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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UILD A CITY
Summary: Peter Nilsson, Trelleborg President and CEO, travels a great 
deal and gets to see firsthand how cities are growing and changing. He 
says he is proud to play a role in shaping these environments through his 
involvement through Trelleborg, and is also proud of all the other areas in 
which Trelleborg flexes its innovative muscle. “It take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develop products, such as seals for harsh environments, 
while reducing the wastage of resources in society,” he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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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未来
城市化在世界各地快速推进，从而使创新解决方案对
建筑业至关重要。

  
世界市场的中国领导者
一家深圳医疗设备制造商仅在20年内就已成为该领域
的世界领导者。

 
热点: 新加坡
新加坡从渔村发展成金融和工业领域的世界领导国。

特瑞堡设立中国第七家工厂
2013年初，特瑞堡收购了美国大型实心和半实心轮胎
制造商——缅因工业轮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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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
我经常出差，目睹了各个国家和城市是如何随着社会

发展而改变。建筑工地也许是你会错过的地方。但能

看到城市是如何建造起来的是一件奇妙的事。在先进

工程、特种材料和设备的帮助下，新的定居点逐渐成

形，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要。

我很自豪，特瑞堡参与了这样的开发工作。对于

特瑞堡在其它方面的创新能力，我同样感到自豪。产

品开发需要知识和经验，如用于严苛环境的密封

件，同时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祝您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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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浮起

优势 [浮塔]

文: ElaINE mCClarENCE 图: HOrTON gmC INC.

首个新型海上油气平台已在秘鲁海域开
始作业，其设立使全球油气勘探与生产
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特瑞堡的作用是

确保所有部件顺利装配。



优势 [浮塔]

新型石油平台正在太平洋秘鲁海域亮相，有望减少建

立新的钻采作业所需的时间和成本。

GMC Inc. 项目经理 Bao Nguyen 解释道 ：“浮

塔设计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较少的成本建造和安装钻采

和生产平台，从而减少从海上勘探到生产的总时间。”

该公司是参与新设计开发和项目管理的多家公司之

一。该设计简化了新一代平台的制造，使其更易于安

装且降低了费用，还能轻松的在世界各地转移平台。

BPZ Energy 的 CX-15 生产平台是首个利用

浮塔理念的平台，只用了 13 个月就完成了设

计、建造和运输（至秘鲁石首鱼场）。该平台

有望在那里每天生产 12,200 桶石油和 1,280 万

标准立方英尺天然气。该理念由 Horton Wison 
Deepwater 和 GMC Inc. 的合资公司 HortonGMC
研发。

浮塔主体由 4 根圆柱管和一根中心吸力桩

构成。每个单元直径 26 英尺（8.4 米），长 197
英尺（60 米）。主体结构中的中心吸力桩将整个

支持全球作业
特瑞堡是为近海石油与天然气行业提供聚合物工程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

其独一无二的服务将全球制造和技术与本地工程和开发支持融于一体。凭借

在该行业无以伦比的经验，特瑞堡活跃在全球油气开采的所有主要领域，与

领先的运营商和油田开发商合作。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浮力、防腐蚀、被动

消防系统、缆线防护、浮式生产储油、钻采零部件、浮装就位、减震、热绝

缘、护舷、软管和密封件等。

结构固定在海底。2,500 吨浮

塔主体的顶部是 1,500 吨的钻油

平台。

关键操作是浮装就位——将生产平

台移到浮塔上，再将两者连接起来。特瑞

堡为该项目提供腿柱对接装置（LMU）和甲

板支撑装置（DSU）。特瑞堡设计的一个重要方

面是在浮装就位时帮助减轻负载。Nguyen 表示，

“公司良好的客户服务和使用记录是产品被选择

的重要促成因素。”

