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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Preface

致敬  涂附磨具人
Salute to Coated Abrasives Practitioners

走过了春夏秋冬，经受了雨雪风霜，2017 年从我们的心里

缓缓流过。

对于涂附磨具人来讲，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刻骨铭心

的一年。

这一年，全球经济缓缓复苏却依旧低迷，需求不旺，变化

多端；这一年，史上最严厉环保风暴持续涤荡横扫每家工厂，

没有死角、没有侥幸；这一年，在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建设提升中，

不少企业不是正在搬迁，就是即将搬迁；这一年，一轮又一轮

的原材料涨价风潮，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这一年，中国涂附磨具企业首次登陆资本市场，在这个更

广阔的舞台上长袖善舞，把企业做大做强；这一年，涂附磨具

制造企业几乎全都用上了清洁能源，实现了绿色环保生产；这

一年，众多制品企业整合产能，跨界扩张，与智能研磨牵手，

与相近行业联姻，实现着新一轮的转型升级；这一年，众多小

企业在寒冬中抱团取暖，联手前行；或调整方向，专注于一个

研磨领域，做专做精，差异化发展。

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付出的努力也可能会徒劳无功。

但即使被市场淘汰了，我们也曾努力过、奋斗过！一如那个在

大海中与鲨鱼搏斗的老人：你只能被消灭而不能被打倒！

致敬，中国涂附磨具人！

加油，中国涂附磨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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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过十几年改革

开放大潮的洗礼，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

济转换，中华大地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

国家号召大力发展乡村经济，鼓励个体私

营经济的发展。杨建华高中毕业后，没有

选择继续求学，而是毅然响应国家号召，

投身乡镇经济，成为这个大潮中的弄潮儿。

起初他回到家乡在父亲开设的一家小

型加工厂里帮助打理生意。工厂位于常州

郊县，规模很小，加工的产品也比较简单。

地方上类似的小型加工厂众多，竞争异常

激烈，效益低下。他一边帮父亲经营企业，

一边通过出差的机会调研市场，分析经济

发展趋势，捕捉筛选各种信息，从中发现

新的商机。

1994年，在经历了三、四年的社会历练，

综合研判各种信息后，杨建华发现在机械

制造、车辆制造、装饰装璜、建筑及木制

品等等行业，都需要一种砂布砂纸进行磨

削加工，抛光打磨，这个产品蕴含着巨大

的市场商机。于是他决定向这个领域进军，

开办砂布厂。

万事开头难，对于年仅 24 岁的他，自

主创业之路肯定是艰辛的。在既无技术，

又无资金，既缺人才，又缺经验的情况下，

杨建华毅然拿出与父亲一起打拼积累的一

点资本，聘请原上海砂轮厂孙晋文先生作

指导，在几间破旧的仓库中土法上马，开

始了第一条砂布生产线的制造、安装。白

手起家创业，个中滋味、过程艰难可想而

知。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背水一战的决心，

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魄力，硬是撑了下来。

1996 年，杨建华联合几位朋友，正式

成立常州市通诚砂布有限公司，从真正意

义上走上了自主创业的发展之路。1997 年

公司一条生产线两班运转，为上海砂轮厂

贴牌生产“飞轮”牌砂布，同时还为多家

企业代工生产，月产量达 1000 多万张，由

此提升了公司的整体技术素质与管理能力，

此后产品的质量与产量均有大幅提升。

不畏艰辛，毅然踏上创业路

北京，2017 年 9 月 15 日上午，风轻

云淡，秋高气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会议室，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怀荣先生、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建华先生与资产重组工作组相关人

员，正在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地向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汇报公司重组工作，并回答

他们的相关提问。

此时此刻，在这个庄严的会议室里，

面对审核，他们心中既惴惴不安，又从

容自若。惴惴不安的是由于 2016 年末到

2017 年初，中国股市暴露出一些问题，使

得中国证监会对企业资产重组的要求更为

严苛，门槛更高 ；从容自若的是，他们心

中很有底气，自信双方强强联合、共同致

力振兴实业的初心和重组工作的充分准

备，都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

12 点 18 分，聆讯结束，重组委宣布 ：

“博深工具”与“金牛研磨”的重组无条

件通过！陈怀荣先生和杨建华先生长舒胸

襟，相视而笑，击掌相庆，一年多的精心

筹备和无比细致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果，“金

牛研磨”将实现从产业经营向“生产经营

＋资本运作”的转型升级和华丽转身。

欣喜之余，杨建华先生心潮涌动，百

感交集，二十多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遭

遇的百般艰辛，承受的荷载重压，像电影

镜头般，一幕幕、一幅幅、一缕缕在脑海

中翻飞、盘旋、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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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36 倍。至此公司进入中国涂附磨具综

合效益十佳企业、销售收入十佳单位。

2008 年，杨建华开始着手资产重组整

合，“常州亚洲研磨有限公司”并入“常州

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公司再投资 800 万

元，自主设计制造年产 1200 万㎡的砂布

生产线，并投入运行。公司生产的 KX167
普通棕刚玉砂布，抗拉强度高，自锐性好，

适合做中小砂带，适应于金属抛光、除

锈，硬质木材的初级和二次打磨；开发的

KX563 锻烧棕刚玉 X 型混纺布砂布，切削

力强、自锐性好，不烧伤工件，适合于转

换生产百叶片、平面砂布轮等，是取代 K51
全树脂砂布的主打产品。KX563 产品深受

市场欢迎，成为金牛的拳头产品，由最初

的年产量 100 万㎡，逐年增长，目前已达

到近 1000 万㎡，市场占有率达 30% 以上。

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透支了他的

身体，为此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得不

离岗医治休养。2012 年康复复出后，他根

据市场形势的变化，大力调整整顿公司内

部营销管理，使金牛公司向产品 + 服务方

向转型，拓宽销售渠道，销售部门实行经

理负责制，对管辖的业务单位，定人定时

上门拜访，广泛征求客户意见，按照客户

要求定制服务。与此同时，公司开展“6 Ｓ”

管理，劳动纪律、产品质量、材料标准、

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都以数据

说话。管理水平新提升，经济效益创记录，

综合实力又上新台阶。

2013 年，金牛投资 1.65 亿元扩产升级，

启动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布基砂带、

纸基砂带项目，形成年产布基砂带、纸基

砂带 1500 万 m2 的生产能力。

2014 年公司投资 500 万元，对每条生

产线进行在线检测设备改造；投资 200 多

乘风破浪，开拓市场谋发展

进入 21 世纪，经历几年的探索，他的

视野进一步扩大，贴牌代工已远远不能满

足企业的发展需求。经与上海机械进出口

公司洽谈，双方达成了授权使用“飞轮”

牌商标生产的协议，使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进一步提升。

2002 年，企业与韩国人合作，合资成

立了“常州亚细亚研磨有限公司”，杨建

华任董事长、总经理。公司投资 200 万元

引进韩国砂纸生产线，主要生产涂层砂纸、

碳化硅耐水砂纸，年产量 500 万㎡，产值

3000 万元，从而奠定了纸基产品的扎实基

础。

2004 年，是杨建华最为难忘的年份。

由于原来厂区规模的局限性，发展受到了

极大限制，经过考虑，他做出了一个重大

决策 ：跨区域发展。公司在邻近乡镇征用

土地百余亩，计划分期投入 2 亿元，成立

了“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高档全树脂砂布卷、砂纸卷、涂层砂纸、

碳化硅耐水砂纸等。由此，金牛研磨发生

了质的变化和飞跃，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所开发的 KC405 碳化硅全树脂水砂纸，基

