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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进入新的一年，但是，我仍然想请大家稍作停留，回顾一下
2013年的工作。本期福伊特《Report》为大家提供了一次回顾的机会，
因为它囊括了过去一年里公司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其中包括我们引
以为荣的成功故事、重要订单、荣誉奖项和发展里程，同时也包含了一
些为实施重组而做出的艰难决策。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公
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第8页和第9页，首席执行官
赫伯特·林哈德博士对此进行了详细阐述。

继续前行，我们还可以期待更多精彩内容，例如覆盖全集团的“福伊特
150+”成功计划，特别是E xce l l ence@Vo i th（卓越福伊特）以及
Diversity & Inclusion（多元化与包容性）行动所带来的积极改变。关
于这些计划和举措的内容请参见第24页和第27页。在“简讯”栏目中，
你们可以了解到巴西同事庆祝福伊 特巴西5 0周年的盛况 。本 期

《Report》以圣保罗分公司为专题，相信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此，我和我的全体团队愿大家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希望你们在今年
已经有好的开端，并祝你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事事如意！

此致，

福伊特集团企业传讯部高级副总裁
Lars A. Rosumek

编者按

亲爱的福伊特人，



4  |  2014年第一期报告

35

1330

目录
聚焦

 展望未来
08 HUBERT LIENHARD博士致员工的一封信。

10 2013年度回顾
全球 在巴西和中国新建水电站，为世界杯期间运行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提供
DIWAPacks动力包，福伊特驱动“VT 2020”计划正式启动，福伊特学徒在贸易
与商业公会最终考试中荣获全德第一……从本期众多亮点中您将看到过去12个
月里福伊特的蓬勃发展。

22 在逆势中稳步前行
全球 福伊特在2012/13财政年度面临诸多挑战。尽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新订
单和现有订单量有所下滑，但本年度销售额保持稳定，与上一年度基本持平。

02 报头
03 编者按
06 简讯



2014年第一期报告  |  5

10

3236

透视

24 “福伊特150+”计划具
体是指什么？
全球 “福伊特150+”计划
包含集团范围内所有最
新启动的项目以及卓越
计划，旨在为福伊特续写
成功篇章。

26 天天向上 
全球 Excellence@Voith
计划的理念：聚小流成江
河。

27 殊途同归
全球 “多元化与包容性”

（D&I）计划在不同地区
的实施。

工作现场

32 严寒北欧国家的供电
冰岛 福伊特将这个极寒
之地的水电站接入电网。

33 在英国大有作为 
英国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
务在英国市场大展身手。

里程碑

34 理论与实践并行
海德海姆 创意发明者的
天堂：新电动和机电一体
化系统开发中心建成。 

35 两个滤波器助力未来
成长
全球 福伊特基本技术系
列文章第三篇：卡普兰水
轮机的控制系统软件如
何做出改进。

全景

36 大都市的魅力
圣保罗 福伊特的员工Ro-
gério Berardi带读者一览
大都市圣保罗。

28 聚焦亚洲
全球 Hubert Lienhard博
士当选德国经济亚太委
员会（APA）新任主席的
专访。

30  项目人员的风采
德国/尼泊尔 福伊特员工
帮助尼泊尔儿童村的孩
子 们筹 集资 金、出谋 划
策。



6  |  2014年第一期报告

2014年，在喜迎50周年庆典之际，福伊特巴西的员工有充分的理由开怀而笑！

简讯 

50周年庆 福伊特巴西

巴西 今年，巴西值得庆祝的不仅仅是世界杯，在总决赛后第三天，另一
件同样引人注目的庆典也将拉开帷幕，至少对福伊特人来说这是具有
辉煌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7月16日，福伊特巴西将迎来50周年庆！这
家于1964年在圣保罗设立的德国企业分支机构早已成为一家真正的
巴西公司，员工人数超过5,000人。这使福伊特巴西成为集团内部国
际化发展和“入乡随俗”的最佳典范。过去50年来，福伊特巴西以巴西
人对待生活的热情态度和进取精神丰富了整个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
同时，巴西也是福伊特在欧洲之外第一个全面汇集了四大集团事业部
的国家。

在今年的50周年庆典期间，福伊特将推出多项精彩的庆祝活动。员工
以及来自政界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全都有机会参观福伊特，通过各种活
动更深入地了解福伊特公司。作为当地主要的雇主，福伊特以其各个

生产基地为主干深深扎根该地区，并与其他公司和机构保持着良好的
合作关系。长期以来，福伊特一直致力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因此，
在今年全年，福伊特将会在巴西各个运营机构举行一系列大型慈善活
动。例如，福伊特将会帮助附近一所社区学校修缮年久失修的屋顶。
另一项行动是一个有独创性的回收利用活动，将收集公司食堂用过的
烹调油以及福伊特员工从家里带来的油，交由一家环保机构加工，制
成肥皂。此外，福伊特还将在几所学校举行就业咨询日活动。

关于周年庆的信息还将在一个微型网站上公布，该网站专门发布福伊
特巴西员工在本公司工作的点滴经历和感受。公司内网将贴出横幅广
告，标注官方周年纪念徽标，并通过一个简单标语描述公司50年的成
功故事：“鼓舞人心，共筑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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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设计斩获大奖

简讯

亟需现代化改造：利比里亚芒特科菲水电站。

利比里亚 福伊特赢得位于利比里亚圣保罗河上的芒特科菲（Mount Coffee）水电站的现
代化改造合同。该水电站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由于多年来利比里亚内战频仍，水电站已
经受到严重破坏，因此迫切需要升级改造。1990年7月被叛军占领后，该水电站就停止了
运行，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几乎被掠夺一空。至今完整保留下来的设施只有一段大坝、
增压钢管、混凝土蜗形机壳以及进水管道。因此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目前只能依赖昂
贵的柴油发电机组来发电。福伊特将会更新芒特科菲发电站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并
提供新的发电机组、控制系统以及电站机电设备。改造工作将于2016年竣工，届时将有一
百多万蒙罗维亚居民获得可靠的电力供应。福伊特的这份合同价值4,300万欧元。//

稳定供电惠及千万家

遍地开花

MIVB运营的新款奔驰Citaro客车符合欧6排放
标准，该车也采用了DIWA.6自动变速器。

比利时 一个国家，一种变速器。2013年年末，
比利时三大公交运营商之一MIVB决定购买
172辆装备福伊特DIWA.6自动变速器的公交
客车。到2014年12月，还将有502辆搭载这
种省油技术的车辆在布鲁塞尔和比利时其他
地区投入使用。目前MIVB已拥有近400辆装
备DIWA变速器的公交车，这些车辆均以可靠
性能为乘客带来了出色服务，其中有些车辆
已运行达20年之久。//