特瑞堡新加坡的工程经理 JP Chia 解释说，“为

了配合安装日程安排，设计周转时间非常关键。

安装是在波涛汹涌的开放海域进行，浮装就位

的时间非常有限。LMU 和 DSU 设计的

模型制作在我们内部有限元分析的辅

助下非常精准。”特瑞堡新加坡的

销售兼市场推广经理 Vincent 
Tan 补充道，“特瑞堡能够在 4
个月内完成设计和交付，创造

了一项纪录。”
Nguyen 解释说，浮塔设

计的主要好处和成本节省在

于，安装只需一艘大型工程

船。“一艘船实现了两种功能：

BUOYED BY SUCCESS
Summary: In a novel development that has the potential to 
revolutionize the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of offshore oil 
globally, Trelleborg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aking the 
Buoyant Tower concept a reality off the coast of Peru. Crucial 
to 2,500-ton hull and 1,500-ton drilling platform was the 
float-over that joins the two of them. Trelleborg’s mission 
was to design a dampening solution for that operation under 
a tight installation schedule. Trelleborg responded with a 
design-to-delivery turnaround of just four months, and the 
coupling took place without a hitch, despite roughs seas 
and high s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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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建造和运输平台的

整个过程花了13个月。

  每个单元的直径为26英

尺。

  主体由4根圆柱管和一根中

心吸力桩构成。

  浮装就位是关键操作。

  浮塔在秘鲁海域就位。

HortonGmC简介
HortonGMC Inc.是GMC Ltd.和Horton Wison 

Deepwater享有同等所有权的合资公司，为全球

近海油气行业所有类型的活动提供各种创新工程

设计、项目管理和安装解决方案。HortonGMC总

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在英国伦敦、

巴西里约热内卢和中国上海设有办事处。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jp.chia@trelleborg.com

重载运输船和主要的工程船，”他说。“传统上，

固定结构需要运输船和昂贵的井架驳船来进行

重载安装。该项目是首个通过重载运输船来进

行的悬臂式浮装就位作业。运输船的状况和悬

臂式结构的设计必须得到全面评估。”

“该结构适用于水深在 50 至 280 米 [165 至
920 英尺 ] 的任何类型储备油田——天然气、石

油或两者兼有，”他说。“钻采和 / 或生产设备

可模块化制造，以适应操作需要。浮塔非常适

用于有地震活动的海域，相较于传统的固定平

台，浮塔的顺应性能更好地抵御地震负荷。此外，

浮塔可重新迁移至新的油田，所需的总资金费

用也减少了。

浮塔的设计是基于已在全球海上生产中获

得验证的蜂巢技术。简单的结构更易于装配。

继秘鲁项目大获成功后，该设计正在进行评估，

以用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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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建筑]

城市创新
不可阻挡的世界城市发展为建筑业

创造了机会和挑战。
文: DavID WIlEs 插图: sErgEy KOsTIK

球城市化正以非常危险的速度持续着。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每月增加 500
万，预计到 2050 年，超过 70% 的世界

人口将是城市居民。撇开社会和环境问

题，这一趋势为那些在急速发展的大都

市中建路造楼、开挖地铁的公司创造了机会和挑战。

“在世界不断扩展的城市中，你能看到绝妙的建筑

和结构工程，”美国的国际建筑顾问 Paul Gogulski 说道。

“他们用创新设计和各种材料打破了限制。但在某些地

方，50 层的建筑仅 12 周就能拔地而起，窗户漏水，电

梯不能用。不出十年就会破败不堪。这对建筑业来说是

个有趣的时代。”

地 在大多数城市，交通堵塞是主要问题。随着城市

发展，这一问题只会更糟。“挑战是在拥挤的空间移动

人群，”澳大利亚特瑞堡工程产品的董事总经理 Bruce 
Cage 表示。“随着城市化扩大，我们将看到更多轻轨系

统在亚洲和澳大利亚建造。我们已经看到吉隆坡和香港

轨道系统的扩展。”