体柔软、韧性好、防卷曲，适用于金属精

细打磨及木材油漆面打磨 ；KC572 棕刚玉

全树脂涂层砂纸，基体柔软、韧性好、防

堵塞，适用于木器、金属表面打磨等。

2006 年，根据市场需求，他再次出手，

投资成立“常州亚洲研磨有限公司”。投

资 600 万元从意大利引进砂纸生产线，年

产能为 1300 万㎡，当年便投入运营。主

要生产涂层砂纸、碳化硅耐水砂纸等，进

一步扩大了纸基产品的生产能力。

这一年，常州金牛研磨完成涂附磨具

产量 1300 万㎡，产值 1.4 亿元，销售收入

1.55亿元，利润 1800万元。与 2002年相比，

仅用 4 年时间，公司产量、产值、销售收

入、利润就分别增长了 2.6 倍、4.6 倍、4.8

30 31中国涂附磨具   2017. 第四期 中国涂附磨具 2017. 第四期



封面  COVER

在全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供大于

求的背景下，金牛产品始终供不应求，靠

的是什么？靠对市场需求的准确把握，靠

对产品的准确定位，而最关键靠的是企业

长期以来修炼的内功。

金牛研磨有职工近 500 名，这些员工

能不能凝聚力量，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

保质保量完成本岗任务，需要有一种精神

作为支柱。针对公司实际，杨建华提出了“勤

奋、务实、诚信、创新”的企业精神，“勤

业、敬业、精业、创业”的员工精神。前

者是企业文化的奠基石，后者是企业文化

的落脚点，互为贯通，相得益彰。公司将

这种精神作为引领，合理地契合、融入到

各项规章制度中，灵活地运用贯穿到具体

的日常中，并不刻意求之，特别地去做些

什么，而是潜移默化，心领神会，化身为

各自的精神信仰，付诸于具体的工作，这

就是企业文化的作用，并不需要轰轰烈烈、

大张旗鼓，虚张声势。

2008 年，金牛研磨建立中国共产党金

牛研磨支部委员会，杨建华董事长兼任党

支部书记。这个组织和党员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是宣传、理解

企业文化，落实推动企业精神的有效载体。

2009 年公司建立工会委员会，不定期

组织员工进行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组织

龙灯迎春活动和每年的外出参观旅游活动，

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合法待遇，“五险”

全覆盖，从去年开始，逐步实行住房公积

金制度。

在金牛的崛起过程中，曾伴随着行业

翘楚、曾经合作过的上海砂轮厂破产。对

此，他考虑最多的是导致企业破产的症结

在哪里？他总是告诫大家：金牛还存在很

多问题，得每天进步。像这样一个初具规

以人为本，于无声处勤耕耘

万元进行产品柔曲设备的引进，进一步提

高金牛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在引进国外先

进装备的同时，引进国内外先进的在线检

测装备技术，使砂布制造由传统的人工凭

经验控制变为机器凭数据检测控制，产品

的误差由过去的 10%，下降到 5%。

2015 年，公司投资 8000 万元，引进

世界先进的德国砂布生产线、韩国布基处

理线并投入运行，缓解了企业多年来产能

严重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使

企业的制造能力得到全面升级。主产品涵

盖布基和纸基两个领域，到目前止，公司

已具备年生产布基产品 2200 万㎡，纸基

产品 3000 万㎡的生产能力 ；布基系列产

品品种 20 余个，纸基系列产品品种 10 余

个。目前拥有国有土地 300 余亩，建筑面

积 12.5 万平方米，净资产 3.63 亿元。2015
年、2016 年、2017 年三年共计实现销售收

入 14.05 亿元，上缴国家税收 1.35 亿元，

实现利润 2.27 亿元，在全国涂附磨具行业

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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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平常的砂布、砂纸产品，其生产

过程复杂，工艺要求很高，涉及纺织、化工、

造纸等多个行业。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一直是他的用人之道。为保持工艺的先进

性，保证产品的正品率，保证企业的管理

在正常轨道运行，金牛研磨从专业眼光出

发，不拘一格地引进各类人才为企业服务。

外聘博士、硕士多名，建立了一支 50 余人

组成的工艺、品管、企管实用性管理团队。

这个团队的成员中，一部分人的文凭并不

是那么高，学历也不是多么硬，但长期的

一线实践，超前的管理理念，过硬的操作

能力，让他们充满了自信，充满着动力，

轻松自如地操控着企业的运转。这些专业

人才，有的直接在生产一线，有的在搞产

品研发，但目的只有一个，竭尽全力为金

牛研磨服务，提供支持和力量，保障公司

的稳定发展。这就是他“以人为本”理念

的具体体现，这也是慧眼识人，求真务实

的战略眼光，更是用人不疑，人尽其能的

战术运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牛研

磨从第一台自制简易生产线开始，虽说在

设备上投入不断，但都停留在一般水平上，

以国产设备为主。随着市场的需求和产品

质量的要求，近十几年来，金牛研磨先后

从意大利、韩国、德国引进了多台（套）

设备，虽然成本比国产设备高，但性能优

越，操控便捷，生产效率高，质量控制稳定。

模的企业，哪一个环节出点问题，只要一

两个月，产品就会堆积如山，陷入重重危

机、相当被动的局面！因此，走稳每一步，

走好每一步，才能让企业走得更远，这就

是“牛”的小步快走，踏实稳重的风格。

扬长避短，自成一体，立足国内中低端市

场，拓展东南亚市场，扎扎实实，行稳致远，

以多取胜，以质取信，做性价比最好的产

品，让产品说话，让客户满意，让市场放心，

这就是金牛研磨的自我定位。

金牛研磨的市场分布广泛，覆盖面大。

并建有强有力的销售团队和营销网络，设

立内、外两个销售部门和广州、郑州、河北、

成都等办事机构，为客户提供优质、便捷

的配送和售后服务。公司的内外销比例为

9 ：1，并每年以 20% 的速度递增。20 多

年的历练和阅历，他对全国涂附磨具行业

市场了如指掌，把产品定格在什么位置上，

他更是成竹在胸，自信满满。他说，金牛

的产品不是最好的，但性价比一定是最高

的。金牛不急于赚一时的眼下钱，而是让

利给客户，培育更大的市场。他说，“市

场是大家的，利润要大家一起赚”。正因

为如此，确保了公司的稳定发展稳定客源，

公司的前 10 位大客户均与公司合作超过

了 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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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华深知，靠一两款产品通吃市场的

