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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机械主要代理销售德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的橡塑密

封产品，日本NOK集团的橡塑密封产品，瑞典特瑞堡集团的减振

产品，德国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的OKS特种润滑产品，其中橡

塑密封产品主要服务于工程机械液压、减速机等工业领域，在

液压领域的销售额占橡塑密封产品总销售额的60%，客户包括

三一、柳工、临工、博世力士乐、恒立液压、镇江大力等。

东山机械  以诚信创未来

——访北京东山机械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董事、总经理  罗文

本刊记者  万磊（98）

东山机械主要代理三家公司的产品：

◆恩福（中国）集团

①NOK油封、液压密封件、O形圈

②FST（Freudenberg Sealing Technologies）骨架油封和旋转

密封、液压密封、特种密封产品、气动密封、O形圈和静密封

◆瑞典特瑞堡减振系统集团——工业减振产品及系统

◆德国OKS特种润滑有限公司——润滑膏、油、脂、干式润

滑、防腐剂、维修保养产品、清洗剂等多种形式的产品



本刊记者  万磊

东山机械   以诚信创未来

——访北京东山机械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董事、总经理  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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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历经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装备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了对高端装备配套件的

旺盛需求。一批国外知名企业来到中国调研市场，其中就有来自德国的百年企业科德宝集团。北京东山机械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山机械）创始人罗垂纪就是在这个时期结缘德国科德宝集团旗下的科德宝密封与

减振集团（现为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东山机械成为该集团在中国的总代理。

东山机械主要代理销售德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的橡塑密封产品，日本NOK集团的橡塑密封产品，瑞典特

瑞堡集团的减振产品，德国科德宝特种化工集团的OKS特种润滑产品，其中橡塑密封产品主要服务于工程机

械液压、减速机等工业领域，在液压领域的销售额占橡塑密封产品总销售额的60%，客户包括三一、柳工、

临工、博世力士乐、恒立液压、镇江大力等。

经过近30年的不断开拓，东山机械已拥有6000多家客户的庞大客户群体，2020年全公司70多名员工实

现了1.8亿元的销售业绩，公司管理高效、人均创收可观。本刊特约专访东山机械现任联合董事、总经理罗

文，通过他追忆父亲及其创业史，可以了解到，这位1958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创始人，为东山机械树立

了“诚信”“守法”“共创多赢”的经营理念，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让东山机械始终保持着与德国科德

宝密封技术集团、日本NOK集团、瑞典特瑞堡集团的良好信用关系，也在配套主机行业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以高品质的基础元件提升中国机电产品和装备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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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东山机械的创立故事，