澳大利亚的城市轻轨项目数量在短短几年内就从零

升至 5 个。最近，特瑞堡赢得了为黄金海岸轻轨系统供

应轨道支持系统的合同。Cage 说道，“噪音是城市轻轨

的问题之一，而我们提供降噪解决方案。”

施工设备承担着繁重的城市建设，这一市场在欧美

已近停滞。但施工设备制造商正在印度和中国建立生产，

“在世界不断

扩展的城市

中，你能看到

绝妙的建筑和

结构工程。”

建筑顾问

Paul Gogulski

URBAN INNOVATIONS
Summary: The populations of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re growing at a 
staggering pace – around 5 million people per month – providing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architects and structural engineers. But beyond the buildings 
themselves – many of which will require Trelleborg solutions – Trelleborg also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a host of industries that will be called on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rapid urbanization. Think transportation, where light rail systems will be required to 
take the pressure off clogged streets; think also bridges and sea barriers – climate 
change mean rising seawaters – and think the myriad engineering solutions that 
will be needed to deal with our brave new urbanized world. 

无处不在的解决方案
特瑞堡为地铁、隧道、桥梁和建筑外观等

城市各个部分供应产品和解决方案。这里

有一些例子。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trelleborg.com。

对象：建筑

解决方案：用层压橡胶和强化

钢制造的结构减震轴承，可防

止地震引起的震动并具有隔音

作用。

对象：建筑工地

解决方案：特瑞堡是密封

件、减震系统和物料搬运车

轮胎的领先供应商。

对象：地面和地下轨道系统

解决方案：特瑞堡为所有类

型的轨道系统供应轨道支持

系统、减震垫、轴承、控制

器、驱动联轴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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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桥梁

解决方案：用于高架桥和

桥梁的伸缩接头可承受高

交通流量、大风和温度变

化引起的移动。

对象：防波堤

解决方案：防波堤可保护

沿海城市免受海平面上升

和风暴的影响，有关橡胶

及其性能的知识对于防波

堤的建造至关重要。



兴建 !
位于加冷的新加坡体育中心将于2014年4月开

业，这一可容纳55,000人的国家体育场具有可开

合的屋顶。由于使用了特瑞堡提供的挤压垫片解决方

案，屋顶的安装时间得以减少。而且屋顶作业工人的

数量也减少了，从而提高了安全性。特瑞堡客户CPI
的项目经理Mark Gelok表示：“特瑞堡拥有生产垫

片所需的设计、支持和能力。由于时差，与地球

另一半的人员合作总是件累人的事，但他们

的贡献极大帮助了最佳产品的开发。”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bruce.cage@trelleborg.com
don.farbotnik@trelleborg.com
ruud.bokhout@trelleborg.com

这两个国家的城市人口预计到 2050 年将分别增长 4.97
亿和 3.41 亿。

“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有所减速，但建筑业的趋势

仍然向好，”特瑞堡车辆减震器全球市场经理 Don 
Farbotnik 表示。特瑞堡为非公路建设市场供应密封件、

车用减震垫等大量产品。“他们正在建造大量城市基础

设施，大型施工设备制造商随之出现。”

英国 JCB 和瑞典沃尔沃已在印度设立运营，特瑞堡最

近在班加鲁鲁开设了新厂，为印度市场的原厂设备制造

商等提供服务。

“建筑业的未来看起来确实很好，”Farbotnik 说道。

“人们现在很谨慎，特别是在欧洲，但发展不会长时间

停滞。推迟的公路、楼房和桥梁项目需要在合适的时候

完成，我们的产品线和客户群使我们处于有利位置，时

机来临时就能占得先机。”

上升的海平面和更加频繁、强劲的风暴对沿海城市

发起了新挑战——能用大型建筑项目解决的挑战。为防

御飓风桑迪造成的巨大破坏，一些专家正提议在纽约港

建造防波堤。

“这肯定是令人感兴趣的业

务领域，因为许多城市都

面临风险，”特瑞堡

基础设施销售与

营销总监 Ruud 
Bokhout表示。“这

些项目没有标准

解决方案，因

此需要有关橡

胶及其性能的工

程能力和知识，这

我们可以提供。”