布鲁塞尔 如何在2050年到来之前将欧盟成员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
至比1990年还低80%？这是欧盟委员会在2011年向整个欧盟工业界
提出的一个问题，意在号召和鼓励各大企业集思广益，针对以上目标
制定可行方案。欧洲纸业联盟（CEPI）对此做出回应，起草了战略文
件“2050年欧洲纸业联盟发展蓝图”（CEPI Roadmap 2050）。该文件
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发展具有环境兼容性的创新技术。为了有效推进这
个目标，CEPI发起了一项名为“双团队项目”（“Two Team Project”）的
竞赛。在竞赛中，由纸浆和造纸行业，以及来自其供应商的大约20名

科学家和代表组成的两支队伍合作参赛，每个团队必须提交四个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概念草案。

去年11月，CEPI向获奖设计颁奖。获奖设计的核心是一项新的节能技
术，可以在低温下将生物质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然后，纸张行业可以
对这些成分加以利用。福伊特的两名专家Guido Purper博士和Robert 
Hilbing博士是获奖团队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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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福伊特人，
摆在你们面前的是2014年第一期福伊特《Report》。像往常一样，我
希望籍此机会跟大家一起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的工作，并展望新一
年的前景。

对福伊特来说，2013年同样是风起云涌、充满挑战的一年。除内部变
化外，我们的外部环境也暗流汹涌，使我们再次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
我们的主要市场扩张乏力，并出现结构性转变，致使客户仍然对投资
持观望态度。不出所料，这使我们的订单量有所减少。但是，凭借上一
年度的良好订单业绩，我们今年的销售收入仍与去年持平，因此，我
们的年度业绩再度实现盈余。

我们在不利的经济环境中仍能保持出色的销售业绩，产生稳健的收益，
这证明了我们公司的根本实力。尽管年度盈余低于2012年，但这主要
是因为持续的内部重组及其相关成本所致，而我们将其看作一项重要
的长远投资。2013年，我们做出了一些艰难的经营决策，这些都是为
帮助福伊特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而做出的必要决策。福伊特造
纸的重组方案，福伊特驱动和福伊特水电的产能调整，以及为巩固海
德海姆生产基地而实施的措施，都曾经是而且仍然是确保福伊特长
期健康发展、保持领先地位所必需的。对于重组措施的现况，我可以
用一句话总结：我们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大踏步前进。在福伊特造纸，
我们已经与劳资委员会达成重要协议，并协商了解决方案。作为海德
海姆工作协议执行工作的一部分，计划中的岗位裁减也正在迅速开展。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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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与劳资委员会和工会进行了有建设性的合作，这些工作将无
法完成。 

2013年秋季，我们在集团范围内推出了“福伊特150+”计划，旨在帮助
公司直至2017年150周年之际和更远的未来都获得持续成功。该计划
中的所有举措和项目的实施将有效帮助我们实现公司的长远目标。
“福伊特150+”计划的战略灵活性使我们得以确保公司的持续增长和
长期稳定。该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每天进步一点点”这一卓越理
念成为福伊特所有部门和所有级别员工遵循的自然发展之道。我们
本着“服务客户”这一个目的来优化我们的结构和流程，因为客户是我
们全部工作的重心。 

2014年，我们将继续执行去年启动的一些计划，以明确的责任划分、
快速的流程和系统性的实施来确保这些举措的顺利推进。有些措施
的成效在今年就将开始显露，而对于其他措施，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
几年才能看到成效。由于我们的持续重组，以及预期内市场的进 一步
停滞不前，我们预计2014年的销售额不会出现明显增长，而是在一定
程度上与以往持平。

我们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坚守着成立之初的价
值观，保持着一贯的核心实力，这些特质使我们在近150年的时间里
独步业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福伊特都将秉承独立家族企业的传统，

由四个实力雄厚的独立集团事业部组成。将来，我们会更加专注于向
全球客户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本地化解决方案和卓越
流程。今年，与往年一样，我们会继续以积极向上和坚定不移的态度
应对来自公司内部和外部的诸多挑战，稳扎稳打将其逐个击破！ 

在此，我想感谢我们的4万3千名员工，他们以精湛的技艺和无比敬业
的态度每天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灵活应变，勇敢面对各种挑战！
有了你们的奉献和专业经验，我们将能成功完成目标任务。请大家都
积极行动起来，同心同德，发挥潜力，迎接挑战。因为，只有通过员工
的积极参与，我们才能圆满实现目标！

谨致问候，

赫伯特·林哈德博士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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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至上：福伊特水电的技术人员在巴西玛瑙斯
福伊特工厂对一个水电站零部件进行检测。福
伊特在该工厂生产应用于水轮机和发电机的锅
炉和设备。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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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挑战是福伊特一贯秉持的风格，去年也不例外。2013年，所有集团事
业部在新订单、技术创新和行业大奖领域均有不俗表现。在这些业绩的
推动下，福伊特启动了一个集团范围的成功计划，为公司未来的蓬勃发展
指明了航向。

展望未来

聚焦

2014年第一期报告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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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造船厂Waterbridge Steel订购了三台福
伊特施耐德（Voith Schneider）螺旋桨，用于新
建一艘于2014年起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Upper Arrow湖上通航的新双头渡轮。福伊特还
将为渡轮提供两台液力偶合器以及推进器控制
系统。

一月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英国（Voith Industr ial 
Services UK）公司收购了蒂森克虏伯服务有
限公司（ThyssenKrupp Services Ltd.），巩
固了自己作为英国汽车制造业领先服务供应
商的地位。得力于这次重大的战略性收购，
福伊特英国未来将在35个运营地点雇佣近
2200名员工。（1）

福伊特水电顺利赢得对四个水电站进行现代化改造
的合同：帕苏丰杜水电站（Passo Fundo）、萨尔图
圣地亚哥水电站（Salto Santiago）、巴西沙万蒂斯
水电站（Chavantes）以及中国黄河流域的三门峡水
电站。这些合同的总价值约达1.85亿欧元。（2）

21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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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
福伊特向波兰奥斯特罗文卡的造纸厂Stora Enso 
Narew交付的PM 5造纸机已经投入运营。该造纸
厂每年生产45.5万公吨瓦楞纸质的纸。此外，除了
组装和试运行，此供应合同还包括其他各种服务，
如纸厂咨询服务和总辊管理。（3）

福伊特股东大会选举Hans-Peter Keitel教授（博士）为福伊特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委员会和监事会成员。他将接替已在两个委员会任职近十年的Jürgen 
Weber博士。Keitel出生于1947年，是一位建筑工程师、人体工程学家和经济
学家，曾担任豪赫蒂夫股份公司（Hochtief AG）董事会主席和德国工业联合会

（BDI）会长等职。

3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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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巴西轨道车辆生产商Bom Sinal向福
伊特订购68台全新DIWAPack动力
包，安装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
运 行 的 城 市 轨 道 交 通 车 辆 上 。自
2010年以来，巴西著名城市累西腓