要从我父亲的经历讲起。

我父亲罗垂纪1954年从广东大

埔县考取了北京林学院（现为北京

林业大学）造林专业，毕业后在南

京林学院（现为南京林业大学）跟

着苏联专家学习了两年，学成后回

到北京林学院任教。

1977年，改革开放前夕，我父

亲到香港发展。初到香港，我父亲

只能做建筑工人，3年之后，我父

亲注册成立香港东山工程有限公

司，公司发展数年逐渐代理瑞士、

意大利、韩国及台湾生产的纺织机

械。此后，我父亲一直从事机械贸

易业务，1987年被指定为德国申克

集团刨花板机械公司的独家代理，

负责该公司机械生产线产品在大陆

市场的推广和销售。

经过多年的机械贸易经营，我

父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人脉，对

机械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也有了自

己的判断。1991年，德国科德宝密

封技术集团想在香港找一家代理合

作伙伴，开拓中国市场，于是通过

香港工业总商会找到了香港东山工

程有限公司。为促成合作，我父亲3

次前往德国了解科德宝密封与减振

集团及其产品，并把其管理层人员

带到中国考察了3次，经多次洽商，

终于达成合作，香港东山工程有限

公司于1992年被正式指定为德国科

德宝密封与减振集团中国总代理。

经过2年多市场调研，1994年

在北京创立北京东山机械技术有

限公司，全国负责德国的科德宝

密封及减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推

广和销售。

 东山机械与德国科德宝合作15年纪念合影

（前排左三为东山机械创始人罗垂纪）

东山机械是在什么背景下创立的？

东山机械建立初期，如何打开市场，树立品牌？

罗文：市场营销有一个田字

概念：新产品进入新市场，新产品

进入老市场，老产品进入新市场，

老产品进入老市场。德国科德宝集

团在欧美知名度很高，产品也有几

十年的技术积累，所以是老产品，

只是进入中国这个新市场还不为人

知，也就是老产品进入新市场。于

是，我建议采用“市场曝光”的策

略推广市场。1997年，我们根据德国

科德宝密封和工业减振产品的应用

行业，在国内选了六七本杂志刊登

宣传广告，其中就有《液压气动与

密封》杂志。此外，还选择了七八

个专业展会，通过参展的方式推广

产品，其中就包括中国液压气动密

封件工业协会主办的PTC ASIA展会。

采取“市场曝光”策略后，德

国科德宝的密封和减振产品逐步被

国内认识和接受，1997年度的销售

业绩在往年的基础上翻了三番，实

现了近500万人民币的销售额。

我们还有一个有别于其他代理

商的优势，就是德国科德宝密封技

术集团给了我们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我们的技术和销售人员会前往

德国参加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培训

学院举办的技术培训，提高销售队

伍的技术能力。德国科德宝密封技

术集团也会派技术专员从德国过来

给我们做技术支持，跟着我们一起

拜访大型主机企业，与主机企业的

产品开发部门做技术交流，帮助他

们设计密封系统和密封件选型。德国

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给我们的鼎力支

持，也让我们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得

到了越来越多大主机客户的认可。

其实当时对德国密封件产品感

兴趣的国内客户很多，但他们都很

在乎价格。国产密封件确实价格

低，但是因为价格过低，即使采购

1万件价格也相差不大。而德国科

德宝的密封产品虽然价格高，但根

据定量设置了很灵活的价格台阶，

达到一定的订量价格会有很大优

惠，再加上故障率低，后期维护费

用大幅减少，总体成本与采购国产

相差不大。尤其是工程机械等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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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西藏等偏远地区，如果密封出

