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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弗勒集团凭借液压轴承产品的技术优势，与国内许多知名

液压企业建立了良好而稳定的业务合作，持续支持国内液压客

户提升产品性能和品质，解决现代液压产品对创新和经济解决

方案日益增加的需求。

创新驱动  领动未来

——访舍弗勒大中华区工业事业部总裁  王贵轩博士

本刊记者  万磊（98）

舍弗勒大中华区发展历程：

2019：舍弗勒智能驾驶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成立。

2016：舍弗勒（湘潭）有限公司成立。

2014：舍弗勒大中华区成为独立区域，直接向集团总部汇报。

2011：舍弗勒（南京）有限公司成立。

2008：舍弗勒航空轴承（太仓）有限公司成立。

2007：安亭研发中心建成，并成为舍弗勒大中华区总部。舍弗勒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台湾）成立。

2006：舍弗勒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成立，负责舍弗勒产品在中国

      大陆地区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2005：舍弗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成立，管理舍弗勒在华各投资

      企业。

2001：宁夏富安捷西北铁路轴承有限公司在银川成立，后并入舍弗

      勒，成为舍弗勒（宁夏）有限公司。

1997：雷贝斯托摩擦产品（苏州）有限公司成立，后并入舍弗勒，

      更名为舍弗勒摩擦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1995：开始在大陆投资生产，在江苏太仓成立依纳轴承（中国）

      有限公司，后成为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

1990：舍弗勒开始在中国投资，在香港成立依纳轴承（中国）有限

      公司，后更名为舍弗勒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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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被誉为“机器的关节”，是当代机械设备中的重要零部件。轴承也是液压、气动元件中最重要的零

部件之一，是液压、气动产品技术创新、性能提升中的重要一环。

在过去数十年间，源自德国的全球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和直线运动产品领军企业舍弗勒集团，见证了全

球知名液压企业的技术变革，积累了深厚的液压领域轴承技术研发和应用经验。一直以来，舍弗勒集团凭借

液压轴承产品的技术优势，与国内许多知名液压企业建立了良好而稳定的业务合作，持续支持国内液压客户

提升产品性能和品质，解决现代液压产品对创新和经济解决方案日益增加的需求。舍弗勒集团为国内外液压

企业提供的高品质标准轴承和定制化轴承，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风电、冶金、石化、水泥、矿山等领域。

舍弗勒集团为满足中国的汽车等主机企业的配套要求，于1995年开始在中国投资生产。大中华区在舍

弗勒集团全球战略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1月，具备丰富的制造业运营及管理经验的王贵轩博士，

开始担任舍弗勒大中华区工业事业部总裁。在他的带领下，舍弗勒大中华区工业事业部以卓越的业绩实

现快速发展：2019年舍弗勒大中华区工业业务销售额达到7.2亿欧元，占整个工业事业部总额的20.4%，

2016～2019年复合增长率达26%，中国成为舍弗勒工业事业部全球业务增长最重要的引擎。

为深入了解舍弗勒集团企业文化，轴承技术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本刊特约专访舍弗勒大中华区工业事

业部总裁王贵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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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轩博士：舍弗勒集团是全