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更何况我国正处在一个

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靠一成不

变的反复加工，就只有死路一条！国内涂附

磨具行业经历了蓬勃发展，产品应用范围极

为广泛，但像军工、IT 等高精尖涂附磨具，

仍然被国外企业或合资企业所垄断。在市场

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把握自己企业

的现状，如何评估自身企业的实力，如何为

客户提供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如何适应市

场的需求，这些都是杨建华着重考虑的问

题。毕竟，金牛研磨是从个体小企业演变而

来的；毕竟，自己的装备原本都是自行设计、

国内生产的；毕竟，企业的工艺水平还远不

能与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

正是由于客观地解析自己的企业，合理

的市场定位，金牛研磨以最优的性价比产品

使企业稳步发展，并逐步掌握了某一领域的

引领权、话语权。那么在原辅材料价格不断

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而产品价格维

持稳定的前提下，公司是怎么做到每年递增

20%，税赋达 8%、销利率达 15% 以上

的呢？那就是坚持行稳致远，向管理要

效益，向创新要效益，向服务要效益！

一是严把原辅材料采购关。公司

一年度中的原辅材料采购高达 3-4 亿元

人民币，整个采购过程紧一紧，松一松，

结果大不一样。对大宗原辅料的采购，

金牛研磨有一套严格的管控程序，做到

货比三家，在同等质量、同样服务的基

础上，择价而购，从源头上管理好成本

控制。例如对原布的供应，公司从产棉

区直接采购棉花，委托纺织厂按混纺比

例纺纱织布，既能降低采购成本，又可

保证棉花质量，确保布的含棉量稳定。

为了稳定产品，每种原材料，只选择

1-2 家企业长期合作，不靠关系靠稳定，

也不拖欠货款，有些企业已合作 20 多

年未变。

二是严控产品质量关。产品成品率

的高低、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的

牛研磨近年来用于环境保护的设施投入超

过了 3000 万元，建有净化塔喷淋塔 6 台

（套），各车间都装有废气收集装置，经净

化后排放；产生的废水原来委托污水处理

厂有偿处理，达标排放。2017 年又投入

400 万元，自建污水处理系统一套，10 月

份已投入使用 ；2016 年度对燃煤锅炉，燃

柴油系统进行了改造，改用天然气锅炉供

热，总投入在 500 万元左右。大投入带来

好效果，2016 年公司顺利通过了相关部门

组织的“环境影响评价验收”并申领了排

污许可证。

借鉴进口设备的优点，公司对原有设备进

行改造，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司现

有各种设备 70 余台（套），大都是近些年

引进或经过技术改造的。

涂附磨具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不同程

度地产生“三废”，初始阶段，由于各个

层面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或多或少都会

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进入二十一世

纪以来，国家对环境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

对造成环境破坏的单位重拳打压。企业自

身的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容易造成

环境污染的节点治理力度也不断加强。金

行稳致远，直挂云帆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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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得稳才能走得远，任何冒险激进、

虚妄浮躁，他都会付之一笑。他多次婉辞

了相关方面意欲给他的各种荣誉。相反，

却热衷于公益和慈善事业，一次性认捐地

方政府慈善基金 150 万，每年向慈善基金

会捐款 8-10 万，邻近村修桥铺路，村民生

活遇到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成功的人

其实无需虚名来锦上添花，企业、品牌、

产品和口碑是最好最高的荣誉！

展，产品市场占有率居高不下。而作为企业的掌

舵人，杨建华本从市场到采购，从业务到行政，

从工艺到设备，从产品到研发，全都举重若轻，

驾轻就熟。务实勤奋，行事低调是杨建华的一贯

作风，一如一头牛，勤奋、稳重、踏实、执着，

不事张扬，不慕虚名，“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

着总比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说来的实惠”。对

他来讲，能够做事是一种快乐，做成了事会有一

种成就感，是一种更高的享受。这些年来，公司

除了凭借硬实力、真数据从常州市、新北区、地

方政府颁回一些奖牌奖杯外，不企求其他荣誉。

企业连续三年获常州市颁发的重大贡献三星奖

牌。

效益。金牛研磨从工艺、品管、生产的每

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流程，千方百计提高产

品成品率，降低残次品的发生率，生产过

程实行全员绩效考核责利挂钩，生产现场

全面实行“6S”（整理、整顿、清扫、清

洁、素养、安全）管理，坚持每月检查考

核，并与绩效挂钩。各项工作都以数据说

话。2014 年公司投资 500 万元，对每条生

产线进行在线检测设备改造，投资 200 多

万元进行产品柔曲设备的引进，进一步提

高金牛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在引进国外先

进装备的同时，引进国外先进的在线检测

装备，使砂布制造由传统的人工凭经验控

制变为机器凭数据检测控制，产品的误差

由过去的 5-10%，下降到 0-5%。

三是不断开发中高端产品。2013 年金

牛研磨投资 1.65 亿元扩产升级，启动常州

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布基砂带、纸基砂带

项目，形成年产布基砂带、纸基砂带 5500
万㎡生产能力，一些产品向中高端进军。

KX663 锆刚玉 X 型混纺布基砂布，磨料切

削能力出众，基体同步消耗性好，磨削效

率高，金属表面打磨光滑，适合于转换生

产百叶片、平面砂布轮等，用于不锈钢等材料

的打磨抛光；KX765Z 锆刚玉 X 全棉布基砂布，

与 KX663 具有同样的磨削效能，目前主要是

出口到国外。

四是恪守财务制度关。金牛研磨虽然是股

份制企业，但财务管理并没有半点松懈，应该

缴纳的各项税费应缴尽缴，不拖不欠；不符合

财务制度的费用绝不违规列支 ；对土建工程、

设备的投入全面建立预审、监审和决算制度，

防止过程中的“跑冒滴漏”；始终加强对发出

商品和应收货款的管理，使其保持在合理的范

围，促使资金的流动，加快资本的流转速度。

公司的财务报表只做一套，到哪儿都一样，绝

不弄虚作假。与客户的资金往来，计算到小数

点后 2 位，该多少就付多少，账目清清楚楚。

五是把住定岗定位关。每条生产线，每个

岗位精确定岗定编，避免造成人力浪费。5 条

生产线分两班 24 小时生产，人尽其责，物尽

其用，保证人均产出在 100 万元 / 年以上，尽

量提高劳动生产率。

正是这种全方位的管理，全方位的创新，

全方位的服务，保证了金牛研磨扎实稳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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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业界都认为“金牛研磨”具备条件，

将要做 IPO 成为上市公司之际，杨建华选

择了与上市公司博深工具进行资产重组。

他认为，选择重组，实现强强联合，既能

快速进入资本市场，又能继续掌控现有企

业，看起来钱是少了不只一点点，但诚信

还是最重要的，人生并非仅仅为了钱而生

存着！

博深工具于 2009 年在深交所上市，主

要从事金刚石工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是国内超硬材料制品行业的龙头企业。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公司营销网络覆盖海

内外，与国内 300 多家经销商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关系；在美国、加拿大、泰国、韩

国设有子公司，外贸业务覆盖了美洲、欧洲、

东南亚、中东、北非等多个海外市场。公

司国内外业务均衡，是国内少数拥有全球

性销售网络的金刚石工具企业。两家公司

协同效应明显，金牛研磨的产品优势与博

深工具海外销售渠道的优势相结合，其产

品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潜力将得到充分发挥，

助力金牛研磨销售收入更快增长，作为磨

料磨具行业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市场地

位将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规范的运营机

制，也会使金牛研磨在现代企业建设方面

再上新台阶，更加规范地做大做强金牛研

磨的蛋糕。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中将有

近 3 亿元资金用于金牛研磨的产能扩张和

研发中心建设，助力金牛研磨更快更好地

发展。

此刻，中国证监会无条件通过了博深

工具与金牛研磨的重组方案，陈怀荣董事

长与杨建华董事长两双手紧握在一起。杨

建华的心中，已经在谋划未来几年的发展

构想。

长路漫漫再求索，风物长宜放眼量。“金

牛”已插上资本的翅膀，让我们共同期待

金牛研磨的再次腾飞！

                                            （常州金牛供稿）

 本栏目责任编辑：范晓玲

强强联合，“金牛”插翅欲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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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上午，会议在贵阳西苑锦润酒

