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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开年之际，SMC（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彤博士接

受本刊邀请，特撰写此文，通过展示SMC围绕新兴领域研制的新

产品，深入阐述气动技术如何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如何实现产品自身的节能降耗，同时助力绿色制造，并对气动

行业和企业发展进行了思考。

与时俱进的气动技术与产业

SMC（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彤博士（98）

◆让气动技术与产品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时代不断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气动产业必须跟上这个时代，让

气动技术与产品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节能环保，气动产业必须走绿色制造之路

气动产品应该追求产品的小型/轻量化、高性能、高可靠性、低

能耗、少耗气等，从设计、制造到使用、报废、再利用的产品生命周

期审视消减对环境的影响，SMC是全球气动行业的领军企业，有责任

为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引领作用。

◆体会与思考

从高校科研教学，到企业经营，产学合作，几十年的实践对行业

和企业发展有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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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气动技术与产业

SMC（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彤博士

经历了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和各个工业领域的励精图治，我国从工业大国开始向着工业强国迈进。中美贸易摩

擦更加激发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制造业的IT化和自动化发展，逐步实现高效率的智能制造。最近电视新闻节目中

介绍各行各业自动化发展和智能制造所取得的成就里，那些令人兴奋的自动化装置和高效率的生产线上，处处可以

看到小巧气动元件的身影，气动技术仍然是实现工业自动化的重要技术手段。

我们更应该看到，进入到21世纪的中国制造业，已经开始从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向轻薄短小的微电子、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医疗器械、食品包装等轻工业行业转变。以扩大内需为推手，促进外循环大经济，技术创

新，节能降耗，绿色环保，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传统的市场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各国产业如何体现企业价值，落

实SDGs（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地球环境、人才培养、健康、社会贡献等）计划，都是不可推卸的社会责

任，也是今后要面对的市场。

面临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时代要求，气动技术应如何发展？气动产业怎样体现它的社会贡献与责

任？我们说，没有其他选择，产业的变革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必须与国策相向而行。

编者按：2021年开年之际，SMC（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彤博士接受本刊邀请，特撰写此文，通过

展示SMC围绕新兴领域研制的新产品，深入阐述气动技术如何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如何实现产

品自身的节能降耗，同时助力绿色制造，并对气动行业和企业发展进行了思考。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企业不仅要做好产品，更要重视培养人才。”这是赵彤博士结合SMC的发展

之路和自身经历得出的感言。作为企业，不仅要做好产品，还应承担培养人才的责任，这是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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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气动技术与产品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半导体产业和FPD产业

