高的

老专家逐步退出一线工作，需要吸收更多年轻有为

的中青年专家进入专家委员会。因此将专家委员的

专业年限由“20 年及以上”修改为“15 年及以上（有

特殊贡献的可不受专业年限限制）”。

二、关于“委员的产生和资格取消”

1、委员产生的程序

原条例规定，由分会秘书处根据会员单位或理

事会提名的新专家委员，先在网上公示，后由专家

委员会委员讨论和投票（三分之二及以上）通过；

在程序上调整为先由专家委员会委员讨论和投票

（三分之二及以上）通过，再在网上公示比较适宜。

2、委员资格的取消条件

专家委员会成立以来，大部分委员都能以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工作，发挥作用。但是近年

来，也有一部分委员因种种原因不参加或很少参加

活动，这样就失去了作为一个专家委员应有的作用

和意义。为了规范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强化组织建

设，故将原条例中“长期不参加委员会活动”，明

确为“连续两次（含两次）不参加委员会活动” ，
以保证专家委员会今后工作的顺利进行。

《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

修改内容及说明
Notification on modification of Work Regulations for Expert Committee of CN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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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换届的规定

专家委员会每届任期 4 年，任期届满应当换届。

换届前，由分会秘书处提出换届方案，报送分会理

事会批准。

四、《条例》修改条文

1、原条例中第三条第一款

“从事涂附磨具及相关行业技术和管理工作 20
年及以上，具有高级职称，取得一定成绩；关心行

业的发展，在行业有一定知名度。”

修改为：

“从事涂附磨具及相关行业技术和管理工作 15
年及以上（有特殊贡献的可不受专业年限限制），

具有高级职称，取得一定成绩；关心行业的发展，

在行业有一定知名度。”

2，原条例中第四条第二、三款

“⑵ 提名委员的相关资料在网上公布，广泛征

求意见 ；⑶ 专家委员会委员讨论和投票（三分之

二及以上）通过。”

修改为：

“⑵ 提名委员由专家委员会委员讨论和投票

（三分之二及以上）通过。⑶ 由专家委员会通过的

委员及相关资料在网上公布，广泛征求意见。”

3、原条例中第四条第六款

“委员资格取消 ：由于委员违背委员条件、长

期不参加委员会活动、委员自身要求或委员所在单

位要求，经专家委员会讨论（三分之二及以上）通

过取消资格，交分会秘书处备案。”

修改为：

“ 委员资格取消：连续两次（含两次）以上不

参加委员会活动的可视为自动退出专家委员会；委

员自身要求或委员所在单位要求不再参加活动的

可视为取消资格。取消资格的委员，由分会秘书处

公布和备案。”

4、条例增加“第四条 第七款”

增加为：

（7）根据工作需要，专家委员会可以设顾问，

顾问不超过 5 人。顾问应当为本专业领域的专家或

学者，由专家委员会聘任，无表决权。

5、条例增加“第七条 换届”

增加为：

“七、换届

专家委员会每届任期 4 年，任期届满应当换届。

换届前分会秘书处提出换届方案报送分会理事会

批准。”

     以上修改建议报理事会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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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员会一直承担着分会的

职称评定工作。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对此也做了明

文规定，被列入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之一。但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一批老专家委员因年事已高退出了一

线工作，大量新增委员补充进来，分会专家委员会

的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做

好今后的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分会决定在专家委员

会的基础上成立涂附磨具分会职称评审小组。因此

原《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例》做相应的修改。修改

内容如下：

1、原条例中：

第八条  协会秘书处对申报人提交资料进行审

核。满足申报条件、资料齐全的，可提交专家委员

会进行评审。满足申报条件、但资料不齐的，要求

申报人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在规定时间内不补充

的，不予提交评审。

修改为：

第八条  协会秘书处对申报人提交资料进行审

核。满足申报条件、资料齐全的，可提交涂附磨具

分会职称评审小组”进行评审。满足申报条件、但

资料不齐的，要求申报人在规定期限内补充，在规

定时间内不补充的，不予提交评审。

2、原条例中：

第九条  协会专家委员会进行职称评定。委员

对照评审条件对各申报人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出

席评审和参加投票的委员人数 ( 一个单位有两名专

家委员的应由一名委员投票 ) 应不少于委员总数的

2/3，获得不少于到会委员三分之二同意票的，为

通过评审。

修改为：

第九条  分会职称评审小组进行职称评定。评

审小组成员应不少于 13 人。小组人员对照评审条

件对各申报人实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获得不少于小

组成员三分之二同意票的，为通过评审。

《涂附磨具分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例》

修改说明
Notification on modification of Work Regulations for Assessment of Technical Titles of CN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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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原条例中：

第十二条  参加评审的专家委员和协会秘书处

工作人员，不得对外透漏评审投票表决情况。专家

委员和协会秘书处不向未通过评审人员解释未通

过原因。

修改为：

第十二条  参加评审的分会职称评审小组成员

和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不得对外透漏评审投票表

决情况。评审小组和协会秘书处不向未通过评审人

员解释未通过原因。

4、原条例中：

附件（二）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要求，申报条

件第五条：初中以下学历人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满十年，同时应具备企业聘任的技术员级职务。

修改为：

删除该条款。

以上修改建议待报理事会批准后执行。

根据《涂附磨具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的规定

以及行业的实际情况，拟对专家委员会的组成进行

新的调整：

一、名誉委员

张长伍委员因年龄已过 70 岁，根据条例规定

不再从事专家委员会一线工作，转为名誉委员。

二、顾问委员

一些在央企、国企和高校工作的委员，退休后

不宜再从事专家委员会一线工作，转为顾问委员。

刘明耀、李先超、万隆三位委员，由专家委员会聘

为顾问委员。

三、拟增补委员

专家委员会为了吸收更多年轻有为的中青年

专家进入专家委员会，提议增补一批专家委员会委

员。

以上三项建议提请会议讨论表决。

关于调整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的建议
Suggestions for personnel  transfer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of CNCAA

50 中国涂附磨具   2019. 第四期



今年我们行业的国内和国外企业面临的形势

比较严峻 , 我们涂附磨具的主要应用领域汽车、钢

铁、轴承、船舶、纺织以及木材、五金和家居等行

业都呈下降趋势，有些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约在

20-30% 之间。

中国经过 40 年的飞速发展，发生了日新月异

的变化，取得的成就世界公认，中国是世界各国中

唯一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在 2020 年即将到来的

时候，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如何做好形势分析和判

断，根据各企业情况制定对策尤为重要。

    虽然整体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但我国的内需很

大，这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但 40 年的高

速发展，各行业又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情况，

这成为了企业向高质量发展的掣肘。那么到底路在

何方？是时候大家认认真真地慢下来，仔仔细细地

去思考了。 

从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向上看，从高

速向高质量发展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高质量发

展主要强调的是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绿色化

发展，目前环保治理、税收整顿、劳资规范、强化

标准、“2035 高端制造”等，这些都是清晰且具有

方向性的指引。从国家的角度上讲，面临诸多的行

业，诸多的问题，寻找共性，给出了整体调整路径，

而作为各位企业家，我们各个企业都有发展战略，

具体到每一个企业，站在今天这个历史拐点上，我

们的 3 年、5 年、10 年、永续经营、长远发展，根

据目前的情况，应该如何调整和确定下一步的发展

战略呢？ 

从全世界的维度，审视企业的发展历程。从

泰勒先生的科学管理原理，讲究生产效率的提高；

到韦伯先生的组织效率提高理论的应用；到后来的

人力资源效率提高的理论应用；再到我们目前所提

出的共生理念。那么涂附磨具行业的共生到底是什

么？怎么共生？未来的共生生态，必将是平台化、

网络化发展的、健康良性的中国涂附磨具行业。这

认清形势，练好内功，

有序竞争
Recognize situations, strengthen competence, 

and orderly compete

洪  凌

专家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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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平台和网络的每一个经纬度的交织点都需要支

撑，各位企业家，我们对这个交织点所贡献的价值

是什么？涂附磨具的应用几乎包罗万象，未来，我

们每一个企业与“应用”的有价值对接就显得非常

关键了，这就是每个企业的“抓手”。 “抓手”就

是思路！如果有思路，有想法，有支撑的硬实力，

就亮剑，展现能力的时候到了；如果没有，那么现

在选择离开，转型都还来得及。

在国家这次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央企和国企起

引领作用，但面临的挑战一点也不比民企和私企

小，甚至于更大，涂附磨具行业是个完全竞争的行

业，优胜略汰谁也躲不过。国家对国企的要求非常

高的，从研发、基础管理、环保等等，都要求国企

要做出标杆性形象，能代表国家引领整个行业发

展，所以压力也是巨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

是国企、央企还是民企、私企，共同发展、共同进

步，走向高质量之路才是王道。无论什么样性质的

企业，怎么通过“抓手”抓住适合自己的发展机遇，

走向共生模式，才是关键。

“打铁还得自身硬”，目前我们行业企业在管理

水平上，差距是非常大的，处在企业管理的初级阶

段，我们很多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在美国 1910 年前

的水平上。企业从平庸到优秀，从优秀到卓越，必

须从基础管理开始发力，企业管理的基础到底是什

么？要真正地去理解如何把产品做好，构建产品质

量稳定、产品持续进步、成本持续优化、效率持续

提升、价值持续增加的管理体系，而不是一些经营

者的管理碎片。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练内功上下功

夫。

最后我想回应一下大家提出的有关行业协会

的“门槛”问题。我想我们是需要的，就像以色列

茶会那样的一种形式。在 40 年的奔跑当中，我们

都在贡献我们的价值。随着大形势小趋势的变化，

大家都在寻找自己新的价值。这个时候需要立新的

规矩，需要设置底线。习总书记也一直在讲，做什

么事都要有底线思维，协会也一定要有底线思维。

我想接下来协会秘书处要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与

会员企业深入的交流，征求意见，行业协会如何去

设置这个准入门槛，如何结合国家的整体发展方向

和行业的实际情况以及广大会员的要求，提出一个

基本的框架意见。就像我党的八项规定那样，也做

出我们行业协会的“八项规定”。在竞争当中，哪

些属于恶性的，哪些属于良性的？要设置一个界

限，有一个区分，这样逐步地形成一个良性竞争的

机制。

接下来我想应该从两点做起，第一从协会秘书

处与会员企业的沟通做起，先建立一个关于行业协

会准入门槛或者相关规则的一个沟通的机制，可以

拉一个时间表，与各位企业家进行沟通；第二，机

制的建立要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步到

位也不现实。要逐级逐步让它到位。

最后让我们共同携手，向着行业有序发展，永

续经营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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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磨技术的变化

1、高速、高效、耐高温。磨削应用进入当今

时代，基本的趋势就是高速、高效、高寿命。如果

产品不具备高速高效的性能，就适应不了现代磨削

的要求。在磨削速度上，已经从传统的 20 米、30
米达到了 120 米、240 米甚至更高；磨削温度由原

来的磨削工件摸着烫手，到现在几乎 40 度都不到。

也就是说它不是磨削而是铣（切）削，磨具与工件

的接触就像刀划一下那样，不是传统的“磨”出来

的，磨削概念在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速磨削

是出现高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2、磨削工艺的变化。在应用领域，磨削工艺

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以前磨水晶，要用 120#、
240#、400#、800# 砂带依次磨，再抛光 5 道。现

在改进工艺，用电镀的 800 目金刚石砂带，一次就

“啃”下去了，然后用树脂磨具再磨一道，再抛光

3 道就完成了。单从工艺流程上就节约了四道工序，

这就是创新。

没有创新意识，恪守传统观念，总是跟在别人

后面模仿，就不可能为用户创造价值。技术人员必

须深入应用一线，到汽车厂、飞机厂、轮船厂等这

些关键零部件厂商那里，了解真实的情况，研究最

有效的解决方案。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专家每年能够

深入用户现场 3-5 次，不到用户一线，发现不了问

题。不能解决问题，也称不上专家。

3、精密、超精密磨削。以表面加工为例，客

户不但要加工表面的粗糙度（比如 AR 是纳米级）、

光亮度，还要看磨削的网纹。用轮廓仪检测，粗细

一致，网纹宽窄一致、深浅一致。要做到网纹完全

一致、有规律排列是非常难的。产品要达到这样的

效果，磨料的选型非常重要。不管是三角形磨料、

球型磨料或者是椭圆磨料，磨料要真正完全一致。

面对快速变化的研磨市场，如果还停留在原来

的传统处，去模仿、去仿造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

没有去针对市场需求创新，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没用。

关于落实2035高端产

品规划的几个问题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high-end product 

planning in 2035

邹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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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35 高端产品规划》的产品定位

目前各企业提了 17 个方向的项目，还有其他软

件科学方面的。这些项目基本可以归结为四大方面：

一个是堆积磨料产品；一个是 CBN 产品；一个是金

刚石产品；一个是精密磨抛产品。那么自己企业的

产品定位在哪里？目标定位在哪里？能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特别是生产骨干企业，你们准备做什么？ 

产品定位还包括产品设计，产品结构设计，刚

才陈云委员讲到用旋风铣结构来做高铁修整。成都

铁路局有一套，它的工艺流程是先铣，然后用树脂

磨具磨。现在北京铁路局有两台高速辊抛系统修整

车，目前已经进入扩产期。这里的关键就是产品结

构设计。从干磨砂带也可以看出产品设计的重要

性。砂带在磨削的过程中，其排屑和降温的功能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在上项目之前，必须首先进行产

品结构设计，包括产品的排屑系统、冷却系统都应

该事先设计上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一层层地磨，

那样来不及，效率上不去，寿命达不到。不事先设

计，到后面再补，那不叫产品结构设计。所以涂附

磨具产品结构设计要做到前面去，用户需要设计什

么样的产品。 

三、怎样落实 2035 高端产品规划

1、要抓住关键技术加以攻克。2035 高端产

品规划涉及很多关键技术。比如 CBN 砂带，一

个是结构，一个是高温树脂。它需要的树脂要在

600℃左右还能够保持 85% 左右的残留。这是一种

什么样的树脂？一般的树脂到 300℃就开始流失，

400℃多就烧得更多了；500℃开始百分之几十下

降。这种耐高温树脂，既要有弹性，又要有冲击韧

性。要抓住这些关键技术加以攻克。

2、要有合作精神，没有合作精神，单打独斗

谁也做不成事。要把最优秀的团队建立起来，搭建

技术平台，汇聚人才，发挥各自优势，联手攻关。

同时要有长期长年研究的思想准备，如果没有长期

作战的思想，希望一蹴而就，那是不可能的。所以

要把合作精神和长期作战的思想结合起来，只有不

懈的努力才能达到终点，才能走到前列。 

3、要进行项目管理，各企业、上下游之间要

互惠互利、利益共享，合作共赢。把资源优势、人

力优势等各种资源优势转化为先进的生产力。

4、要注重用专利、标准保护自己，不要让别

人侵害自己的成果利益。

5、在技术研发方面我要强调两点。一、研发

的重点在于磨削应用。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不进行

充分的市场调研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做的许多项目

都是从一线过来的，靠在学校办公拍脑子、做项目

永远做不好。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而不是跟着

别人跑。别人已经做好了，再去替代，已经晚了一

步，最好是在磨削刚开始的时候，就参与方案的制

定。最终确定产品一是要标准化；二是要数据化。

什么叫标准化、数字化？比如第一道磨削效率多

少，去铁量是多少？第二道去铁量多少粗糙度多

少？第二道什么标准，第三道什么标准，全部要数

据化。没有数据化就不可能适应自动化和智能化磨

削的要求。 

二、要把每个产品做到极致，比如磨一个产品，

第一道 400 目能磨，600 目也能磨，结果选 800 目

去磨，这就是做到极限。第二道用 1500 目，第三

道就是精抛，三道解决。极限磨抛就可以省下前两

道工序。在研发的过程中必须要有这个理念和意

识。如果不用到极限，怎么提高效率？怎么减少劳

动成本？速度要上去，效率要上去，精度要上去。

高速、高效、高精密，还有环保，这四个是我们的

宗旨，作为技术研发人员，必须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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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方公司一直在涂附磨具应用的前线奋斗，

有一些感受共享一下：

1、涂附磨具普通品、主流产品的表观缺陷基

本没有了，相对成熟。进入又好又便宜阶段。开始

拼基于应用的差异化。

围棋上讲：“金角银边草包肚”。

普通品向更均匀、更高效、更长寿命进军，不

求样样能行，但求特长突出，“占全角、包银边”。

除“高端产品报告”所列产品之外，近来，疏

植砂产品突然重出“江湖”。

2、细分化产品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我们的下游

客户在工艺改革、升级换代。

家具业早在 20 年前已完成手工作坊向“木工

机械”普及的转变；现在金属加工业“手持工件”

磨削这一最后的“人力工人”密集型工作方式也逐

渐完结。“专机代替人”、“机器人集成系统”代替

人工是致力于涂附磨具应用企业的发展机遇。

我们发现，因为每个应用还都很特殊，量都不

大——至少现在不大，往往提出极端要求，大众品

种不能满足其需求；并且客户的工艺改变很快，需

求也改变很快。

针对专业应用，砂带制品厂越来越贴不起牌

了。贴牌容易失败的原因主要有 4 个：

1）做的第一批未达到目标客户的要求，人家

不用“烂”在库中；

2）做的第二批因制造工艺原因未达到设计目

标；

3）做一批消耗的时间太长；

4）客户改变工艺太快，导致小品种滞销库中。

那么，只有结合制造厂，紧密结合制造厂这一

条路可走。反过来，制造厂要想方案落地，推进创

如何应对快速变化

的应用市场
To face with the changing application market

高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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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走的快，也一定要抓住开发能力强、对接新