（Recife）和福塔雷萨（Fortaleza）已
投入运营22辆装备福伊特强劲可靠
的驱动系统的车辆。（2）

1 2

福伊特驱动管理委员会主席Carsten Reinhardt提出了“VT 
2020”计划：该计划旨在提高福伊特驱动的竞争力和增长
率。自2013年10月起，该集团事业部将进行重组，以便将
工作重点转移到关键战略商机，并加强区域地位，改善流
程和业务结构。此外，“VT 2020”计划还志在实施其他改
进措施，比如加强卓越运营（OPEX）工作、降低原材料成
本、加快创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扩充服务业务。（1）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中国公司连续两次荣获上海
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Shanghai Volkswagen 
Powertrain）颁发的“金牌供应商”奖。该荣誉代表
着该公司对福伊特一流服务质量的认可和赞誉。
福伊特与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的合作始于
2005年。

福伊特水电与全球最大的水力发电公司RusHydro联
合成立合资公司VolgaHydro LLC。RusHydro负责该
公司的工业控制，而福伊特负责运营。合资公司的总部
将位于俄罗斯巴拉科沃，核心业务是建造新的发电站，
以充分利用俄罗斯丰富的水力资源潜力，并大范围升
级现有设施。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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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五月

福伊特供应的BM 3板纸机在中国江苏省大丰市博汇纸业有限公
司投入生产。板纸机长400米，线宽8.75米，具备出色的性能，每年
可生产重达75万公吨四封面的摺合纸板。福伊特不但供应整条生
产线的机器零件，还供应自动化系统和初步打板。

福伊 特赢得安哥 拉 新水电 站设备 订单，将为位于广 萨
（Kwanza）河上的Cambambe II水电站提供并安装四台发
电机和水轮机，同时提供控制技术和相关的系统。这四台
机组的总装机容量在700兆瓦以上。订单的总额超过1亿欧
元。（3）

5月17日是福伊特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弗里
德里希·福伊特逝世100周年纪念日。作为符
腾堡州（Württemberg）地区最有名的实业家，
弗里德里希·福伊特才华横溢，他不仅是一名
锐志创新的工程师，也是一位极富远见卓识
的人。他于18 4 0年出生于海 德海姆，并于
1867年接管父亲的事业，随后通过许多发明
和大力开发出口市场实现业务扩张。福伊特
的众多里程碑包括造纸机的发明—首次实
现纸张的工业化生产，以及建造用于发电的水
轮机。身为德国首批工厂主之一，他还对员工
表现出很强的社会责任感。（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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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1

挪威石油天然气集团Statoil Petroleum AS
与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
议，向位于挪威蒙斯塔德（Mongstad）的
Statoil炼油厂提供维护和改造服务。福伊特
籍此扩大了面向挪威石油天然气行业的服务
范围。由于该协议的签订，福伊特将向蒙斯
塔德派出大约75名员工。这份协议的总金额
约为1亿欧元。（2）

福伊特将着手对刚果共和国的Inga I水
电站进行现代化改造。福伊特将对两台
发电机-水轮机组进行彻底更新。在更
换旧的发电机组后，每台新发电机组的
发电量达55兆瓦，将保证刚果获得可靠
的 电 力 供 应 。该 项目订单 总 额 约 为
5800万欧元。

汉斯·福伊特基金会（Hanns-Voith-
Foundation）举行60周年庆祝活动。
自1953年成立以来，该基金会一直
致力于帮助年轻人拓展未来前景，
并为许多当地和国家级计划提供支
持，涉及教育、培训、科研、艺术、
环境和国际交流等领域。在举行周
年庆的同时，该基金会还将首次颁
发汉斯·福伊特基金会奖。（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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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

福伊特为巴西大西洋海岸的近海油田提供第一组
Vorecon变速行星齿轮（共28组）。该变速行星齿轮
将用于四座处理石油、天然气和海水的浮式采油、
储油和卸油平台。运营商Petrobras Netherlands需
要可靠的技术：2012年，福伊特已经向该公司出售
了60组Vorecon变速行星齿轮，用于近海油田设施。

（4）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与奔驰印度（Mercedes-Benz 
India）公司又签署一份为期三年的框架协议。在马哈
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浦那工厂，福伊特将负
责对该公司车身工厂的传送带、焊接设备、电动工具
和试验装置等进行预防性维护和故障维修。

Fripa纸厂选择福伊特为其在德国米尔滕贝尔格
工厂建立新的卫生纸可持续生产线。该工厂将在
2014年年底建成投产，每年用纸浆生产3.6万公
吨优质卫生纸和面巾纸。（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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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史上最强大的水轮发电机组将在中国金沙江上的溪洛渡水电站投入
运营，发电量784兆瓦。福伊特将向该水电站提供三台这样的发电机组，使水
电站的综合发电量达到德国最大的核电站贡德雷明根（Gundremmingen）
核电站的水平。2014年6月接入电网后，溪洛渡水电站18个发电机组的总输
出将达到13.86千兆瓦，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水电站。（1）

八月

奥地利首都的公交公司Wiener Linien借助福伊特技术来对其
车队进行现代化改造。该公司将用217辆奔驰Citaro公交客车
更换现有车辆，新车全部搭载DIWA.6自动变速系统。福伊特的
这种新一代自动变速系统与现代化遥测系统DIWA SmartNet
配合，可监控变速器运行，而且，与上一代产品相比，最多可实
现节油5%。

卡普兰式水轮机问世100周年：该水轮
机的发明者是奥地利工程师维克多·卡
普兰，他在1913年8月7日申请了该项
专 利。一百年后，他 的曾孙 R o l a n d 
Athenstaedt携其两个儿子拜访了海德
海姆总部。自1912年起，福伊特就与卡
普兰合作，并在1922年根据他的设计
生产出第一批水轮机。福伊特目前已
成为卡普兰式水轮机的主要生产商之

一。（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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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不断衰退的全球纸业市场，福伊特造纸制定了一系
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旨在确保福伊特造纸在不断下滑
的市场环境中继续保持盈利和竞争力。为此，我们将把各
个运营机构的生产能力合并起来，同时将根据萎缩的市
场需求适当调整产能。

福伊特提供的一台新卫生纸机将在位于肯塔基州哈洛兹柏
格（Harrodsburg）的美国造纸厂Wausau投入运营。该卫生
纸机采用福伊特开发的ATMOS技术，能够使用百分百回收
利用的纤维生产优质和超优质卫生纸。此外，相较常规工艺，
该技术能将能耗最多降低60%。（3）