众所周知，信息化时代最基础

的产品是芯片，我国是芯片消费大

国，实现芯片的国产化依赖于制造

芯片过程所需的蚀刻机、MO-CVD等

高端装备，而制造这些设备所需要

的核心元件能否实现国产化？利用

气动技术，我们为半导体产业能做

些什么？

◆温控器（chiller和thermocon）

冷干机是利用制冷及热交换的

原理降低露点析出空气中水分的设

备，同理，温控器利用制冷、加

热，循环系统及热交换所组成的闭

环控制，就可以应用于半导体制程

中反应腔室温度的精准快速响应的

温度控制。近年来，随着晶硅片的

尺寸越来越大（由4″到12″），

线宽由几十微米到现在的5纳米，

对各种工艺的稳定性，均一性及快

速响应性等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制程中对温度的精确控制也越来越

高。SMC开发的温控器的温度控制

范围-20℃～+90℃，控制精度可达

到±0.01℃，可满足半导体硅片各

个制造工艺的要求，包括制程中对

温度精度要求极高的蚀刻工艺，得

到AMAT、TEL、中微、北方微电子

等设备厂家的认证，广泛使用在刻

蚀设备（见图1）、MOCVD、CVD、

PVD等设备上。液晶面板生产所用

LLO激光剥离设备也需要性能稳

定，高精度的温控设备。

为节省各设备厂的制造空间

（洁净室），SMC开发了双通道及三

通道的温控产品，同时随着技术不

断发展及节能降耗，减少CO2排放的

要求，SMC开发的第四代温控产品

进一步减省88%的电力及冷却水的消

耗，成为高精度、快速反应、高稳

定性、低能耗的绿色环保产品。

◆高真空阀

真空元件是气动产品的重要组

成部分，而半导体硅片生产工艺所

需要的真空环境更为特殊。制程所

需要的容腔工艺环境要做到“高真

空、高洁净、恒温控制”。SMC开

发的高真空阀XL/XM/XSA系列产品

用于控制设备腔室排气和供气，

XGT/XTGP系列用于控制腔室的开关

门。这些高真空阀在半导体制造核

心工艺：光刻、蚀刻、薄膜、离子

注入等设备上都有很好的应用案例

（见图2）。

SMC的高真空排气阀与供气阀

做成一体，降低了泄漏风险；阀体

材料做真空脱气处理，保证了高

真空应用下的性能；内表面做草

酸阳极氧化处理，提高产品的耐腐

蚀性；密封材料的多样化，满足

客户多种工艺的需求；金属膜片构

造，降低发尘对工艺的影响；加热

式扩展品种，解决污染物的沉积问

题；两段式扩展品种，实现稳定的

供排气，提高传片的稳定性和良品

率；这些高真空阀采用超洁净清洗

工艺（class 6），在高洁净车间

（class 5）组装，保证产品的洁

净。可以看出，用于半导体制造工

艺的产品虽然利用了真空技术和阀

门控制（见图3），但无论是设计、

还是材料与工艺都更加严格，高真

空阀迈进了一个全新的应用领域。

◆关于PFA产品

半导体行业因工艺要求，需大

量使用化学液作为生产用的原材

料，其中包括强酸强碱、有机溶剂

等。化学液的供给则需要大量的管

件、控制阀和泵类自动化产品，

该类产品除了自动化控制的要求之

外，其原材料的选择使用也有更

 图1  SMC温控产品在刻蚀设备上的应用

时代不断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气动产业必须跟上这个时代，让气动技术与产品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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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工艺要求，特别是耐化学腐蚀

性能和较低的离子析出。PFA产品

（隔膜泵、方向控制阀、气控减压

阀、流量开关和数以千计的各种类

型的接头）主要应用在半导体加工

的湿法工艺上（湿法清洗、化学研

磨、电镀），光刻工艺中的匀胶显

影设备也需要这些化学药液的参

与。作为FAB工厂，通常需要将这

些化学液用压力或泵类产品输送

至化学液自动分配系统柜（CDS）

内，再经过输送管路分配到各类工

艺设备中。这类元件在耐高温，耐

腐蚀材料的选用及低药液残留等结

构设计上必须做特殊的考虑，以满

足半导体加工工艺的高纯度、高精

度、高可靠性等特殊要求。

控制阀：材料的选用应保证发

尘量小，流道的优化设计以保证不

因流动过程中的压力变化产生微细

气泡，利用膜片缓冲以防止水锤问

题，阀体内部采用防止药液残留积

聚的特殊结构等。

PFA接头：四重密封结构，耐

冷热循环和高低压循环，在狭小空

间抗软管弯曲变形等。

针对半导体生产工艺设备的各

种要求，SMC利用气动技术，开发

出PSA隔膜泵、流量开关、流量调

整针阀、气控减压阀等，并应客户

的不同要求制作成集成控制单元，

被广泛应用在CMP设备、清洗设

备、湿法刻蚀设备、匀胶显影等设

备上，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可以处

处看到应用气动技术的案例，但却

很难看到传统气动元件的身影。

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

来越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生物医药和

医疗设备等行业，在这个领域气动

技术与产品仍然大有作为。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病毒COVID-19影响了整个世界，

改变了人类多年习惯了的工作生活

方式。为防止疫情传播，封城驻

足，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核

酸检测，CT检查；抢救生命，呼吸

机告急；翘首以盼，疫苗研制批量

生产，人类在与生命赛跑。在这紧

 图2  高真空产品在半导体制造工艺中的应用

 图3  高真空供排气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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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关头，气动技术能做什么？SMC