店一号会议厅召开。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

东、高级顾问王明远，27 位专家委员会委员以

及协办企业代表和工作人员共 40 多人参加了会

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明耀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时，协办单位、贵州达众第七砂

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祥栋先生首先致

辞。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先超作了《专家

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 2016 年度的工

作，提出了 2017-2018 年度的工作计划。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邹文俊在会上作了专

题报告：《涂附磨具行业的三废处理技术》。报

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前的严峻形势以及“环

保高压形势下涂附磨具行业怎么办”、重点报告

了有关“废气”、“废水”和“固体废弃物”的

处理技术、原理和方法。报告对于当前形势下

的行业企业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聚焦环保    建言献策

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员2017年会于贵阳召开
2017 Annual Conference of CNCAA Expert Committee Held in Guiyang

11 月 10-12 日，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员会 2017 年会于贵阳召开。会议认真

总结了 2016 年全年及 2017 年上年度的工作，规划了 2017—2018 年的工作计划 ；评审了 2017 年度专

业技术职称；同时聚焦行业的“环保”问题，进行了深度研究探讨，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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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的最后环节，与会人员围绕专家委员会

2017-2018 年度的工作计划展开了热烈讨论。行业

的环境保护、信息咨询、品牌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

问题成为关注焦点。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邹文俊、

高级顾问王明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新力、

委员陈云、黄曦、宋红林等先后发言，提出了富有

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关于行业的环保问题。高波委员提了一个

很好的建议。按照国家政策、环保的技术要求，怎

么为行业提供一套解决废气、废液、废固的处理方

案，让大家一起去做，这样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财力。这个方案提得很好，但怎么去落实要很好研

究，可以由涂协秘书处牵头，组织专家委员会参与，

把这个事办好。

2、关于品牌建设。应该列入协会的工作计划。

评审优质产品，强化行业品牌建设，为企业的产品

在行业宣传、在用户中宣传打下基础。评审著名品

牌、产品，可以分几个档次，比如著名品牌，优秀

产品、信得过产品等。专家委员会要参与这项工作。

3、关于信息工作：河南工大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已组织积从各国学成归来的博士，将欧美的超

硬材料专利全部收集起来了；今年下半年将涂附磨

具方面的几十个专利全部翻译成了中文，可以提供

给行业企业。

4、关于引进人才、引进智力，要引进其它行

业的专家学者讲座授课，包括自动化机器人、检

测方面的、环保方面的、管理、财务等等方面的，

都可以请来开讲座；另外职工培训方面应再加强一

下。

这次会议还对《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和《职

称评审条例》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

会议结束后，与会代表参观了贵州达众第七砂

轮有限责任公司。11 月 12 日和 13 日，部分与会

代表参观考察了贵州三山研磨有限公司和贵州开

阳三环磨料有限公司。

专家委员会陈云委员发布了论文：《环保技术

与解决方案磋商》，介绍了近年来在环保方面的最

新研究成果以及该技术在多家企业试验应用的效

果。报告受到与会代表的重视。

围绕当前行业面临的环保问题，多位委员先后

发言，交流经验，建言献策。边国民委员、谢果委

员、罗俊委员分别介绍了广东太尔、四川固锐和湖

北玉立在治理三废，保护环境方面的先进理念，治

理措施及取得的成效。高波委员在发言中分析了行

业当前面临的形势，分享了对保护环境的认识，提

出建议：由行业协会牵头，在三废污染治理的技术

与装备方面统一标准，资源共享，使企业少走弯路，

节约成本。

应邀参加会议的武汉乘愿环保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销售经理李军臣，在会上介绍了一种治理废

气污染的添加剂净味技术，为行业的环保治理开辟

了新的思路和新的途径。河南伊川东风的代表赵刚

强在会上提出了关于规范涂附磨具磨料标准与应

用的建议。

为本次会议提供大力支持的贵州三山研磨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元举先生也在会上讲话。

下午，会议进入职称评审环节。在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邹文俊的主持下，专家委员会秘书陈德光

介绍了参评审人员的情况；每位专家对照评审条

例，对 11 名中级职称申报者和 3 名初级职称申报

者逐一进行无记名投票；由会议推荐产生的四位计

票、监票人李剑、高丙元、谢果、陈德光对投票结

果进行统计。十四位参评人员全部获得了三分之二

的得票率，顺利通过职称评审。

44 中国涂附磨具   2017. 第四期



专家委员会2014年会   2014 MEETING OF EXPERT COMMITTEE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专家委员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2016 Work Report of Expert Committee

在过去的一年里，专家委员会在协会的领导

下，紧紧围绕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这一主

线，开展了多种有效活动，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

一、2016年度工作汇报

1、召开专家委员会 2016 年会，顺利实现专家

委员会的新老交替

分会专家委员会 2016 年会于 9 月 19 日 -22 日

在广东省惠州市召开，会议主要完成了以下四项主

要议题：一是修订了专家委员会工作条例，顺利进

行了组织机构调整，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实现了

专家委员会的新老交替。高忠、李道育、黎珊玉等

9 位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委员退出了一线

工作，成为第一批名誉委员，3 名委员因工作关系

退出了专家委员会；新增补了 21 名工作在一线的

中青年委员，为专家委员会增加了新鲜血液和新

生力量，使行业的这一智囊参谋机构更具代表性、

更有朝气、更有活力；二是认真研讨了《涂附磨具

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大家为行业的未来发

展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献计献策；三是评审了

2016 年度涂附磨具行业专业技术职称（从申报人

员中共评审出 4 名中级职称、4 名初级职称）；四

是黄云、陈云、康根正、王鹏、王胜国五位专家委

员分别做了《砂带磨削技术与理论研究》、《废弃离

心法处理原理与装备》、《流体力学在磨料冶炼中的

应用》、《拉绒磨片研制技术报告》、《国外磨料磨具

设备工艺点评与涂附磨具 2025》专题技术报告。

2、鼎力支持《中国涂附磨具发展史》的编写

工作，为正式出版发行奠定基础

编写《中国涂附磨具发展史》是我行业的一项

重大工程。从立项以来，专家委员会的多位委员尤

其是老前辈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来编写这

部发展史。李砚咸、张长伍、高忠、黄国栋、赵新

立等亲自执笔撰稿；去年发展史的编写工作进入修

改、审稿阶段，专家委员会的十多位委员参与发展

史的修改、审稿工作，为这部近 50 万字的行业发

展史出版做出了较大贡献。

3、发挥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作用，推进行业

协会的技术服务

分会以数控砂带磨削试验机为基础建立的行

业公共服务平台，如今已得到多数行业企业的认

可。2016 全年，平台分别为河南王牌砂布制造有

  （文 / 图   华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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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进行。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广泛吸纳各方面意

