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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工坊

在百年未遇之大布局与世
纪疫情交织的 2020 年-2022
年，见证了中国所有行业前所
未有的密集而深刻震动。在从
旧动能切换到新动能的换挡
期，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型，我市“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独具专注于细分市
场、聚焦主业、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好的优势，“转”出了
增长新空间，走出了发展新思
路。

延链突破“天花板”
打造增长新动能
截至 2021 年底，长荣酿

造的发酵调味品生产装备达到
国内市场占有率80%以上，基
本见顶。今年，白酒智能装备
订单一举超过发酵调味品装
备，达到2.5亿元。

长荣酿造 40年发展足迹
的重大贡献在于，用现代化的
自动化生产线取代传统手工制
作方法，不断挖掘最古老传统
工艺，用自动化控制提高仿生
技术水平。其技术方案是，用
生物工程固态发酵设备，把好
的生物菌接到原料中去，拉断
蛋白质生物链，产生大量天然
生物酶的生物反应。其核心是
发酵仿生技术。

1993 年，董事长任荣泽
承包宁波味华食品机械厂设备
部，并组建成立“宁波市味华
食品机械厂”，开始涉足酱油
设备单机领域并走向全国。
1995年，成立宁波市味华灭
菌设备有限公司。在工程师与
全国酿造专家和老师傅们的合
作探索下，产品不断推陈出
新。1997年，味华开始致力
于整条酱油生产线的策划、设
计、制造、安装，并运用计算
机技术设计、测试。经历十余
年创新发展，2010年，调味
品行业进入大规模技术改造升
级的快速发展期，味华迎来行
业发展机遇，公司的品牌影响
力、市场占有率获得大幅提
升。2011年，洋河酒厂率先

找到味华，探索白酒“小曲”
智能装备开发新路。发酵调味
品生产装备改造升级技术开始
延伸到白酒智能装备领域，但
在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方
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含
金量更高。长荣在高度还原传
统酿酒工艺等方面实现技术创
新突破，引发酿酒企业热捧，
成为企业发展新动能。

任荣泽表示，中国几千年
传统酿造文化源远流长，智造
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酿
造发酵制“小曲”是灵魂，沿
着这条路走下来，就有无限发
展空间。

小巨人在细分市场耕耘单
个产品总会遇到“天花板”，
规律性的选择是延链突破。今
年上半年遭遇疫情冲击，主导
产品产能影响较大，但耀华电
气智能环网开关产品逆势发
力，成为新增长点。在 2021
年增长17%的基础上，今年前
7个月仍保持19.4%的增长。

站在国际巨人肩膀学当标
杆，自主创新自立自强。“智
能环网开关产品的开发，使公
司由电力装备高端产业链的制
造商向终端产品服务商升级，
突破了发展瓶颈。”耀华董事
长刘坚钢表示。

锁定德国西门子、法国施
耐德、瑞士 ABB全球三大电
力开关设备顶尖制造商战略合
作，耀华不仅赢得对方产品国
产化、新产品开发“先机”，
更是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理
念。之后耀华先后与清华大
学、同济大学、西安交大、中
国电科院等高校产学研合作，
引进了高层次技术人才、专家
团队科技创新。不仅超前开发
电力装备核心配套件，还转型
升级智能环网开关产品，为推
动中国电力装备产业站在世界
双低碳前列。

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
宝工电器以“成为国际领先的
大空间空气处理解决方案提供
商”为品牌愿景，近年来与国
内多所高校合作研发的大空间
智能加热灭菌设备，在工业、
农业 （养殖/畜牧） 等领域，
带来产品升温快、环保节能、
稳定性好，热能转换率高的革

命性技术，国内产销量最大、行
业最专业的大空间智能加热灭菌
设备和工业制冷设备技术领域领
军企业市场地位实至名归。走出
一条独特发展新路，如今国内排
名第一，国际排名前三。2020
年、2021年至今年上半年，持
续增速30%多。

强链抢占新风口
站行业发展前列

在垂直光滑的幕墙玻璃上，
2公斤重的清洗机器人在湿滑的
玻璃表面行走自如，一扫玻璃表
面污垢。由宁波伏龙同步带有限
公司与科沃斯公司3年前合作开
发的清洗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幕墙
玻璃的外表面清洗，其创新魅力
在于：同步带强大的表面摩擦系
数，利用真空吸附并爬行、清
洗。目前这个爆款产品月销售
4-5万条，供不应求。

近三年来，尽管疫情反复，
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工业市场环
境不景气，但数字化、自动化、
智能化成为伏龙更加强劲的新动
能。伏龙 38年励精图治，以主
要产品同步带、同步带轮通过国
家级技术鉴定、列入国家星火计
划为起点，对标美国盖茨、德国
欧皮特、日本阪东等国际巨头，
在工业用橡胶同步带等系列产品
及配套带轮领域上追赶超越，