能做什么？

2020年2月，北京城还未从寒

冬中苏醒，严峻疫情迫使人们居

家守望。疫情还没有平息，SMC

中国工厂已经在严格的防疫措施

下复工复产，员工夜以继日赶订

单，保证了国内外口罩机设备厂

所需气动元件的供给，得到客户

的高度评价，新闻报刊、电视广

播积极报道了SMC雪中送炭的义

举。随着新冠肺炎危重患者的增

多，全球氧气机告急、呼吸机告

急，尽管SMC对涉及医疗器械等关

联人类健康、生命安全的产品非

常慎重，但救人如救火，SMC担负

起为制氧机、呼吸机生产核心零

部件的责任。

医院ICU：制氧设备和呼吸机

要将氧气和空气按一定流量比例混

合，减压、过滤，之后送入患者肺

部，再通过患者胸肺弹性回缩力和

呼吸机调节压力实现呼气功能，将

气体呼出，这其中需要使用高精度

流量比例阀和调压阀，以及满足人

体健康要求的气源处理单元和电磁

阀等气动元件（见图4）。

在医学影像设备领域，医院

使用的CT机、核磁共振设备MR/

X-Ray，为保证成像质量，必须控

制MR液氦压缩机和梯度线圈的温

度，同时还需控制大功率X-Ray球管

与探测器的温度，防止过热现象。

SMC的温控器、液用流量开关等衍生

元件有了用武之地（见图5）。

疫情爆发后，医院急需血液/

生化/免疫/核酸等检测装置，样

本、试剂、清洗液的通断控制以及

药剂、疫苗批量生产线都需要小

型轻量、精度高、残留少、寿命

长、响应快、高度集成的药液阀

（LVM），电磁式定量泵和多层汇

 图4  气动产品在呼吸机上的应用

 图5  气动产品在医学影像设备上的应用

 图6 气动衍生产品在IVD（体外诊断）分析仪器上的应用

 图7  电磁式定量泵（LSP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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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板，SMC衍生产品打开了一个气动

元件应用新领域（见图6、图7）。

应用在生物医药和医疗设备上

的气动元件除了要求性能可靠、

安全以外，产品的材料、流路设

计等必须满足人体健康的要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物

医药医疗设备产业会有更大发

展，也为气动技术与产品的应用

开拓了一个新市场。

智能手机生产自动化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智能手

机行业在中国迅猛发展，手机生产

的自动化为气动产品的应用提供了

巨大的市场。由于智能手机的零件

多，且又非常小巧，生产设备动作

频率高，也出现了由于结露引起的

小型气缸与电磁阀作动不良；工件

的静电吸附不仅制约了作业的动作

频率，也造成了成品率的降低；由

于臭氧的影响，导致真空吸盘的寿

命缩短；……，同样是自动化生产

装置，要想实现智能手机的高效率

生产，仍要解决不少特殊问题。

针对这些智能手机生产工艺需

求，SMC第一次提出，根据去除工

件静电要求选用不同电导率材料的

概念，并开发出相应的产品，同时

在真空发生器ZK2的进气口加装IZN

（吹气型静电消除器，见图8），

使真空破坏气源改为离子风，使工

件（例如，手机摄像头镜筒）的组

装效率大大提高，放料良品率也从

30%提高到95%。

很多情况下，被吸附的工件要

求解决静电问题，一来防止尘埃等

异物附着，二来防止电子零部件的

破坏，因此需要开发不同导电率的

真空吸盘。不同电导率气动元件在

各个领域的应用见图9。

近年来工厂的一些设备多为臭氧

发生源，臭氧对于无给油气动元件的

密封件（NBR）及真空吸盘寿命有着

直接影响，造成橡胶材料开裂，元件

性能失效。因此需要开发耐臭氧材料

制成的气动产品（见图10）。

协作机器人上灵巧的吸附手

当前市场广泛使用的多功能机

床结构紧凑，工件上下料空间十分

有限，随着工件形状的变化还需要

更换不同的机械手。针对这一应

用，SMC开发出与协作机器人末端

法兰相匹配，即插即用，响应快，

 图8  应用在手机摄像头组装机上的真空产品ZK2/IZN

 图9  不同电导率气动元件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作动稳定的磁石气缸（见图11），

它适合于各类多功能机床有限空间

内完成磁性工件的上下料，可方

便地适用于表面不平整，多孔，或

易损磁性工件的搬运。用于协作机

器人上灵巧的手，还有气爪和各类

真空吸盘（见图12），它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本事：“即插即用”的功

能，才使机器人更换不同的抓取机

构变得应用自如。

面向工业4.0的智能通讯产品

◆无线通信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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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迎来