Gogulski 认为，尽

管整体建筑业形势严

峻，但部分公司仍将蒸

蒸日上。“创新公司将

大获成功，”他说。“在

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时，

国际公司将有能力应

对，而许多小型公司则

不能。”

焦点 [建筑]

“人们现在很

谨慎……但发

展不会长时间

停滞。”

特瑞堡

Don Fabrot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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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医疗
监视器

人物与趋势 [方坤]

文: NaNCy PICK 图: vICTOr FraIlE

一家中国医疗设备制造商仅在
20年内就已成为该领域的世界

领导者。公司从未停止研制创新
产品和改进现有产品的努力。

临床工程师方坤研究病

人监视器方面的各种创新，

并预计移动式医疗设备将

继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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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瑞
迈瑞于1991年创立，总部位于中国经济特区深圳。公司是医疗

设备开发、制造和营销的世界领导者，拥有3个业务领域：病人

监视和生命支持产品，in-Vitro诊断产品和医疗影像系统。

“ 数字化记录和更
好的网络将减少
人为失误。”

疗设备公司迈瑞于 20 年前

在中国新兴都市深圳创立，

不断在技术上取得进步。

但该公司如何能知道新功

能是否能真正提升设备的用处，帮

助医生拯救生命呢？

这正是迈瑞临床工程师方坤介

入的地方。方坤研究病人监视器（在

屏幕上显示病人的生命体征和其它

数据）方面的各种创新。她越快从

医生和医院那里获得设备使用情况

的反馈，迈瑞就能越快进行完善。

她说，“我们努力使创新能尽快获得

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目前，方坤正在收集新的病人

监视功能的反馈，该功能是为有呼

吸问题的新生儿设计的。当婴儿出

生开始呼吸时，他们的循环系统应

该通过肺部开始泵出血液，而连接

心脏的胎儿血管（动脉导管）必须

永久关闭。但在极少数案例中，这

一导管并不关闭，新生儿会遭受持

续性肺动脉高压（PPHN）的痛苦。

为检查这一罕见的症状，医生

将脉搏血氧仪放在婴儿的两个手指

上。血氧仪使用光传感器来测量血

红蛋白氧饱和度的比例。健康人的

比例应达到 100%。

方坤正在研究迈瑞的新功

能——在 BeneView 病人监视器的显

示屏上增加血氧仪读数。方坤表示，

“我们需要从医生那里获得反馈，以

便了解新的测量和功能是否有助于

诊断。”

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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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防护
针对医疗应用的聚合物解决方案通常需要在无

污染，且空气质量得到持续监控的无尘室环境中

制造。特瑞堡的战略目标是用先进工艺为生命科

学和医药行业提供支持。基于专业知识与技

术，特瑞堡正在全球市场领先的领域进行投

资，以满足目前尤其是将来对超清洁应用

产品的需求。

人物与趋势 [方坤]

除了研究新软件的有效性，方坤还

帮助评估新的硬件。迈瑞自 2011 年

底开始生产 BeneView T1——小巧

轻盈、带有把手的病人监视器，当

病人需要移动时非常易于搬动。“我

们使用模拟场景来开发这一装置，

然后从医院收集反馈，”方坤说道。

“基于我们的发现，我们建议做些改

动。在设计阶段，收集反馈的过程

常会重复多次。”

方坤已在迈瑞作为研究员工作

了两年。她与同一项目的其他 5 位

成员密切合作。在公司之外，她主

要与各家医院的医生和医护人员，

以及医院管理人员和食药监局的监

管员沟通。

“我的工作需要良好的人际沟通

技巧，”方坤说道。“我与极其忙碌

的医院职员打交道，努力在短时间

内获得有价值的建设性反馈。”