“CNFULO伏龙牌”已成为国内
外行业一线知名品牌，连续多年
成为胶管胶带行业单项冠军。

今年上半年，受“双碳”战
略激励及疫情反复、工业投资下
行等叠加因素影响，宁波德曼压
缩机有限公司需求呈现结构性变
化，中小企业需求大幅下滑，行业
龙头企业、国企、上市企业为代表
的大企业需求上升。公司以变应
变，从单台套向空压系统整厂节能
低碳系统工程方案提供者转型。

在“双碳”战略大背景下，
空压机作为一种应用广、能耗大、
关联产业多的通用机械设备，对
制造业数字节能升级改造具有重要
意义。公司总经理岑焕军表示，
未来，德曼将继续深耕节能领
域，以“绿色低碳、科技领先、
品质至上”为方向发展，为节能
减排、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站在新风口，做强产业链。

中国低碳发展、西气东输、城镇
化推进和人们对舒适生活追求的
需求等成为天行电器新红利。天
行电器30年如一日，专业专注专
一于中高端燃气具零部件领域，
主导产品燃气比例阀国内市场占
有率第一，并实现从单一零部件
到系统集成整体方案提供者的升
级转身，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产品
并进行系统整合，即以比例阀为
核心，包括热交换器、风机、水
量传感器、循环水泵、控制器、
操作器、点火器系统集成，更具
集成竞争性。同时，根据中国水
质、气候环境 （如高原、风口
等）的复杂多样性，从引进吸收
追赶性创新向自主创新引领性创
新飞跃，产品质量国际领先。

补链替代“卡脖子”
打造创新核动力

领先的市场取决于关键核心
技术的不断突破。之前轨道交
通、工控等行业控制柜控制模块
单元被德国企业占据垄断地位。
速普电子推出的弹簧电连接技术
产品，接线快速（导线可以直接
插入，无需专业工具）、抗振
动、可靠性高，速普电子的创新
突破，打破这一局面，改变了这
一版图。“弹簧快速连接”整体
解决方案，与传统螺纹连接相比
提速30%，提升自身产品附加值
20%，带动行业转型升级，在国
内率先进入轨道交通行业，并拓
展到新能源领域。

立足高端，不断攻克“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进口替
代。速普电子开拓工业自动化领
域的同时，在新能源高端产业链
及轨道交通项目国产化等方面稳
中快进，为新能源汽电充电桩、
换电站、风电项目的配套产品，
日益成为增长新动能。

凡是工业传动、电机驱动及
支撑基础的领域就有汇丽机电施
展数字智造的空间。深耕轨道交
通铸造和加工领域，其研发的牵
引动力系统、传动系统、整车减
震系统核心铸件弥补了关键领域
短板，实现了高铁/动车/地铁等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的传动、动力
系统、整车减震系统关键零部件
的国产化，在轨道交通用铸铁件
细分行业连续多年稳居国内前三

的市场份额。
轴承决定机械技术的终极竞

争力，也是机械传动的寿命核心
保障，属资金、技术、人才密集
型产业。25年专业专注轴承行
业，新大地坚持自主品牌、自主
研发、自主销售战略，采用差异
化的解决方案。聚焦全球电动工
具 细 分 领 域 ， 替 代 日 本

“NSK”、德国舍弗勒等进口品
牌，做博世等世界一流品牌的供
应商。目前，全球排名前 20位
的电动工具厂商均为公司战略合
作伙伴。核心高端产品约占产品
总销量80%。

今年上半年，面对全球疫情
复杂多变，汇率波动，库存爆
满，电动工具行业市场需求断崖
式下行，萎缩30%左右，极化效
应加剧。宁波新大地轴承有限公
司立足技术创新，对标国际品
牌，占领高端市场，实现了“微
增长”，在工具类轴承的全球细
分市场份额继续提升。如今在新
的发展“天花板”面前，总经理
王乃明带领团队在新的创新突破
周期中凝神聚焦，期待在汽车轴
承领域有新作为。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房地
产、工业投资两大引擎失速下
行，亿日气动进入深度调整期。
转换新赛道，既顺应了低碳发
展、绿色转型“双碳”战略，也
迎来加快“卡脖子”替代进口步
伐的巨大市场机遇。

“这是38年无数次转型中的
一次。这次历史性的转型，气动
元件产品从机械行业自动化向机
电一体化的高端化、绿色化、智
能化升级，给用户带来气动更精
准、高效、智慧的体验。计划一
年内完成转身，单品附加值提升
10 倍以上。”董事长吴科峰表
示，创新方向为应用于医疗器械
行业与新能源行业的气动元件。
目前，医疗器械创新产品产业
化、市场化初见成效，今明两年
可持续翻番增长。新能源汽车、
光伏行业目前已处于产品验证阶
段。待批量生产，每个行业都有
上亿元的产值。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小巨人“转”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