见和建议，逐步将其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涂附

磨具技术论坛，使之成为行业协会的一张靓丽的名

片、响亮的品牌）。

2、组织召开专家委员会 2017 年会，总结

2016 年度工作，提出 2017、2018 年度工作计划；

开展行业技术职称评定；围绕行业标准制订、国家

日益严厉的环保法规及监管政策对企业的影响等

主题展开研讨、建言献策。

3、继续推进行业产品质量检测工作。通过以

数控砂带磨削试验机为基础，与国机精工和其他骨

干企业检测试验室实施多种形式合作，建立起行业

公共服务平台，扩大服务范围，为会员企业提供以

样品性能质量检测为基础的多种服务。启动第二批

数控砂带磨削试验机的征订、制造工作，使试验机

在规范行业标准和企业转型升级工作中发挥积极

作用。

4、充分发挥分会会员单位中河南工大、中机

六院、三磨所的技术优势作用，为企业的转型升级

工作提供诊断咨询服务，使企业少走弯路。

充分发挥知名专家委员的技术智慧、信息优势

和社会影响力，引导行业企业多申报各级政府科技

项目，通过争取各级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和激励政

策扶持，助推企业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企业的健康

发展。

5、加大行业创新型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积

极组织行业专家开展讲座，加大对现有行业科技人

才、技术工人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工作；根据《中国

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奖励条例》，开展

行业技术成果鉴定和进步奖评审活动，为行业科技

创新工作提供基础保证和支撑。

6、继续推进产业联盟形式的行业创新新机制。

推动行业深度交流与合作，坚持开展与行业上、下

游行业组织的联络、合作机制，促成行业上下游企

业结成战略联盟的方式，形成一种新型的产业生态

圈，优势互补走共同发展的道路。

7、继续开展行业标准 / 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把工作重点放在基础性标准，如：试验检测方法标

准方面，为规范行业管理打好基础。

限公司、广州市恒生五金贸易有限公司、湖北中研、

陕西德赛、许昌银星纳米、伊川东风、白鸽磨料磨

具等多家公司提供的样品进行了检测服务，为行业

企业提供了基础性、权威性的检测。在磨削试验机

推广和应用方面也取得了明显成效。2016 年 2 月，

协调苏福马公司完成了对首批行业企业订购 6 台试

验机进行安装调试和不确定度考核测试，标志着分

会专家委员会自主研发的数控磨削试验机在行业

骨干企业中投入到实际运用阶段，各应用厂家对试

验机的测试精度、设备运转的稳定性、安全性、易

操作性等均给予了肯定。磨削试验机在行业的推广

和应用，将有力地推进行业基础研究和技术进步。

4、深入调研涂附磨具在高端制造领域的应用

情况

2016 年 3 月，为了解涂附磨具在高端制造领

域的应用情况，分会组织部分专家委员会委员和会

员单位代表走访了上海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机器人事业部和安川上海机器人中心。并与安川电

机中国机器人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人员、日本砥粒加

工学会研磨布纸加工技术专门委员会委员长北嶋

弘一先生等人，就涂附磨具在机器人领域的运用进

行了交流，并邀请北嶋弘一先生在 5 月份的行业大

会上做了技术报告。通过此次走访，初步了解了涂

附磨具在高端领域的应用情况，增进了双方的了

解，为今后进一步交流打好了基础。

5、推动协会标准进入实质性制订阶段协会 团
体 标准制定工作细则

去年四月份总会发布了《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工

作细则》后，分会开始组织进行《涂附磨具用煅烧

棕刚玉标准》立项上报工作。该标准项目是伊川县

东风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提出的，是否可以作为行业

的指导性标准，今年上半年向分会的 13 名在总会

注册的标准化专家征求了意见，有 9 名专家回复同

意立项意见，四名专家未回函。征求意见后，成立

了由三个磨料生产厂和一个使用厂组织的标准起

草工作组，即伊川县东风磨料磨具有限公司（组长

单位）、禹州市银星磨料有限公司、登封市蚂蚁磨

料有限公司和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公司。七月下

旬按《协会团体标准制定工作细则》要求，将立项

有关材料上报总会待批。

总之，这一年来，专家委员会在分会的领导下，

在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一些力所能及

的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

新，但这些工作与广大会员对专家委员会的期望、

与行业发展对我们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比如：

活动数量少，有些活动的效果和深度也不能让大家

完全满意；未能继续加深和扩大与涂附磨具下游应

用领域的交流；开展服务方面深感力不从心等等，

这些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尽快解决。

二、2017、2018年度工作计划

鉴于 2017 年已剩下不到 2 个月的时间，专家

委员会的工作计划将同时规划 2018 年的工作。

根据分会理事会的工作计划行业企业的迫切

需求和与专家委员会部分成员的沟通情况，现提出

专家委员会 2017—2018 年度的工作计划建议：

1、组织举办 2017 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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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储气的罐、反应釜、排气锅炉等一共大小 29 个，

呼吸口没有一个直接排空的。在能耗方面，我们把

甲醛反应热脱出来的氢作为气锅炉燃料，现在生产

的能耗大概 40% 多通过脱氢装置的燃烧锅炉提供。

另外利用化学反应产生的差热和低压蒸汽用来发

电；明年可以做到甲醛工厂的零耗能，不用耗电，

工厂自身产生的热能基本上就够用了。

今年已经做到了贴面纸厂的零废物，包括气、

水、固废排放为零；第二个目标是明年甲醛厂零耗

能，树脂厂能耗降一半。碳排指标按行业标准算

是占能耗的 30% 多，也就是说别人比我们要多耗

一两倍。废水处理的商业成本是 4700 元 / 吨，我

们自己废水处理的成本不到 50 元 / 吨。由此来看，

实际上我们在环保方面是赚了钱的，与研发资源的

投入可能相等。前期的研发设备，一次性投资、投

入很多，前前后后大约投入了 3000 多万元。

关于固废处理技术，我们用的是蓄热式热力焚

化炉 (RJO)。2004 年上了一套，后来又上了一套，

当时国内没有，从美国引进。按现在的成本运行，

根据产量一年摊成本 270 万—330 万之间。现在我

们自己研发的处理技术比国外技术达到的等效值

更好，而且排放量比国家要求的标准还低一个数量

级。

今年我们经历了国家、省及地区大大小小的车

轮式环保检查 13 次，通过最后一轮检查，全行业

的 8 个工厂，关了 7 个，只有太尔幸存，我们在环

保上下的功夫和花的钱没有白费。

我认为，环保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行

业内建立生态系统。企业应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去提

升环保改善设施，否则在恶性竞争下都没有利润，

哪有钱、有精力去搞环保？所以我们也在呼吁反倾

销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机制这个问题。企业必须要

有合理的利润空间，不说暴利但至少要有利润，这

样才能进行技术改造和环保治理。

第二点就是要提高环保意识。过去认为环保是

花钱烧钱，但“不烧”就会把自己“烧”了，没有

其它路可走。但从我们的经验看，我们算了一下帐，

投入环保的钱基本上也都挣回来了。这就是说，搞

环保不一定都赔钱，关键是要做好资源的再生再利

用；搞环保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有决心。

做到以上两点，企业的环保问题就一定可以解决。

四川省三台县固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谢果

关于环保我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我认为

还是认识问题。早期大家的环保意识不够，都有一

个侥幸心理，觉得国家可能搞一阵子就不搞了，很

提高环保意识  推进绿色发展
——部分专家委员建言献策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sciousness,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十九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

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

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11 月中旬，在贵阳召开的

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员会上，围绕行业面临的突出

的环保问题，多位专家委员发言，分析行形势，交

流经验和体会，分享企业在节能减排、环境达标方

面成熟的技术和做法，为推进行业绿色发展建言献

策。

太尔胶粘剂（广东）有限公司  边国民

关于企业的环保问题，几年前我说过，如果现

在是“选作题”的话，那么将来肯定是“必作题”，

但没想到“必作题”来得这么快。对于环保，我们

企业准备得比较早，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给自己留

后路。目前，执行排放标准对我们来说已不是问题，

工厂所有的废水全部进行了处理，首先是对 7 种不

同的废水进行了分类，比如洗地的、洗桶的、洗釜

的、反应釜储灌洗气的， 还有蒸馏出来的水、贴面

纸的废水等，针对每一种废水都有一种不同的解决

方案，这些废水处理过后全部再回收利用，这大概

用了三年时间。目前，每个月的废水处理量在 450
吨到 500 吨。如果自己不及早准备，及早想办法，

如按现在处理废水的成本 4700 元 / 吨，我们厂肯

定要关门了。

在具体做法上，是把所有的污染源先进行分析

分类，然后按照轻重缓急全部做了处理，包括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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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为什么不能先制定一个标准出来？甚至还可以