产品、新工艺力量强的下游客户即制品同行，才算

好。

3、老话重提，制造厂的创新一定要同时有两

类工程师：a. 研发工程师；b. 应用工程师，两者缺

一不可。其部门领导一定是两样武艺都好才行。

下游砂带厂、制品厂力量小，钱少、规模小，

缺少达到真正的工程师级别的人才，所以制造厂的

应用工程师一定要养几个，能够下到现场自己去抓

真实数据，否则听客户讲，听制品厂一线的业务员

讲都不够专业，水平都不够高，二手信息会失真，

会把制造厂的研发人员带到“沟”里，会把辛辛苦

苦搞的研发引入歧路，本来半年能搞成的东西两年

也搞不成。

4、砂布砂纸制造厂的主流产品、基础产品、

大品种产品洗牌形势越来越明朗，输赢都快出来

了。所以二线厂需要认识到有些机会一旦失去，便

很难重来。建议弱化主力产品的力拼；建议主动去

抓“金角银边”的差异化产品，去满足新生的应用，

做出特长，从而另辟蹊径，树立特长，从而立于不

败之地。抓创新，咬住一两个点，一两个方向，深

入研发推广是个明智的选择。

作为下游制品厂、销售商，我们欢迎制造厂各

有所长，上下游共生共繁荣。

5、创新只有在紧密对接应用的前提下才能成

功。而不是严格对标已有的国外先进产品。十几年

血的教训告诉我，高仿到八成以上却没有创新、没

有差异，必然失败。五子方内部有一个共识 ：“高

仿只做八成像”，还有两成一定要在应用上赢，在

差异上赢。

6、创新要钱又要人，有钱才有高水平的人进

入我们这一行。

竞争太激烈、挣钱太少、市场容量太小，极大

地阻止了高级人才在我们这个行当的留存。全行业

要使劲扩大涂附磨具的应用量，扩大容量，是我们

想的也能做的一些事，也希望大家都能想点办法降

低竞争的激烈程度。国家是用了五招：一打环保；

二抓供应侧改革；三保护知识产权；四降税；五给

研发费用。

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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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一、我们在

研磨市场看到哪些新的变化；第二、市场跌宕起伏，

又有什么是不变的；第三、作为研磨行业我们应该

怎么办。

第一、市场的新变化。这几年，我们深入研磨

应用领域，接触了很多工业研磨用户，企业界的工

程师，就“表面处理”我们观察到 2 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有更多，更高要求的新材料需要被打磨、抛

光。举个例子，比如表面硬化处理，过去都是镀铬、

渗氮渗碳等这些工艺，随着客户需求的变化，新的

硬化表面技术开始出现。例如 PVD（物理气相沉

积），比如金刚石复合镀，处理的效果既有金刚石

的硬度，又有石墨的润滑。 随着这些技术不断市

场化和成熟，对于我们研磨又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

求。很多时候真的是应接不暇，刚解决一个问题，

新的要求又出来了，不但要“能磨”，而且要“好磨”。

第二个变化是研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举个例子，

过去大家在评估表面的时候，多数只是用 Ra 值，

再多一些可能用Rmax就行了。但是最近有些客户，

对于 Rpk 波峰、Rvk 波谷这些技术指标也提出明

确的要求。要求工件在研磨完成之后，这些指标要

全部达标，才算合格。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我们的

研磨产品能够实现更多，更精密的效果。

第二、尽管市场不断跌宕起伏，客户需求不断

变化，但是从另一个维度看市场从来没有变化，那

就是 ：对性能和成本市场永远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这两个要求当中，我认为性能是最关键的！例如很

多客户给我们提出：能不能在现有设备的基础上，

能不能将原来的三道研磨工艺变成两道甚至一道

呢？具体来说就是 80# 砂带的切削力，240# 砂带

的均匀效果。一般人在接到这些要求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那不可能！”。但是真正的工程师都不会忙

着说“不”，而是进一步探索这里的可行性。 这些

高性能的研磨产品能不断帮助客户降低他们的综

合成本，这些话题是永恒不变的。

这就带出了第三个话题，市场这么难，压力这

研磨市场的

变与不变
Invariability and change in grinding market

广东英达实业有限公司  吴佩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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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大我们研磨行业打算怎么做。撇开操作层面的具

体方法，我认为首先就是要行业自信。看看整个大

环境，中国的制造业跟 10 年前、甚至 5 年前相比，

整个格局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

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市场。我们所服务的客户也都

是全球顶尖的生产制造商。在这么快速发展的市场

中，我们一定要跟上。在一些细分领域我们完全有

机会成为全球的领导者。美国欧洲日本的产品很

好，我们就好好向这些厂家学习，遇到技术问题，

一个个地解决。要做到这些，首先我们从战略上要

有自信。

其次，“打铁更需自身硬”。还是要秉承中国人

脚踏实地的精神，踏踏实实，一个实验、一个配

方地做，这些都要花时间花钱。有困难是必然的，

我们要耐得住寂寞。先不说国家怎么支持、大环境

如何不好，所有的一切还是回到自己，先把产品做

好，真正能够为客户创造价值。刚刚大家谈到创新

研发，这也是我们研磨行业必须要做的。但是战术

上要谨慎，不是一拍脑袋说上就上的，更重要的要

有规划、有布局，一步步地落实验证，用体系的力

量进行研究开发。我看最近朋友圈有很多朋友学华

为，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是学 20年前、30年前的华为。

在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事儿要做，但最终还是

要回到那个点上，即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能为客户

创造价值。

展的速度，已经把中国经济翘起来了。从经济学角

度上看，就是指在金融领域，货币与生产之间的关

系，在解决融资难的基础上，压缩过量资本，堤防

泡沫经济的产生，特别是房地产业，在国家政策引

导下，有效解决资本与市场的关系。

那么现在问题出来了，环保压力增大，资源大

量的浪费。这个去杠杆就是在政策上宏观调整的力

度加大，就是把市场调节本身的这样一个作用进行

调控，靠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的力度增强，这是第

一个概念。第二概念是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就

是用小资金撬动大资金，靠原来的靠宽货币的政

策，高投入的政策，一投就发财的政策，变为国家

紧缩银根，就是把有限的资金让它充分盘活。这个

时候去杠杆就意味着国家货币政策的紧缩，在这个

时候选择投资，我认为是错误的，那就是把有限的

资金用到刀刃上，把有限的资金让它发挥极大的作

用，这就提示我们在内部进行细化管理，在资金运

用上切不可盲目的大量投资。

这个时候靠的是拼技术、拼能力、拼管理。单

靠拼资源是不行的，当然是拼技术管理、拼细节管

理，细节决定成败，所以选择投资的时候要看国家

宏观政策的调整。我把这几个政策归纳为一个组合

拳，组合拳的根本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加强了宏观

调控。那么作为企业，就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发

上，放在技术创新上，创新是当前唯一的出路。同

时在环保上采取侥幸心理已经过时，要把企业内部

该做的功课早点做好，该备的原料早点备好，把我

们内部的事情做好了，才能够顺应目前国家政策尺

度，把握规律性，使我们少走弯路，赢得最大的可

能。

上接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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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以来，国家的宏观政策中稳定的提出了

几个词：供给侧结构改革、去库存，去杠杆。前几

天刚刚结束的十九大四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国家

的既定政策是保持稳定、经济稳增长这样的大前

提。我以为这些政策是与当前国内的形势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国家在环保上的强化力度已经成为常态

化。这种常态化和经济增速控制在合理区间告诉我

们经济发展的一个强烈信号，供给侧结构改革，去

库存，去杠杆。

作为磨料企业，所谓的供给侧，从狭意上讲指

的是产业链条的前端，供给侧指的是能源，资源，

特别是能源型和资源型，它的结构改革重在把粗

放的经营、大量的消耗资源、变成集约化的经营：

在管理上集约，在企业组和上集约，在能源利用上

集约，最大限度地发挥能源的作用。从广意上讲，

就是指配置资源的综合要素，通过宏观调控，让其

合理、科学有效地配置资源，以求效益的最大化。

说穿了提高它的附加值，就是深加工粗放经营资源

的时代已经过去。

第二去库存当然好理解。作为企业，就是要把

有限的资源尽快地让它参与流通，尽快地让它发挥

作用；从广意上讲，就是指生产过剩，把供大于求

的过剩产能压下来，控制节奏，让其相互适应。这

是政策的一种导向。

第三是去杠杆。什么是杠杆？杠杆是一个物理

学的概念，就是动力臂和阻力臂的关系，用小的力

撬动大的物体。曾经有个科学家说“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原理。

我理解的去杠杆有两条，国家提出去杠杆，第

一是市场因素，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靠市场调节

是市场经济的主题，但是这几年由于前一段高位发

准确理解国家政策，

练好企业内功
Comprehe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and 

strengthen enterprises’ competence

康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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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协会会员的规范约束机制

据我了解，国外的行业协会在行业管理方面，

约束力是比较强的。在建立行业竞争机制，规范行

业竞争秩序等方面是有一定规则的，会员企业违反

规则是要受到相应惩罚的。在我们国家行业协会不

是行政机构没有行政权力。但是近年来国家也一直

在强化协会的作用，下放一些管理权限，行业协会

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氛围正在逐步形成。从我们行业

的实际情况看，大家也希望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我们行业的确存在着一些不容易忽视的

问题，产品同质化严重，低价位竞争激烈；一些企

业不投入、不研发、不创新，一味模仿抄袭；自己

不培养人才，挖同行墙角。行业制订了 2035 创新

产品规划，但是大家有顾虑。因为创新研发的投

入成本是很大的，一旦搞出来了，按目前的现状，

一家搞出来，用不了多久，可能几家都有了。因为

他不需要多大的投入，他就可以低价位搞竞争。一

个不争的事实是，大卷厂在打价格战；转换厂也在

争相降价抢占市场，这样好像是用户得到实惠了。

但是我们知道，这几年原材料在涨价，能源在涨价，

环保费用在增加。到时候要么偷工减料，要么采取

其他方式。所以实际上是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利益，

损坏了用户的利益，包括转换厂的利益也都损害

了。

所以我在想，我们协会能否建立这样一个机

制，或者叫划一个底线：加入协会就必须按照规则

进行企业经营，按大家约定的规则来进行操作。一

旦越过底线，就请他出局。这样，我们吸收会员要

有“门槛”，不能随便什么企业都能进来；进来了

就要守规矩、不触底线。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净化

行业环境，建立规范良性的竞争秩序。

2、建立行业应用检测服务平台

实际上行业协会从砂带磨削试验机开始已经

做了很多工作。这几年，我们新产品的研发过程发

现一种现象，就是在实验室做的磨削实验，不一定

对协会工作的几点

建议
Suggestions for the work of CNCAA

司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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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高端产品规划里面的 17 个产品都是我们

行业顶尖产品、前沿产品、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和追求的目标。下面讲五点：

一、产品创新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普通涂附磨具产品工

艺成熟、高端产品一直在模仿，没有独立开发和自

主产权，产品高不成低不就缺乏市场竞争力，产品

在夹缝中生存，现在大部分厂家不是在拼技术、是

在拼价格，将合理利润拱手让给别人，形成恶性竞

争，而国内高端市场一直由国外产品控制。

要想生存唯有创新。关于创新我认为报告里面

提到的产品我们都可以尝试，可以单独研发，也可

以联合研发，如用堆积磨料砂带取代金字塔砂带用

于金属板材拉丝；用 SG 磨料砂带代替高温锻烧砂

带和锆刚玉砂带用于黑色金属荒磨或重负荷切削 ；

用聚酯薄膜砂带代替细粒度砂带用于电子产品精

抛；用异型产品代替传统打磨和抛光等都值得我们

去研究、去开发。

二、设备创新

由手工到机械、到半自动化、到自动化最后实

现人工智能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涂附磨具行

业较小，不能够引起一些科研院所的足够重视，所

以在设备设计、制造和智能化研究方面投入人力和

物力有限，也就是说没有独立的部门为我们研究设

备，怎么办？一切靠自己。这些年国内研究砂带制

造设备有几家，他们的实力和能力都不错，都取得

了很大的成绩，只要这样坚持下去，我们一定有能

力研究出实用型的智能设备。

三、环保节能、绿色生产

环保节能、绿色生产不仅是国家对目前制造业

发展的战略要求，更是涂附磨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是落实《2035高
端产品规划》的唯

一途径
Innov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high-end Product 

Planning in 2035

罗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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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经之路。目前整个行业都面临着能耗高、污染重、

排放难以达标的难题，如何降低能源消耗，使用清

洁能源、采用环保粘接剂、合理治理“三废”等，

都亟待我们共同努力去突破与解决。玉立集团通过

不断的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

利用厂房屋面空间设置分布式光伏发电站；设计使

用耐水砂纸有机废气回收治理设备 ；设置生产粉

尘、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设备；建立专用污水处理厂；

固废集中处理等。但对完全实现绿色生产来说，玉

立集团仍然任重道远。

要全面实现涂附磨具行业的环保节能、绿色生

产，需要我们全体企业共同行动起来，并由协会成

立相关的机构，全面引导和促进企业升级改造。此

事，我认为刻不容缓，如果仍然是各企业各自为政，

粗放式生产，最终整个行业都将成为落后产业。

四、创新型人才培养

企业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人才，现在企业急需的

人才主要有：产品分析工程师、设备工程师、工艺

工程师、检测工程师、研发工程师、销售工程师、

服务工程师，这些人才哪里去找，这也是摆在各位

专家面前的难题，需要协会帮忙牵头，并与河工大、

重庆大学、三磨所等科研院所举办相关的培训班，

为行业未来发展培养创新性后备人才。

五、协会成立专家委员会是一件大好事，确实

为企业解决了不少大问题，做了很多大事、实事，

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标准和独特的制度，吸收的

新委员要严格按照程序执行，自己制订的标准轻易

不要降低，保持专家的权威性。同时要多组织专题

会议，切实探讨并解决一些阻碍行业发展的难点、

痛点问题。

完全与客户的实际需求相符，有些跟实际的用户使

用差别很大。说明在模拟应用的检测方面，我们还

有很大的差距。

我请教过专家，磨削检测的参数，是用数学方

式去模拟出来的。如果能建立这样一个模拟应用磨

削平台，就会有效地缩短开发周期，加速行业技术

对标跟进的进程。实际上国外同行的研发手段是比

较齐全的，我们行业也有这方面的人才。希望协会

和专家委员会能够在这上面来多做一些工作，整合

国内力量比如国家质检中心，河南工大，包括引进

磨削实验的高端人才，建立一个高水准的磨削应用

实验平台。

上接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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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落实面向 2035 高端产品规划是今天会议

的一个议题。因此我在思考，协会应该怎么引领？

在座的谁去出头做这件事？研发成果最后有没有

保障？投入的企业会不会获得好处？这可能也是

大家关心的问题。从目前行业的生态来看，可能企

业投入很多，结果做出来了，但是马上会有一大堆

人不用投入，最后摘果实。这是我们行业面临的一

个严重问题。

从行业的发展历程看，在过往的 30 年，国家

经济快速发展，那个时候任何问题都不大。那么到

了今天，从中美贸易战这一刻开始，世界格局已经

非常明确了，即使中美贸易协定签了，未来不管谁

当美国总统，谁是西方的领袖，一定会找中国进口

的替代国，中国对欧美的出口会大幅度下降。剩下

什么呢？第一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会保留，

第二我们还有内需。中国 14 亿人口，内需是在的。

但能否稳得住内需，刺激和扩大内需，国家的供给

侧改侧改革，实际上就是为这个布局的。国家当然

要保国企。那么民企怎么办？按照市场规则去走就

好了。

当经济快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出现经济

危机的时候，大量的企业或者说过剩的产能会被淘

汰。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发展轨迹是相

同的，我们行业也不例外，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我们已经就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淘汰赛，行业重新洗

牌在所难免。淘汰过剩产能一定是先从民营企业开

始。

面临新的重大发展转折期，希望涂附磨具行业

的生态环境也能够得到改善和提升。建立良性的竞

争机制，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规范不良的竞争行

为，是整个行业创新发展的必要前提和迫切要解决

的问题。在这个方面协会的引领作用是非常重要

的。

优化行业环境

建立良性竞争机制
Optimiz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good competitive mechanism

林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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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协会是广纳八方客，尽可能地吸收企业入

会，扩大会员队伍。市场需求旺盛，这样做是应当

的，但在行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转型升级的时

候，就需要对会员立规矩，建秩序了。就像入党，

党有章程，不是说入了党一定就能当官，但是如果

不遵守党章，就会被处罚、被开除。

大家都比较认同国外行业协会在规范行业秩

序，建立良性竞争机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竞争的产物。

为什么国外的协会有所谓的威信、有向心力，因为

大家都有一个规则或者叫底线。如果没有规则、没

有底线，还是沿用过去的方法的话，这个协会就是

表面上一团和气，台面上喝酒，台下面做动作，互

相收买情报、收买人员，打价格战，这种现象如果

再继续下去，对整个涂附磨具行业是非常不利的。

对此，我们应该做深入地思考和反省，协会应当有

一些变化，不是说什么人都可以成为协会会员，加

入协会要有一定的门槛，要让所有会员知道，在协

会里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违反了

协会的规则，离开协会，会损失什么？很简单，第

一次黄牌警告也好，或者一次就红牌罚出也好，出

了这个圈子，不管是上游或下游，你买他的产品或

你向他供应材料的时候要不要有差别？这不是价

格垄断，是因为违反了规则，这是作为会员应负的

责任。涂附磨具协会是国家的协会，是有权威性的，

我觉得协会必须要这么做，否则对我们的行业发展

非常不利。

行业实行淘汰或重新洗牌以后，我们要不要建

立一个共赢的供应链？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大家没

有投入，没有信心？不是没有资金投入，是没有信

心投入，投入以后回报根本没有保障，谁愿意担这

个风险？因为没有信心，甚至在与上游很谨慎地谈

一些合作的时候，都很担心。因此我们行业至今形

不成上下游之间紧密合作共赢的关系。

在座的委员要静心想一想这场淘汰赛，到最后

谁可以剩下来？其实是整个供应链可以做品牌，做

专注的事业。把做内需那部分和第三世界出口的那

部分、而不是低价的那部分留下来。如果大家认清

这一点的话，我们协会就能做这种引领。我觉得协

会可以从几个角度做改变：第一是入会，有没有指

引的规范？第二，对于突破规则底线的企业有没有

约束？我们每年有表彰先进，但是惩罚好像没有。

在惩罚的基础上，可不可以有会员和非会员的区

别。协会应当在这些方面加以改变。

总之，现在整个行业应该是到了改变的关口

了，如果大家形成共识，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探讨，

共同努力，营造一个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承的行业环

境，在规范的约束下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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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的工业企业都面临环保问题。近来我