日前，慈溪市德顺容器有限公司携新研发的犊牛岛、饮
水槽、犊牛栏等滚塑制品亮相第十三届中国奶业大会，这种
使用国外进口的聚乙烯原材料，由滚塑工艺一体成型的“小
奶牛养殖家”一经展出就吸引诸多参观者前来咨询。目前，
德顺容器犊牛岛年产能已达到五万套以上。图为德顺容器工
作人员在介绍新产品。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孙罗娇

新品开拓新市场

今年以来，浙江松乔气动
液压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流体
冷却专用快速接头、集成化多
路液压快速接头组合、超高压
液压快速接头等多款新产品成
为企业新增长点，迎来了爆发
式增长，拓宽了松乔液压快速
接头的应用场景，为企业持续
前行注入了新生力量。图为松
乔员工正在生产液压快速接
头。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注入新动能
迎来新发展

本报讯 日前，在第
17 届青岛国际水大会上，
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打造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创
新盛宴。济济一堂的新品元
件、独出心裁的行业应用和
灵活多样的解决方案，让在
场观众叹为观止，吸引了多
位院士和行业大咖莅临水艺
展位参观指导。

“在污废水处理中，含油
废水等高难度废水处理一直
是个难题，而这也恰恰是水
艺PTFE膜的强项。”水艺科
技工作人员向参观问询人员
介绍了高难废水解决方案，

“水艺Xflon系列PTFE膜采用
自动化排丝技术，间隙均
匀，有效减缓根部积泥；通
体全氟材质，具有卓越的耐
强酸、强碱、强氧化剂性
能，即使受到严重污染，也
能通过化学清洗彻底恢复，
满足钢铁、石化、煤化工、
电子电镀等行业对于膜法废
水处理稳定性的要求。”

除此之外，此次展出的
水艺 Procycle系列纳滤反渗

透膜不但可以重复承担需要脱
盐的工业污废水回用工艺，还
通过对脱盐功能层本体结构和
孔径优化，使其只要常规低压
复合膜70%的运行压力就能实
现同等脱盐率及产水量，单位
产水量能耗大幅降低，为工业
废水资源化提供了高效低碳的
利器。

随着国内高端医药需求快
速增长，为了满足原料药、制
剂客户对有效成分浓度和纯度
的需求，水艺推出全新膜分离
技术品牌“Demole”。在此次
国际水大会上展出的 Demole
膜，全过程都在卫生级洁净车
间制造生产，并针对医药食品
行业高粘、高浊、高温、小度
等特殊要求，研发设计了专用
低压差抗污堵流道和耐高温元
件封装工艺，产品广泛应用于
动植物提取、微生物发酵、化
学合成药等行业。

在此次大会上，除了各种
新品的现场展示，水艺总工程
师卢志明还以再生水回用技术
作为重点，结合数据论证与案
例分析，详细地为观众分享了
水资源再生回用解决方案，为
客户提供一个更为简单、高效
的工艺选择。

在国际水大会上

“水艺”创新打造科技盛宴

本报讯 近日，慈溪某
取暖器生产企业 50多万元
的户外遥控取暖器被德国客
户退货，退货原因是产品的
电磁兼容性不符合土耳其国
家强制性标准要求。

慈溪海关工作人员在退
货调查中发现，该批货物通
过香港一家中间商销售给德
国客户，由德国客户负责市
场销售。在产品向土耳其市
场销售时，土耳其海关对该
批货物实施了抽样检测，检
测内容为电气安全和电磁兼
容符合性，检测结果为电气
安全符合标准要求，但电磁
兼容不符合标准要求，遭土

耳其海关拒收。根据企业提供
的资料，该户外遥控取暖器有
第三方检测机构（SGS）的电器
安全CE证书和CE-EMC证书。
2021年4月份，客户提供了土
耳其标准协会检测校准中心对
上述取暖器的检测报告，检测
结果显示 EMC项目测试不合
格。收到客户消息后，企业即
对产品展开了原因分析，是因
为部分产品内部的线路板出现
了质量问题所致。为了减少产
品质量风险，经过长时间与客
户协商，企业接受了退货。

在此，慈溪海关提醒相关
出口电器产品生产企业，很多
国家对电器产品的电磁兼容有
强制性要求，出口电器产品须
符合各进口国的相关标准方能
在市场上销售。

户外遥控取暖器
被德国客户退货

小家电产品电磁兼容性要求值得企业重视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黄伟群 朱小明

本报讯 最近，阿里云
IoT助力宁波协源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生产管理数字
化，实现生产制造数据在线化
收集管理，从而持续提升管理
质量，降低管理成本。据了
解，协源光电与阿里云 IoT的
合作模式，为慈溪中小制造企
业生产管理数字化快速落地提
供了示范。