球性的汽车与工业产品供应商，是

全球范围内生产滚动轴承和直线运

动产品的优秀企业之一，也是汽车

行业知名的发动机、变速箱、底盘

应用领域高精密部件和系统的供

应商之一。旗下拥有三大品牌：

INA、FAG和LuK。

INA品牌的产品主要是滚针轴

承、直线轴承和发动机零部件。

INA的传奇故事开始于1949年，乔

治·舍弗勒博士（舍弗勒集团创始

人）创造性地开发出一种新型滚针

 舍弗勒工业事业部轴承产品

请简要介绍一下舍弗勒集团的概况，旗下的主要品牌，以及各品牌的主要产品和应用领域？

舍弗勒于哪年进入中国，目前设立了几个生产工厂，各工厂的职能分工情况？在舍弗勒工业

事业部中，中国公司和中国市场是否占有重要地位？

王贵轩博士：舍弗勒集团于

1995年开始在中国投资生产，20多

年来已成为中国汽车和工业领域重

要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目前，

舍弗勒大中华区拥有员工约1.2万

人，全国各地设有20个销售办事

处，总部设在上海安亭，总部设有

研发中心。舍弗勒大中华区在中国

5个城市设有10座工厂，太仓、苏

州、湘潭工厂主要生产汽车领域产

品；银川工厂主要生产汽车零部件

和轨道交通轴承；南京工厂作为舍

弗勒大中华区工业重要生产基地之

一，占地面积260 000平方米，为

风电、铁路、动力传动等工业领域

提供滚动轴承和精密传动部件，产

品满足本土市场需求的同时也部分

供应给海外市场。舍弗勒大中华区

制造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土市场。

2019年舍弗勒大中华区工业业务

销售额达到7.2亿欧元，占整个工业

事业部总额的20.4%，2016～2019年

复合增长率达26%。特别在2020年全

球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舍弗勒大

中华区工业事业部通过努力依然取得

了同比增长达17.5%的成绩，中国成

为舍弗勒工业事业部全球业务增长最

重要的引擎。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

看好，舍弗勒加快本土生产能力，南

京工厂四号厂房将于2021年交付，逐

步建立起中国本土风电主轴轴承生产

能力，满足本土风电市场需求。另一

个最新投建的湘潭生产基地仍在建设

轴承，成为工业领域的一大突破。

滚针轴承的特点是速度高，摩擦力

小，承压相对较小。

FAG是主流滚动轴承和技术的

代名词，FAG品牌与滚动轴承的

历史紧密相联，1883年Friedrich 

Fischer在德国施韦因富特设计出

世界第一台球磨机，这一发明被认

为是滚动轴承工业的奠基石。INA

和FAG品牌的高质量滚动轴承、滑

动轴承和直线运动产品为工业行业

和汽车应用领域提供22.5万种产

品，从数毫米的微型轴承到外径达

数米的大型风力发电设备轴承，覆

盖领域从空客A380到中国高铁动车

组，从三峡大坝到海上风电，从巨

型摩天轮到精密医疗器械。

Luk的产品主要专注于汽车领

域，现在全世界平均每4辆轿车上

就有一辆装备有Luk离合器。

舍弗勒集团共有三大事业部：

汽车科技事业部，工业事业部，汽

车后市场事业部。舍弗勒工业事业

部主要运营FAG和部分INA的产品，

服务于工业领域。INA和Luk的产品

主要服务于汽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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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成后，湘潭生产基地将是舍