九月

公司海德海姆总部的管理委员会和劳资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一揽子
计划来保证该运营地点的连续生产。为了改善不利的产能状况，
公司实施了一系列成本和产能优化措施，包括临时减少该地点大
多数员工的工作时间和报酬，以及实行社会可接受的岗位缩减。
所有措施最迟将在2015年3月底完成。确保工作连续性是维持海
德海姆生产基地长期运行的有效解决方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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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月

福伊特工业服务在巴西赢得第一份订单：来
自开姆尼茨（Chemnitz）的工程师正在为轨
道车辆生产商Bom Sinal开发柴油轨交转向
架和机车转向架。这些轨道车将用于公共交
通运输，包括运行于2014年世界杯和2016
年奥运会期间。（2）

在海德海姆，福伊特学徒Stefan Wöhrle
以全国第一的专业成绩为他的工程制
图见习期画上圆满句点。这名21岁的年
轻人在贸易与商业公会（Chamber of 
Trade and Commerce）的最终考试中
获得公会、区域和全国级别第一的成
绩。2013年，总共有11名技术和商业领
域的福伊特学徒在考试中获得“优异”
成绩。（1）

福伊特的低能耗浮选（LEF）技术获得欧洲纸张回收
委员会（Recovered Paper Council）颁发的欧洲纸张
回收奖（Paper Recycling Award）。LEF是一种创新
技术，可消除回收纸上的墨水。该技术的特别之处是
其新近开发的注水器和优化水泵，可将浮选步骤的能
耗最多降低50%，从而也减少了成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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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举行年度业绩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上
一财政年的主要经济数据。尽管经济环境
充满挑战，公司销售额仍达到57亿欧元，与
去年基本持平。由于纸机市场的持续下滑，
今年收到的订单总额为52亿欧元，较去年水
平略有下降，符合预期。尽管如此，与所有
其他集团事业部一样，福伊特造纸也取得了
良好的经营业绩。

全球近1200名福伊特经理通过一系列七大地
区会议，正式启动面向整个集团的“福伊特
150+”计划。该计划旨在确保福伊特直至2017
年公司成立150周年之际和未来持续谱写成功
篇章。该计划以优化结构和流程以及现有的产
品和服务系列为重点。所有项目的成功实施
将使福伊特获得战略灵活性，有效确保公司
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增长。（3）

十一月

十二月

德国铁路公司Deutsche Bahn（DB）授予福
伊特生产商相关产品资格（MPQ） HPQ证书，
嘉奖福伊特在安装轮组方面的出色表现。福
伊特是首家而且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此DB证
书的独立变速器生产商。自2011年起，福伊
特一直在其海德海姆工厂使用自己的轮组压
装机组装轮组。（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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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势中稳步前进

首先，好消息是：在2012至2013年财政年度，福伊特集团在极具挑战
性的外部环境下依然稳步前行，每个集团事业部以及整个集团都实现
盈利。销售额保持稳定，达57亿欧元，与上年度持平。

尽管如此，总体而言，上年度对福伊特来说是一个喜忧参半的财政年
度，原因之一是许多客户因为经济环境的不明朗而对新投资裹足不前。
福伊特订单量的减少充分反映了这种迟疑态度：福伊特获得的新订单
额为52亿欧元，比上年度减少9%。现有订单也表现出相似的特征：订
单额51亿欧元，比上年度的历史最高额降低9.4亿欧元。

此外，全球纸机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对福伊特造纸的特殊影响也
是造成业绩下滑的原因之一。在整个集团实行的重组措施需要一定时
间才能看到成效。这些措施产生的1.56亿欧元成本，为年度盈余带来

了巨大负担。现金流始终保持稳定，而股权比率大幅提高。

四大集团事业部的发展状况差异较大：福伊特水电的销售额提高6%，
达到14亿欧元，令人颇为满意；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的销售额也提高
了8%，达到12亿欧元。增长主要来源于汽车制造行业的有利趋势；福
伊特驱动的销售业绩下滑3%，跌至15亿欧元。鉴于来自采矿业的需
求下降，这一结果合乎预期；

文化纸市场的持续低迷对福伊特造纸的订单量造成重创，致使销售
额下滑6%，跌至16亿欧元。所有集团事业部销售额和订单量都均衡
分布在美洲、亚洲、德国和欧洲的主要经济区域，这对福伊特来说是
有利的，因为业务在各个区域的均衡分配可确保福伊特的稳定发展，
抵消各个区域经济趋势的多样性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上个财政年度，福伊特再次扩充了整个集团的人力资源，目前在全
球拥有43,134名员工。尽管德国和奥地利的福伊特造纸对人员规模
进行了紧缩，集团仍创造了807个新的工作机会，主要因为福伊特工
业技术服务对蒂森克虏伯服务公司的收购。收购后，该事业部员工数
达到21,032人，占福伊特员工总数的49%左右。在集团员工总数中，
福伊特造纸占21%（9,223名员工），福伊特驱动占15%（6,485名员
工），福伊特水电占12%（5,323名员工）。

集团员工的区域性分布基本与上年度相同，福伊特员工中的40%来自
德国，27%来自美洲，20%来自欧洲（不包括德国），12%来自亚洲。
与上年度一样，福伊特在2012至2013年财政年度的学徒人数仍然很
多。我们为年轻人提供出色培训，引领他们打开光明职业前景：福伊
特在世界各地招聘了超过1,200名学徒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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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4
名员工

50 1,319
多个国家/地区

覆盖

股权价值

5,728 4.2
销售额 研发资金占销售额比重

%

5,19463 百万欧元百万欧元

百万欧元

百万欧元

净收益 订单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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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150+”计划

“福伊特150+”计划
具体是指什么？

“福伊特150+”计划的重点是优化结构、流程以及现有的产品和服务系
列，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巩固和加强公司文化。该计划包括三大支
柱：”Clean House”、”Excellence@Voith”和”Culture”。

“Clean House”支柱的主要目标是审核、调整和发展现有业务，包括持
续进行的重组项目和产能调整，例如福伊特造纸的岗位削减，以及剥
离长期未达期望盈利水平的业务领域或出于战略原因不再适合福伊
特产品组合的业务领域。“Clean House”还包含为进一步发展现有产
品和服务系列而实施的举措。

“Excellence@Voith”支柱的主要内容是优化福伊特的各种流程。该计
划由一支来自集团的“Excellence@Voith”团队管理。计划旨在使“天天
向上”这一卓越理念成为福伊特所有部门和所有级别员工遵循的自然
发展之道。该计划包括各种流程改善方面的细分方案，比如：对生产
和物流流程进行详细审查的“卓越运营”（OPEX）方案；深入探索行政
管理的“卓越管理”（Administration Excellence）方案；对我们的采购
流程进行重审、旨在降低原材料成本的“卓越采购与供应链”（Supply 
Chain Excellence/Material Cost Optimization）方案；以强化人事管
理流程为目的的“卓越人力资源”（HR Excellence）方案；旨在改善工