们也一直在配合政府对企业的环保进行整改。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几个问题：

1、在不同的城市，不知道是否是因专业水平

的问题，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环保要求是不一样的。

2、涂附磨具行业在环保方面没有一个科学的、

适用的、可参照的标准；

3、地方政府在执法的过程中，对于行业标准

是很认同的，比如在漯河，政府管控企业的环保，

首先检索行业对企业的管控标准是什么样的，他们

遵循查到的国家的行业的基本管控尺度进行管理。

所以我们感觉到行业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4、环保学科是非常专业的，一般企业对于环

保技术、设备运行的原理都不太懂；对于设备的投

入及设备运行的费用等都吃不准。因此在环保整改

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反复投入、反复整改，

却总是不达标，严重困扰企业的正常运营。

有鉴于此，我建议，我们协会应当制定涂附磨

具行业环境保护标准，让企业在排放方面有标准可

依；同时对哪类环保设备对我们这个行业更有效提

出指导性意见，当然这个更“有效”是能够获得判

定，又能被国家认可和接受的。如果这两个事情都

能给大家有一定的标准或一些指导的话，那么整个

行业的环保也能做好了。

对行业面临的环保

问题的一点建议
Suggestions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coated abrasive industry

王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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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创新必须直面对标应

用才能够成功。目前分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组成基

本是由涂附磨具原材料、制造和转换这个产业链的

人员构成，缺少下游应用领域的专家，我认为这是

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建议专家委员会引进下游磨削

应用领域的专家进入委员会，搭建一个制造与应用

直接对接对话的平台，这样专家委员会可能会更好

地发挥作用。 

2、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出口

贸易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我们公司认为这

未尝不是一次契机或机遇，或者更是一次督促。自

从美国实施对华为的全面制裁和封堵之后，华为已

到我们公司去过多次，双方也在洽谈合作事宜。由

此也促进了我们公司开始全面升级研发系统，将原

来的分析研究所，升级为研究院，对标先进应用领

域，全面提升科研质量和科研标准。重点与高校和

科研院所对接，把他们的一些前沿理论和技术进行

落地转化，更好地服务于应用企业，让这些先进技

术引领行业的发展。

3、作为我们这个小行业，要想创新发展，靠

单打独斗是很难取得突破的。建议能不能由协会牵

头，以河工大为核心平台或枢纽，联合一些包括材

料、工艺设备等企业，对标 1-2 个关键产品进行技

术攻关。2035 高端产品规划中的每个产品都可以

实行这种机制。这样也可以避免同质化过度竞争。

我的几点建议
Some suggestions

邢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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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 磨料作为新一代研磨材料，以超强的磨削

性能和良好的品质，在涂附磨具创新升级的大势中

绽放异彩。以 Cubitron Ⅱ为代表的 3M 系列陶瓷磨

料涂附磨具作为当下柔性磨削之王，在高端应用领

域攻城拔寨，锐不可挡。

3M 公司将 Cubitron 系列磨料应用于涂附磨具

行业，以 Cubitron Ⅱ为终极杀器开拓疆土，但至

今也没有打开 SG 磨料对中国的销售大门。圣戈班

公司以 SG-DGE 系列陶瓷磨料产品在全球涂附磨

具领域开始规模化应用，但囿于磨料本身的原因，

目前还无法与 Cubitron Ⅱ媲美。

中国涂附磨具正在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奋力追

赶国际先进水平。青岛瑞克尔的 RECERAMAX RT
蓝色战斧系列磨料研发成功，并且以非常适合中国

国情的特性，助力中国涂附磨具走出国门，与世界

品牌同台竞技。

      国外品牌 SG涂附磨具现状

目前 SG 涂附磨具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欧美市

场，3M 和圣戈班在 SG 涂附磨具开发中是较早的、

又具有相当优势的公司。除此之外，中东、欧洲

和韩国的诸多国际品牌大多于 2017 年前后开始大

规模使用陶瓷磨料。因此，就 SG 涂附磨具的研究

和开发来讲，国内企业并非落后很多。甚至可以

说，以瑞克尔为代表的国产 SG 磨料突破量产瓶颈

之后，使国内的涂附企业在普通产品升级和 SG 涂

附磨具性价比方面具有了更加明显的优势。

经过分析，国外几大品牌的 SG 涂附磨具的粒

度组成分布，都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 SG 陶瓷磨料与传统磨料错号使用，以

VSM870 和 DEERFOS BORA7 为例：

新材料助力国产涂附磨具与世界品牌同台竞技
——RECERAMAX RT蓝色战斧系列磨料

青岛瑞克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薛冰

New materials contribute to Chinese coated abrasives in competing with global br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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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以看出，VSM 的 P36# 砂带中有 50%
以上 SG 磨料全部参与了磨削，有 35% 与煅烧棕

刚玉同高度，混合使用。

从 DEERFOS BORA7 P36# 砂带磨料粒度分

析中看出，有 95% 以上 SG 磨料全部参与了磨削，

只有 5% 与煅烧棕刚玉同高度，混合使用。

因此植砂后，真正发挥磨削作用的是陶瓷磨

料，而 DEERFOS 相比 VSM 的砂带陶瓷磨料参与

度更高。

2、SG 陶瓷磨料与传统磨料同号使用，但是

磨料标准不一样，以 3M 为例

由以上 3M Cubitron Ⅱ两款产品来看，虽然是

同号使用，但是 SG 陶瓷磨料标准与传统磨料完全

不一样，而且陶瓷磨料全部参与了磨削。

分析几款产品我们看出，陶瓷涂附磨具的共同

特点是传统磨料在底部做了磨粒的支撑和等分分

布，而陶瓷磨料作为参与磨削的主力军，利用其本

身的自锐性特点，以提高工作效率。

      RECERAMAX RT的起源及特点

3M Cubitron Ⅱ是将溶胶 - 凝胶工艺结合先进

的微复制技术发明的一种具有精确等边三角形外

形的创新型陶瓷磨料，涂附时可以使这些具有精

确外形的陶瓷氧化铝矿砂尖角一致朝上（如图 2-14
左所示），就像是无数把锋利的三角型刀片，所以

它的打磨过程更像是在切削，轻松把金属切除（如

图所示），随金属屑带走热量。这种方式可以防止

VSM870 粒度
P36

18# 25# 30# 35# 40# 45# 50#

SG P36# 0 ≤1 10-18 52-70 ≤8 - -
A P40# 0 0 - ≤7 34-50 80-92 ≤4

DEERFOS
BORA 7

粒度
P36 18# 25# 30# 35# 40# 45# 50# 60#

SG P36# 0 ≤1 10-18 52-70 ≤8 - - -
A P50# 0 0 0 - ≤3 20-32 66-84 ≤4

984F 粒度36+ 18# 20# 25# 30# 35# 40#
C-Ⅱ 36+ 0 100 - - - -

A P36# 0 - ≤1 10-18 52-70 ≤8
775L 粒度

220+
120# 140# 170# 200# 230# 270#

C-Ⅱ 220+ 0 100 - - - -
半脆 P220 0 - ≤2 10-20 50-7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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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在工件内聚集，从而有效地减少因热应力而产

生的裂纹及烧伤工件的情况。而且，这种三角形结

构的陶瓷氧化铝颗粒由大量的氧化铝微晶体烧结

而成，在一定的磨削压力下能不断破裂并形成新的

尖角和锋利刃边，磨削力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持。这

种保持“冷切削”和持续锋利的研磨状态可以使磨

具拥有更高的打磨效率和更长的使用寿命，使得打

磨过程变得更加轻松。

因此，从 3M Cubitron Ⅱ的陶瓷磨料产品特性

来看，完全的同尺寸，达到了理论上的 100% 的相

同，有这个思路，我们研发了 RECERAMAX RT
系列产品，力求达到两点陶瓷涂附磨具的要求。一、

RT 系列产品的高集中度，力争向 100% 同尺寸的

靠拢，尽可能达到等高性和均匀性。二、颗粒尺寸

尽量与 Cubitron Ⅱ的标准对标，以达到客户使用

的方便。

RECERAMAX RT 相比 Cubitron Ⅱ相比，单

颗粒磨料的厚度和高度达不到完全的精确尺寸，但

是相比 Cubitron Ⅱ厚度更薄的颗粒在静电植砂的

时候，更容易插入到底胶中保持均匀的树立，不易

发生斜倒现象。在同样植砂密度、相同孔隙率的情

况下，RECERAMAX RT 比 Cubitron Ⅱ植入量更高，

单位面积下陶瓷磨料的接触点更多。在后期揉曲工

序可以修正 RECERAMAX RT 磨料的等高性。

RECERAMAX RT 磨料颗粒具有“楔子”状外

形，颗粒厚度明显小于长度和宽度，一侧边缘呈

斧头状刃口，另一侧或颗粒中心厚度增加。使用

RECERAMAX RT 磨料颗粒制造的涂附磨具，由于

颗粒厚度较小，单个颗粒重量减少而且颗粒底部在

基体上所占空间少，所植在单位面积基体上的磨料

颗粒数量增加，磨削过程中单个颗粒与工件接触的

平面（摩擦区域）增长缓慢，磨削所需能耗降低，

单颗粒抛磨工件纹路变细，工件加工的表面质量提

高，同时磨削效率大大提高。

通常磨料颗粒外形可以用三维多面体来表示，

将所述颗粒的一端粘结至磨具产品基底并将另一

端与加工工件接触。伴随涂附磨具产品的使用，颗

粒的尖端不断磨损时，颗粒与工件的接触平面面积

不断扩大，为了保证磨削效率，施加到磨具上的压

力需要成倍增加。另外，由于接触平面的不断增大，

磨削所需能耗增大，工件容易烧伤，工件损伤严重，

造成工件加工质量降低，同时磨削效率大打折扣。

目 前 RECERAMAX RT 系 列 陶 瓷 磨 料 从

RT36+—RT400+，对标 3M Cubitron Ⅱ陶瓷磨料，

产品粒度集中度高达 85%，对于所有涂附磨具工

厂来说，3M 的 Cubitron 陶瓷磨料关闭了大门，

RECKEL 却打开了“潘多拉宝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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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RAMAX RT使用方法和应

用测试

RECKEL 公司的 RT 系列产品使用方法和上面

介绍的 3M 系列陶瓷涂附磨具一样。在制备陶瓷涂

附磨具的时候，磨料粒度型号和砂带型号均同号使

用。传统磨料不建议任意加粗，会降低陶瓷磨料的

有效使用率，最好选用标准 P 砂。以 RT40+ 的砂

布产品为例。

    使用 RECERAMAX RT40+ 陶瓷磨料和普通磨料

标准 P40 的组合，这样保证了陶瓷磨料有效使用

率基本达到 80%，这样陶瓷涂附磨具前期会保持

比较长期的磨削效率而不衰减。

RECERAMAX RT 系列陶瓷磨料主要应用于金

属、木材、漆面打磨等多个领域。目前国内多个涂

附磨具工厂已经批量使用，其中江苏 3 家、河南 1
家、广东 1 家，还有 4 家开始实验室的小型测试，

韩国一家公司已经上线测试完毕，芬兰某公司已经

正常采购使用。从陶瓷涂附磨具目前测试来看，其

性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在木材、漆面等打磨方面，主要以 80# 以

细干砂纸、软布以及薄膜基产品为主，属于低压力

打磨，这种情况下，陶瓷磨料受撞击力较低，整个

砂面均匀受力，在磨削过程中，磨削锋利效率高，

使用错层植砂防堵型好，寿命延长，性能上与 3M 
775L 可媲美，比同号颗粒 P 砂陶瓷磨料磨具制品

提高一倍。

2、在金属磨削方面，在宽砂带或者平面焊缝

大去除量打磨领域，由于不是局部过载受力，陶瓷

磨料不易脱落，磨粒接触点多，能够体现出比一代

陶瓷磨料更明显的切削效率，不只是摩擦力较大

的刨削或耕犁，从目前韩国和国内几家工厂的测

试结果来看，能够达到 3M 984F 性能的七成左右。

RT40# 以细陶瓷平面磨砂带基本是锆刚玉砂带的

5-7 倍。

3、在铸件浇注口或者非平面小型工件打磨方

面，按照锆刚玉砂带同等压力使用，效果不是很

突出。因为陶瓷磨料抗冲击力较差，过大压力会

造成陶瓷磨料断裂或脱落。由于 RECERAMAX RT
具有突出的自锐性，使用时参照 984F 的压力，比

984F 更高的植砂密度，或调整涂层厚度来改善。

目前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调整还在实验中。

综上所述，从目前得到的测试结果来看，虽然

RT 系列与 3M Cubitron 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相

比一代陶瓷磨料，在 SG 涂附磨具上有明显的应用

效果，RT 系列陶瓷涂附磨具在性价比上高于 3M 
Cubitron Ⅱ磨具。我们公司对 RECERAMAX RT
战斧系列陶瓷磨料不断改进中，对于涂附磨具的应

用也在继续进行中。

                            （本文为作者在专家会上的发言）

 本栏目责任编辑：范晓玲

70 中国涂附磨具   2019. 第四期



协会 
Association

11 月 24 日，涂附磨具分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会议在珠海召开。分会秘书长陈

远东、高级顾问王明远及分会职称评审小组的 15 位专家参加会议。专家委员会主

任委员、职称评审小组组长邹文俊主持了评审。

涂附磨具行业2019年度

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圆满结束
2019 technical title assessment of CNCAA was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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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开始前，评审小组首先集体学习《涂附磨

具分会职称评审工作条例》。江苏锋芒的王鹏委员

带领大家重温有关初级、中级技术职称的条件等的

相关内容，确保评审工作严格按照条例所规定的要

求进行。

张长伍委员汇报了本年度行业技术职称的申

报情况并简要介绍了每位申报者的基本情况和主

要成果：本年度共收到来自江苏三菱、江苏锋芒、

广东小太阳、四川固锐、上海五子方等 5 家企业的

5 位中级技术职称和 13 位初级技术职称申报者的

申请。他们均来自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质管

及销售一线，符合申报条件。

评审小组对申报者中有异议的或破格申请的情

况，进行了认真质询、讨论和核实。之后，根据职

称评审条例的规定，分别对每位参评者进行了无记

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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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组推荐三位委员负责统计投票结果。经过

两轮无记名投票，有 4 位申报者通过了中级技术职

称；12 位申报者通过了初级技术职称的评审。根

据条例规定，此次评审结果将在涂附磨具分会官网

上进行不少于 15 个工作日的公示，接受行业监督。

职称评审工作小组还讨论了与职称评审相关

的问题并提出了建议。关于申报者的学历，职称评

审工作条例中规定的最低学历为“初中”，这是考

虑了涂附磨具行业的特殊情况，重在解决一大批民

营企业初创时期老一代技术管理人员的职称待遇

问题，客观评价他们为行业的技术进步所做出的贡

献；随着行业的发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企业工作，

他们都受过更好的教育，因此，行业技术职称评审

的条件应当做相应的修改，适当提升基础学历门

槛，至少应当为“高中”。这样也有利于提高行业

技术人才的整体素质。

                                        （文 / 图  华穗  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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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专业技术职称评定通过人员名单
List of technical title assessment by CNCAA

姓名 单 位 申报系列 评定级别

冷  成 江苏锋芒复合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中级（工程师）

刘  琪 绵阳中研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中级（工程师）

何江成 广东小太阳砂磨材料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中级（工程师）

刘柏康 广东小太阳砂磨材料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中级（工程师）

景  阳 四川省三台县固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钱  成 江苏锋芒复合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王盈伟 江苏锋芒复合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周德宏 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张  建 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机械设备 初级（助理工程师）

徐  君 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王宏亮 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王德军 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机械设备 初级（助理工程师）

魏爱华 绵阳中研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质量检验 初级（助理工程师）

王亚雄 绵阳中研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叶应松 绵阳中研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刘  航 上海五子方磨具有限公司 工艺技术 初级（助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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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五金制品协会与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五金展 (CHS)
在上海成功举办了 19 届，已经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第二大五金专业高端品牌展会。

自 2018 年以来 , 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原因 , 中国国际五金展被迫改变了档期和展

馆布局 , 给参展商、采购商和参观者均带来了很多不便 , 并使展会效果受到很大影响。

为有效解决中国国际五金展遇到的现实问题 , 确保展会的良性发展 , 提升展会效果 ,
给广大参展商、采购商营造更好的展会环境 , 提供优质的服务 , 创造更大的价值 , 在充分

征求意见和论证的基础上 ,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和德国科隆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研究决定 : 从
2020 年起 , 中国国际五金展举办地点调整到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时间为 2020 年 8
月 7—9 日 , 使用场馆为 W1-W5 N1-N5。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将继续组团参展。欢迎您积极参展参观 , 期待

2020 年 8 月 7—9 日与您在上海相会 !