弗勒全球首个“未来工厂”，生产

汽车零部件和精密轴承。

未来我们的生产基地将走出长三

角，向中国西北部布局，因为中国的

汽车制造基地也正在朝西北部发展。

生产基地的设备分为自供和外

购。最核心的设备由舍弗勒特种设

备部研发生产。企业设立自己的设

备研发部门，可以保障关键工艺的

加工质量，也有利于核心知识产权

的保护。舍弗勒大中华区的特种设

备部有200多人的规模。外购设备

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设备的稳

定性和可靠性，二是采购成本。对

稳定性和可靠性有较高要求的关键

设备从欧洲进口，辅助设备如果国

内设备能够达到同等性能和稳定性

要求的话，就在国内采购。本地采

购有两个优势，一是成本优势，二

是快速服务优势。

王贵轩博士：舍弗勒工业事业

部下设8大事业单元，包括传动，

风能，非公路机械，铁路，航天，

工业自动化，原材料，两轮车。8

大事业单元一共涵盖了60多个子行

业，在传动事业单元里面包含了液

压、气动、机械传动、发电机等行

业。液压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因

为液压元件是基础元件，市场需求

长期保持增长，所以是舍弗勒高度

关注的行业。

王贵轩博士：在液压泵、马达

的应用中，舍弗勒提供各种类型的

标准深沟球轴承、圆锥轴承、滚针

轴承、圆柱滚子轴承，同时也可以

和客户一起开发适用客户工况的非

标轴承，例如月牙形轴承和低摩擦

的滑动轴承、柱塞环、更长的圆柱

滚子轴承等等。现代液压产品对创

新和经济解决方案的需求日益增

加，其设计趋势是更紧凑，更高的

功率密度，还要具有低噪声，低摩

擦、高可靠性、长寿命等特点，这

意味着在高质量标准轴承的基础上

找到精确匹配的系统解决方案变得

越来越重要！

舍弗勒在过去的数十年间与全

球液压领军企业建立了紧密的业务

合作，以供应商的角色参与了液压

行业技术发展变革的过程，在提供

高品质的标准轴承的同时，亦能根

据客户的严格要求合作开发适用液

压系统的定制化轴承，广泛应用于

工程机械、风电、冶金、水泥、矿

山等行业。

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鼓励高

端装备制造业国产化，国内液压行

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

先进的制造企业，舍弗勒已经与国

内知名液压企业建立了良好而稳定

的业务合作，舍弗勒也一直致力于

和国内液压制造企业加强技术与商

务上的合作，并不断利用液压轴承

产品的技术优势持续支持客户提升

产品性能和品质。并且为了满足国

内多变的液压市场需求，公司一直

在加大轴承研发的国产化和生产的

本地化。

王贵轩博士：舍弗勒产品的成

功来自两个要素：制造技术和工

艺；致力于实现零缺陷。

舍弗勒产品的成功来自哪些方面？中国本土化生产如何从各个方面保证品质的一致性？

液压元件轴承在舍弗勒的产品中是否占有重要地位？ 

各类液压元件分别要用到哪几类轴承，各类轴承应用的技术特点？

制造技术和工艺包括先进的锻造

技术，成型技术，塑料技术，加工工

艺，热处理，涂层，研磨，装配。

“零缺陷”的质量意识和精益

管理是舍弗勒保证产品品质的重要

法宝。零缺陷指的是“发现缺陷即

来自INA和FAG的高品质X-life

轴承采用了舍弗勒最先进的轴承设

计理念和制造工艺，改善轴承表面

以及优化内部结构，使得X-life轴

承具有更长的额定寿命和更长的再

润滑间隔时间，同时其允许更高的

性能密度和轻量化设计。

在液压缸的杆端应用中，舍

弗勒不但能够提供滑动接触面为

钢/钢的关节轴承，同时也能提供

X-life品质的免维护关节轴承，其

滑动层由舍弗勒独有ELGOGLIDE的

PTFE材料制成的，承载能力可达

300N/mm2。另外由于很多液压缸应

用环境具有腐蚀性，例如海面上的

应用，根据客户的需要，舍弗勒专

有涂层技术结合密封技术，可以满

足不同耐腐蚀等级的应用工况。

在过去的六七十年里，为了满

足苛刻的技术要求，我们与液压客

户密切合作，参与到客户的产品前

期研发中，开发新的、成本优化的

解决方案。为了避免结构变动带来

的高昂成本，确保整套解决方案为

客户实现最高性价比，我们总是在

开发阶段就特别注意周围结构。在

开发定制化解决方案时，舍弗勒集

团会用到自己开发的轴承专用软件

BEARINX，CABA3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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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轩博士：工业4.0及数字