由协会出面，跟国家环保部门谈相关的环保要求，

然后按照这个要求和标准去做，这样每个企业都可

以少投资。我一直在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如果这个

标准做出来，为企业节约的不是几十万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害怕环保。一

直以来我们生产出来的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产

品升级换代缓慢，缺乏新思路、新想法、怕投入。

过分依靠单纯的成本核算来制定产品销售价格，而

当原材料产生供应变动时，无法消化价格的上涨，

大家苦不堪言。都是看谁先涨价，跟着走，看着走，

怕丢市场份额，怕丢客户，主要还是因为企业没有

核心竞争力。所以在环保问题上面，我认为是越严

格越好，迫使企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企业，可以

使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

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俊

在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湖北玉立实实在在做

了几件实事：

一是精心打造海绵工厂。2013 年 12 月，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

化的“海绵城市”。玉立集团围绕总书记讲话，将

樊牌新城玉立工业园建成了一座“海绵工厂”，也

就是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

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工业园总体规划设计

时，董事长就提出“清污分流、雨水收集利用，污

水处理回收利用”的总要求，项投总投资 600 多万

元，日处理废水 1500 吨，达到工业园内所有用水

全来自雨水收集及污水处理后回收利用，完全可以

满足工业园生产、生活、消防、绿化、美化等方面

的需要。玉立工业园园区内的 9000 方景观水池和

20000 方蓄水池给雨水收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在确保排水防涝安

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厂房区域的积

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

保护。玉立集团致力将樊牌新城玉立工业园打造成

“环保型工业园”。

二是大力发展光伏发电。走进通城县樊牌新城

玉立工业园，抬头看到闪闪发光的屋顶，就是玉

立集团引进的环保节能项目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

工程。让屋顶变成发电“利器”，光伏发电助推玉

立节能降耗，朝着绿色环保方向发展。玉立集团

6MWp（兆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项目总

投资 5000 万元，包括本体建设外工业园供电专线

外网投资改造、总高压开闭所、1-2 号车间配电工

程、屋顶视频监控系统、屋顶组件清洗管网等设

施设备。整套发电系统不设储能装置，自发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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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没有认真去思考企业究竟应当如何搞环保。在

固锐，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包括树脂

这一块，我们是跟专业团队合作来解决，这种技术

现场比较简单，用的是水洗和光固化，基本上能解

决环保问题，环保部门也认可。

另一个问题到底是真正要把环保做好，还是应

付政府？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其实有不少企

业已有环保设施和设备，但不少没有正常运转。为

什么？因为没有足够的利润来支持这些设备的运

转。当然能像太尔那样把废水废气收集起来重新再

利用，反而是省了钱。

第二、做企业还是要有环保意识。究竟有没有

从刚开始投入的时候就思考到安全、环保问题，有

没有环保观念？比方说酚醛树脂存在应用上会产

生污染，而且很严重。那么在七八年前，我们使用

的树脂就花很多钱改为水溶性的，这样污染就很小

很多。虽然当时在研发的时候，制造上会有很多麻

烦，但起码对环保有个交代，可以保证企业稳定地

生产运营。近来无论在四川还是广东，我们的企业

经过了环保部门的反复检查都顺利通过。因此不论

企业大小、税收多少，都要实实在在地认真面对环

保，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第三、希望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次专家

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很好，边总提出了建立良

好的行业生态系统的建议，我认为非常好。确确实

实我也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行业生态环境，这样企

业才有办法去搞创新、搞环保、搞安全、搞研发，

否则企业没有利润，做什么都是一句空话。所以我

希望我们的协会、专家委员会，以及标委会协同努

力，为企业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生态环境。 

佛山市顺德区齐而升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高波

这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制造厂都在说，想涨价而

不敢涨，原材料有钱也买不到，特别是磨料。其实

对于制品企业来讲，涨价不是问题，但涨以后的常

态是什么？作为价格来讲，实际决定了这个行业有

没有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因为只有盈利了，企业

才能投入资金做环保。

在梅州常务理事会议期间我就提出，我们行业

环保能否做个标准出来，砂布如何做到环保，而且

所做的设备各一定要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比如白鸽

在郑州，小太阳在广东，他们两家都是做砂布的，

那么环保设备就可以共享了。这个设备标准把它做

出来，让会员单位以及这些制造厂别再盲目投资，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现在的状况是每一

家都在投资，都在交学费，这个花费是不少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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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电上网。光伏发电系统可以说是零污染 , 直接可

减少燃煤火电装机，按照燃煤装机排放的不同类型

温室气体换算成二氧化碳 , 本项目全年常规能源替

代量为 1879 吨标煤 , 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4824 吨 , 
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 98 吨 , 减少粉尘的排放 24 吨 , 
减少氮氧化物的排放 16 吨 , 年减排效益 220 多万

元。玉立工业园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经济、环保

效益显著，为太阳能利用及光伏发电产业在通城的

应用做出了示范。

三是工业废气的回收和利用。玉立工业园生产

线安装有机废气治理、回收装置，将生产过程中挥

发出来的有机废气进行回收利用，不仅可以杜绝其

对环境和人身的危害，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机废气回收治理，是玉立砂带集

团根据国家节能减排要求以及自身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凭借 30 多年的涂附磨具生产经验以及“三废”

处理经验，综合各类废气处理方法，独创的一种成

本低、效率好的废气回收治理工艺。该系统采用电

脑自动化控制，操纵方便、简单、直观，可实时了

解系统运行状态。废气治理、回收装置不仅有效改

善了厂区及周边的环境，降低了废气污染，同时回

收了大量的溶剂油。溶剂油每天投放量约 4500kg，
回收率 75% 左右，每年可回收溶剂油 1012.5 吨，

也即每年减少 1012.5 吨有机废气的排放。该工艺

不仅解决了生产过程中废气达标排放问题，而且通

过回收有机溶剂回用到生产的运行模式，解决了废

气治理中的高成本难题。

工，造成回头料偏多，形成资源浪费；

2、不同企业的标准各不相同，磨料生产企业

为满足不同客户的供货需求，需要对不同企业标准

的磨料进行库存备货，这样造成磨料占用、仓库集

压、管理成本上升；

3、由于各企业的标准不同，造成生产时需要

加工一定数量后更换筛网或加工设备，投入到另一

标准的加工过程中，频繁地更换生产设备、场地，

造成批次物料稳定性下降，生产用设备成本上升，

更不利于下游涂附磨具产品质量的长远稳定。

对于整个行业来讲，由于各企业各自为政，标

准混乱，也使国内产品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影响。

在涂附磨具的创新升级过程中，原材料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因素，而磨料更是一个关键因素。做为

涂附磨料生产企业，我们将会以不屈不饶、精益求

精的匠工精神和坚定信念，矢志不渝地追求原材料

的不断进步和超越。同时，我们也倡议国内涂附磨

具企业，在磨料的应用上能够理性规范，尊重标准，

互利共赢。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新产品的开发上

能够上下游携手，共同研发，形成合力，促进中国

涂附磨具的持续进步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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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涂附磨具用磨料