据了解，宁波协源光电是
一 家 专 精 于 PLCC、 SMD
LED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
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经
理应园把这次数字化转型设计
分为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
三步。他认为，数字化阶段是

可以实现数据在线、流程在
线，只有当数据沉淀下来后才
可以为未来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生产提供坚实的基础。

目前，阿里云 IoT助力协
源光电完成了数字化的第一
步。在实现生产管理在线化的
工厂里，车间内已经没有员工
用纸笔来登记录入信息的身
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终端与
SN码之间有条不紊地“记录
信息”，为工厂精益生产提供
源源不断的在线数据支撑。

在每一位产线工人的手
中，单调繁杂的记录工作交由
PDA、手表、PAD等智能终端
完成，完全取代线下纸质手写
工单。操作时间的记录、每一
个工序上的操作人员、设备及
物料的绑定信息，通过智能终

端一步执行到位，整个流水线紧
张而有序。生产数据的实时采
集、及时跟踪、快速闭环最终在
阿里云数字工厂的智能终端上得
到了实现。

“以前每天在产线上要填报
近 1000张的纸质流程单，记录
完成后，还需人工录入到 ERP
或者 Excel，但数据无法做到及
时、同步、共享。人工录入不仅
使记录的工作量加倍，出错的概
率也是双倍，漏记错记、漏录错
录的情况时常发生。”协源光电
的生产工艺负责人孙炎说，现
在，车间里有3条核心产线，45
个生产员工全面投入使用。在每
个工序中，各项工作任务都会通
过智能手表及时准确地通知到每
个操作工人，工人们使用生产追
溯 PDA扫码的过站操作，进行

防呆管控，让每张流程单平均节
省 2.5分钟，提效 55%，如果平
均每天按照 1000工单计算，仅
此一项就能节省41.6工时。

实现这一变化的原因是阿里
云工业互联网平台结合AliOSTh⁃
ings、边缘计算、物联网网络、
物联网平台及工业服务实现了工
业操作终端的智能化，并为智能
终端配套打造了工艺工程、生产
执行、质量管理等一体化高效执
行功能模块，将传统的 PDA、
手表、PAD基于平台的能力升
级为专门服务于制作企业生产管
理的智能终端形态。

这些还仅是生产管理数字化
升级的一个方面。协源光电生产
负责人张凯说：“事实上，工作
人员能根据每个工序的日均产能
趋势分析，优化产线排班，保证

产能最大化；利用设备扫码定
位，结合工艺路径设定，防止错
误操作发生。对于已交付的产
品，客服人员能秒级定位到人员
和机位，提供处理措施，减少客
诉和退货，还能一键扫码，实时
查看当前工单进度。”

在完成规划的第一步生产数
字化后，阿里云 IoT和协源光电
已开始着手于设备数据上云的连
接工作。应园说：“协源的经验
为广大中小制造企业的生产管理
数字化提供了一个可以快速落
地的示范。未来，不仅可以在
看板上实时查看生产数据，还
能够根据设备和生产的真实数
据，优化切换订单的节奏，更
好地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生产，
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升市场
竞争力。”

与阿里云IoT合作

“协源光电”快速迈向生产管理数字化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冯炜炜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林裕玉

本报讯 近日，中慈
国际认证有限公司成功获
得美国 IAS 认可的土耳其
INSPECT国际认证和监督服
务商贸易有限公司的授权，
授权业务范围包含质量管理
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及医疗
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
目前，该业务以分包境外认
证机构的形式在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备
案。

据了解，土耳其地处欧
亚非三大洲交界处，是连接
欧亚的十字路口，地缘优势
突出，也是世界贸易中心之
一。其面积 78 万平方公
里，在欧洲国土面积仅次于

俄罗斯。拥有人口 8200 万，
位居欧洲第三。作为“一带一
路”的重要节点国家，具有土
耳其国家认证证书，将大大提
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和竞争力，也是企业开拓高端
市场的一个重要途径。

“中慈国际认证获美国
IAS认可的境外权威认证机构
授权，标志着公司在国家认监
委批准范围内开展认证活动
后，既可以按标准要求出具中
慈国际认证有限公司的认证证
书，也可以提供美国 IAS认可
的土耳其 INSPECT 认证机构
的境外认证证书。”中慈国际
认证有限公司总经理龚建春
说，通过这次和“一带一路”
国 家 的 INSPECT 公 司 的 合
作，中慈国际真正迈向了国际
舞台。

“中慈国际”获美国IAS认可的
境外权威认证机构授权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全媒体记者 鲁奕呈
通讯员 张雯雯 李凌

陈睿

数字化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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