她在工作中面临的另一个挑战

是从技术角度来学习软件，包括运

算法则。她说，“例如，[ 监测心电

活动的 ]ECG 如何使用常规电阻率

来提供信号处理？如果我们能有更

好的了解，将帮助我们把重点放在

关键点上。”

展望未来，方坤预计移动式医

疗设备将继续快速发展，特别是在

中国。中国的病人一般没有固定的

家庭医生可以问诊。得急病时人们

必须去医院急诊室并等待。“中国快

速扩大的中产阶级并不希望在拥挤

的医院里排几小时队才能看医生，”

方坤说道。“他们希望通过移动设备

进行在线登记，以判断是否真的需

要去看医生。”她看到了对便携、紧

凑和家用医疗监测设备不断增长的

需求。

方坤解释道，医疗记录的计算

机化在中国刚刚起步，大部分病人

的记录仍然靠手写。展望未来，她说，

“数字化记录和更好的网络将减少人

为失误、提高监管，并扩大医疗信

息的获取。”

方坤
教育：

上海海洋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

理学士；

浙江大学生物系

统工程硕士

留学经历：

美国堪萨斯大学

交换生

工作经历：

化工业质量控制

系统

成长地：

中国湖北省

居住地：

中国深圳（距香港

不远）

喜爱的食物：

辣鱼头

兴趣爱好：

旅游、音乐和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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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THE MEDICAL MONITORS
Summary: mindray is a medical device manufacturer in China’s southern boomtown of shenzhen. Founded 
just two decades ago in 1991, it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industry leader.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know what counts as a genuinely useful innovation in the medical industry, and that is where clinical engineer 
Kun Fang comes in. Working in the area of patient monitors that display vital signs and other diagnostic data, 
she collects feedback from doctors and hospitals. In terms of bo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says Kun, it is 
an industry with great potential in China, with its burgeoning middle class and ageing population.



热点 [新加坡]

滨海湾花园的建造是为了将新加坡从“花

园城市”转变为“花园中的城市”。其目的

是通过加强城市绿化来提高生活质量。

多姿多彩
的新加坡

文: PETra lODÉN 图: TOONmaN/
FlICKr/gETTy ImagEs

购物、美食、怡人的气候和一尘不染
的清洁城市：这正是新加坡吸引游客
的一些特点。

新加坡被誉为世界最安全最干净的

城市之一。加上全年怡人的气候，

舒适的购物环境和美食，大部分游

客都会满意而归。

新加坡四季如夏，有时比较潮

湿。如果您觉得太热，可以直接躲

进乌节路旁无数的购物中心内购物。

最新的旅游热点是坐落在填

海土地上的滨海湾地区。您可以

畅游滨海湾金沙综合度假村，那

里有 55 层的酒店、展览中心、

博物馆、赌场、音乐厅和大型购

物中心。空中花园如同一个巨型

冲浪板，横跨在三幢 55 层高酒

店大楼的顶部，在观景台上可以

看到城市全景。酒店客人可以在

屋顶无边泳池（世界最长的高空

泳池）内游泳。如果您恐高，最

好别游的太靠边。

附近的滨海湾花园是获奖的

园林盛景，拥有数千种来自世界

各地的植物，以及巨型“超级树”（各

种树状垂直花园），是必看的景点。

另一个值得一游的地方是圣

淘沙岛，以沙滩、博物馆和环球

影城主题公园而闻名。

如果您在那里闲逛，就能看到新

加坡的鱼尾狮（Merlion）雕像

（拥有狮头和鱼身的神秘生物）。

该名称取自美人鱼（mermaid），

体现了新加坡的别称“狮城”（马

ENJOYABLE SINGAPORE
Summary: With its year-round summer weather, clean, leafy streets 
and reputation for safety, singapore is one of the best cities in asia to 
relax and have fun – and don’t forget the lion City’s well-founded gas-
tronomical reputation. The marina Bay area is the latest tourist hot-
spot. apart from the mall, museum, casino and hotel complex, check 
out the 55-floor panoramic views of the city and the accompanying 
infinity pool. Other attractions include gardens by the Bay, with 
thousands of species of plant life, and sentosa Island, which is 
home to a Universal studios them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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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最好的是什么？
最好的是世界级的基建和