咨询电话 0371-67657825/67661302  

                                                                                             涂附磨具分会秘书处  

                                                                                                     2019 年 12 月 20

关于调整中国国际五金展(CHS)
展会场馆及档期的通知

Adjustment of the Hall and Date of 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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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上虞自强高分子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 ：开发、生产、销售用于涂附磨具、耐火材料、摩擦材料、

建筑材料、电子材料、泡沫酚醛、航空航天及其它用途的各类酚醛树脂。

地址：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经五路 2 号 邮编：312369

电话：0575-82732388    传真 : 0575-82735681

电子邮箱： hffan@ziliref.com    网址 : www.zilichem.com

伊川县锋利矿产品加工厂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棕刚玉微粉、P 砂系列、F 砂系列。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平等乡王庄村曹庄村 邮编：471300

电话：0379-65068288    传真 : 0379-65068289

电子邮箱： 39852225@qq.com   网址 : www.ycflkcp.com

新 片
名会

浙江

河南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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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科盈磨具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温峤镇松山路 7 号  邮编：317527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活轴页轮、橡胶轮、海绵轮、带柄页轮、羊毛轮、无纺

布轮等磨具

电话：0576-86967117   传真 : 0576-86969755

电子邮箱：keying-grind@163.com   网址 : www.kytools.cn

郑州大华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 ：电控柜、油压机、高压泵、磨耗比测试仪、超硬研磨机

等。生产智能化、信息化生产线；磨料磨具行业机电一体化设备的开发、生产及安装；

磨料磨具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云杉路 9 号 邮编：450000

电话：0371-67837416   传真 : 0371-67837416

电子邮箱：zz.dahua@163.com   网址 : www.zzdahua.cn

青岛瑞克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环保新材料技术研发，氢氧化铝、氧化铝、陶瓷制品磨料、

催化剂助剂。

地址 :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州湾工业园金尔路 8 号 邮编：266300

电话：0532-84961888   传真 : 0532-84961888

电子邮箱：rkexclkj@126.com   网址 : www.qdrkl.com

浙江

河南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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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博尔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立方碳化硅微粉、立方碳化硅油石、立方碳化硅研磨液

/ 抛光液、立方碳化硅流体磨料。

地址 :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中路 58 号  邮编：710054

电话： 029-85583211  传真 :029-85583211 

电子邮箱：boersic@163.com  网址 : www.boernm.com.cn

丹阳市天宇五金磨具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 ：五金、工具、卫生洁具、钢丝制品、砂轮、砂布、砂纸、

金钢石锯片。

地址 : 江苏省丹阳市丹北镇后巷济德王祥村    邮编：212300 

电话：0511-86321198  传真 : 0511-86321197

武汉乘愿环保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 ：游离甲醛、游离苯酚的防范和治理 ；环保型水性分散液、

净味剂、环保型水性助剂、涂附磨具用水性分散液，水性助剂、环保型水性脱模剂

等的生产和销售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张湾街太山村    邮编：430110

电话：027-69111779        传真：027-69111779

电子邮箱：297235114@qq.com    网址：www.wh-chengyuan.com/

陕西

江苏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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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先锋磨具制造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涂附磨具、专用玻璃纤维制品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果里镇义和路大龙庄南村   邮编：256410

电话：0533-8437047       传真：0533-8437049 

电子邮箱：ziping.lyu@zbpac.cn    网址：http://www.zbpac.net/

湖北承利磨料磨具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尼龙轮、钢丝棉、石墨布及涂附磨具深加工产品

        地址：湖北省通城县陶瓷工业园 18 号  邮编：437400

电话：0715-4369988  传真：0715-4369955

电子邮箱：1348249455@qq.com  网址：www.hbclmj.com

无锡健达研磨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涂附磨具的生产、加工、销售

地址：无锡市惠山洛社镇汇坚国际西站物流园 2-1002 号  邮编：214187

电话：0510-83303676  传真：0510-83305100

电子邮箱：380805803@qq.com   网址：Jdymkj.1688.com

山东

湖北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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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竹柏机械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磨料磨具成套设备、砂带转换设备、百页轮、千页轮、

尼龙轮等各种加工设备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前洲街道张明桥  邮编：214000

电话：0510-83390805  传真：0510-83390805

电子邮箱：624524880@qq.com

中维（河南）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国产工业用尼龙 6、尼龙 66 短纤

地址：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鹤淇产业集聚区纬六路东段路南  邮编：456750

电话：0392-7776677  传真：0392-7770022

网址：www.sinowfiber.com

宜春新丝路实业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纤维轮、尼龙轮、不织布轮、拉丝轮、抛光材料、纤维棉、

百洁布、抛光蜡、绝缘材料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朝霞路  邮编：336000

电话：0795-3659268   传真：0795-3659818

电子邮箱：xslxiedongqing@163.com   网址：www.ycxsl.cn

江苏

河南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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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鼎泰鑫电子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 ：主要产销 PCB 板材，电子线路板辅助元器件，刷磨轮、

塑胶制品、五金制品、电子元器件及耗材、电子产品、高性能膜材料、电子设备等

地址：东莞市厚街镇赤岭工业区一横南路 12 号   邮编：523940

电话：0769-85824131    传真：0769-89277198

电子邮箱：gongwenan@dtechs.cn

浙江天晨胶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产品或经营范围：羧基丁苯胶乳、丁吡胶乳、丁腈胶乳

地址：浙江省浦江县郑家坞镇霞浦路 66 号  邮编：322206

电话：0579-84317646   传真：0579-84318108

电子邮箱：service@zjtcjy.com     网址：www.zjtcjy.com

广东

浙江

 本栏目责任编辑：袁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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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IntervIew

实施规范化管理 提升核心竞争力
——访昆山佳研磨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炯

Interview with vice-general manager Guo Jiong from Kingshark 

工业百洁布是涂附磨具的一个特殊种类。

随着全球制造业的不断提升，工业百洁布因其

独特的性能，日益受到市场青睐，在智能磨削、

精密抛光等方面显示出更多的优势，其应用领

域不断被发掘和延伸，逐步替代传统研磨产品，

改变着传统研磨工艺。

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不少涂附磨具

企业把目光投向了工业百洁布，成为业内外投

资扩张的热点。在珠海专家会期间，本刊记者

就目前国内工业百洁布的市场状况、面临的问

题以及发展前景，采访了分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昆山佳研磨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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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百洁布市场其实很小，就那么几个品种

记者：佳研是国内工业百洁布的主要生产企

业，尤其在电子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在宏观经济背

景下，佳研今年怎么样？

郭炯：今年整个市场大环境不是太好，佳研肯

定也会受到影响。原来电子行业很热，但是这两年

冷淡了，就是说在大环境下，整个电子行业在中国

的市场盘子变小、“蛋糕”变小了，佳研应用在电

子行业加工的产品的销售额有所下降，但是所占有

的市场份额没有变，比例没有下降。我认为衡量一

个企业的能力，不能单纯地看销售额变化，主要看

其在市场上的表现，所占市场份额的比重才能突出

表现出一个公司在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认

可程度，销售额仅做一些内部考核参考。

佳研一直是以技术及服务领先于行业的。我们

以前有些积累和储备，一直没有时间去雕琢和完

善，正好可以借助这个时期，把这些新产品好好研

究研究，让这些技术储备和新产品真正地释放出

来。同时，我们的另一条生产线一直按照我们对技

术及产品的深入理解，配合市场对产品的需要在改

造升级，这条线主要是做尼龙砂带、百洁布砂带以

及一些特殊的高端工业百洁布制品。这些产能释放

出来以后，我们就有时间做过去佳研比较薄弱的，

受产能控制的产品了。现在市场上佳研流通品正在

慢慢恢复，流通品的增长可以补偿电子行业下降的

销售额部分。所以佳研今年的销售额总体可与去年

持平，扣除原材料上涨因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

整体与往年没有大的变化。

记者：近年来，行业有一种现象：上马无纺布。

行业现有无纺布生产线达到了十几条。对此怎么

看？ 

郭炯：的确，现在国内已有十几条生产线了，

产能增长很快。总体上感觉我们这个行业在慢慢提

升，尤其是现在行业内的很多参与的年轻人都受过

良好的教育，可能会对我们的行业有所改变 , 这是

好事。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自己的砂带砂纸做得

不错，无纺布也是客户需要的一部分，市场空间越

来越大，你做我也能做，所以争相上线。客观地说，

与传统涂附生产线相比，百洁布门槛低，上线投入

也不大，一千万上一条百洁布线就很不错了。这样

就给人一个错觉，认为无纺布成本不高，上线容易，

工艺简单，东西好做。其实真正进入无纺布领域，

才会感觉到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就能做的，没有多

年的积累是不行的。也有人做了一些形似的东西，

磨削性能、产品寿命等与真正的产品各方面都不一

样，也能用，但是面对一些高要求的磨削及表面处

理，可能就上不去了。

大家还有一个错觉，就是都觉得百洁布生意好

做。但等实际进来之后就会知道，百洁布的生态环

境比砂带砂纸还要恶劣。因为百洁布的市场需求量

相比传统的砂带砂纸及其它制品太小了，总量可

以说都小于涂附磨具中任何一个单品的市场需求，

基本上没有多少变通的余地。不像做砂布砂纸，这

一款不行可以更新换代做另一种，51 不行了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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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56 布，还可以做页轮布，但百洁布就是传统的

那几样东西。比如电子行业用产品，大家都想有突

破，但一直很难。因为它不仅有产品的特性，还有

跟踪项目速度的特性，电子项目一般只给一两天的

时间，产品出不来，这个项目就做不了了，用户要

的非常快，不像其它产品有一个相对长的周期，而

且替换性相对又较弱。

国内百洁布产能也已严重过剩，基础产品市

场价格一直不上去，感觉大家好像不是在做市场，

而是你有东西我就学，学得差不多我就比你便宜地

卖，很少有人去关注产品的品质或产品的特点及产

品的更新换代。有些产品昙花一现，两三年就不行

了，但它会把整个市场的价格往下拉，以后想再提

上去是很难的，除非这个产品完全更新换代。因此

不能单纯地理解哪个产品好价格就可以高，其实不

然，因为“好”与一般差距不是太明显，除非差距

很大，50%-100% 的差距能感觉出来，20% 的差距

真看不出来，尤其百洁布的公差范围本身就很大。

所以国内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行情并不鲜见。

佳研反对低价竞争，重心还是新产品开发

记者：产能过剩就会引发低价位过度竞争，不

利于行业整体的发展。对此佳研是如何应对的？

郭炯：佳研重组后没有跟谁打过价格战，我们

反对低价竞争打价格战。佳研产品本身的成本都很

高，用的纯进口丝，不会为了价格去干偷工减料降

低产品品质的事。我们的价格基本上和市场上高端

进口品牌一致，有的甚至比他们还贵。市场竞争就

是这样，只要产品好，没办法客户只能购买。大家

都靠本事吃饭，我们工厂不想承担这个风险，不会

为了销售额而降价，这样没有什么意义。

佳研还是把重心放在新产品开发以及产品的

升级换代上。现在新的原材料，包括新的磨料和新

的化工原料不断出现。这次三磨展会上有不少新型

的磨料和其它原材料，开发使用高端磨料的新产

品也是我们在做的研发项目之一。包括尼龙砂带、

尼龙轮等。我们也在做一些储备研究，既有市场需

求的产品，也有我们预测行业发展可能需要的新产

品。当然这些开发研究需要的资源比较多，佳研目

前规模还小，研发能力及资金有限，因此也在尝试

摸索与大学和研究所合作做一些研究开发。

重组后规范管理，提升能力更具竞争力

记者：作为一家重新组建的民营企业，佳研在

发展战略上有什么考量？

郭炯：2014 年公司重组后，股东会确定了修

炼内功，找准方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这些

年来佳研一直遵循这个原则在前行。在产品方向

上，有些是在一段时间内绝对不做的，比如民用百

洁布及国产尼龙纤维丝的产品；有些是值得去考

虑、去储备的，比如一些新的国外百洁布产品、无

纺布制品产品。

在修炼内功方面，2018 年佳研从郑州搬过来

时就有变化了，2019 年更为显现，估计明年会更好。

佳研的正规化程度应该在小型民营企业里面算是

靠前的，当然还不能跟上市公司、大集团公司相比。

但在传统的民营企业中，佳研规范化程度还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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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管是公司运营的体系流程、还是财务运营管

理制度，以及商务运营政策。比如销售渠道网络布

局不像以前了，就是生意调整做，渠道布局完全依

照产品流通的特点，不能什么生意都做。在经济形

势不好的时候要控制和节约成本。佳研也做一些

贴牌业务，但绝对不能影响佳研自己的主营业务。

佳研这几年外贸业务总体也不错，也一直在稳步增

长，产品得到国外客户的广泛认可。 

作为一个企业，既要注重企业效益，还要注重

社会责任，通过搬迁和正规化管理，劳动效率提高

了，员工的忠诚度也提高了。我们招工也都是按流

程体系的，需要有招聘简历，要面试、试用、定岗、

培训一系列的程序。员工上岗必须的按规定佩戴劳

保护品，这样虽然加大了投入，但这既是提升员工

的安全保护意识，也是为企业加保险。佳研走向正

规化管理，对公司的长久发展，提高公司核心竞争

力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们也在积极地招聘一些高标

准，高学历的生产及技术、销售人才，在这些方面

佳研是舍得投入的。况且这种投入是对公司今后的

发展有长久益处的。

记者：我们行业大多是民营企业，规模不是很

大，您认为在企业管理方面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郭炯：很多企业的运营管理理念是很好的，但

真正具体操作就会有欠缺，国内民营企业在财务控

制、成本控制及运营管理，特别是商务运营管理等

方面跟大企业没法比。单纯利润率的考核方式，也

已不适合潮流了。民营企业老板为什么忙？因为企

业的体系流程不健全，不靠制度管理，或者公司的

体系流程，制度就是书面文章，具体执行不到位，

或者根本不执行，老板自己带头就不执行，所以下

面有什么事情都找老板。还有的企业，搞技术或搞

销售的人走一个企业就玩不转了，所有的技术或客

户资源都集中在个人手里，人一走企业损失惨重。

这就是流程和制度的问题。

以前民营企业的确是野蛮式增长，忽略了很多

细节管理。但民营企业也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经济支

柱，能解决很多的就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稳

定是有影响的，所以国家出台很多相关政策法规，

让民营企业只能通过自身的提高，让自己变的竞争

力更强，这样才能更稳定地发展。如果还是想着以

前挣钱多、容易还没人管是不可能了，现在整个市

场规则和客户的需求都发生变化了，不能再拿以前

的老观念去做企业。为什么国外的民营企业越做越

大，越做越强，我们确实值得深思。我们磨料磨具

的民营企业除了几个大鳄外，其它都是特殊环境下

的产物，我觉着我们磨料磨具行业也面临洗牌的格

局。

百洁布市场发展很快，未来市场增量将更大

记者：相对砂带砂纸来说，百洁布近些年发展

很快，是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吗？

郭炯：这些年百洁布的增长量是很大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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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不管是同比还是环比的增长率比砂带砂纸高。

在金属加工或表面加工上，尼龙产品的需求越来越

多，电子行业就是一个例子。比如现在讲的智能制

造，国内大部分上都还是靠手工，装上设备用手工

去磨，手工磨的效果是不好的。小件使用手工磨，

但是大的标准零件，国外 20 多年前都已用自动机

打磨了。比如规则性外观的汽车，摩托车等排气管，

用的都是高档无纺布砂带，寿命又长效果又好，传

统砂带根本就用不了。在国内，现在一些机械手自

动打磨设备厂商和进口品牌的涂附磨具制造商已

经开始合作，着手在中国推广相应产品，我们民营

小企业也应该紧盯市场及客户动态，搭上这班船。

要不然又是跟着别人玩，利润又得不到保障。当然，

我们得舍得投入，抓紧自身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工

艺，设备更新，这样才能上得了船。

中国手持工件打磨还在广泛使用，但是人工成

本高，工件磨削量大。随着铸造工艺和锻造工艺的

提升，磨削精度要求也越来越高，磨削量越来越少。

很多企业在搞智能制造，一是降低人工成本，二是

工人劳动环境也有改善，三是提高了效率，磨出来

的产品品质又是有所提高的，很多企业已经在考虑

改进自己的磨削方式，以面对更大更强的竞争。

记者：对国内百洁布市场未来的发展前景有怎

样的预期？

郭炯：自己的技术储备有多少，才能知道将来

该如何把握这个市场。佳研很看好未来的国内百洁

布市场。工业百洁布市场横向跟国内的传统涂附磨

具市场对比，纵向跟国外的百洁布市场对比，都在

增加。现在欧洲市场百洁布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得非

常快速。美国没有欧洲的多，但也在增加。跟国外

同行沟通，他们的销售额能增加一倍不止，但传统

涂附磨具基本在维持或增加一点点，有的还在下

降。一个基本的认知是，百洁布以前的量比较小，

但是现在的增长量是呈几何式，或者说是倒金字塔

式增加。

我们去了很多客户企业，有些应用确实感觉很

神奇；有些客户来咨询尼龙轮，我也不知道用来磨

什么，他就要这个，而且量还不少；尼龙砂带产品

在国内是少数要求比较高的客户在用，还没有普及

到一般的工业领域里去。随着工厂智能升级改造

后，中国智能制造水平的提高，无纺布研磨制品的

量一定会不断上升，而且肯定会普及的，就如同当

年锆刚玉砂带的诞生引起的市场变化一样。

                                           （文 / 图  华穗  恒建）

 本栏目责任编辑：范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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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丰普研发出
THREE STAR高效抗堵塞砂纸

Hubei Fengpu has created THREE STAR anti-clogging paper

近年来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涂附磨具

行业产品的多样性、专业性日益凸显，其生产技术

和工艺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繁荣局面。尤其是国内几家较大的涂附磨具企业，

产品品质与有些国外品牌相比毫不逊色。湖北丰普

最近研发出的一款 THREE STAR 高效抗堵塞砂纸，

就是这样的新产品。

超涂层干磨砂纸的历史及现状

高端超涂层干磨砂纸，早在十年前几乎是洋

品牌一统天下，比如富士星、3M、诺顿、鹿牌等，

国产品牌只能进入中低端市场。然而，通过磨企上、

下游产业链的不断努力与技术创新，现在干磨砂纸

已出现了好几个响当当的国产品牌。特别是在产品

的耐磨性、抗脱屑和抗堵塞等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

步，经市场检验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甚至有些

性能已超过了进口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超涂层干磨砂纸由于其独特的防静电、抗堵塞

等特性，在研磨行业广泛应用。这种砂纸技术最早

在欧洲应用，后来发展到日韩等亚洲国家。由于日

本和韩国超涂层干砂技术在亚洲的领先地位，上世

纪九十年代后日韩产品开始大批量进入中国，其品

牌“富士星”和“鹿牌”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非常高，

成了研磨行业的知名品牌。之后，由于欧洲技术的

创新，新材料的应用，在超涂层干磨砂纸工艺技术

上又有新的突破，自从诺顿 A275 干磨砂纸推进到

我国市场后，十年时间成了行业高档干磨砂纸发展

的标杆，而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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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涂层干磨砂纸的应用技术主要来源于

日本与韩国。由于基础材料技术薄弱，生产超涂层

干砂在纸基、粘结剂、涂层材料等方面经历近二十

年的发展，才得以提升并全面掌握超涂层高档干磨

砂纸生产的工艺技术。特别是近几年由于技术的成

熟，研磨行业干砂国产化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THREE STAR 超涂层干磨砂纸