化以数据的生产、传输、分析和应

用为核心。

在生产制造环节，舍弗勒采用

工业4.0的理念建立了设备控制系

统，全球工厂的设备通过互联网连

接在系统中，可以随时监控到每一

台设备的工作状态、工作效率，同

样的设备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发现

差距和问题，及时进行优化。每一

个零部件在制造过程中的信息都有

完整的记录，可以进行准确的信息

跟踪。每条生产线上的零部件，在

流程末端检测出尺寸有偏差，信

息反馈到前端后会自动进行参数调

整。这套控制系统具有自我学习的

能力。

舍弗勒的产品往往应用在设备

的核心位置，是实现工业4.0和数

字化转型的关键环节之一。同时舍

弗勒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

轴承、工业驱动、设备状态和精益

生产数据和经验，是舍弗勒推动工

业4.0与数字化转型的先发优势。

基于舍弗勒自身在机械领域的

技术专长以及对系统的深度理解，

作为工业与汽车行业机械产品的引领者，舍弗勒与工业4.0及数字化是如何形成有机结合

的？舍弗勒研发了哪些工业4.0与数字化产品？工业4.0与数字化的发展愿景是什么？

舍弗勒提供了工业4.0设备部件、

产品及整体的解决方案，涵盖直驱

技术、机电一体化设备、智能传感

器轴承、设备状态监测、数字化诊

断技术及设备数字化服务，形成完

整的工业4.0与数字化产品链。

舍弗勒工业4.0产品和系统

在工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如

智能润滑系统SLS应用于风电主

轴轴承润滑状态的监测与智能再

润滑；ProLink CMS、OPTIME、

TorqueSense等设备构建动力传动

系统4.0，实现动力传动链的设备

状态跟踪和动力优化等，当然也

包括各种液压泵、风机等的状态监

测及预测性维护。针对风电、原材

料、动力传动、工业自动化、轨道

交通、非公路机械、航空航天和两

轮车八大行业，均有不同的产品应

用和系统解决方案。

舍弗勒将工业4.0确定为舍弗

勒工业的未来战略发展领域，通过

零部件到设备智能化升级、工业

应用软件到工厂级数字化孪生的

应用，结合工业领域轴承产品，提

供满足各种工业场景的多样化应用

需求，赋能设备底层、逐步纵深，

助力客户实现智能制造的转型，消

除非计划停机，使工业生产更为经

济、高效。

停止，不接受、不制造，不传递任

何缺陷产品及服务”，是舍弗勒始

终如一的质量要求。零缺陷贯穿

在产品研发、工艺设计、生产制

造、检验检测等整个流程的每一个

环节。舍弗勒针对员工有不同层次

的、不间断的质量培训，持续提升

员工的质量意识。在工厂建立了每

个工作日早上开班子会的制度，当

班班长交代工作中的注意事项，持

续给员工敲响质量警钟。集团在全

球范围内推行“投身质量”运动，

要求每一个员工都投身质量管理，

以确保产品和流程达到甚至超越客

户期望。同时，舍弗勒借助精益管

理MOVE，使员工始终如一地参与持续

改进，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舍弗勒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推动

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的本土化，以

保证本地化产品的品质全球一致

性。加强对本土供应商的支持与指

导，是舍弗勒确保本土化品质的又

一重点。舍弗勒有完整的供应商开

发系统和供应商管理系统，通过派

驻技术工程师等有效措施，舍弗勒

帮助本土供应商不断提升能力，其

中已有一些优秀的中国企业成为舍

弗勒全球供应商。在这一过程中，

本土供应商在材料与元器件标准等

方面提升能力，直接促进了产业技

术水平的提高，进而保证本土化产

品品质。

另外，得益于舍弗勒的内部审

核体系及在产品及生产等方面的全

球统一标准，大中华区各个工厂在

生产、管理、流程等各方面，达到

舍弗勒的全球要求，确保产品品质

的一致性。

 舍弗勒工业4.0与数字化产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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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轩博士：舍弗勒已在中国