了5G时代，为满足各行业客户推动

IT化和自动化所要求的执行机构气

动系统控制信号的编制要更加灵

活、快速和准确。SMC应市场和客

户的需求开发了无线通讯控制的阀

岛，不仅解决了传统配线干扰设备

上一些多自由度的机器抓手及工装

夹具的困难，减少了编程所需要的

时间，提高了设备的生产效率。

无线通讯阀岛（见图13）的主

要特点有：

1.编程安装灵活，无需配线，

减少系统安装调试工时。

2.避免有线电缆的接触不良，消

除配线拖拽对设备运动干扰的影响。

3.利用无线通讯，实时监视系

统状态。

4.元件实现小型化，安装调试

更加灵活

5.域主站与从站的成对使用，

防止信号混入，确保通讯安全。

这些无线通讯阀岛，在汽车制

造、机器人等行业已被采用，获得

客户的好评。

围绕工业4.0，SMC开发出相适

应的各种具有通讯功能的气动元件

（见图14～图21）。

 图10  真空吸盘的O3臭氧对策

 图11  搭载在协作机器人末端的磁石气缸

 图12  即插即用的气爪和真空吸附单元  图13  无线通讯阀岛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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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气动产业必须走绿色制造之路

节能型气动元件

一般认为，气动元件的节能

主要体现在耗气量的减少，多年

来SMC推出了各种节能型气动元件

（见图22～图26），节能效果十分

明显。采用这样的气动元件，不仅

大大降低了客户的运营成本，同时

我们必须努力证明，气动产品在节

能环保方面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

在2020年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郑重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

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15年联合国向各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SDGs计划，围绕17个目标和169个课题（包括地球环境、人材培

养、国民健康、社会贡献等），进一步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我国是世界大国和制造强国，更要肩负起绿色发

展的重任。与其他行业一样，气动产业的“十四五”规划应该更加重视生态工厂的建设和生态产品、节能系统

的开发，以全面消减CO2的排放量为己任，这既是国家发展的基本方针，也是时代的要求。“节能降耗，绿色

环保”成为今后产业发展的社会责任。

气动产品应该追求产品的小型/轻量化、高性能、高可靠性、低能耗、少耗气等，从设计、制造到使用、报

废、再利用的产品生命周期审视消减对环境的影响，SMC是全球气动行业的领军企业，有责任为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发挥引领作用。

  图22  真空单元

 图24  节能型气枪

  图26  排气回收阀
 图25  多级真空发生器

  图23  脉冲吹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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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气动系统节能方案