现问题，维修费用就更高，更需要

采用高品质的密封件产品。

我们向客户推广产品时，还借

用了植入广告的概念，比如电脑主

机的价值就是由CPU等配件的品牌

和品质决定的，工业设备的价值和

品牌效应也要通过高品质、大品牌

的配件来得到提升。尤其是出口装

备，国外客户了解到装备中配套的

都是国际知名品牌的零部件，这个

装备的品牌价值就会显著提升。德

国科德宝的密封件在国外已经有很

高的知名度，可以帮助主机企业提

升品牌效应。

东山机械最早的一批客户主要

是中外合资企业和大型主机企业，

这些企业大部分用的是进口装备，

相应就有进口密封件、减振产品的

需求，比如汽车行业和工程机械行

业的企业。广西柳工就是我们最早

期的客户。  

最初我们跟柳工洽谈合作的时

候，柳工的负责人拒绝了我们，但

是接受了我们免费提供的密封件样

品，试用在车桥上，同时试用的还

有国内某家国企的密封件。过了一

段时间后，这位负责人主动找到了

我们，经过试用，我们的密封件没

有任何泄漏，于是决定采购我们的

密封件。

随着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以

及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

调、火车提速等国家重点工程的不

断推进，装备制造业对核心部件的

品质要求越来越高。东山机械借此

机遇，不断深入市场，我们代理的

高品质产品不仅应用在长江三峡工

程水闸启闭机的油缸、轧钢生产线

的油缸、工程机械、高压开关的六

氟化硫气体密封、风力发电设备、

提速后的火车中，还广泛应用在我

国出口的装备及其他高端装备中。

东山机械的经营宗旨就是：以

德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的产品装

备中国机械设备，提高中国机械整

体产品质量，使其在国际市场上更

具竞争力。

罗文：东山机械主要代理三家

公司的产品：

◆恩福（中国）集团

①NOK油封、液压密封件、O

形圈

应用领域包括工程机械、农用

机械、工业应用、传动工业、重型

工业等通用工业领域。

恩福（中国）集团是由NOK株

式会社（德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

是NOK株式会社的最大股东）和德

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均等出资建

立的合资公司，为中国市场提供本

土生产或进口的NOK密封件产品，

主要服务于汽车工业和通用工业。

恩福（中国）集团目前拥有员工大

约3000名，在中国建立了三大生产

基地，分别是长春恩福油封有限公

司，无锡恩福油封有限公司和太仓

目前东山机械主要代理哪几家公司产品，请介绍一下各公司的概况、代理产品的类别、

应用领域等。 

恩福密封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东山机械被授权为在

中国地区销售日本“NOK”集团密

封产品的指定代理商，主要代理恩

福（中国）集团通用工业密封件产

品，如液压和气动密封件，洗衣机

用密封件，以及用于电子和家用机

械的密封件。日本NOK密封产品的

设计、材料符合日本JIS标准，而

德国科德宝集团的密封件产品符合

德国DIN标准，所以引进日本装备

的客户，就配套使用NOK产品。

②FST（Freudenberg Sealing 

Technologies）骨架油封和旋转密

封、液压密封、特种密封产品、气

动密封、O形圈和静密封

应用领域包括冶金设备、锻压

机械、水利机械、工程机械、农业

机械及矿山机械等。

FST品牌源于德国科德宝密封

技术集团。德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

团隶属德国科德宝集团。德国科

德宝集团成立于1849年，迄今已

有17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是家族

企业。1932年，德国科德宝集团的

Simmer博士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骨

架油封，开创了世界密封技术科研

和密封件制作的先河，企业主营业

务也由铬鞣皮革转型为Simmerring

径向轴封，迈进了密封技术领域。

为保持其在密封和减振技术领

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现德国科德宝

集团每年用于密封与减振技术的研

究开发费用逾2亿欧元。凭借雄厚的

密封与减振技术开发力量以及一流

的生产工艺，德国科德宝集团的密

封件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55%。

德国科德宝集团现有四个业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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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机械主要代理的品牌及产品