标准与应用的建议
涂附磨具分会原材料委员会主任委员 石铁拴

Suggestions on Standards and Applications of Abrasive Grains for Coated Abrasives

作为涂附磨具分会原材料委员会主任委员、涂

附磨具原材料生产企业，我想对目前涂附磨具用磨

料粒度组成的标准事宜，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砂带磨削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一项

较完整且自成体系的新的加工技术。因其加工效率

高、应用范围广、适应性强、使用成本低、操作安

全方便等特点而深受用户青睐。在国外，砂带磨削

技术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其加工对象和应用领域日

趋广泛，它几乎能加工所有的工程材料，从一般日

常生活用具到大型宇航器具无所不可应用，并已成

为获取显著经济效益的一种重要手段。我国砂带在

协会及涂附磨具企业的带领下，立足创新，涂附磨

具企业在布、胶、磨料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发展。

粒度组成，目前日本、韩国等国外涂附磨具行

业要求严格按欧标（FEPA 标准）或国际标准 ISO 
6344-1998，而我国制定有国家标准 GB/T 9258-
2000，但大中型涂附磨具企业各有自己的企标。企

标，顾名思义就是企业标准，企业采用在国标的基

础上调整粒度组成分布作为自己的标准，以突出产

品的特点，从而影响磨削时的精度、效率等指标。

国家标准 GB/T 9258-2000 是由国家标准化委

员会参考国际标准制定的涂附磨具用磨料粒度组

成标准。粒度组成检测的筛网校准，采用郑州磨

料磨具磨削研究所有限公司生产的 P 标准砂进行，

标准砂数值在国家标准范围内，校准后筛网的修正

值是检验筛网的偏差数据。涂附磨具用粗磨料普遍

采用筛网筛分法检测，而企标的各层筛网数据与国

家标准数据存在一定偏差，采用国家 P 标准砂校

准筛网时，当该偏差较大时，筛网校准数据不能完

全体现企标在筛网上的修正，从而影响企标粒度组

成质量的检测和判定；

对涂附磨具用磨料企业来讲，企标磨料的加工

难度较大，这是因为：

1、企标的粒群分布特殊，需要集中粒度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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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2014年会   2014 MEETING OF EXPERT COMMITTEE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作计划给予充分肯定，建议 2018 年度专家委员会

应重点推进落实团体标准制定、环保设备设施及相

关技术调研论证、人才培训等工作计划。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认为：邹文俊主任委员的

专题报告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前行业面临的严峻

形势，梳理了与涂附磨具行业有关的“废气”、“废

水”和“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技术、原理和方法，

提出了“环保高压形势下涂附磨具行业怎么办”的

应对措施；陈云委员的报告介绍了近年来在环保方

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该技术在多家企业试验应

用的效果；其他委员或代表也分享介绍了先进的理

念和可鉴的经验，这些对行业企业具有很强的指导

和引领作用。

年会经过讨论，表决通过了关于对《专家委员

会工作条例》第四条第 6 款和《技术职称评定工作

条例》第九条的修改议案——其中《专家委员会工

作条例》第四条第 6 款修改为“由于委员违背委员

条件、连续两次不参加委员会活动、委员自身要求

或委员所在单位要求，经专家委员会讨论通过取消

资格，交分会秘书处备案。”《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

例》第九条修改为“协会专家委员会进行职称评定。

委员对照评审条件对各申报人实行无记名投票表

决，出席评审和参加投票的委员人数应不少于委员

总数（一个单位有两名专家委员的应由一名委员投

票）的 2/3，获得不少于到会委员三分之二同意票的，

为通过评审”。以上议案需报请涂附磨具分会理事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正式生效。

年会期间，与会专家委员对有关会员单位申报

行业技术职称的 14 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集中评

定，结果为：潘涛等十一位同志通过工艺技术系列

中级技术职称（工程师）评定，鲍天民等三位同志

通过工艺技术系列初级技术职称（助理工程师）评

定。该评定结果将在涂附磨具分会官网上公示十五

个社会工作日，无异议的，将正式生效并由协会颁

发职称证书。

 本栏目责任编辑：范晓玲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专家委员会2017年会会议纪要
2017 Annual Conference Summary of Expert Committee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专家委

员会 2017 年会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在贵

州省贵阳市召开。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高

级顾问王明远出席了年会；出席本届年会的专家委

员会组成人员有：主任委员：邹文俊，副主任委员：

刘明耀、李先超、赵新力、司文元，名誉委员：黄

国栋，委员：边国民、陈  云、董红雨、高  波、高

丙元、郭玉顺、黄  曦、康根正、林岗、李 剑、罗  俊、

梁少诚、梅传显、彭 进、阮夫良、宋红林、王丽

斋、谢  果、邢介名、赵新立、张长伍，秘书陈德光，

共计 28 人。

贵州达众第七砂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

祥栋，贵州三山研磨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元举、总经

理刘毅、销售部经理李永生，盐城市开元纺织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卞长华，河南省伊川县东风

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刚强，广东小太阳砂

磨材料有限公司高级研发师张继红，佛山市欧蓝德

研磨有限公司总经理熊国林，新沂市张氏磨具发展

有限公司周献明，贵州开阳三环磨料有限公司销售

部经理刘军伟，武汉乘愿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李军臣等 11 人应邀列席了会议。《中国涂

附磨具》主编范晓玲，涂附磨具分会秘书孙跃红也

出席了年会。

年会由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明耀、主任委

员邹文俊先后主持。

年会听取并审议了副主任委员李先超作的《分

会专家委员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

主任委员邹文俊作的环保专题报告《涂附磨具行业

的三废处理技术》和陈云委员作的《环保技术与解

决方案磋商》报告。

本次年会以环境保护为主题，围绕当前行业共

同面临的问题和处境，边国民委员、谢果委员、罗

俊委员分别介绍了广东太尔、四川固锐和湖北玉立

在治理三废、保护环境方面的先进理念、治理措施

及取得的成效，高波委员分析了行业当前面临的形

势，分享了对保护环境的认识，提出了“由协会牵

头，对三废污染治理的技术与装备实施统一标准，

实现资源共享，使企业少走弯路，节约成本”的建

议。

武汉市乘愿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

理李军臣在会上介绍了一种治理废气污染的添加

剂净味技术，河南省伊川县东风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赵刚强代表石铁拴委员在会上提出了关

于规范涂附磨具磨料标准与应用的建议。

围绕专家委员会工作计划和环保主题，分会高

级顾问王明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新力，委

员黄曦等先后做了重点发言。

与会专家委员和列席代表对分会专家委员会

2016 年开展的各项工作和提出的 2017-2018 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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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海因茨 • 于尔根 • 邓恩（Heinz Jüergen Dern ）博士

德国 HJD 技术咨询公司总经理。1983 - 1989 在德国 Raschig GmbH 
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负责公司所有树脂类产品的研发工作； 1990 – 1997 
在 VSM 负责涂附磨具的生产，任产品研发、应用工程和质量管理部门主