很多企业特别是机械类工厂，

气动系统的耗电量大约占整体能耗

的20%，如何与客户携手分析、诊

断、制定气动系统的节能方案，降

低压缩空气所需能耗对于我国产业

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为此，SMC中国公司与高校合

作，成立了气动技术节能中心，为

国内广大用户提供节能技术咨询、

现场诊断，协助实施节能改造，所

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客户的充分认可

和社会高度评价。

一般来说，工厂气动系统的空

气消耗量的大致情况如图27所示。

气动系统整体节能方案从下述

几个方面着手：

1.通过流量、压力测量检测和

分析气动系统基本情况，了解系统

使用条件与参数是否合理。

2.减少空气泄漏：重点在各元

件、接头、管路等，泄漏引起的能

量损失必须引起重视。

3.减少压力损失：重点在快速

接头、管路、过滤装置的堵塞等。

4.尽量选用省气、节电元件，

特别关注提高吹气的效能，一定要

采用节能型气枪。

5.利用节能回路，提高系统

效率。

6.气源运转优化：根据系统使

用要求，优化设定参数，降低气源

的比功率。

7.利用工业互联网进行系统节

能监控。

多年来，SMC为各行业客户的

空气系统提出节能整体方案，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见图28）。

SMC的生态产品（产品生命

周期的CO2管理）

SMC不仅努力开发气动节能产

品，提出更多系统节能解决方案，

而且致力于将产品和生产过程对自

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提

出了生态产品的概念。

生态产品：努力降低产品设计

制造乃至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对环境

影响。产品评估既要重视气动元件

的节能（省气）和通过节能系统回

路设计，也要考虑气动元件的小型

化轻量化（省资源）以及安全可

靠、寿命长，乃至包装材消减，重

复使用，废弃后的可分解等方面，

全面评估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推进

节能环保产品的开发。

CO2减排总体方案中提出（见图

29～图37）：

1.将产品设计小型化/轻量化/

集成化，以减少原料的消耗；

 图28  气动系统节能对策实施后的效果预测 图27  气动系统节能降耗的诊断点

2.缩短加工时间，减少加工过

程中的能耗；

3.降低产品使用过程所需要消

耗的能耗。

（CO2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引用自

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安全科学

研究部LCI数据库）

同样，通过拓扑最优化设计开

发的产品，与符合ISO标准的产品

相比，实现小型化/轻量化，大幅

度减少了制造过程中的CO2排放量。

综上所述，根据联合国SDGs发

展方针，每个企业对自己的产品从

材料、加工、运输/保存、使用、

废弃到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过程

所产生的碳排放（CO2）要进行管

理，努力减少CO2排放量，保护人类

赖以生存的地球。

可以看出，同样性能参数的前

提下，优化设计的产品更加小型轻

量，换算出的CO2的排放量要远远

小于ISO标准的产品，笔者曾多次

呼吁过，ISO标准要跟上时代发展

和技术进步，标准要与时俱进，不

断完善，中国制造业应该积极参与

ISO标准的制定与修改。同时，从

减少碳排放的角度看，确保产品质

量和寿命，最大限度减少材料与加

工过程中的碳排放，亦是各个行业

与企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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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0  薄型气缸JCQ系列

（省资源，减少加工过程CO2排放）

 图31  气缸JCM系列

 图29  无线通讯系统EX600-W系列

（减少有害物质和电缆资源）

 图32  薄型带导杆气缸JMGP系列

 图34  气缸JMB系列 图33  优化设计的电磁阀与ISO产品的CO2排放量的比较

 图36  5通电磁阀SY系列 图35  气缸JCM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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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7 小型化/轻量化解决方案
 图38 从综合CO2的排放量，评价和推荐

气缸与电缸的最佳适用范围

从CO2排出量评价和选用气

缸或电缸的驱动方式

众所周知，传动有很多种方

式，例如，机械传动、液力传动、

电气传动、液压传动、气压传动等

等，常有人问，实现工业自动化采

用电气传动？还是气压传动？争论

的焦点还是两种传动方式哪一种更

节能、更环保？我们说，无论从节

能效果还是投资效率考虑，都需要

气动产品要跟上时代发展的

需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工业自动化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集成电路、

数字显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

制造、二次电池、生物医药、机器

人等产业蓬勃发展，这些新兴产业

所需的高端装备及核心元器件的国

产化备受关注。以半导体芯片制造

为例，其产品本身设计，各级工序

工艺保证十分重要，从半导体芯片

生产的前工序到后工序，新型的气

动元件在这些高端生产设备中随处

可见，而传统的气动元件却不见了

踪影，更多的新产品是应用气动技

体会与思考

术的原理和基础，根据各种高端装

备的工艺条件需要，衍生出更多的

新型气动元件。

气动产业要想长盛不衰，就

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市场的需

要，我们要为工业自动化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SMC作为

全球气动行业的领军企业，就更

应该担负起行业发展的责任，让

技术不断延伸，让气动产品的应

用领域不断扩大。

企业如何获取利润

很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目的

是盈利。不错，企业若不盈利则无

法生存。但是如果经营者只关心钱

从哪里来，如何实现企业利润最大

化，则企业很难有更大发展。我们

的体会是，企业不应只关心上市圈

钱、资本运作、资产重组，经营者

最关心的应该是，你的技术、产品

能给社会、给市场和客户带来怎样

的价值，因为只有市场、客户认可

了你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价值，

才能通过应用赋予气动产品以生命

力。作为企业，只有在社会的价值

链条中体现自己的价值，才能得以

生存和发展。因此，企业经营者

应该更多关注市场、关注客户，倾

力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制造，一

从高校科研教学，到企业经营，产学合作，几十年的实践对行业和企业发展有一些体会。

根据工况条件来选用气缸或电缸，

同时也要考虑产品生命周期过程中

如何减少碳排放量（见图38）。

通常自动化生产执行机构的基

本动作是直线往复、垂直升降、旋

转和夹紧释放。一般来说，电缸只

需配线没有配管的麻烦，但从投资

效率和减少CO2排量来看，很多工况

下，气动方式显得更有优势。

1.气缸优势领域：有一定负

载，垂直升降，夹紧或吸附保持，

动作频率相对不高时。

2.电缸优势领域：低负载水平

搬运，长行程高频动作场合。

简单地说，在水平移动，垂直

上下，抓取或吸附工件保持，负荷

大小，行程长短，动作频率等不同

工况条件下，气缸和电缸都有自身

的优势领域，了解产品特性，扬长

避短，才能正确地选择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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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校教学计划中，积极探索培养