湖北丰普研磨经历了十年的超涂层干磨砂纸

自主研发与技术创新，从开始用牛皮纸做干砂到行

业内最早使用国产乳胶纸，再到使用进口乳胶纸、

特殊纤维纸基等，走过了十年艰辛的技术探索之

路。终于推出了一款香槟色的超涂层干磨砂纸，完

全可以替代国外进口产品。

湖北丰普 THREE STAR 牌超涂层干磨砂纸，

使用特殊处理的氧化铝磨料，疏植砂方式，纳米防

堵涂层特殊处理，粒度范围 P80-P1200，采用树脂

粘结剂，特殊纤维纸基背基，背面颜色香槟色，最

大幅宽 1400mm。

THREE STAR 牌超涂层干磨砂纸具有五大优

点：一是经特殊处理的磨料，砂面更锋利，耐磨性

更强，较同类产品磨削效率提高了 35% ；二是采

用特殊混合纤维纸基，抗张强度高，不易撕裂；三

是具有良好的散热、脱屑、抗堵塞效果，延长了使

用寿命；四是基材柔软性好，适合任何异形面、曲

面研磨；五是研磨时砂纸不被染色或掉色，从而提

高了工件表面质量。

THREE STAR 砂纸的应用    

目前湖北丰普 THREE STAR 砂纸主要用于生

产砂纸卷，再转换成方砂、背绒砂碟、长条砂、卷

状等产品。实木、红木家具、木器、工艺品等研磨

时体现了这款砂纸的锋利和耐磨性能；腻子、油漆

面研磨时抗堵塞性能要明显优于同类产品；3C 电

产品名称 粒号 张页重量(g) 磨削量 脱砂量 磨削方式及对象

THREESTAR超涂层
砂纸

320# 12.72 7.50 0.07 用张页砂纸制成直径160 mm的
圆盘，上重力平面研磨机，研
磨专用木棒，压力1.5kg，磨削
时间30分钟测定值。

NORTON（国外） 320# 12.66 7.00 0.08
国内275超涂层干砂 320# 12.70 2.99 0.10
三星普通涂层干砂 320# 15.80 6.55 0.16

THREE STAR 牌与国内外同类产品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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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研磨比如 ：电脑外壳、线路板及其它塑胶

物件时会获得更好的表面光洁效果 ；软金属研磨

比如铝合金、钛合金等表面抛光时克服了同类砂

纸粘附、卡屑，磨不动的现象，并具有良好的防

静电、抗堵塞性能及获得良好的研磨纹路。

环形砂带用于机械砂光领域有着非常大的应

用空间，有待进一步进行专业研发。多数涂附磨

具企业生产涂层砂卷用于制造环形砂带的涂层通

常是用硬脂酸锌为主要材料，这种材料在抗堵塞

性能方面不是很理想，砂带上机后在研磨过程中，

无论油性还是水性的，涂层脱落快，砂面很快会

糊住，影响砂带的使用寿命和研磨效果。而湖北

丰普现在使用的这种纳米涂层材料制成的砂带，

在研磨时会延缓涂层脱落时间，散热性能更好，

不易糊砂面。一是能解决因涂层脱落导致的被磨

工件发黑变色的问题。比如：磨金属的 J64 涂层砂

带，采用纳米涂层材料做成的环形砂带，用于不

锈钢、铝、及金属零部件；铝合金材料、锌铜合金、

及其它软质金属；脚踏车铝管，摩托车配件、汽

车配件、散热片等的抛光研磨中，涂层不会过早

脱落，打磨时不发黑。二是能解决大型板材表面

砂光中由于脱屑量大、易堵塞而出现的表面不规

则纹理现象。三是在 3C 电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

的表面研磨抛光中，会达到研磨面纹理一致的表

面研磨效果。因此，这种砂纸工艺技术的应用前

景是非常好的，有待深度研发，广泛应用于砂带

砂光领域。

        THREE STAR 砂纸工艺技术的应用，在涂附

磨具行业是一个新的突破，对行业的发展起到了

推进作用。由于 THREE STAR 砂纸制造中纸基、

磨料、粘结剂等技术含量高，生产中的工艺控制

严格，因此对生产设备的精度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这就需要产业链中的原辅材料生产企业，设备生

产企业，产品制造企业不断地自主创新，突破技

术瓶颈，才能推进整个行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湖北丰普赵仲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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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沙乳胶纸优势明显
部分替代进口

Latex paper by Shandong Huasha prevails over imported products

山东华沙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兴企业，位

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专业从事中高档砂

纸、砂带等涂附磨具纸基材研发、生产和销售。

一、新兴的涂附磨具纸基企业

山东华沙拥有国际领先的涂附磨具基材生产

线，引进欧洲先进技术，年生产纸基能力 2 万吨。

公司以“高端、高质、高效”的发展理念，技术创新，

优化产品结构，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涂附磨

具基材生产基地。

公司自 2015 年开始与欧洲专家团队合作，研

究开发乳胶纸产品，历时两年，于 2017 年研发成

功替代进口的乳胶纸产品。华沙乳胶纸进入市场

后，以其优良的性能和超高的性价比，赢得了国内

市场的一致认可，打破了国内乳胶原纸被国外纸厂

垄断的格局，为客户降低了成本，缩短了订货周期。

二、乳胶原纸国内销量占据优势

山东华沙预计 2019 年乳胶原纸销量占国内总

需求量的 50% 以上。目前公司与国内外 30 余家砂

纸制造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司提供个性化特殊

产品的定制，为客户避免同质化竞争，在基纸颜色、

胶乳含量、化纤含量、使用用途、纸张幅宽等方面

进行定制化服务，研发周期短，供货速度快。可以

根据客户要求，提供不同柔软度和挺度指标的产

品。

华沙系列产品具有防油、抗水、耐高温、不

翘曲的特性，适用于干砂、水砂的生产需求。华

沙 HS001 系列咖啡色水砂系列产品的线上平整性，

成品泡水后的耐用性及防卷曲等指标已超过国外

同类产品。公司拥有 HS001 乳胶含量 15% 系列、

HS002 乳胶含量 25%-30% 系列、HS003 免预涂水

砂系列、HS003 防油系列四大类 17 个品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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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80-220 克 / 平方米，幅宽 900-1630mm 之间的

产品均可生产，可提供红、黄、蓝、黑、白、橙、

咖啡色、紫罗兰、本色等 17 种不同颜色的品种。

三、华沙产品性能及技术特点

山东华沙乳胶纸基产品由于采用了丁腈和丁

苯胶乳复配增加拉力，添加化纤，增加了纸页性能。

具有耐水、防油效果好，开卷幅面平整挺括性好，

涂胶植砂面平整性好的特点，可满足 P5000 产品

生产，涂胶润湿流平效果显著，在砂纸产品生产过

程中长时间高温条件下，纸基具有稳定性优良、收

缩率低、不翘曲，颜色变化差异小，产品批次间稳

定性好的特点。

免预涂水砂原纸产品让客户省去之前用牛皮

纸浸涂油性助剂做成防水纸的工序，产品耐水性

好，更加环保，一次成型，节约成本。之前用油性

溶剂处理的牛皮纸张污染较大，二次处理浪费严

重。华沙研发的免预涂水砂原纸产品是做一次处理

的水性处理纸，环保节约，可以完全替代自处理油

性纸，符合环保趋势。

在研发过程中针对防水效果的要求，公司使用

内外交联剂和水性胶乳复配，下机先进行初步交

联，之后配合下游客户的使用工艺，在烘房内进行

长时间高温固化，使添加的外交联剂二次交联，达

到良好的抗水效果。由于水性胶乳的使用使产品更

加环保，可实现生物降解，对环境友好；另外，产

品中含有部分的特殊水溶性化纤，纸纤维匀度好，

紧度适中，不翘毛，内部结合强度高，植砂后不易

分层，在烘箱内不翘曲。

一张好的砂纸需要一张稳定的基纸，华沙以客

户定品种、品种定机台、机台定参数、生产定原料、

设备定期保养的“五定”原则，为客户供应性能稳

定的高质量产品。公司计划 2020 年再投产一条年

产 2 万吨的进口涂附磨具纸基生产线，届时公司产

品结构将进一步完善，能为广大客户提供 220g/m2
以下的所有高、中、低档纸基产品。

山东华沙将以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产品性

能、领先的技术优势，为涂附磨具生产企业提供更

优质的服务。

                                               （山东华沙新材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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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机床工具行业运行下行趋缓
Machine tool industry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shows slowing of downturn

2019 年 1-10 月，从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重

点联系企业的统计数据看，机床工具行业整体主要

经济指标同比仍在下行，主营业务收入下行速度进

一步放缓，但亏损情况仍较为严重。金属加工机床

订单情况与上月相比变化不大，新增订单同比下降

32.4%，在手订单同比下降 24.9%。

自年初以来，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世界经

贸增长放缓，在全球经济下行、国内结构性矛盾仍

处调整期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我国经济下

行压力有所加大，但经济仍运行在合理区间。机床

工具行业所面临的下行压力并未有效改善，机床工

具行业整体持续下行趋势短期内恐难扭转，预计全

年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将呈现同比下降趋势，但各分

行业将有不同的表现。      

                                        来源：中国机床工具协会

河南省32家磨企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32 new high-tech enterprises are certified in Henan

10 月 31 日，河南省科技厅公布 2019 年第一批

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在 989 家拟认定高新技

术企业名单中，19 家磨料磨具企业上榜。12 月 3 日，

河南省科技厅公布 2019 年第二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

业名单，共涉及 719 家企业，有 13 家磨料磨具企业

名列其中。 

第一批名单包括河南烨达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安信研磨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第二批名

单包括郑州威源新材料有限公司、郑州玉发高新材

料有限公司等企业。两批共计 32 家磨料磨具企业。      

                                                     来源：大河网

92 中国涂附磨具   2019. 第四期



全国磨料磨具标委会七届二次会议在北海召开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seventh Committee of  NTCAS 139

10 月 24 日，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七届二次会议在广西北海召开。来自国内磨料磨具

领域的约 200 名技术专家和企业家参加了本次活

动。标委会主任委员赵延军、秘书长包华主持会议，

会议主要内容包括标准的修订、复审、立项等以及

对新标准化法和政策的学习解读。

专业领域需复审行业标准项目清单，主要包括

普通磨料部分，超硬材料及制品部分，碳化硅特种

制品部分。标准立项建议，主要包括超硬材料及制

品部分，碳化硅特种制品部分，普通磨料部分，涂

附磨具（超硬磨料砂带）。

包华秘书长向大会作 2019 年全国磨料磨具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收支情况报告。中

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行业工作部李继运主任在大

会上作了讲话。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及

四个分技术委员会分别召开了年会。    

                                                  来源：国磨质检

磨协召开第四次行业著名产品评价推介会
CAA held the fourth introduction and marketing meeting for the famous products

12 月 6 日，磨料磨具分会第四次著名产品评

价推介会在郑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磨料磨具行

业评审组专家、申报企业代表以及分会秘书处工作

人员共同参加了会议。

磨料磨具行业著名产品评价推介活动每三年

举办一次，本次是第四次，也是今年磨料磨具协会

的一次重要活动和工作，秘书处在收到资料后分了

磨料、磨具二个组，按照评推细则进行了初审，最

终 13 家磨料企业、13 家磨具企业通过初审。    

                                                      来源：爱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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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研磨年产3000万M2项目一期投产

Kingcattle put into production for 30 million m2 project

10 月 27 日，博深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3000 万㎡涂附磨具项目”一

期已正式投产运行。

目前，由博深公司全资子公司金牛研磨投资建

设的“年产 3000 万㎡涂附磨具项目”中的第一期

项目已经建成投产，预计每年可增加砂纸、砂布

等涂附磨具产品约 1500 万㎡。项目一期建设累计

投入资金 13573 万元，其中厂房和土地投资 8450
万元，设备及其他投资 5123 万元。本项目使用募

集资金 2859 万元。“年产 3000 万㎡涂附磨具项目”

的后期投资将使用金牛研磨自有及自筹资金继续

建设。

“年产 3000 万㎡涂附磨具项目”采用更为先进

的生产加工设备和工艺，项目一期的投产，将增加

金牛研磨的产能，提高其订单承接能力和产品性能

质量，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金牛研磨的行业地位，提

高企业综合竞争力。    

                                                     来源：挖贝网

鲁信创投拟对四家公司产权进行整合
LUCION is to integrate the property rights of four companies

10 月 22 日，鲁信创投公布，拟对控股子公司

淄博四砂泰山砂布砂纸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淄博

开发区四砂砂布砂纸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鲁

信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以及参股公司淄博理研

泰山涂附磨具有限公司的产权进行整合。

1、淄博四砂泰山砂布砂纸回购山东鲁信高

新工会持有的 22.50% 股权并减资，由鲁信创投

100% 出资；2、淄博四砂泰山砂布砂纸吸收合并

淄博开发区砂布砂纸，由鲁信创投 100% 出资；3、

鲁信创投以持有的淄博四砂泰山砂布砂纸股权及

淄博理研泰山股权对山东鲁信高新进行增资。

此次产权整合完成后，山东鲁信高新将成为公

司实体产业的运营主体，淄博开发区砂布砂纸被吸

收合并后注销，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动，但对

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不产生重大影响。    

                                                    来源：格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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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砂旧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The second wheel factory is certified as the culture relic protection site

10 月 16 日，记者从中国政府网获悉，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与现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合并的项目已经公布，河南新增 62 处国

保单位，郑州第二砂轮厂入选。

二砂是原中国第二砂轮厂的简称，1956 年由

东德援建，位于郑州市中原区华山路 78 号，面积

约 1 平方公里。整个厂区各栋厂房形成一个既相互

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陶瓷砂轮制造车间为

单层、弧形锯齿式屋顶，是二砂最大、最富有特色

的厂房。二砂是当时机械工业部直属的大型综合性

磨料磨具骨干企业，也是国家当时在郑州投资最

多、厂区面积最大、全国规模最大的砂轮厂。

二砂目前拥有丰富的工业遗产历史资源，独具

特色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具有高度的稀缺性和历史

文化意义。作为近现代工业遗产的重要代表，备受

政府重视。2011 年，二砂德式老厂房被列入郑州

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2016 年，二砂厂旧

址被列为河南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

按照规划，二砂文创园预计总投资约 150 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 103 万平方米。项目及周边将保留相

对完整丰富的郑州西郊城市记忆，包括大体量的工

业遗存和绿色植被等。  

                                              来源：河南商报

玉立集团入选咸宁市民营企业30强
Yuli Group is awarded Top 30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Xianning City

近日，湖北省咸宁市工商联发布了 2018 年度

咸宁市民营企业 30 强名单，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上榜。

湖北玉立砂带集团是一家集科研、生产、经营

和原辅材料生产加工于一体的磨料磨具长产业链

专业公司，目前生产规模，产品产量及产品品种均

属同行业排头企业。企业生产的砂布、砂纸、砂带

及其异型系列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的 6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并通过了欧盟的 MPA 认证，亦被国家质

检总局评定为“中国出口免验企业”。   

                                        来源：咸宁市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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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太阳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合作
Goldsun cooperates with China Academy of Space Technology

12 月 11 日 , 东莞金太阳发布公告称 , 公司与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为开展航天器用非晶合金反

射镜样品试制和验证试验方面的技术合作 , 签署合

作协议。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是中国主要的空间技术

及其产品研制基地 , 是中国空间事业最具实力的骨

干力量。金太阳作为高端砂纸等涂附磨具新材料制

造厂商 , 双方合作将对金太阳开展航空航天领域及

军工领域的非晶合金加工及光学加工业务起到极

大推动作用。

本次合作主要内容为针对非晶合金在光学部

件的广泛应用前景 , 结合金太阳在非晶合金制造、

加工及后端光学研磨的能力 , 金太阳和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开展非晶合金反射镜的设计、试制以及

产品的模拟空间环境验证试验 , 以形成产品工艺路

线 , 获得典型非晶合金反射镜产品并完成产品的鉴

定级试验 , 以具备开展航天器飞行验证的技术条件

和产品基础。  

                                         来源：金太阳公司

金太阳增购控股子公司34％股权
Goldsun added 34% of stock right for its holding subsidiary

12 月 2 日，东莞金太阳发布公告称，公司计

划以现金出资 21624 万元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

市金太阳精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4% 的股权，交

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例将达到 85%。

据悉，金太阳精密主要从事五轴联动抛光设备

研发及工艺配套服务，应用于 3C 行业精密结构件，

尤其是玻璃、陶瓷、塑胶等新型手机背板材料的精

密研磨抛光，与公司现有新型柔性抛光材料业务能

形成较强的协同效应。公司本次收购控股公司少数

股东股权，是为了进一步聚焦公司主业，实现公司

在 3C 行业精密研磨抛光领域的延伸，有利于公司

更好地优化整体资源配置。    

                                              来源：金太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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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通城两涂附磨具项目拟开工建设
Two items of coated abrasives in Hubei Tongcheng was started

11 月 8 日上午，在通城县石南镇砂布小镇、

湖北中天云母科技园施工现场，人潮涌动。通城县

2019 年第四季度总投资 24.61 亿元的 15 个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项目涵盖科技创新、生态治理、公共

服务等多个领域。其中，纸基砂带生产线设备技术

改造项目、超重磅超宽纸带和金相砂纸项目，计划

总投资为 1.6 亿元。

纸基砂带生产线设备技术改造项目由湖北明仁

研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建设地点为通城

经济开发区，项目计划总投资 5150 万元。项目计

划 2019 年四季度开工，2020 年建成投产。超重磅

超宽纸带和金相砂纸项目由湖北鼎通研磨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建设地点为通城县石南镇，项目计

划总投资11000万元。项目计划2019年四季度开工，

2020 年建成投产。      

                                                       来源：搜狐网

博深股份拟6.53亿元收购海纬机车股权

BOSUN is to purchase Haiwei for 653 million Yuan

12 月 12 日博深股份披露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海纬机车 86.53%
股权，另外，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8048.49 万元。

此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海纬机车是国内领先的高

铁动车组用制动盘供应商，报告期内主要从事高铁

动车组制动盘、城际列车制动盘等系列制动盘及内

燃机车气缸盖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自设立以

来依靠自主研发，在高铁动车组制动盘的配料、工

艺、生产设备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公司生产的中

国标准动车组制动盘产品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国外同

类产品，技术水平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同类产品

的先进水平，2017 年首次应用于“复兴号”中国

标准动车组的制造。目前，海纬机车是时速 350 公

里“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制动盘核心供货商。

通过本次交易，博深股份围绕超硬材料、研磨

材料、摩擦材料三大产业，发展金刚石工具、涂附

磨具、轨道交通装备零部件三大业务板块的发展战

略将更加清晰完整，公司市场竞争力将大幅提高，

盈利能力也将持续增强。    

                                                          来源：格隆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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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泉入选“中国新三板挂牌公司百强榜”