一流的设施。我们只是个

岛国，常被形容为是“小

红点”，但多年来新加坡经

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樟

宜机场一直被旅行者评为世

界最好的机场。建在填海土地上

的“新加坡摩天观景轮”目前是世界最高的摩天

轮。岛屿上微风吹拂，干净、便宜的公交系统四通

八达（包括大客流快速运输网络）。

作为东西方之间的门户，新加坡充满无限的

活力。这座动感之都融合了各种民族文化、美食、

艺术和建筑。大多数游客发现很快就能轻松融入

这座城市。

你在新加坡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
作为典型的新加坡人，我喜欢在外用餐。各种美味

佳肴品种繁多，用餐选择几乎没有止境。我还

喜欢与家人在东海岸公园骑自行车。该公园

是大受欢迎的城市度假区，拥有绵延15公

里（9英里）风景优美的海岸线，以及骑

车和滑轮专用道。公园是与家人朋友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另外还有烧烤炉、娱

乐设施、小木屋、美食饮料，以及体育活

动设施等。

新加坡

特瑞堡在新加坡
特瑞堡在新加坡主要为近海石油与天然气、船舶

和海上装备制造市场提供各种浮力、绝缘和资产保

护解决方案。特瑞堡侧重于基建和近海石油与天然气

行业的聚合物解决方案，在新加坡设有制造厂。特瑞堡

还设有精密密封件、农业轮胎和物料搬运车轮胎等产

品的销售和工程办事处。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julian.wee@trelleborg.com

来语 singapura 的翻译）。

新加坡从名为 Temasek（爪

哇语的意思是“海滨城镇”）的

渔村到金融和工业等诸多领域的

世界领导者，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数以千计的跨国公司在这一岛国

设立了办事处。

新加坡很可能是世界上最

干净的城市 ；无论去哪都能看

到乱扔垃圾罚款的标志。一些

诙谐的人戏称新加坡是“a fine 
city”[fine 在英语中有“好”和“罚

款”等含义 ]——既指对清洁的

重视，又指破坏规定的代价。新

加坡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

一些诙谐的人戏称新加坡是“a fine city”
[fine在英语中有“好”和“罚款”等含义]
——既指对清洁的重视，又指破坏规定的代价。

一。在深夜步行回家不是问题，

但出租车很便宜，因此腿酸的话

坐出租车也许是个好选择。新加

坡数千名出租车驾驶员中的绝大

多数从出租车公司租车，他们每

天需要挣许多车费来支付租车成

本，然后再为自己赚钱。

要想远离都市，Bukit Timah
自然保护区是个极好的选择，坐

出租车 30 分钟即可到达。保护区

拥有 3,000 多公顷（7,500 亩）原

始雨林，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大

部分都未遭破坏。如果你徒步登

上新加坡最高的山（163 米或 535
英尺），就能看到各种动植物。

真正的
新加坡人
特瑞堡新加坡公司的行政秘书
Emily lum自1981年为当地一家
小型公司工作，该公司于2001年
被特瑞堡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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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OF U.S. LIFE SCIENCES FACILITY
Summary: Trelleborg continues to push at the boundaries in life sciences, 
with a Us$ 7.3 million expansion and relocation of its Hudson, 
massachusetts, facility. The facility, which opened in the first quarter 
2013, will manufacture silicone products for the life sciences industry, 
which includes pharmaceutical, medical devices, biotechnology and 

patient care fields. North america continues to be the global center for 
bringing life sciences r&D to market.