程规划和实施流程的“卓越研发/工程设计”（Execution & Engineering 
Excellence）方案；以及最重要的，即旨在提升销售和营销流程有效
性的“卓越销售”（Sales Excellence/Growth）方案。

第三个支柱“Culture”包括四个集团方案：畅所欲言文化（Speak-up 
Culture）、数字化管理（Management by Numbers）、多元化和包容
性（Diversity & Inclusion）以及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虽然这
些方案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其宗旨都是巩固和加强福伊特的公司文化
及其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应用。公司管理委员会已经从30名最高管理层
成员中抽调人员组成工作小组（执行团队）来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福伊特150+”计划是一个整体框架结构。在这一结构的统领下，福伊
特集团将在2017年之前实施和完成各种各样的方案和项目，为未来几
十年的成功奠定坚实基础。

因此，该计划将为实现公司的长期目标开辟道路：通过各种业务活动
重组和产品系列的再发展、以未来增长为目标优化我们的流程和结构、
以及巩固和加强福伊特公司文化。由此我们将获得战略灵活性，有效
确保公司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 //

2013年，我们在集团范围内启动了“福伊特150+”计划。该计划旨在确保福
伊特直至2017年公司成立150周年之际和未来持续谱写成功篇章。该计划
包含集团各个事业部和集团控股公司（VZ）正在实施和最新启动的所有方
案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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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伊特150+”计划
透视

“福伊特150+”计划包括三大支柱：”Clean House”支柱主要包含定期的事业部项目，而”Excellence@Voith”和”Culture”支柱则包含现在正在启动的各种
行动方案，这些方案将纳入公司的长期发展计划。“福伊特驱动2020”计划（VT 2020）以及来自集团事业部和集团控股公司的其他项目将由事业部管理，这
些项目将有助于确保整体方针的成功。

福伊特150+计划
CLEAN HOUSE EXCELLENCE@VOITH

优化所有影响产品和组织的流程持续、精简、扩张现有业务 持续加强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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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向上

历史上，福伊特人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和荣誉，而是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敢于超 越自我，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其他人。集团的
Excellence@Voith计划作为“福伊特150+”计划的三大支柱之一，正
是基于这一历史传统。现在，负责推进各种“卓越”行动方案的项目团
队已经与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管理委员会共同确立了该计划的愿
景：“我们的‘卓越’文化将通过专注敬业的员工打造世界一流、以客户
为中心的增值流程。”为了在公司上下贯彻这一思想，在接下来的几个
月，我们将通过多方渠道传递” Excellence@Voith”计划的理念。我们
将为高层管理人员编写一本手册，并将向全体员工阐述Excellence@
Voith计划的原则，这些原则为什么对福伊特来说至关重要，以及员工
和管理人员应怎样身体力行这些原则。 

Excellence@Voith计划细分为六个“卓越”方案，这些方案目前正处在
不同的规划或启动阶段。“卓越运营”（OPEX）方案目前取得的进展最
为显著。对于另一个方案—“卓越管理”方案，我们目前正在收集数
据，以全面了解和分析我们的全球管理成本和结构。分析阶段的工作
将持续到3月底。根据分析阶段得出的结果，我们将制定面向这些管
理领域的计划，以精简流程和工作流。“卓越采购与供应链”、“卓越人
力资源”、“卓越研发/工程设计”以及“卓越销售”等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还处于规划阶段，但是，一些初步措施已经开始实施。

德国加兴福伊特驱动实施Excellence@Voith计划的一个例子证明了
Excellence@Voith计划为生产带来的巨大助益。这一案例中，工作人
员对组装线、机器制造和维护进行了详细审查，结果发现，组装缓速
器和DIWA变速器所需的空间可以缩小将近三分之一。这使车间距离
大为缩短，空间利用更加有效。同时，他们还缩短了装备机床的时间

和组装工序，按照规定的时间表实施组装，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对于行星齿轮生产，订货至交货的周期时间从5天减少到不用1天。此
外，工厂现在每天可生产最多120台二次供水液力缓速器，这与过去
的93台相比无疑是巨大提高。推动这种改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员工
掌握的专业技术，他们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优化过程。 

在维护领域，我们的成功得力于在SAP中引入错误代码来分析机器技
术故障，使用新的识别号码以及优化维护理念。在讨论会上，团队详
细阐述了需要采取哪些必要措施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确定了维修
措施，并为维护工作指定了特别顾问。这些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从
2013年10月到12月，机器的故障停机时间从每月1100小时左右减少
到400小时左右。//

在一次讨论会上，来自德国加兴的团队制定了措施，将维护重点从被动反应
式维护调整为预防式维护。

Excellence@Voith的理念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计划，不但塑造我
们当前的环境，更要成就福伊特的未来。

“福伊特150+”计划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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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专注于在不同地区实施各具特色的措施。负责各项工作的六
个区域D&I经理描述了他们在本财政年度的主要工作重点。

殊途同归

 “首先，我们力求实现男女员工比例上的平衡，因为
目前我们雇佣的男性员工远远多于女性员工。眼下，
我们的核心工作是提高大家的D&I意识。无论是从

语言还是从文化上看，印度人都是非常多元化的，
这一点也应该在福伊特得以体现。” 

印度D&I经理及福伊特驱动印度（海得拉巴）质量保证、卓越运营和铸造
总经理Rajeev Kamboj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将多元化理念深深植根
在员工心里。在圣保罗，我们已经就提高多元化意
识举行了第一次管理人员研讨会，接下来还会推出

更多的研讨会活动。我们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是招聘
下一代员工，以及知识的代代相传。此外，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女性进
入领导层。”
南美洲D&I经理及福伊特水电巴西（圣保罗）供应链总监Ligia Palma

“对福伊特欧洲员工进行的性别和年龄分布分析显
示，D&I计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消除预期
内的未来人员配置漏洞意义重大。我们的目标是开

发有效的工具，提升员工保留率。我们希望为员工提
供一个令人愉悦的环境，让不同年龄、性别或文化背景的员工们都能
在这个环境里和谐共处。我们已经挑选了十间工厂来详细制定适当
的措施和方法，以推动D&I目标的实现。” 
欧洲D&I经理及福伊特造纸德国（海德海姆）生产线副
总裁Bernd Güldenberg博士；欧洲D&I经理及福伊特
工业技术服务欧洲（英国沃里克）董事总经理

“在北美，尽管许多人已经相当熟悉员工多元化的问
题，但是，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宣传和沟通。
在我们地区，D&I主要涉及性别比例和少数民族问

题。我们还希望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以便更好地处
理日益严重的代沟问题。”
北美洲D&I经理及福伊特水电美国（约克）采购总监Somasundram Pillai