Shengquan is awarded “Top 100 list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近日由中国上市公司百强高峰论坛组委会、华

顿经济研究院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上市公司百强

高峰论坛暨第五届中国百强城市全面发展论坛”在

上海隆重举行。来自政府机构、“百强企业”等行

业的专家学者，就“当前宏观形势”、“企业价值管

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美好城市行动”等议

题进行了探讨。

论坛发布了“中国上市百强榜”、“中国（全球）

上市百强榜”、“中国（创业板）上市百强榜”、“中

国新三板公司百强榜”以及“中国最具成长性上市

榜”，其中，圣泉集团入选“中国新三板公司百强榜”。    

                                                   来源：经济参考

唐一林博鳌演讲：创新是圣泉的灵魂

Tang Yilin: Innovation is the soul of Shengquan

2019 年 12 月 1 日，第九届能源高层对话在海

南博鳌举行。论坛以“绿色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 ”
为主题，围绕企业改变生产方式，践行绿色理念，

提升自身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发表演讲

时表示，创新是圣泉的灵魂，也是圣泉的核心精神。

唐一林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依靠模仿创

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模式，低成本、

低风险，缩短了创新周期，加速了成果转化，促进

了企业快速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越来越重视，特别是很多领域已经进入技术无人区，

创新模式已基本实现了从逆向模仿到正向创造的转

变，单纯的模仿、复制创新等传统路径已不足以支

撑我们的发展。

据悉，第九届能源高层对话是 2019 中国企业

家博鳌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该论坛旨在共同探寻

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交流和分享企业创新和高质

量发展的经验，助力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为期两天的论坛主要包括开幕式及学者分享会、圆

桌会议、文化交流活动以及金融、食品、健康、能

源、文化、信用等平行论坛。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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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客商考察淄博高新区涂

附磨具相关行业

12 月 3 日，日本冈本株式

会社会长冈本良幸、理研株式会

社会长增田富美雄等一行到访淄

博高新区。相继考察了淄博理研

泰山涂附磨具有限公司、淄博四

砂泰山砂布砂纸有限公司、山东

鲁信四砂泰山磨料有限公司等企

业。   （淄博高新区）

德实现 13nm 氧化铝球磨法

生产

近日，位于德国鲁尔河畔米

尔海姆的马克斯研究所的化学家

已找到一种方法，可以通过简单

的机械化学方法 ( 球磨法 ) 以生

产纳米级刚玉 (α- 氧化铝，粒径

~13nm)。目前已有工业公司开始

使用纳米刚玉 (α- 氧化铝，粒径

~13nm)。    （长江有色金属网）

圣泉集团获济南市“突出贡

献十佳民营企业”称号

10 月 11 日济南市民营经济

发展大会在龙奥大厦召开，命名

表扬了全市 50 家优秀民营企业，

圣泉集团荣获“突出贡献十佳民

营企业”称号。   （圣泉集团）

白鸽公司验收 2019 年度基

层“双创”活动项目

11 月 26，白鸽公司对 2019
年度基层“双创”活动项目进行

验收。各基层单位共申报“双创”

活动 37 项，分为“五小活动”、“合

理化建议”、“技术及管理创新”

三大类。  （轴研科技）

轴研科技副总经理王景华一

行调研贵州磨料企业

近日轴研科技副总经理王景

华一行 4 人，走访调研了贵州达

众第七砂轮有限责任公司、贵州

三山研磨有限公司、贵州开阳三

环磨料有限公司和贵州遵义金山

磨料有限公司。 （爱锐网）

短讯SMS

 本栏目责任编辑：袁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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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书籍资料名称 价格（元） 会员价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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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涂附磨具发展史（2017年8月发行） 368 300

3 2017中国涂附磨具企业名录（2017年4月发行） 100 80

4 现代砂带磨削技术及工程应用（黄云 黄智编著）2009年 60.00 60.00

5 2015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坛论文集（2017年7月发行） 100.00 60.00

6 中国涂附磨具论文集2012（2014年6月发行） 100.00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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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窗 View

中国企业迈入“史诗级”转型期
Chinese enterprises come into unprecedented transformation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40 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目

前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转型升级。此次转型升级时间

紧迫，体量巨大，规模空前，它不仅是对中国经济

40 年高速发展的梳理与校正，更是人类经济史上

一次史无前例的探索。

40 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也从低

质低价迈向大规模的高端智造，但快速发展产生的

问题也不少，面对粗放发展带来的严峻环境压力，

依赖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高速发展

的中国经济到了不得不改、不得不立刻转型的关键

期。

这艘约占全球经济总量六分之一的改革巨轮，

载着近 14 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量，开启了世界经济

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史诗级”转型升级。此次

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大变革、大转

型，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整个世界，都将创造

新的奇迹，也将激发世界经济新的动能。

中国企业展开大规模转型

把视角拉得更近一点，我们会看到这种清晰的

轨迹。

民营企业为例，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9 中

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约八成的

企业为做强做大而主动选择转型升级，较上年增加

4.4 个百分点。

中国企业的转型，是其适应巨大环境变迁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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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也折射了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经济结构

性阵痛时，如何驾驶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更加行稳致

远。

中国企业掀起的这场大规模转型进程在世界

上绝无仅有。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作为其中的

一个佐证。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31.3 万亿

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 34.8%。阿里巴巴、腾讯

等一批优质互联网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正得益于

此。

“2019 年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平均成绩为 45
分，比 2018 年的 37 分提高了 20% 以上。而且，

转型领军者的占比从去年的 7% 提高到了 9%。”埃

森哲发布的《2019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

显示，数字技术给了领军者新的武器、新的发展动

力，使他们在行业中有了更大的话语权，并且有自

信面对未来。

创新是转型的巨大动力源。数据显示，2018
年中央工业企业全部建立起国家级研发机构，央企

研发经费约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总额的四分之一。

2018 年民营企业 500 强中有 76.6% 通过技术创新

提升了关键技术水平，有 65.4% 实施了技术改造

和设备升级。

为中国经济注入更强动力

事实上，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的加快转型，

是不得不为，也是主动作为。

从国际环境看，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增长不确

定性加剧，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发生巨大变

化。从国内看，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经济

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

源环境矛盾加剧、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中国必须加

快经济调整和转型进程。2014 年中央提出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不再追求两位数高速增长，转

而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传统产业以往依靠要素驱动和依赖低成本竞

争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升级。以

制造业为例，广东和浙江等制造业大省加快推进产

业转型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2018 年，广东省先

进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接近

60%。浙江省在役机器人 7.1 万台，约三分之二应

用于传统产业领域。

这也是中国的主动作为。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技

术革命高潮，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也在进行产业结

构调整，中国顺应世界创新大潮，将更快实现弯道

超车。

正是中国掀起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经济结

构转型的大变革，开启了以供给侧改革引领新常

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令中国经济发展动

力更足。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以 2014 年

为 100，2015 年至 2018 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指数分别为 123.5、156.7、210.1 和 270.3，分别

比上年增长 23.5%、26.9%、34.1% 和 28.7%，持

续较快增长势头。其中，2018 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43.9，比上年增长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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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或再创世界奇迹

没有不痛不痒的蝶变，也没有一帆风顺的转

型。中国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压力和转型阵

痛，但压力和痛苦换来的前景却无限。

在东北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对机床制造业影响

明显，沈阳机床集团以 i5 系列智能机床为代表的

新型技术和产品却供不应求。这背后是沈阳机床集

团痛定思痛，突破传统制造商思维，向现代工业服

务商角色转变的结果。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世界银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

前不久联合发布的《创新中国：中国经济增长新动

能》报告显示，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等排行

榜上的排名稳步上升，从 2011 年的第 29 位提升到

2018 年的第 17 位，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中排名最高。

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

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到底靠什么？在经济

学家看来，关键在开发国内市场，而开发国内市场

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要完成这个转变，一定要有制

度方面的重要变革。

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营造良好竞争环境 ；

减轻企业负担，有效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加大对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一系列大刀阔斧的

改革正在展开，着力破除束缚产业和企业转型发展

的各种障碍。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主要经

济体都将面临巨大挑战，中国依然具有重大发展机

遇和明显比较优势。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城市化、

信息化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国内市场依然潜力巨

大，中国刀刃向内自我改革与调整的勇气很大，中

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我们有理由相

信，伴随政府一揽子举措的大力推进落实，以中国

企业家谋变创新的勇气和魄力，中国经济转型将会

取得更多成就，这无论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对

整个世界，都将创造新的奇迹，也将激发世界经济

新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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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刃向内改革顽瘴痼疾

拥有多家“共和国长子”企业的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富拉尔基区，近年在国内外需求下滑的双重

压力下，充分利用当地工业企业集聚、技术人才储

备雄厚的优势，以改革促创新，推动中国一重、北

满特钢等“老字号”重新焕发出活力。同时，围绕“国

字号”企业，做足“吃配”文章，实现了区内多个

产业的协同发展，使这个传统的工业老区变身为人

才汇集、产业集聚的新型工业区。

2016 年，我国装备制造“航母”企业——中

国一重率先吹响改革号角，痛下决心，向企业自身

的顽瘴痼疾开刀。中国一重董事长刘明忠说，这

次改革从各级班子入手，重点治理干部慵懒散漫、

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畅通了干部向“下”的渠

道。改革后，企业中层干部由 320 人缩减至 190 人，

减少比例高达 40%，公司管理人员占比降至 6.5%，

一线人员比例升至 57.2%。

改革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2017 年初，

中国一重一举扭转了连年亏损的局面。2019 年上

半年，中国一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2.25%，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 246.7%。

紧随中国一重的改革步伐，富拉尔基区的另一

大型企业——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殊钢有限责任公

司也完成了历史性的嬗变 ：2017 年公司的重整计

划草案获得一次性表决通过，建龙集团正式入主北

满特钢，成为实际控股人，北满特钢艰难的混合所

有制改革取得实质突破。

通过本次重整，建龙集团为北满特钢化解了沉

重的债务负担和历史包袱，企业轻装上阵，重新焕

发出活力：2018 年实现主营收入 41.7 亿元，利润

总额 1.05 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完成主营业务收

入148531万元，同比增长82%，利润总额1805万元，

而去年同期却为 -4907 万元。

打破壁垒发挥集聚效应

为改变当地企业间壁垒林立的状况，富拉尔基

区从发展“吃配经济”入手，探索依托现有大企业，

发展地方配套企业，打破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界

线，努力培育壮大专业化强的产业集群，使产业规

模迅速膨胀。目前，富拉尔基区的配套企业达 23户，

其中 9 户企业与中国一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铸

锻造、装配以及小型机加件等方面与中国一重开展

合作，合同金额由 2016 年不足 8000 万元增加到近

3 亿元。

记者近日在齐齐哈尔富重传动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看到，工人师傅们正在为钢铁厂加工配套设

备，车间里一片忙碌生产的火热景象。作为富拉尔

基区整机零部件产业的重点企业，这家企业主要为

中国一重生产配套产品和核电加氢产品。

“现在加工的是为日照钢铁公司生产的工作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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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座，工人目前正在加班加点抢抓工期。”企业

生产计划部部长盖玉林告诉记者，公司在给一重做

配套过程中，通过与企业的交流学习，逐渐提高自

身的技术水平，使产品的质量不断提升，逐渐得到

了全国其他大型企业的认可，如今企业生产的各种

减速机、大型十字万向传动接轴和成套剪切设备等

产品，已经销往全国 7 家钢铁公司。

创新发展加速产业升级

在发挥产业集聚效应的同时，富拉尔基区还特

别注重将创新元素融入其中，通过自主创新，凝聚

技术和人才，提升品牌竞争力，使产业在不断升级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核电常规岛整锻汽轮机低压转子是百万千瓦

核电设备中的关键部件。为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一

重的技术人员克服了锻件重量超大、设备能力要求

高、加热工艺复杂等挑战，独创了注流合浇 600-
700 吨级超大钢锭制造技术，成功研制出了世界最

大 AP1000 核电常规岛汽轮机整锻低压转子。

提起攻关过程，参与了当年 24 小时连续浇注

会战的时任炼钢分厂厂长刘海澜眼眶湿润：“在这

项新成果的研发中，我们深深地领悟到：核心技术

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通过自主创新，

发展的主动权才能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伴随着创新发展，产业升级也在不断加速。

700 轧机建设项目是建龙北钢重要技改项目。建龙

北钢党委书记王伟光告诉记者，项目建成后连铸坯

可提高成材率 0.23%，棒材成材率提高 4%，煤气

消耗降低 300 立方米 / 吨，产量提升至 4000 吨 / 月。

统计显示，2018 年，富拉尔基区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分别比 2016 年增加

117.4% 和 95.3%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比 2016
年增加 63 亿元，彻底扭转了亏损局面。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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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年：

大量生意人将消失，新一批人将崛起！
The next three years: new comers shall make a stage pose in place of businessmen

每有一批旧人倒下，必将有一批新人站起来，

这是历史的铁律。如今的中国，什么人在倒下？什

么人在崛起？读完此文你就懂了。

 一

改革开放的 40 年以来，也就是中国经济的上

半场，商人地位迅速上升，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拥

有者。如今可以说是人人皆商，遍地都是大大小小

的生意人。

40 年前，我们开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出现

了下海经商潮流，当时做生意只需要胆子大，那些

敢行动的人，都成功赚到了第一桶金，走上了经商

创业的道路。

20 年前，阿里巴巴成立了，当时马云的愿景是：

让天下没有难做到生意。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做生意变的更加简单了，只要有一根网线就可以开

业了。

的确，这两股经商浪潮成全了很多人，也给中

国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全民创业的过程，

也一定会被历史铭记。

然而到了今天，我却越来越深刻的发现一个现

象：天下似乎没有好做的生意了。这是为什么呢？

一阵见血：不是生意越来越难做，而是做生意的逻

辑彻底变了。

传统的生意人（商人）之所以存在，因为他们

充当了从厂家到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作用，他们存在

的价值是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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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提升附加值，这个仅存的价值正在被互联网完全

取代，尤其是随着 AI/5G/ 区块链的到来，未来商

品可以实现无障碍流通。

传统商人正在被时代彻底淘汰，这句话不是危

言耸听。

 二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的社

会结构，自古以来都是用”士农工商“这四个字

描绘。“士农工商”分别指的是四民，即：读书人，

农民，工人和商人。

《管子》中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意思是这四种人是社会的基石，要是从排名商看，

读书人排第一，商人排最后，这是非常科学的结构，

也是中国社会赖以稳定的基础。

为什么要把商人排到最后呢？《汉书》中这么

写道：“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田，

犹贱卖以贾……驱民而归之家，皆着于本，使天下

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意思是：

农民都不耕地了，工匠的都不做工了，即便大家手

里有田地，也要卖了去从商。要让农民归田，工匠

去做工，让每一个人归根本来的位置，社会才能稳

定发展。

商人的流动性和投机性对社会来说是一个很

不稳定的因素，商人可以在一定程度刺激经济的繁

荣，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想继续往前发展，

还必须让每个人各归其位。因此，中国历朝历代奉

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我们一直是一个“重工重

农轻商”的社会。

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商业实在太落后

了，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商品，更谈不上商品的流

通了。后来这个口子一下被打开了：在经历了“下

海经商”和“互联网创业”的两股浪潮之后，我们

的周围不仅充斥了大量的商品，还把商品卖到了全

球。

但是如今，我们又陷入了商业过度繁荣带来的

种种危机，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价格战：不管什么

样的产品，总有更低价格的产品出现，假如成本是

7 块，你卖 9 块我就卖 8 块，你卖 8 块我就卖七块五，

有人甚至六块八亏本也愿意卖，因为他想先搞垮大

家，然后自己独吞市场。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死可以，但是要死大

家一起死，我宁可大家一起死，也不愿意看到有人

活。这叫“抢别人的单，断自己的路。”，也叫“饿

死同行，累死自己，坑死上下游。”

价格战的最终结果就是大家要死一起死，如果

人人都有生意做，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没生意

做。淘宝上很多东西卖 19.9 包邮，已经够便宜了

吧？拼多多上面干脆卖 9.9 包邮！而最近倒闭的淘

集集，更是低到让人不敢相信，于是把自己干破产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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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平台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互

联网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无限拉底商品的利润。未来

还会有更多平台诞生，未来无论我们做什么，总会

有其它平台或者商家跳出来，卖的比我们更便宜。

未来的竞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而当竞争绝对

充分的时候，所有产品的利润都会归零。利润为 0
的时代，怎么还会有商人存在呢？

 

 三

未来 3 年，大量的商人将消失。但是有一批人

倒下，就必然有一批人站起来，这是历史铁律。

当生意人大量消失的时候，各种新个体将纷纷

崛起，这些个体包括有文化的农民，有匠心的工人，

知识分子，设计师，医生，律师，作家等等。这些

人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脊梁！

在之前这些个体都是被商人压抑的，因为他们

找不到自己服务的客户，唯有卖身于各种商业组

织，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他们都能精准找到自己的

客户，尤其是随着区块链的发展，他们创造的价值

可以被精准记录并且变现。

在中国经济的下半场，社会结构将从“物质架

构”向“知识架构”转变，未来我们已经不缺物质，

产能已经严重过剩，未来人们缺的是精神粮食，是

知识型产品。

未来所有的物质产品，要么就是 0 利润，要

么就是免费提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需分配，

我们一定能进入这个状态。因此如今产品越来越便

宜，人却越来越贵；同时资源越来越共享，人才却

越来越稀缺。这折射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趋势：人

才资本正在崛起。

人力资本正在超越土地资本 / 技术资本 / 设备

资本等等，成为第一生产力，当人才成为一个企业

最关键的环节后，它的稀缺性将推动自己身价上

涨，于是一部分利润也将从资本方转移到“人才”

方。

前段时间，网易和华为和员工发生的矛盾问

题，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 其本质就是因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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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员工之间的矛盾是永远不可调和的，这种雇佣制