技能人才的教学改革。企业经营与

教书育人，看似不同，实质上是殊

途同归，做好产品，培养人才，深

感欣慰。

一代人要做好一代人的事，衷

心希望中国气动行业人才辈出，事

业更加兴旺。

最后的话

从不满17岁下乡插队，虽经历

了不少曲折和坎坷，但我仍感到自

己是幸运的。我有机会上了大学，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流体传动与

控制专业，之后的几十年，无论是

出国留学，回国做博士后，再赴海

外了解企业研发，又一次回国教书

育人。1994年起，产学结合、商儒

句话，企业的经营目的是要努力体

现企业的价值，盈利只是市场客户

对你的技术和产品价值认可后的结

果。这一点非常重要。

营业员应是推广气动技术的

工程师

气动元件是工业基础件，亦是

实现工业自动化的重要元器件之

一。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如

何不断扩大气动元件的应用领域？

我们说，气动行业的营业工作，绝

对不是单纯的销售产品，而是要与

客户一起，倾力于气动技术与产品

怎样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助力提高

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充分发挥气动

技术的作用，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

气动应用领域，也就是说，气动的

营业人员应该是营业工程师，是与

客户共同创造价值的伙伴。

重视应用技术的基础研究和

工艺创新

一流的气动产品绝不只是依赖

好的设计，企业更应重视确保这

些产品具有全球竞争力（质量和

成本）的生产制造工艺，现代制

造工艺是技术创新取得成果的重要

保证。近年来随着中国产业的飞速

发展，一些新技术、新工艺不断涌

现，要关注我国产业的进步，充分

利用相关行业的成果，提高气动产

业的生产工艺水平与能力。企业必

须培养出一批业精于勤、脚踏实地

深入制造现场的技术工艺人员，确

保研发成果和技术创新能转化成产

品发挥作用。

智能制造也绝不只是形象工

程，它一定要以“精益生产”为

前提，夯实“工厂数字化+自动

化”基础，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

平台，让企业与市场、与供应链

有机地链接起来，成为产业链中

的可靠一环。

另一方面，我们既要关心产品

的研发，也要重视应用技术的基础

研究，也许这些研究对眼下的产品

开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些基

础研究对于今后3年、5年后的产品

研发至关重要。因此，充分发挥高

校综合学科优势，通过产学研合作

加强基础研究和培养人才，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工作。

企业要把培养人才为己任

大家常说，企业以人为本。的

确，只有打造一支优秀的技术技

能和企业管理团队，才能形成企

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非

常重要。但如何吸引人才、培养人

才？一些企业偏好通过猎头公司挖

人才，不愿意要应届毕业生，一是

培养人才不易，二是年轻人容易跳

槽、得不偿失。我们说，如果企业

都不愿意要应届毕业生，那么年轻

人如何成长？一个年轻人通过猎头

公司跳来跳去，怎么能沉下心来掌

握真才实学，成为企业和社会的栋

梁之材？硬实力、软实力，归根结

底要靠人才实力，创新之道、唯在

得人。企业不仅要做好产品，更要

重视培养人才，一支优秀的团队，

才是事业发展的根基。二十多年

来，SMC中国公司建立了不同职业

通道的教育培训体系，公平公正的

业绩能力评价体系，定编定岗，应

聘考核的激励机制，培养鼓励各种

人才的成长。

近年来，SMC中国公司先后涌

现出全国劳动模范1名，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1名，北京市劳动

模范4名，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3

名，政府津贴高级技师6名，并建

有4个市级技师工作室和创新中

心，区级高技能领军人才……，在

历届技能大赛中，SMC中国公司的

年轻人斩获多项大奖，这支优秀工

程师队伍的成长，让人感到无比欣

慰。与高校培养人才一样，技术技

能、工艺人才不仅是企业的核心力

量，亦是社会发展的栋梁之才。

技术立国，实业兴邦。我为SMC

中国公司的大国工匠群体点赞。

并歌，事业再出发，40多年从未离

开过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我们始

终牢记师长们的嘱托：“办好现代

化企业，振兴理工科教育”，SMC

与大学搭建联合培养工程硕士的平

台，建立博士后流动站，为理工科

学生提供实践基地，深入高职学院

与中专技校，将企业培训课程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