 “跟其它地区一样，今年，我们启动了宣传活动，以
提高员工的多元化意识。其中，我们将会举行管理

人员研讨会。从长远来说，我们希望了解区域多元
化的潜力，并制定措施，以期促进公司劳动力的多元

化发展。目前，我们还在评估公司中的多元化发展问题。这是一个巨
大挑战，同样，实施以促进多元化为最终目的的措施也将是一个艰
巨任务。” 

中国D&I经理及福伊特驱动中国（上海）商务总监周雁宾

面向全集团的“多元化与包容性”（D&I）计划已经实行了一年，旨在促进福伊特员工队伍的
多元化，进而确保福伊特继续保持创新优势和未来的蓬勃发展。

“福伊特150+”计划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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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必乐（Heinrich von Pierer）、贺斌杰（Jürgen Hambrecht）、彼得·
罗旭德（Peter Löscher）—到目前为止，APA的主席一职一直是由行
业巨头的首席执行官担任，比如巴斯夫或西门子。赫伯特·林哈德博士
是担任委员会主席的首位家族企业首席执行官。2月3日，在德国柏林
举行的正式就职典礼上，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表
示林哈德博士是“担任此职位的最佳人选”，因为福伊特有着“长期国
际化运营的经验”。在为《Report》进行的一次访谈中，林哈德博士谈

了他个人对新职位的看法，以及他计划重点关注国际关系的哪些方面。

请问林哈德先生，作为APA主席，您将有什么新的行动和举措？
各位前任主席在德国和亚洲的经济合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此，
可以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在我担任主席期间，APA将致力于消
除市场中的壁垒或歧视，无论是在亚洲市场还是在德国市场。我认为，
我在APA工作的整体框架基于三个原则性方法，即合作、机会平等与
可持续发展。

您如何评价亚洲市场对德国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德国市场对亚洲企
业的重要性？
德国需要亚洲，亚洲也离不开德国。单单统计数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目前，大约14%的德国出口商品进入亚太地区市场，而德国从该地区
的进口比率则接近18%。此外，在2002年至2011年期间，德国在该地

聚焦亚洲

区的直接投资成三倍增长，达到1140亿欧元。同期，截至2011年年底，
亚洲企业在德国的投资也翻番，达到250亿欧元。然而，为了确保这种
积极的趋势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和审视目前的战略。

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就目前在亚洲的发展而言,“世界出口冠军”的模式
并非德国企业发展的成功之道。德国企业必须努力加强在亚洲国家
的本土化进程。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之下，未来无法扎根亚洲的企业将
无立足之地。然而，这也要求我们国家向亚洲投资保持开放。

现在我们来谈一个敏感的话题：福伊特是否会考虑将工作岗位从其
它地区迁到亚洲？
明确地说：不会。我们不仅希望在亚洲拓展市场，也希望在其他地区
拓展业务。但现实是欧洲市场的发展速度已与亚洲市场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东南亚已是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区域之一。我们计划大力进军
这一市场，开发其巨大潜力，但与此同时，绝不会忽视德国和欧洲的生
产基地。事实上，我们相信，亚洲的业务发展对我们欧洲的生产基地
将大有帮助。任何企业忽视亚洲市场都不利于其成功。通过拓展我们
在当地市场的业务，我们将能更深入地了解客户需求，扩大市场渗透
率。我们根据不同市场的需求调整产品系列，并面向当地市场进行生
产：在亚洲面向亚洲市场，在欧洲面向欧洲市场。

赫伯特·林哈德博士（Hubert Lienhard）日前荣任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 APA）的
新任主席。在这次访谈中，这位福伊特首席执行官阐述了与亚洲保持密切关系的
重要性，以及他希望在任职期间重点关注和处理哪些具体问题。

透视 |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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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福伊特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这一身份对您的新职位将产生什么
影响？您以前在亚洲地区的工作经验对您履行新职责有何帮助？ 
长期以来，我一直与该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我一直都很喜欢亚洲，这
对我的新职位当然会有帮助。这个地区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许
多国家的发展是如此迅速，市场的组织形式以及取得的进展都令人着
迷。我对这片土地充满热情，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过去我非常乐于担任
与亚洲相关的许多职位：从2003年到2012年，我一直担任APA的印度
发言人；我还是德国亚太商业协会（OAV）执行委员会、德国-印度顾问
集团合中德对话论坛（German–Chinese Dialog Forum）的成员。

作为APA的主席，您希望通过该职位为福伊特带来什么优势？
这一职位能帮助我直接而深入地洞察亚洲的经济民生和发展状况，这
是这一职位的绝佳优势。此外，我可以与各个企业和政策制定者进行
广泛接触和交流，这对我们企业来说大有裨益。此外，作为我工作的

一部分，我需要经常就商业相关问题表明立场。

最后，问一个个人问题：您一个人如何应付如此庞杂而繁重的工作？ 
关键是要清晰地安排和组织好各项工作。此外，对于我在APA的工作，
我将得到一支高度专业的团队的支持。但是，首先，分清轻重缓急肯
定是最重要的，而我的重中之重，仍然是福伊特，对于福伊特，我将始
终全力以赴。//

德 国总 理 安吉 拉· 默 克
尔与福伊特首席执行官
赫伯特·林哈德（左）和
即将卸任的APA主席彼
得·罗旭德（右） 

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APA）充当着德国
企业在亚洲的代表机构，负责与德国政策
制定者和亚洲的伙伴国家进行对话。该
活动团体旨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并加
强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1993年，APA
由 当 时 的 德 国 总 理 赫 尔 穆 特 · 科 尔

（Helmut Kohl）和德国工业代表创立。该
计划得到来自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德
国工商总会（DIHK）、德国亚太商业协会

（OAV）、德国外贸协会（BGA）以及德国
银行联邦协会（FAGB）的财务支持。

21年精诚合作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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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3：阅历与年轻激情的碰撞：Herwig 
Jantschik与福伊特学徒讨论如何为尼泊尔
提供帮助。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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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人员
的风采 
“工作永远不是你的一切。”—许多福伊特员工已将这句箴言铭记于心，他们的个人奉
献常常远超职业要求的范畴。在业余时间，他们经常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比如尼泊
尔儿童村的孩子们。

相对海德海姆而言，尼泊尔位于地球的彼端。然而，对于福
伊特员工Herwig Jantschik和他的妻子Petra Pachner以
及一些福伊特学徒来说，尼泊尔却近在咫尺，因为他们心

中时刻惦记着尼泊尔。Jantschik和Pachner夫妇两人不仅从泰国和尼
泊尔收养了两名儿童，而且，过去四年来，他们一直援助和支持“儿童的
未来组织”（CFO）下属的一个儿童村，用以改善尼泊尔儿童的生活，并
为他们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个位于Dhading Besi的儿童村收容了
70名孤儿，Jantschik和Pachner与其他儿童养父母一起，在德国为该 
儿童村筹集资金。他们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村内已有六栋
房子全面安装了水箱、沼气系统和学堂等基础设施。孩子们不但能够
吃好住好，而且可以上学了。