必将解体。

未来社会将诞生大量自由职业者，无数平台的

崛起，使你有机会参与创造和价值输出。你越有能

力、越有特点、越有特长，就越不需要依附某个公

司。

今后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经济体，个人的创造

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而那些始终找不到定位的

人，只能依附于组织的安排才能生存，他们必将沦

为社会的最底层。

国家已经看到到了这个趋势，先后出台各种政

策支持个体经济的发展，从税务到社保，以及法律

等等，从之前的针对公司为主，慢慢变成针对个人

为主。

 

 四

未来是一个三无的世界：

1、无生意可做。之前社会的“供给”和“需

求”始终是错位的，这就需要“生意人”去对接，

而互联网把使“供给”和“需求”精准连接了，“中

间环节”和“赚差价”都不存在了，所有就没有生

意可做了。

2、无工可打。之前的人只需要在公司里执行

命令已可，这就是打工的本质。而随着公司的平台

化以及个体崛起的大势，你必须主动思考和去解决

问题，并发挥特长为社会创造价值，否则你就没有

存在的价值。

3、无机可投。之前社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这让很多人靠投机去赚钱，而未来是大数据时代，

每个人的行踪都将被追踪和记录，我们必须适应在

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展开活动。

生意人的大量消失，意味着未来社会是靠劳动

创造财富，而不是靠投机创造财富，这是一个社会

文明的根本体现。

个体崛起，也将中国经济下一轮繁荣的基础，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场人体的血液循环，那么个

体崛起将使人体的毛细血管更加丰富，所有整个人

体的供血和供氧能力大大增强。

中国的好时代才刚刚开始，我们唯一需要思考

的问题是：如何在最好的好时代里做一个最好的自

己。

                                                  来源：水木然学社

 本栏目责任编辑：袁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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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螺旋桨机器人抛光工艺装备
方案设计及实验研究

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司 

重庆市材料表面精密加工及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尹威

Design and research on polishing technique for propeller robot

引言

螺旋桨是为船舶提供动力的关键部件 , 其制造

以及表面精度和质量直接影响到船舶推进的效率，

对其震动、噪声的产生也有很大影响。提高螺旋桨

的加工质量 , 对螺旋桨的寿命和质量以及螺旋浆的

推进效率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 [1-2]。整体螺旋桨

是船舶中提供前进后退动力的核心部件，它是船用

推进器中使用非常广泛的一种，它的质量影响着船

舶的推进效率，而整体螺旋桨的加工质量可以反映

出一个国家的造船实力。整体螺旋桨将叶片和轮毂

制造成一体，取代传统桨叶和桨榖分开制造，最后

装配的工艺。具有结构简单、零件数量少和工作可

靠等优点，但整体螺旋桨的制造工艺也相对复杂，

目前国内整体螺旋桨主要采用铸造、铣削和最后人

工打磨的方法，人工抛光很难保证其加工质量 [3]。

因此 , 研究提高螺旋桨叶面加工质量的方法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对螺旋桨的抛光采用的是手工抛光的

方法 , 一个完整的整体螺旋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加

工完成，这种加工方法效率低下，使得工人的劳动

强度非常大，而且工人的工作环境也特别差 [4-6]。

所以需要研究一种新的加工方法用来取代目前手

工打磨的现状。砂带磨削是一种高表面质量的磨削

方式，在磨削的同时还具有抛光的作用，将其应用

在螺旋桨的抛光中，能去除叶面的铣削纹路，并能

极大的提高表面质量 [7-8]。因此 , 对螺旋桨表面开

展砂带磨削的研究 , 将极大的提高螺旋桨的表面质

量和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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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螺旋桨机器人砂带磨削控制方案

机器人上配有外部信号输入输出接口，使得机

器人具有很强的扩展性。如图 1 和 2 所示，机器人

进气口安装在机器人底座上，出气口配置在第四个

关节臂上，管道布置在机器人内部，在螺旋桨的加

工中涉及到不同的加工磨具对螺旋桨不同部位的

选取，所以可选用气动夹具用于对不同磨具的选

取。

如图 3 所示 , 机器人控制柜配备有 37 针 D-sub
连接器，为光电耦合器输入，通用输入信号，用于

接收外部输入信号。

因为加工过程中涉及到机器人程序执行，磨头

电机启停，工装转动以及气动夹具对磨具的夹取，

所以需要一套整体的控制结构对加工过程进行控

制，从而能够实现加工过程的自动化。在本方案中

采用西门子 s7-300PLC 进行总体控制，整个系统

包括：机器人控制器、触摸屏、变频器、PLC 和

伺服电机驱动器。本系统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和可靠

性，抗干扰能力强，结构简单。

2. 整体螺旋桨机器人抛光工艺装备方案设计

及分析

进行整体螺旋桨机器人抛光，磨削方式采用砂

带磨削叶片型面，而桨毂及叶根采用其他涂附磨具

磨削加工相结合 [9]。磨削装备磨头加工过程中要能

够实现砂带与其他涂附磨具之间的快速切换，以

达到适应整体螺旋桨不同部位的表面抛光工艺的

要求 [10]。同时由于机器人的载荷的限制，需要控

制磨削设备的重量，不能超过机器人的最大载荷。

并能够控制磨削过程中的磨削压力。通过在 UG8.0
环境中建立磨削装备的方案模型，分别对两种不同

的工艺装备方案进行比较，最后得出一种适用于整

体螺旋桨盘表面砂带磨削抛光的装备方案以及加

工工艺方案。

图1  机器人进气口            图2  机器人出气口

图3  通用输入信号

图4   控制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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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整体螺旋桨软轴机砂带磨削装备

根据整体螺旋桨的结构特点，由于其需要不同

类型的磨具对各个表面处理抛光，为了降低人工干

预（频繁更换涂附磨具磨头等）提高工作效率，针

对不同的涂附磨具的特点设计了不同的磨削磨头，

同时为了降低磨具的重量，采用机器人夹持磨具，

软轴机通过软轴驱动磨具的方式进行磨削。如图 5
所示。该方案能够实现对整体螺旋机型面的抛光，

是一种高效磨削抛光的加工装备方案。该装备以砂

带和特殊柔性磨具为工具，备有不少于三组的磨头

刀具，既可用于叶片表面的磨削，也可用于叶根修

磨，还可用于螺旋桨桨毂柱面磨削及其他局部处

理。其中，装备的整体布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螺

旋桨夹持于工装的三爪卡盘之上，工装上安装有电

机，可根据加工需要旋转螺旋桨，自动选取待加工

表面。磨削装置上安装有气动夹具，可根据加工需

要自动选取不同磨头组件，实现整体螺旋桨表面的

磨削和抛光自动化加工。

该装置的加工具体流程为：将螺旋桨装夹于工

装之上，机器人上安装气动夹具，首先机器人夹持

砂带磨头，软轴机通过软轴驱动砂带转动，机器人

执行叶面磨削程序，对螺旋桨叶面进行磨削加工；

叶面加工完成之后，软轴机停止，机器人将砂带磨

头放置于刀架之上，选取碗形磨具，软轴机启动，

机器人执行桨毂加工程序，对螺旋桨桨毂进行加

工；桨毂加工完成，软轴机停止，机器人将碗形磨

具置于刀架之上，选取砂轮，软轴机启动，机器人

执行叶根加工程序。叶根加工完成，工装电机转动，

带动螺旋桨转到下一个待加工叶面，再进行上一个

循环，直到螺旋桨四个页面加工完成。

由以上分析可知，软轴机配合机器人抛光整体

螺旋桨这种装备方案能够满足整体螺旋桨面抛光

加工。此种加工方案具有的优势有：

①其综合了砂带磨削与页轮、砂轮等和其他特

殊涂附磨具的抛光优势，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针对整

体螺旋桨的抛光工艺，扩大了涂附磨具在整体螺旋

桨抛光方面的应用。

②该加工方案减少了螺旋桨加工过程中的人

力、物力、财力，提高了磨削效率，实现螺旋桨叶面、

桨毂和叶根在一次工件装夹中完成，能够保证螺旋

桨叶片磨削后的表面质量。

③螺旋桨的整个磨削过程不涉及人为干扰，叶

片磨削一致性好。

④系统采用 PLC 总体控制电机、机器人、气

动夹具和软轴机，实现了整体螺旋桨的自动化加

工，设备成本低，功能完整，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虽然软轴机与机器人组合的加工方案能够满

足整体螺旋桨的加工要求，可以进行整体螺旋桨的

抛光加工。但是同时又存在不足之处，诸如：

图5 软轴机驱动磨具螺旋桨抛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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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采用软轴驱动磨具，极大地减轻了机器人夹

持的磨具的重量，提高了机器人运动的精度，但软

轴能传递的动力有限，当转速过高或者磨削压力过

大时，软轴容易断裂，更换软轴增加了加工的成本

并降低了加工的效率；

②由于软轴长度的限制，机器人的运动范围受

到很大影响。

③磨削过程中的压力完全由机器人提供，对机

器人的刚度有很大影响，并且加工过程中磨削压力

不能进行有效调节。

2.2 整体螺旋桨电机驱动磨头抛光设备

上述的软轴驱动磨削装备虽能满足整体螺旋

桨的抛光要求，但是由于存在软轴机驱动力有限，

磨削压力不可调节等缺点，因此需要对其进行结构

优化改进，进而提出了如图 6 所示的电机驱动磨头

磨削装备。

电机驱动砂带磨削装备取消软轴机的驱动方

式，取而代之的是用电机直接驱动磨头的方法，用

电机直接驱动磨头，极大的降低了设备成本，同时

使设备结构更加紧凑。

磨头的具体结构如图 7 所示，安装板通过螺钉

与机器人末端法兰盘连接，磨头通过铰接连接在安

装板之上，电机通过轴直接与接触轮连接。磨头结

构采用合金制造，重量轻，减少了机器人的载荷。

同时在磨头与安装板之间安装一个压力调节弹簧，

能够有效的调节磨削压力。当磨削压力过大时，调

节弹簧被拉伸，接触轮抬高，减小了磨削压力；当

压力不足时，弹簧回缩，调节接触轮向下，增大了

磨削压力，即可实现磨头对螺旋桨表面的浮动磨

削，增强磨削效果。

由以上分析可知，电机驱动磨头适合用于机器

人抛光螺旋桨。此种加工方案具有的优势有：

① 用电机驱动砂带代替软轴机，具有很高的

性价比，软轴机成本较高，使用电机驱动磨头的方

案能节约成本。

② 磨头带有浮动磨削机构，能够自动调节磨

削过程中的磨削压力，保证了螺旋桨的抛光质量以

及一致性。

图6  电机驱动磨头磨削方案图

图7  砂带磨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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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采用电机驱动磨头，摆脱了软轴对机器人

活动空间的限制，增大了机器人磨削的空间灵活

性。与解析曲面不同，由于自由曲面曲率的不断变

化，根据等曲率半径假设计算所得步长点只能作为

下一步长点的参考点，必须要进行实际弓高误差的

校验。

3. 整体螺旋桨机器人抛光试验研究

通过前期磨削参数工艺试验设计，得到了整体

螺旋桨叶面砂带抛光的最佳参数组合，本节结合前

文的抛光方法工艺分析以及在机器人离线编程的

基础上，对整体螺旋桨叶面进行抛光试验。试验机

床是在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司研制的单头砂

带抛光机床上进行的，其主要参数如表 1 所示，使

用 Kawasaki 公司生产的 R 系列机器人 RS20N，构

成了机器人抛光试验系统。图 8 为机器人抛光试验

系统。

整体螺旋桨叶面加工完成后，其表面粗糙度值

是验证加工效果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本试验采用

TR200 型手持式粗糙度仪进行表面粗糙度的检测，

该粗糙度仪可根据选定的测量条件计算相应的参

数，并能够显示出测量出的粗糙度值和轮廓图像，

测量范围 Ra ：0.025~12.5μm。

由机器人抛光工艺分析和磨削参数工艺试验

分析结果，确定试验条件如下 ：磨削条件 ：干磨，

磨削走刀方式：横向行距法，砂带规格：尼龙砂带，

砂带线速度：20m/s，磨削压力预设值：25N。根

据以上试验条件，确定好各项磨削工艺参数和将机

器人加工程序导入到控制器中，对螺旋桨表面进行

普通砂带抛光，如图 9 所示为螺旋桨表面抛光的姿

态图。

表1  单头砂带抛光机床主要参数

图8 机器人抛光试验系统

图9  抛光平面姿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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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0 中可以看出，经过机器人抛光的螺旋

桨表面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表面的铣削纹路已

经完全磨除。抛光后的工件，其表面光滑并且纹路

整齐，测得其表面粗糙度值为 0.227μm，符合技

术要求，表明该磨削工艺参数的选定是合适可行

的。

结论

首先对加工磨具类型进行分析，软轴机驱动砂

带磨头和电机驱动砂带磨头的加工工艺，并对优缺

点进行讨论，以及对砂带磨削装备结构的优化设计

得出了一种适用于整体螺旋桨整个型面的磨削工

艺方案，对后续的装备研发具有指导意义。最后通

过机器人抛光试验设计，对螺旋桨表面进行磨削抛

光，对抛光后的表面，测量表面粗糙度值，可达到

Ra<0.8μm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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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附磨具行业数字化工厂
建设的一点体会

张洪明

Digital factory construction for coated abrasives industry

内容提要：本文结合行业情况及工程建设实

践，主要探讨与行业发展适应的数字化工厂的组

成，以及如何建设数字化工厂。

随着国家智能制造和数字化工厂建设的持续

推进，行业企业对智能制造一定有了更多的体会和

更深刻的认识。数字化工厂的建设与评价，依然

是参照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所提供的

这样一个三维模型（见图 1）。实际上数字化工厂，

就是通过生产、制造、装备、市场等资源要素的优

化，分析和整合，设备的互联互通，各个层级、系

统的集成与融合共享，从而打造的一种新的生产运

营模式。数字化工厂已经涵盖了设计，建造，生产，

物流，销售，服务等全生命周期。

 
图1：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参考模型

技 术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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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数字化工厂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数字化工厂建设一定要结合行业发展和企业的

实际情况，在建设方的顶层设计的指导下，一次规

划、多方参与，持续改进。数字化工厂建设不能靠

拿来主义，也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这是我院进行数

字化工厂设计和建造的最深刻的一个体会。

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建设早已经上升到国家

战略层面。近几年，国家各部委包括工信委，财政

部、发改委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和文件，分别从

智能装备、关键共性技术，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搭

建，工业互联网的人才打造等十个方面来推动和促

进智能制造和数字化工厂建设。与此同时，省级、

市级政府也先后出台了更为具体的，相关政策和措

施以支持当地主导产业、主体企业进行的数字化、

智能化建设。

具体到我们涂附磨具行业，行业企业，一直都

在思考如何提高产品质量，特别是产品稳定性。如

何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如何缩短研发时

间，快速反应适应市场。如何打通生产，销售，采

购链条，建立运营风险，从而实现企业和行业的有

质量增长。解决这些问题，数字化工厂建设就是一

个最有效的、有力的抓手。

数字化工厂至少应包含以下八个系统（见图 2
和图 3）。其中工艺自控系统是基础，以工艺自控

系统为核心建设资源管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产

品追溯系统，设备运维系统、信息导引与发布系统、

环保安全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在 MES 平台上集

成这些子系统的，实现系统间数据的融合与共享，

实现与 ERP 平台的对接。建设全过程的数据服务

中心为企业的决策和发展，提供支撑。

数字化工厂的建设，首先要进行系统、细致的

生产作业研究和企业需求调研与分析，将通用技

术、其他行业成熟的技术与装备应用到本行业，坚

持从上而下，从下而上两条建设思路协调，才能确

保数字化工厂尽快落地、见效。这是第二点体会。

对于涂附磨具的生产来讲，那么它整体的建

设，是按照工艺顺序分系统进行的，这是一张总体

的生产系统集成图（见图 4）。

以制造线为例，生产控制系统肯定是紧紧围绕

着基体、磨料和结合剂三要素，以生产配方的输入

控制系统为源头，结合关键装备，一步一步地分析

影响产品质量的各个关键参数，确定采集方式和采

图2：数字化工厂系统组成图

图3：数字化工厂层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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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点，比如说，张力控制、生产线的带数，纠偏控制、

我们植砂控制室环境温、湿度控制，涂胶厚度控制

等。在这个基础上呢，统一不同设备之间的通讯，

从而建立生产控制集成系统。

设备运维系统：设备运维系统基于“精益生产”

的理论提出和建立的。设备运维系统是与企业的精

细化管理深度融合的，对于连续型生产企业、连续

制造型企业尤为重要。系统建设的基本思路是通过

分析和采集生产线上各种装备运行、维护周期、特

点，提前进行预判和维修策划，快速反应，缩短维

修维护，保证生产线高效、稳定运营。

产品追溯系统：实质是将生产工艺，生产装备，

生产人员和企业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相互融合。产

品追溯系统，局部可增加一些人机交换界面，但一

定要确保整个系统的连续和闭环。产品追溯系统的

建立，对于分析提高产品质量，完善生产考核机制，

更好的服务客户、

开拓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产品追溯体系建立

的难点是质量标准的数字化，特别是在线监测技术

的应用。

资源管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实际上就是我们

的原材料，我们的中转库和我们的成品。资源管理

系统包括存储系统、转运系统和库管。这个系统是

最容易建立，也是最成熟的，见效最快的一个管

理系统。在大物流行业，高架库、水平库、各种

AGV 小车、各种悬挂链、地拖链、分拣系统的应

用已经很成熟，很完备。资源管理系统应用可以让

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实时了解原材料供应情况、成品

库库存情况。这对提高企业管理水平，适应市场变

化，提高客户服务是非常重要的。

能源管理系统：实际上就是通过各种传感器和

各种仪表来统计我们生产线上能源消耗，那么对于

制造型企业来讲呢，主要就是电，还有天然气。能

源管理系统设计的重点，就是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

一定要结合工况，按工序和装备做好系统划分，减

少这个信号的采集量，降低投资同时由能够满足分

工序、分设备、分产品的考核需求。

信息引导与发布系统：也叫做电子看板系统。

开始的时候，它更多地适用于这种参观和展示。但

是现在，信息引导和发布系统主要的功能是实现，

各个工序之间的数据传递，甚至是每台设备或者重

图4：涂附磨具数字化工厂生产系统集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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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序的作业指导。