域：密封与振动控制技术，技术纺织

品与过滤，清洁技术与产品，特种产

品。密封与振动控制技术的主营下

属公司有：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

科德宝石油与天然气技术集团，伊

格尔博格曼集团，威巴克集团。

东山机械自成为德国科德宝密

封技术集团的密封产品代理商，至

今仍是其国内销售量最高的代理商

之一。

◆瑞典特瑞堡减振系统集

团——工业减振产品及系统

应用领域包括轨道交通车辆、

农业和工程机械、风力涡轮机等。

瑞典特瑞堡减振系统集团是特

瑞堡集团的一部分。2016年，瑞典

特瑞堡减振系统集团并购了德国科

德宝集团旗下的舒安固振动控制技

术有限公司，以强化其工业减振产

品。该公司是振动控制元件和系统

解决方案的制造商，是减振零部件

和模块领域的领先技术专家，提供

专为轨道车辆开发的各种产品，包

括用于降低轨道噪声和震动、减少

磨损、提高乘坐舒适感的一系和二

系悬挂和制导系统、联轴器弹性组

件和车身连接件。

东山机械一直是舒安固振动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工业减振产品的代

理商，舒安固公司被特瑞堡集团收

购后，延续了代理关系。

◆德国OKS特种润滑有限公

司——润滑膏、油、脂、干式润

滑、防腐剂、维修保养产品、清洗

剂等多种形式的产品

应用于工业设备的维护和装配，

适用于高速、重负荷、高低温、粉

尘和腐蚀性环境等运行工况。

德国OKS拥有150余种特种润滑

产品，以高质量和可靠性、以及通

过创新解决方案满足客户要求。自

2003年起，德国OKS成为了德国科

德宝集团的一部分。德国OKS的装

配和维修保养产品更具特点，种类

齐全、性能优异，因此在世界各地

的一些重要维修及装配项目中得到

了广泛应用。

2003年德国OKS加入德国科德

宝集团后想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东

山机械是德国科德宝集团密封和减

振产品在中国最大的代理商之一，

于是就主动找到我们洽谈合作。由

于有密封件需求的客户，同时也会

有润滑和清洗的需求，两种产品

互补，所以我们就将德国OKS特种

润滑产品加入东山机械产品行列，

2005年正式成为德国OKS的代理商。

罗文：为更好地服务客户，东

山机械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

济南、武汉、沈阳、成都、固安等

地建立了子公司和分公司。现在东

山机械的客户达6000多家，是一个

庞大的客户群体，为提升公司总部

及各地分公司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

平，东山机械于2011年全面启用

“用友U8-ERP”系统管理软件。通

过管理系统，可以查询货架上每个

在国内哪些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如何实现高效管理？

位置的货物存放信息，并通过二维

码的应用，实现从仓储到销售的办

公自动化，将自动化管理模块延

伸到包括人力资源管理在内的所

有职能。

为加强物流服务，提高供货速

度，2012年东山机械开设子公司

固安固而安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在河北省固安工业开发区建立大

型现代化物流和仓储中心，总占

地面积1.5万多平米，目前使用面

积7千多平米的一期项目已建成投

入使用，存储的货物包括液压密

封、骨架油封、静密封等一共1.5

万多种，平均每周从德国科德宝

和日本NOK空运货物达7～8吨。密

封件的保存期一般是7～10年，所

以需要极高的储藏条件，温度要

在20℃～25℃，湿度40%左右，还

要避免阳光直射。库房针对密封



102

件的存储特点，采用地源热泵系

统，除湿机，防紫外线，外墙保

温涂层，房顶增加了隔热层，等

等一系列措施，做到了一年四季

罗文：近30年的发展中，东山

机械的销售业绩持续增长，2020年

全公司70多位员工实现了年销售额

1.8亿元人民币。

现在东山机械的密封产品最大

的应用领域是液压行业，占密封产

品总销售额的60%，客户包括三一、

柳工、临工、博世力士乐、江苏恒

立液压、镇江大力等。第二大应用

目前东山机械的年销售额情况，其中密封产品主要有哪些大客户？

对于未来发展，东山机械有哪些思考和规划？

东山机械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市场信誉，稳步增长的市场业绩，稳定的员工队伍，公司建立了

哪些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

领域是减速机，还有水利、工程机

械、锻压机械、矿山机械等。

在工程机械中，我们的密封产

品主要是用在两类部件中，一是液

压传动中的各类液压缸、泵、马

达，二是机械传动中的车桥、变速

箱等。

我们最大的客户是三一集团，

其旗下十几个业务部门所用到的

罗文：东山机械多次被德国科

德宝密封技术集团授予“最佳合作伙

伴”称号。我父亲在创立东山机械之

初，就立足于长远发展，立下“诚信

为本，依法经营，国际合作，共创

多赢”的经营理念延续至今。我们

还通过德国企业学到了一个重要文

化，就是契约精神。随着中国市场

德国和日本品牌的密封产品，大

多由东山机械供货。2019年三一

重工与德国道依茨合作成立合资公

司，生产工程机械发动机。该合资

公司委托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开发

四款应用在发动机曲轴上的专用骨

架油封，预计今年下半年将正式配

套其中两款，另两款将于2022年

交付使用。

信用体系日趋成熟，东山机械坚持

“诚信”“守法”经营，赢得了代

理合作企业的长期信任，也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客户加入合作行列。

为了能够给客户提供更专业的

服务，东山机械凭借对中国市场的

深刻了解，构建销售网络，大力打

造专业的技术团队和销售团队。公司

员工入职后，都会进行专业培训，

并挑选优秀员工到德国科德宝密封

技术集团培训学院进一步学习。此

外，公司非常支持员工入职后继续

进修提高学历，或者参加职业培训

或外语培训，只要员工取得学历证

书或成绩合格证书，公司会承担他

们所有的进修费用和培训费用。

罗文：德国科德宝集团是典型

的家族企业，至今仍然坚持不上

市。东山机械也是家族企业，我们

也将坚持家族企业的模式发展下

去。家族企业跟一般企业的区别就

是，家族企业更注重长远规划，不

追求短期利益。德国科德宝集团在

全球密封领域担当的是行业领袖的

角色，行业领袖承担的职责是推动

整个产业前进，所以制定规划和发

展战略不会仅从企业利益出发，还

会充分考虑行业的整体利益，这也

是德国科德宝集团为什么每年投入

2亿多欧元的研发费用，不断创新

技术，不断拓展应用领域的原因。

与德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合作

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学到诚信和契约

精神，还学到对所从事行业的长期坚

持的精神。一次我去欧洲参加德国科

德宝密封技术集团举办的全球代理商

交流大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

时获奖代理商们上台领奖，要分别介

绍各代理商的情况，东山机械是合作

了近30多年的代理商，而其他合作了

30多年、40多年的代理商大有人在，

最多的一家是60多年。所以，东山机

械也将矢志不移地坚持公司的经营宗

旨：以德国和日本高品质的机械基础

元件装备中国机电产品和设备，提高

中国机电产品和设备的整体质量，使

其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在未来几年，东山机械将根据德

国科德宝密封技术集团和恩福（中

国）集团在中国关键应用行业的持续

发展，建立更多的区域分支机构，扩

大销售网络覆盖范围，优化供应链

流程和物流服务，在中国市场中赢

得竞争，赢得尊重，共创多赢，成

为更加优秀的密封件供应商。

恒温恒湿，使密封件在客户使用

时保持最佳的性能状态。地源热

泵系统是东山机械按照节能环保

清洁能源理念而引进的，是利用

地下浅层地热资源，既可以供热

又可以制冷的高效节能的空调系

统，能为产品提供恒温的环境，

并且不会向外界排放任何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