TIRES FOR WORLD’S TRONGEST MAN
Summary: When Trelleborg decided to highlight the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of its tires, it turned to the World’s strongest 
man competition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which was held 
in september, 2012. The ironmen carried two 520/85r38 
Tm600 tires 30 metres on a yoke – a combined weight of 
450 kilograms per person. 

OPENING IN CAPE TOWN
Summary: Trelleborg sees strong growth poten-
tial in Cape Town, south africa’s second biggest city, 
and Trelleborg marine systems recently announced 
plans to open new premises there. The presence of 
one of the company’s industry-leading engineers will 
provide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customers on the 
ground, the reassurance of face-to-face consultations, 
along with in-house engineering capability.

世界大力士
扛轮胎

你会在哪里突出你轮胎的强度和耐用性？
当然是在世界大力士冠军赛上。2012年9
月，特瑞堡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举
行的世界大力士冠军赛提供了轮胎。参
赛者要扛着一对520/85R38 TM600

轮胎通过30码的轨道。

新闻 [全球]

大量特瑞堡产品和解决方案将很快

能以新的方式体验。特瑞堡世界是

一体化在线展示厅，设计成互动旅

程，拥有大量图片。展示厅允许访

问者在不同的现实环境中（从太空

到海底）探索特瑞堡工程解决方案。

特瑞堡品牌与营销副总裁Stefan 
Svärdenborn 表示，“我相信许多人

发现我们的解决方案在如此多的领

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会感到惊讶。”

在整个旅程中，访问者可以点

击热点，了解更多有关特瑞堡解决方

案及其如何创造价值的信息。在图

片区文章中，可以找到有关特瑞堡

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视频和详细信息。

“数字化沟通很重要，我们对

这一展示产品和解决方案的方式感

到兴奋。互动设计使访问者能轻松

与特瑞堡进行在线互动，发现我们

的全部潜力，” Svärdenborn 说道。

特瑞堡世界定于 2013 年 5 月

推出，可通过特瑞堡网站进入。

美国生命科学设施扩大
特瑞堡继续进行全球扩展，在北美生命科学行业投入 730 万美元，用于

马萨诸塞州休斯敦工厂的扩大和搬迁。2013 年第一季度开业的新厂将为

生命科学行业的原厂设备制造商和最终用户生产硅制品，包括医药、医

疗设备、生物技术和病人护理领域等。工厂还将利用液态硅橡胶（LSR）

和无尘室生产设施扩大精密液态注塑（LIM）能力。

特瑞堡北美生命科学密封系统的产品经理 James Hederman表示，“这

将是我们技术最先进的工厂之一，完全自动化。在北美拥有强大的运营

至关重要。生命科学领域中的许多研发都是通过北美和美国进入市场的。”

特瑞堡推出互动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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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普敦新厂
特瑞堡船舶系统宣布在南非开普敦开设新厂；特瑞堡将该

区域视作重要发展市场。Amit Madan将是特瑞堡首位在开

普敦工作的业内精英工程师，为该地区的客户提供更加密

切的合作关系和令人放心的面对面交流。新区域办事处将

拥有自主工程设计能力，提供初始规格和前端应用工程。

TRELLEBORG LAUNCHES AN INTERACTIVE JOURNEY
Summary: as of may 2013, it will be possible to take a journey through Trelleborg’s multi-
tude of products and solutions via a section of the group’s website, the World of Trelleborg, an 
interactive journey s through an online showroom. Click on hotspots to explore more about 
Trelleborg solutions and how they create value, while the gallery section features arti-
cles, movies and in-depth information about Trelleborg’s products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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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本地]

SPONSORED TRIP TO THE MOON
Summary: Trelleborg will sponsor the Omega Envoy, a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aerospace team competing in 
the google lunar X PrIZE (glXP). The team aims to safely 
land a robot on the surface of the moon and send images 
and data. Back to Earth, Trelleborg will provide sealing edu-
cation, selection guidance and products for the team’s 
use. The mission is scheduled to launch in 2014.