但是，项目创始人心中始终有一个难题：从长远来看，怎样才能保障
孩子们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毕竟，孩子们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人，必须
独立生活。在福伊特海德海姆总部负责帮助员工解决各种问题的社
会管理主管Herwig Jantschik说：“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建立一
个木工作坊，为这些儿童提供培训。” 

他在工作中顺便跟同事们提了一下这个想法，没想到大家的反应极其
热烈，令他始料未及。同事们将海德海姆福伊特培训中心的木工作坊
弃置的设备和工具贡献出来。这一良好的开端使该项目迅速启动，速
度之快完全出乎意料。

早在2013年春季，该儿童村就开始筹集资金资助在尼泊尔开展的培
训了。

当海德海姆的福伊特学徒通过Jantschik了解到该项目以后，乐于助
人的他们提供了热心的支持。这些年轻的福伊特人纷纷出谋划策，想
出了众多可以筹集资金的方法。例如，其中的一个方法是：对于20欧
元以上的捐款，他们颁发一份特别证书，上面印有捐款人资助的孩子
的清晰手印。正在接受办公室管理助理培训的Carmen Willer说：“我
们已经找 到赞助商来提 供 纸张和印刷费用。大家的反响非常热
烈。”Willer说：“我们在员工餐厅举行了一次募捐活动，许多同事立刻
就捐了款或购买了证书。”这次募捐总共筹得资金1,100欧元。 

与此同时，“儿童的未来组织”利用这些资金在儿童村旁边买了一块
地，用来建培训中心。建设工程将在三分之二以上的资金到位后马上
启动。几名福伊特学徒和他们的培训师自愿飞赴尼泊尔参加木工作坊
的建设工作。

Herwig Jantschik说：“学徒们的热心参与深深打动了我，让我对这些
年轻人有了全新的看法。”学徒办公室管理助理Sara Margani补充
道：“这个项目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而且，我相信，参与其中的每个人
都感同身受。我总是不断地问自己，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来出一份
力。” //

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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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现场

严寒北欧国家的供电

在冰岛东部一座偏远的山岭上，严寒的天气使室外活动变
得极为困难，而更艰难的是，福伊特工程师们要在这个气
候恶劣的地区将一座水电站连接到电网。最近几个月，福

伊特水电的专家在Budarhals水电站执行了一个项目，为他们安装卡普
兰式水轮机和发电机、超现代化的励磁系统以及机电设备的主要零部
件。福伊特还为该发电站装备了重型起重机和控制系统。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项目，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回报是巨大的。福
伊特水电的项目经理Carl-Heinz Becker说：“天气确实给我们带来了

一些问题。”有些日子，暴风雪让工程师们几乎无法从住处到达仅仅
500米外的工作地点。河水渗入装配区，结成了30厘米厚的冰块，但是，
这恰恰为福伊特工程师提供了机会来证明他们的足智多谋。Becker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团队干脆开动加热器继续工作。”另外，夹杂着

3月初，福伊特将冰岛的Budarhals水电站接入电网。福伊特活跃于冰岛已达100
多年之久，这个位于欧洲冰寒地带的项目可以说是福伊特扎根当地这一传统的
延续。

1  在Budarhals水电站安装水轮机。
  
2   水电站位于Þjórsá河和Tungnaá河

交汇处附近。

沙尘的寒风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Becker说：“在冰岛，我们几乎找不
到任何植被来躲避大风，迎面扑来的沙尘使工作难上加难。” 

Budarhals水电站3月份正式开机发电，装机容量95兆瓦，每年发电量
大约585千兆瓦时。冰岛的能源需求几乎100%由来自可再生能源的
电力供应来满足，该水电站为冰岛的可持续发电做出了重要贡献。该
水电站由冰岛国家电力公司Landsvirkjun管理，是自2008年经济和金
融危机以来冰岛完成的第一个大型基建项目。

该项目象征着福伊特水电在这一北大西洋岛国100多年商业活动的成
功延续。远在1912年，福伊特就在现今冰岛最古老的Fjardarsel水电
站安装了水轮机。当时，该水电站是冰岛第一个生产交流电的发电站；
现在，该水电站仍在继续运转。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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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大有作为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再次巩固其在英国汽车制造业的领先服务
供应商地位。公司顺利赢得标致雪铁龙汽车英国有限公司的一
份合同，负责其位于英国考文垂的两家工厂的设施管理工作。该
项目订单额240万欧元，合同期暂定为两年。

标致雪铁龙位于Pinley House的总部雇佣了600名员工，福伊特
将负责此处所有设施的安全和维护，并负责清洁、收发室和接待
工作。在标致雪铁龙位于Tile Hill区的配送中心，福伊特将负责所
有的清洁工作、安保服务和蓄电池充电—此工作非常艰巨，因
为该仓库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存放了英国和爱尔兰众多经销商
订购的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和配件。标致雪铁龙相信，福伊特工业
技术服务一定会做好这项工作。标致雪铁龙设 施经理Dave 
Metcalfe说：“我们选择福伊特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始终采用前瞻
性的方法来持续改善工作流程。” 

福伊 特工 业 技术服务英国公司的 销售和业务开发总 监P h i l 
Spencer说：“新的合作关系表明，我们有能力向大型国际汽车制
造企业提供范围极其广泛的专业服务。”而且，这一能力也反映在
福伊特的资产负债表上：过去三年，总部位于英国华威的福伊特
工业技术服务英国公司的营业额大幅增长，并实现了大范围扩张。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英国公司雇佣了大约2200名员工。//

福伊特工业技术服务接管汽车制造企业标
致雪铁龙（Peugeot Citroën）两家英国工
厂的设施管理工作。该合同是福伊特工业
技术服务系统性扩张战略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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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并行

新建电动和机电一体化系统开发中心的团队在公司大楼前合影。

十名工程师和广博的专业技能：新的电动和机电一体化系统开发中心已经建成
并投入运行。该中心将凭借产品创新和优化为福伊特的所有事业部提供大力支
持。

设计、构建和测试原型，对试运行进行分析
并做出改进，然后进行下一轮测试，所有这
些步骤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资金，而对于
福伊特设计和构建的复杂高科技产品来说
尤 其 如 此 。作 为 “ 福 伊 特 驱 动 2 0 2 0 年 ”

（VT2020）未来计划的一部分，2013年10月，
福伊特在海德海姆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心：福