视频监控系统：核心对于各个监控区域的分析

和数据的稳定性、及时性。

我们可以畅想一下真正的一个数字化工厂，把

这个八个系统的信息集成到一个中控数据中心，分

成集中到各个车间，最后再集中到全场的综合数据

中心，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可以看到所有的装备运行

情况，供货，能耗情况，库里的产品，原材料供应，

哪些设备需要维护维修，这才是一个基本完整的数

字化工厂。

数字化工厂的建设，特别是在前期的规划阶

段，一定要保证整个数字化工厂体系的完整性和适

当扩展性，这样才能保证最终准确和完整，为后期

的分析、处理打下基础，才能真正地实现数据的最

大价值。这是我院进行数字工厂建设的第三个体

会。

在数字化工厂设计和建设过程中，这几年

BIM 技术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成熟。

如烟厂、轨道交通、大型共建等。但在我们行业的

应用还不多、也不深。BIM 技术实际上是通过各

种三维软件的对整个工厂或局部，进行三维建模

（见图 5）。他的工作量在于建模，但是他真正的意

义在于进行分析。包括这个生产组织的分析，物流

组织分析、环境工况分析等。同时，也可以为业主

提供一个数字化资产，可以指导业主的前期建造后

期的运营维护。

伴随着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虚拟的数字化车

间，与现实的物理车间一一对照，我们可以在虚拟

的数字化工厂中进行模拟，也可以 在中控室看到

一个与物理车间一样的数字化的三维的车间。

新的设计手段及新一代信息化技术的成熟应

用，必然会大大推进数字化工厂的设计与落地。这

是我院进行数字工厂建设的第四个体会。

     数字化工厂建设不会是一蹴而就，更不能拿来

主义，必定是一个持续改进，持续投入的转型过程

（见图 6）。通过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数字

化工厂建设是实现涂附磨具生产的绿色、智能制造

的基础，也是我国涂附磨具行业企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 

        （本文为作者在 2019 年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坛

上的报告）

图6：相关行业智能化改造效益图

图5：BIM技术在数字工厂建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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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电源探索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上海）  陆云松

Research on variable-frequency power source

当今世界新兴技术日新月异，变频电源在当前

市场上已经成为一个具有规范性标准的成熟的应

用技术。变频电源应用非常广泛，例如：从国外进

口的设备，有些国家使用单相 240V / 60Hz 或三相 
440V / 60Hz 电源，与我国使用的单相 220V / 50Hz
或三相 380V / 50Hz 电源不同，此时就要使用变频

电源，然后调节频率、电压到额定值。又如：热处

理使用中频淬火，其工作频率为 400Hz，此时 , 也
要使用变频电源，然后调节电压控制炉温。除此

之外，使用静电高压的电场，其工作频率为 2.5 - 
60Hz 进行喷砂、喷漆、植绒、植砂等等都要用到

变频电源进行调整。

1、变频电源原理

通过整流装置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然后由

一个可以调节频率的信号源对直流电源依照设定

的调率进行调制即可得到需要的变频直流电源。常

规频率信号源有正弦波、矩形波、三角波、锯齿波、

阶梯波等，通过不同波形的叠加和组合为使用任意

波提供了应用基础。通常使用最广泛的为正弦波，

类似的信号发生器也比较常见。目前此类产品中能

够与计算机联网通讯的不多，这就限制了变频电源

工作状态信息的储存与处理，为适应当前智能制造

的趋势， 亟需进一步改造升级。

2、变频器改造成变频电源

变频器一般用通过控制电机的电源频率控制

电机的转速，电机额定扭矩内输出扭矩的大小与变

频器的输出功率有关，也就是说通过调整变频器的

电压、电流，就可以改变电机的扭矩。由此看来，

变频器也可以作为高压发生器的变频电源使用。然

而，变频器的控制对象是电机，电机运作关联到许

多参数，只有参数完全对应，电机才能处于优化状

态运行。变频电源的的负载是电器设备，常用变压

器作为负载。变压器作为感性负载参数显然与电机

大相迥异，因此当变压器作为变频器负载时，设置

参数要与电机严格区别对待。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探

索与实践，已经成功实现将多种变频器改造成适合

高压静电植砂用变频电源。图为变频电源原理图。

3、用于变频场合的特种（2.5 - 60Hz）变压器

高压静电植砂设备所使用的变压器必须适应

【关键词】   变频电源（静电高压发生器）  特种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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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工作频率（如：2.5 - 60Hz），即变频专用变

压器。涂附行业目前使用的进口德国变压器的铁芯

容量推算选用约为 50KVA。变压器硅钢片选型非

常关键，好的硅钢片匝 / 伏比可翻倍，可以大幅度

地降低漏感抗状况。漏感抗过大，无法深度关断功

率管的瞬间工作电流，从而在合成过程中形成有害

的尖峰脉冲，使得功率管损坏概率成倍增加。为避

开在 2.5 - 60Hz 区域可能产生的固有谐波频率，试

制过程中采用适量减少铁芯片数的方法进行优化

处理，目的使频率向高端偏移，避开固有谐波频率，

所以铁芯的标称功率比实际使用的功率偏小，铁

芯振动的问题可以用减震绝缘材料隔离降低 ；2 相

输入绕组常规为 400V，根据我们的特殊要求，建

议设定为 2 组 200V，这样对功放板设计有益，其

相间不平衡率变化量建议 <1% ；仪表监视绕组按

照常规设计不作改变，还是采用 100V 为宜，这样

做的好处是监视仪表面板读数易于处理；高压绕组

定制时采用 60KV，高于此值的情况用户使用过程

中难于出现；漆包线规格、类型参照同类功率不建

议变动，这样做加工成成品的变压器参数的稳定性

易于恒功率法控制；德国设备限流电阻值采用的是

32K/30W 的，高压绕组设计为 16mA。对改善变压

器的内压降有益； IGBT 管选用功率大于 300W 的，

耐压大于 1000V 的；绕组建议采用同芯圆筒多层

塔式结构；可附加一条 2.5 - 60Hz 内尽量压低谐波

现象。在输出高压为 60KV 时，变压器的高 / 仪绕

组变比选用 600，允许偏差 <0.5%，这样做，对绕

线工现场应变处理方便，易于产品参数稳定性制

作；当变压器的最低工作频率为 2.5Hz 时，互感作

用大大降低，为增加耦合系数，初 / 次级绕组应当

采用三明治绕法。为防止绕组被高压击穿，对浸漆

工艺有一定要求，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待浸漆的变压

器放入可抽真空的容器内，真空度达到厂标要求

后浸漆；除此之外还要克服变压器内部打火现象。

高压变压器的设计要从系统入手，仅仅用一个公式

是不能统筹兼顾各个环节。场强设计要留有足够富

余量，避免变压器内部打火，匝 / 伏计算，漏感抗

与互感抗处理、铁芯选择、漆包线品种确认、绝缘

处理等等都需要综合考虑。采取规范化、标准化、

系列化措施，由通过 ISO9001 合格企业加工制作，

使用国家标准规定的字母标注，使得生产第一线的

维护人员应用简单自如。根据国家安全规范标准，

参照德国、意大利等厂商的做法，变压器周围安装

防护隔离栅栏，并且具有安全联锁装置，使用更安

全、更放心。对于高于 35KV 的变压器，为了安全

起见，建议在变压器周围安装隔离网是必不可少的

措施。

    变频器采用 AI（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变压

器的参数进行优化设置，从而弥补变压器自身的弱

点，使得输出特性明显改善，从而粗砂的植砂效果

明显改善。再者由于对变压器与变频器进行双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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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产过程故障率大幅度降低，能够显著提高生

产效率。除此之外，变频电源可以与 MES 系统联

网通讯，记录、监视生产全过程，对产品质量的监

控起到关键性作用。

4、变频器改造成变频电源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4.1 变频器的频率与电压是相关函数，频率下

降电压也跟随变低，也就是说频率随电压变化而变

化，反之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但是专用变频电

源的频率与电压要求必须两个互相独立的特性，也

就是说这两个函数互不影响。由此看来我们对变频

器选型时，首先考虑的是变频器必须具有频率、电

压独立分离功能。

4.2 频率下降电压也跟随变低。所以当在低频

使用时，电压无法升高到我们预想的数值，对策是

对输出电压进行分级设置，使输出电压能够达到使

用范围。此项功能，通过订制开发专用变频器实现。

设置相关参数需自信谨慎，稍微疏忽便将变频器损

坏。

4.3 变频器控制电机时，为了获取优越的转矩

特性，对相关参数予以补偿，造成了频率与电压之

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当变频器作为变频电

源使用时，在某一区间频率、某一控制电压时会产

生低频间歇振荡，此时要下功夫找出相关因子予以

隔离。部分参数的修改，一般也通过深度订制开发

专用变频器来实现。

4.4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运行时对同一条线路上

的电器进行干扰。为了隔离干扰源，在变频器的电

源输入端配置电抗器和噪声滤波器。对于小功率的

变频器，简易的做法也可在变频器电源输入进线端

套一个磁环来解决。

4.5 国内的电源变压器一般工作频率在固定的

50Hz，静电场的工作频率一般在 2.5 - 60Hz，那么

变压器特性必须适应于这一频率区域，因此在同功

率的情况下变压器铁芯的体积骤然增大许多倍，然

而使用的功率未变，漆包线直径也无需变动，自然

出现绕组占用极小空间现象，加工成型后的变压器

显得很不匀称。制造商为了节约制作成本，采用缩

小变压器铁芯容量（体积），用增大匝 / 伏比的方

法处理，每伏电压的匝数是常规变压器的许多倍，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变压器的漏感量大幅度上升，造

成变压器的输出特性变软。为了强化这类怪胎变压

器的输出特性，对漏感量严重的变压器进行漏感量

参数补偿。另一方面，最低频率仅仅在 2.5Hz，耦

合系数明显降低，互感抗变小，需用三明治绕法予

以补偿，此外对互感量严重的变压器进行互感量参

数补偿。通过修正变压器漏感量与互感量的系数，

可以明显改善变压器的输出特性。实践经验有一种

体会：砂粒越粗，使用的频率越低。当使用 P8 砂

粒时，2.5Hz 频率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必须使用更

低的频率，用增加变压器体积的办法已经难于实

现，应当用新的理念来实现，这样才能使得在更低

电压的状况下具有更好的飞砂效果，从而改善高压

打火的弊端。

4.6 为了保护变压器，对变压器的额定功率、

输入电压、输入电流进行限制。为防止变压器超过

额定值，烧坏变压器绕组，当超越额定值时，自动

切断电源，从而有效地保护特种加工的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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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变频电源在涂附磨具制造中的应用

磨料磨具行业使用的范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

很小的区域。变频电源由上海理工大学与相关厂商

密切合作，对软、硬件进行升级换代并进行深度化

定做，该系统由 AI 人工智能单元、电抗器、噪声

滤波器、附加控制板、数字式显示仪表等组成。高

集成度使得结构紧凑，系统的体积大大缩小，可按

照用户要求做成挂壁式操作或悬臂式操作，设备的

可靠性、稳定性至关重要，元器件采购为定点、定

牌产品，防止市场上普遍的伪劣品混入整机整合。

常规导线连接通过夹线钳对冷轧片挤压来实现，经

常发现有个别线头接触不良，严重的甚至会发生脱

落现象，所以必须用辅助手段作弥补。这样做可靠

性、稳定性可以进一步提高。高压调节、频率调节

两个多圈电位器是频繁使用的元件，相对而言是故

障率较高的因素，为此选用高品质的多圈电位器。

强化变频电源的滤波深度，高压打火现象会明显改

善。

研制过程采用 A、B、C 三个档次： A ：小功

率（高压输出电流 5mA ，瞬间高压电流输出可达

10mA），相当于早期从德国引进的设备，对应于

上海理工大学早期 2 - 4 型，植砂粒度 P60-P1200。
此类产品已经有二十多年广泛应用的实践得到用

户的认可；B ：为了满足生产厂商的更高要求，上

海理工大学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开发了中功率（高

压输出 10mA 瞬间高压电流输出可达 20mA），相

当于新 4 型，植砂粒度 P40-P1200 ；C ：为了进一

步拓展植砂粒度范围，正在开发大功率（高压电

流输出 15mA ，瞬间高压电流输出可达 25mA）。

除此之外，对频率范围进行拓展，由原来的 2.5-

30Hz 改成 2.5-60Hz，并且打算对上下极板的结构

进行低成本技术改进，植砂产品粒度希望达到 P8 - 
P2400。这样的构思设想出发点是重力植砂机械装

置尽量少用，降低制作产品的成本，提升产品质量。

6、变频电源的应用与故障处理

传统的变频电源，正常工作开机后，需要人工

调节高压电位器到预定值，关机时需要人工调节高

压电位器到零位，一旦疏忽了操作步骤，便会产生

异常症状。当生产作业过程中发生异常紧急停机

时，往往容易忘记将高压电位器调节到零位，重新

开机时，经常会击穿送砂带表面，形成黑色炭化点，

此炭化点造成高压打火现象，这就是新送砂带打火

不明显，使用一段时间后，送砂带打火现象越来越

严重的原因。变频器制作的变频电源，设计时特别

关注这一弊端，当设备发生异常紧急停机，处理完

毕后，可以按照原先的设定高压值缓慢地渐渐到达

预定值，无需关注调压电位器是否停留在零位，从

而延长了送砂带寿命。

异常报警的音量可根据用户的要求，配置不同

功率的蜂鸣器。

以正泰变频器为例，为了兼顾在微量打火的情

况下也能维持正常运行，显示器出现“ErCOC”代

码，此时微量下降高压，可维持设备长期运行，但

是绝对严禁在此状态下提升高压。此设备不允许在

打火严重的情况下运行，设备会提示“EOC3”代

码，表示输出功率管过流，与此同时自动切断高压，

保障本系统设备的安全。如果出现“Chlnt”代码，

表明输入到显示面板的通讯信号受到严重干扰造

成元件损坏。设备发生故障后，会自动存储故障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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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状况信息，作为售后服务的技术依据。

通讯接口可以用双绞线或屏蔽线与工业网络

联网，按照用户的要求传递生产过程中的输出频

率、输出高压、输入电流、输出电流等参数，可实

现产品质量跟踪服务。此外，还可对生产过程进行

监视，制约人为异常操作，限制了人为因素造成的

产品质量下降。

附件：

参考文献

1、变频器说明书

2、德国静电植砂机某特种变压器铭牌资料

 本栏目责任编辑：张长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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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类 频   率 高压 / 电流 静电植砂粒度 总 重 量 特            征
德国设备 2.5-60Hz 0-60KV / 16mA P40-1200 约1000KG 昂贵、稳定、可靠

国产设备 2.5-30Hz 0-65KV / 20mA P40-1200 约700KG 便宜、故障率偏高

推荐新品 2.5-60Hz 0-60KV/ 30mA P24-2400 约40KG 性价比高、智能化管理

1、市场同类设备比较：

型    号 频  率 高压 / 电流 静电植砂粒度 变压器类型 特     征
BP-191型 2.5-60Hz 0-60KV / 20mA P40-1000 超低频型 普及型

BP-192型 2.5-60Hz 0-60KV / 25mA P40-1200 超低频型 拓展细砂粒度

BP-193型 2.5-60Hz 0-55KV/ 30mA P24-2400 超高频型 性能较好

2、供货品种：

型号 产品系列号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工作频率 输出功率

ESOS-2.5-60/0.016 9668 250V 4A 2.5-60Hz 1KVA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冷却油重量 变压器重量 储存温度 工作温度

60KVA 16mA 350KG 950KG 60℃ 40℃

3、德国静电植砂机变压器铭牌：

规格 容量（KVA） 输出高压（KV） 输入电压（V） 变比 30分钟温升（℃）高/仪
20/100 20 100 400(380) 1000 10
30/100 30 100 400(380) 1000 10
50/100 50 100 400(380) 1000 10

4、国标试验变压器系列产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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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跋涉尚未终了，每一天周而复

始。人生的意义都在跋涉中，跋涉的风景

里风雨常驻。

我喜欢风，更喜欢雨。

当春风拂面时，周身暖意荡漾，熨帖

着每个毛孔；当春雨滴落时，万物被浴洗

润泽，人间一派清明，希望的种子在泥土

里破势待发。

当夏风裹着蝉鸣，带来阵阵热浪。世

界即刻风情万种浪漫起来，这是四季里最

热烈的季节——那粗如链条的暴雨，那裂

云碎空的雷声，那劈海斩山的雷电……这

能量，这气势，似乎要摧毁整个世界，等

风歇雨住，雷电隐没，大地被涤荡，能量

的爆发和消歇像极了生命的蓄力和迸发，

它是生命里最激越的一段华章！

当秋风袭来，叶儿辞枝自落，与土地

融合，化作新泥，反哺根系，你不得不说，

回归也是一种美。那“层林尽染”的瑰丽，

寥廓霜天的萧瑟，是褪去青涩和张扬后的

从容和成熟。当秋雨添凉后，那密密层层

的硕果，那满满当当的谷物，连同那浓墨

重彩的斑斓都是秋的馈赠，自然的造化和

人类的耕耘，亦是生命能量的循环转化和

延续。

当朔风凛凛，雪花纷落，天地如斯静

穆圣洁。雪是冬的灵魂，几乎无人不爱雪。

天公搓棉扯絮之际，亦想不到美景亦如酒，

让人心热血沸，思飞绪跃，无数咏雪的诗

篇歌赞了这白色精灵。这是四季的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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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藏，亦是人生的又一境界。河流冰封，

万物蛰伏，大地在等待，等待来年雪融

冰消，春潮翻涌。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人生的跋涉必然要经历这四季的风

雨，而人生的风雨又何止这四季的轮回。

阅历丰富生命，苦难磨砺人生。

生命是一场大的遇合，人生没有白

走的路。某些弯路岔口，多年后回头看，

不仅有旁逸斜出的美，更有那曲径通幽

之妙，蹉跎跌宕而淡定从容。艾佛列德 .德

索萨说过：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

样；跳舞吧！就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

歌吧！就像没有人聆听一样……我想说，

跋涉吧！就像是本能自我，栩栩如常一

样！

现实和理想之间，跋涉是永远的命

题；平凡与卓越之间，开拓是不变的旋

律。人生没有对与错，成功永远属于奋

斗者。

梦想永远鲜活，理想始终生动，人

生跋涉永不休止，让我们一路且行且歌！

跋涉，焕化着幸福；梦想，丰富着

人生。路，就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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