ROLLING INTO THE CHINA MARKET
Summary: In early 2013, Trelleborg acquired U.s.-based 
maine Industrial Tire, a leading producer of large solid and 
semi-solid tires, with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Xingtai, Hebei 
Province, China. It is an acquisition that gives Trelleborg 
greater reach in markets such as construction, underground 
mining and waste management, all of which use large solid 
off-the-road tires. The facility in Xingtai is also adjacent to 
the operation that Trelleborg acquired in 2011 from the 
Chinese subsidiary of maine Industrial T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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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瑞堡是工程聚合物解决方案的世

界领导者，这些解决方案为严苛环

境中的关键应用提供密封、减震和

防护。其创新工程解决方案以可持

续方式提高了客户的绩效。特瑞

堡集团在 40 多个国家的年销售额

约为 220 亿瑞典克朗（23 亿欧元，

32 亿美元）。集团有 5 个业务领域：

特瑞堡涂层系统、特瑞堡工业系统、

特瑞堡海洋工程与建设、特瑞堡密

封系统和特瑞堡轮胎系统。此外，

特瑞堡还拥有 TrelleborgVibracoustic

的 50% 股权。该公司是全球领先

的轻型和重型汽车减震系统供应

商，在 20 个国家的年销售额达

140 亿瑞典克朗（15.5 亿欧元，22

亿美元）。

所有 5 个业务领域都在中国设立了

代表处，而集团共有 7 家独资制造

厂，以及技术中心和大量销售办事

处。特瑞堡在中国约有 1,000 名雇

员（2012 年）。

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

www.trelleborg.com/china

赞助月球之旅
特瑞堡赞助中佛罗里达大学的Omega Envoy航空航天团队角逐谷

歌月球X大奖（glXP）。该团队将携能够在月球表面安全着陆、并

发回图像和数据的机器人参加比赛。特瑞堡将提供密封培训、选型

指导和供团队使用的产品等。团队计划于2014年执行发射任务。

开拓中国市场
2013 年初，特瑞堡收购了美国大型实心和半实心轮胎

制造商——缅因工业轮胎公司。本次收购令特瑞堡既能

满足现有 OEM 客户的需求，也能满足所有需使用大型

实心非公路轮胎行业如建筑、井下开采和废物管理等新

细分市场的需求。

缅因工业轮胎公司的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但

其生产设施设立在宾夕法尼亚州和中国河北省邢台。公

司年销售额约为 9,200 万美元，雇佣员工约 650 人。

邢台轮胎厂与特瑞堡 2011 年一季度从缅因工业轮

胎公司手中收购的中国分公司相毗邻。

此次补强收购是特瑞堡持续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加

强其在具有吸引力和盈利能力的细分市场中地位。这次

并购交易拓宽了特瑞堡在工业轮胎领域的产品范围，维

持了特瑞堡在实心轮胎市场中的全球领导者地位。

“这次收购巩固了我们作为全球领导者和一位实力

强大的当地业务伙伴地位，尤其在中国和北美这两大工

业轮胎市场。我们主要生产用于仓储、物流和机场的实

心轮胎，而对方公司

所生产的产品有益

于补充我们在工

业轮胎市场的

现有产品范围。

被收购公司拥

有极具吸引力

的先进产品组

合以及良好的

盈利表现，”特

瑞堡车轮系统

业务领域总裁

Maurizio Vischi 说。



trEllEborg.com/bluEdimEnsion

在特瑞堡，我们通过提供具有成本效益、持久、智能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力求使客户获得成功。我们所做的还有另一个好处：我们的解决方案对人类、

社会和我们居住的世界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特瑞堡blue dimension™，

我们的愿望是让世界尽可能环保。

追求
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