伊特驱动电动和机电一体化系统开发中心。
该中心的设立宗旨是简化开发周期，并降低
开发成本。

新的开发中心将执行两大任务：首先，该中心
将专注于面向福伊特驱动所有部门实施战略
创新，并为他们提供关于电气工程行业各竞

争产品的技术知识。其次，该中心将通过整
合传感器、传动装置或电动装置来协助各个
部门完善和改良他们的产品。

该中心聘请了十名工程师来实施这些项目。
例如，他们利用硬件回路仿真（HIL）测试环
境，在计算机上对需要测试的福伊特产品进
行虚拟仿真测试。电动装置团队主管Bernd 
Lauter在解释这样做的好处时说：“我们可以
针对各种产品使用这个方法，在特定的外部
环境下模拟所有可能的动力学模型和行为模
式，并模拟相应的效果。”

用在福伊特DIWA自动变速器上的E300控制
装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工程师们与商用车
事业部的相关部门一起，设计了一个控制装
置HIL测试台。该测试台可以用来逼真地模
拟各种不同的场景，比如，刹车、加速或换挡
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温度高低变化或不同的
车型会对变速器功能产生什么影响？HIL测
试环境的优点是缩短了开发时间、降低了成
本并提高了产品质量。此外，这种环境可对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进行重现和分
析，这使福伊特能够向用户提供更快、更准
确的反馈，从而改善客户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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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根源

两个滤波器助力未来成长

创新并不总意味着要发明一些新的东西。在
许多情况下，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对现有技
术进行改良也是一种创新。2012年，福伊特
对水电站所用卡普兰水轮机的数字控制软件
进行了改进，这就是一次重大创新。由于这一
创新性改进，现在，水轮机更能适应未来具
有高度波动性的电网环境。 

这次改进研究是为了解决以下问题：风能和
水力等可再生能源容易受自然环境变化影响，
如果不能适当地平衡，这些变化就会造成电
网的频率偏差。由于这个原因，水电站运营
商越来越多地采用频率敏感模式（FSM）来
运营电站，这意味着卡普兰水轮机必须能够
根据电网频率迅速调整功率输出的高低。然
而，实际上，卡普兰水轮机是专门设计用于在
低波动环境中稳定运转，因此，该机械装置
的控制软件往往没有那么灵敏。不过，更重
要的是，短时间内频繁的输出功率变化会造
成供电装置机械零部件的严重磨损，导致水
轮机使用寿命缩短。 

针对这一问题，福伊特的解决方案是将两个
数字滤波器安装到该装置的控制软件中。第

一个滤波器只把振幅大、持续时间较长的频
率波动传送给装置的控制软件，防止小负荷
变化造成的额外磨损；第二个滤波器可改变
导流叶片和旋翼叶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最
大限度地通过调整导流叶片来改变功率输出，
同时避免对水轮机效率造成不利影响。因为

福伊特已对莱茵河上的艾格里
索-格拉特费尔登水电站的卡普
兰水轮机的新滤波器进行测试。

由于福伊特对卡普兰水轮机的控制系统软件做出了改进，现在，它们能够在波动
的电网环境中高效运转。我们将在这篇文章中解释其中原理。这是福伊特基本技
术连载的第三篇。

导流叶片比旋翼叶片更不容易受到磨损，这
进一步延长了水轮机的使用寿命。频率测试
表明，滤波器的确减少了水轮机上的机械磨
损，同时满足了FSM要求，并保持了相同的
功率输出。福伊特通过实践充分证明，现有
技术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和利用价值，还远未
达到淘汰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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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的魅力

里约热内卢可能是巴西最知名
的城市，但大都市圣保罗却拥
有独特的多元文化风情。福伊
特造纸卫生纸全球产品经理
Rogério Berardi描述了这个大
都市的独有魅力。

人们都说，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中，纽约是最大
的多元文化熔炉，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们聚居在此。如此说来，圣保罗也可谓是座
大熔炉：圣保罗是巴西最大的城市，一直是多
国籍、多民族人群的聚集地。圣保罗的常住
人口超过1100万人，是南半球人口最密集的
城市，其中包括众多来自意大利、德国、葡萄
牙和西班牙的移民及他们的子孙后代。而且，
在日本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日
裔居民人数比得上圣保罗：这里居住着100
多万日本人。

我爱这座城市的国际化和多样性，这里的
餐饮业就是这种国际化的最大体现之一。我
和妻子喜欢外出就餐，这里有12,000多家

餐馆任由我们选择，包括地中海、德国、中
国、日本的各色美食。我们最喜欢的餐馆是
L’Entrecôte d’Olivier，我们总在那里庆祝我
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这间餐馆做的牛排妙
不可言，但是，最令人叫绝的是牛排搭配的
调味汁，主厨对其配方守口如瓶。我总是极
力向游客推荐这间餐馆。 

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圣保罗准备迎接大量
游客，因为世界杯的开幕式和第首场比赛将
在圣保罗举行，另外还有五场比赛也将在圣
保罗进行。我的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八岁，
跟我一样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兴奋不已。我
的大部分同胞都对足球非常狂热，不过，我
们也喜欢很多其它的运动，比如沙滩排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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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保罗公司早在1964年成立。集团四大事业部—

福伊特造纸，福伊特水电，福伊特驱动，以及福伊

特工业技术服务都在这里设有运营机构。

我们的工厂

今年，圣保罗公司迎来50周年庆典。福伊特造纸的各个部门雇
佣了大约800名员工，可设计文化纸、纸板和包装纸、卫生纸、以
及纸浆干燥机整机，而且能够设计安装整个整线总包（PLP）。
福伊特还在圣保罗工厂运营着“卫生纸和纸浆创新中心”

15年前，我作为一名工程师加入了福伊特。在职业生涯的最初
几年，我作为培训生在德国工作。回到圣保罗后，我在“卫生纸
创新中心”负责客户测试工作，然后，与同事合作开发了ATMOS
技术和NipcoFlex T靴型压榨技术。从2009年到2013年，我负
责领导美洲市场的卫生纸市场销售团队。自2013年8月起，我
开始担任产品经理，负责福伊特的全球卫生纸业务。 

足球是巴西的国球，全国上下都狂热地期待着世界

杯的开始。

即使在巴西山区地带也很少迎来雪季。圣保罗的全年平均气温为18.5度。所以一到雪季，我和家人会到智利度假。

圣保罗
巴西

冲浪。如果您想冲浪，在圣保罗不用走多远
就是海边：大西洋海岸无边无际的海滩只在
80公里外，横亘400公里，直达里约热内卢。
另外，如果您喜欢远足或休闲度假，沿相反方
向驾车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达山区地带—
小镇Campos do Jordão和Monte Verde都
是不错的选择。那些想要稍事放松一下的人
可以直接留在城里，因为，尽管圣保罗是巴西
的工商业中心，但绝不仅仅是混凝土、玻璃
和钢筋的世界，这里还有100多个公园。说不
定你就在某个公园碰巧遇到我和我的家人，
因为我们喜欢去公园野餐和散步，或者只是
坐在草坪上，享受和风丽日，因为这里的天
气通常都非常舒适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