设立两处研发中心：上海安亭研发

中心、长沙研发中心，为技术研发

与创新持续赋能。其中安亭研发中

心是总部以外全球最大的研发中

心，有超过900名工程师和外籍专

家从事测试、应用技术开发、产品

设计和基础研究等全价值链工作，

装备有国际一流的测试台架、分

析设备、计算单元和模拟软件，具

备全球技术支持能力。长沙研发中

心暨舍弗勒智能驾驶研究院，将旗

王贵轩博士：不断技术创新，

尊重市场和客户需求，持之以恒地

保证产品品质，珍惜人才、培养人

才，是舍弗勒在全球范围内都取得

成功的重要因素。

舍弗勒的企业文化鼓励创新，

舍弗勒保持着每年营业收入的7%

（近10亿欧元）用于技术研发，每

年注册2000多项专利，连续数年荣

登德国第二最具创新力公司。舍弗

勒通过集团研发网络在全球范围内

发现新的技术，并利用这些新技术

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新产品，同

时保持在行业内的领先。舍弗勒十分

注重基础科学的研究，培养了一批技

术专家，不断在基础科学中研发出新

的技术、新的工艺。企业研究基础科

学，可以较快地将基础科学技术转化

为工业技术，提高产品创新效率。

珍惜人才、培养人才，企业的发

展不应把盈利作为唯一目标，舍弗勒

作为行业领先企业，更肩负着传承科

技发展的社会责任，不断培养专业人

才，为工业技术发展续航。舍弗勒建

立了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给优秀的

舍弗勒在中国设立了哪些研发机构，在中国是否开展了校企合作，校企合作取得了

哪些成果？

作为一家百年企业，舍弗勒企业文化的精髓是什么，企业能保持一百多年的可持续稳定

发展，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制定了哪些未来战略规划？

下应用于智能驾驶的Space Drive

线控技术、Mover平台系统等机电

一体化产品和技术引进湖南湘江新

区。第三个位于南京的研发中心正

在筹建中，将来主要从事大轴承和

其他新产品的研发。

业务发展，人才先行。舍弗勒

大中华区与同济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河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建立

密切的校企合作模式，开设轴承相

关课程和工程教育教席，共同致力

于推动教育发展和创新研究，培养

未来行业人才。其中在河南科技大

学开设的轴承课程更是入选了国家

教育部“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计

划”项目。另外，在国内多所高校

设立舍弗勒专项奖学金。此外，通

过与高校建立联合实验室，在技术

研究、产品开发和人才培养方面加

强进一步合作。例如，西南交通大

学-舍弗勒联合实验室，将专注于

轨道车辆轴承先进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

人才提供发展机会，让他们在每一个

岗位都能实现成长，实现自身价值，

保持对人才的吸引力。舍弗勒大中华

区在每个生产基地都设有培训中心，

按照德国的培训计划进行培训，毕业

通过德国AHK考试并获得德国AHK毕业

证书（同时获得国内中专或大专证

书），合格的学生全部在舍弗勒就

业。同时还与一些技术学院开展人才

联合培养。舍弗勒有一套完整的职业

发展体系，为员工发展提供多样化成

长通道，并提供全面培训。公司为有

潜力的员工提供管理领导型、技术专

家型、项目管理型的多元化职业通

道。舍弗勒拥有工程师文化，尊重

技术，尊重专长，工程师具有其领

域的专业知识就具有发言权和权威

性，同时随着工程师的成长，可以

在技术专家发展通道获得晋升。自

2016年起，舍弗勒大中华区连续6年

被评为“中国杰出雇主”企业。

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舍弗勒集团

价值观和业务发展的基础。企业的

主要利益相关方客户、投资者和公

众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期望在变

化，例如对气候变化的期望变得更

加明确，舍弗勒根据这些变化积极

优化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在这

一过程中，舍弗勒关注一切前瞻性

技术，包括可替代驱动系统和可再

生能源技术。在2020年投资者大会

上，舍弗勒宣布在所有事业部、职

能部门及区域内采取统一的可持续

发展策略，目标是到2030年在生产

运营方面全面实现碳中和。

在近期发布的舍弗勒集团2025

战略规划中，明确了未来五大发展

趋势：①可持续发展及气候变化；

②新交通出行及动力总成电气化；

③智能制造；④数据经济及数字

化；⑤人口变化。这些趋势将为舍

弗勒集团的未来发展带来新的机

会。基于这些趋势，舍弗勒集团定

义了五大核心领域，旨在进一步强

化舍弗勒的市场地位。这些领域涵

盖所有事业部的产品和服务，以及

十大跨事业部的客户行业和行业类

别。新推出的Slogan——We pioneer 

motion，充分体现了舍弗勒塑造驱

动技术，引领未来发展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