管；1997 - 2009 在 Bakelite 和 Hexion 公司工作，任产品应用工程、酚醛

树脂技术研发和质量管理部门主管。 2010 年 1 月至今 创建 HJD 技术咨

询公司为客户做行业研发、应用工程、生产和优化方面的咨询。

报告人：万隆

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超硬材料、特种陶瓷和生物

材料、特种涂料的研究，主持和完成了国家军工课题一项，省部级课题

十六项，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编《超硬材料及其应用》

专著一部。现为中国国硅酸盐学会特种陶瓷分会理事、陶瓷分会理事，

电瓷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超硬材料技术委员会专家、湖南省政协委员。

报告人：孙学敏  

郑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硕导。长期从事经济理论、中小企业

成长与战略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140 余篇，出

版专著 20 余部。《开放架构下的中小企业管理论丛》、《豫商发展史与豫

商案例研究》、《中国地缘性商会治理与发展论丛》以及《农村企业家的

生成与中国传统农业的转变》等学术著作，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报告人简介

Introductions to the Speakers

报告人：黄云  

重庆大学教授、博导、全国人大代表 , 国内砂带磨削顶级专家。985 
平台先进制造技术领域精制造与装备方向骨干专家、全国金属切削机床

标准化委员会磨床分技术委员会砂带磨削机床工作组组长、中国机械工

程学会生产工程分会磨粒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先后主持 863 计划、国防

预研等十余项重要科研项目，解决国内外多种制造业中涉及磨削抛光加

工方面的数十余项工程技术难题。主编砂带磨削专著 2 部，拥有砂带磨

削相关的国家专利 43 项，培养 30 余名硕博士，获得国家与省部级奖多项。

2017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坛（二）   
2017 China International Forum on Coated Abra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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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边国民  

南开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硕士、美国克拉克森大学化学博士。现

任太尔胶粘剂（广东）公司总经理并负责太尔中国的研发。加拿大太尔

研发中心任职 11 年，领导开发了许多重要工业树脂项目。2004 年后转至

太尔中国广东工厂任职， 把太尔在欧美的涂附磨具领域的技术引进到了中

国并根据市场的需求进一步完善。

报告人：兰德斯 StijnReynders 

亨斯迈研磨行业市场开发经理。2016 年 9 月加入亨斯迈聚氨酯事业

部负责研磨行业解决方案的市场开发及推广工作。在加入亨斯迈之前，

兰德斯先生有 10 年的时间在 3M 公司研磨事业部负责技术团队及市场开

发的工作。

报告人：张志军  

3M 中国研发中心资深工程师。2003 年北京理工大学机械工程与 自
动化专业毕业，2005 年加入 3M 中国研磨产品部，一直从事研磨产品的

应用开发工作，2010 年起，专注研磨产品与各种研磨抛光去毛刺设备原

厂的配套应用，其中也包括机器人打磨的应用。 

报告人：邹文俊  

博士、教授、硕导，河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从事

磨料磨具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近年来，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省、市科技

重大专项、基金项目等 20 多项，《纳米 AlN 改性低温陶瓷结合剂金刚石

磨具的研究》、《高品级柔软耐水砂布》等成果分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

三等奖，有 10 项已通过省（部）级专家鉴定。

报告人：王胜国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研究生毕业。郑州威源新材料公司董事、技

术总监。2002 年始，先后在 3M 中国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化工、陶氏

化学及汉森化工等著名跨国公司从事技术研究、开发及技术服务工作；

2011 年发明锆刚玉快速冷却技术，2013 年共同创建郑州威源使第三代锆

刚玉实现产业化 ；近年来研发第二代陶瓷刚玉磨料、黄刚玉取得突破，

并即将量产。

报告人：李枝芳

河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 济南圣泉集团国家级技

术中心副主任，酚醛及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发表专利 60 余篇，2017 年

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发明人。发表文章 20 余篇，参与多项国家标准的编制。

服务磨具行业 10 余年，获得过涂附磨具行业突出成就奖 , 固结磨具行业

产品创新二等奖。所负责的酚醛树脂年销量超过 20 万吨，位居亚洲第一、

世界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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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郑金明

2002 年毕业于河南工业大学磨料磨具专业。2003 年进入玉立集团技

术中心工作，曾参与玉立集团多项产品的研制，现仼湖北玉立集团无纺

布研磨科技公司总经理。其《弹性纤维砂带》获国家专利。

报告人：张洪明  

2003 年毕业于燕山大学，高级工程师，六院有限公司第八工程院副

院长。2003 年进入设计院工作，主要从事磨料磨具，耐火材料，陶瓷

材料等无机非金属材料方向的咨询，规划，工厂设计，项目管理，设备

EPC 项目。作为项目设计人，项目负责人先后完成 30 余项咨询、产业规

划及设计工作。先后获得省部级奖 4 项。

报告人：刘月明  

东北大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讲师。 围绕钢轨打磨养护、

高铁关键零部件加工等轨道交通领域的相关需求，从事磨削与精密加工

方面应用研究。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15 篇，主持及参与国家、省

部级项目 12 项， 申请发明专利 8 项。于 2012 年研发国内首个砂轮式钢轨

打磨试验台；2014 年自主研发了国内首个砂带式钢轨打磨试验台。 

报告人：董 仙 

1990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木工机械专业 ；1990 年在青岛木工机械

制造总公司技术开发科工作 ；1999 年任青岛千川木业设备有限公司技术

部经理；2003 年，自主创立新凯德公司，专门从事金属砂带磨削机械的

研制开发。

报告人：王 鹏  

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毕业。江苏锋芒集团董事、研发与质量总监兼

研发中心主任，涂附磨具分会最年轻的专家委员、全国磨料磨具标委会

委员。主持或参与了多项企业及市级研发创新项目，参与申请专利 20 项，

参与制定企业标准 3 件；发表会议论文 2 篇。 参与的“高性能酚醛树脂

及中磨砂带”项目获得扬中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参与的“ PCB 板高精度

研磨带”项目获得涂附磨具技术进步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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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技术，要求效率高：一遍通过，轨面铣削深度

可达 0.1 ～ 3mm，轨距角铣削深度最大可达 5mm，

彻底消除纵向波磨及各种轨面病害。精度高：钢轨

横断面轮廓精度可达 ±0.2mm，钢轨纵向平顺性

精度可达 ±0.01mm，轨面光滑度可达 3 ～ 5μm 。
效果好 ：400mm 波长范围内的所有纵向波磨都要

彻底消除；轨面不允许出现微沟纹、斑痕、应力集

中层、过热、烧蓝等缺陷。建设与日常维护需要大

量高速轨道板专用磨削机床和高速轨道修磨机车，

以及与之配套的高速、高效修磨轨道板金刚石砂轮

和修磨轨道树脂砂轮。在国内外铁路的营业里程急

速发展的情况下，钢轨打磨车专用砂轮势必也会大

幅增长。高铁目前基本采用无缝钢轨，需要将每根

钢轨现场焊接，打磨焊缝，目前大量采用钹形砂轮。

焊接前需要调整长度，切割钢轨，目前采用的树脂

切割片切割效率低，气味大，急需发展新型的高效

率 CBN 切割片。

无论高速列车、重载列车、快捷轻轨的列车，

其制动和缓冲系统，弹簧是必不可少的机械基础

件。弹簧经过绕簧、热处理等工序，断面需要磨削，

陶瓷 CBN 砂轮和树脂 CBN 砂轮具有极大的发展

潜力。高铁转向架也是高速机车的核心零部件，高

速稳定性和曲线通过性能就是通过转向架实现的。

转向架是列车的“脚”，主体是 4 个车轮加一个钢

铁框架，需要极高的精度，这都依靠各种结合剂

CBN 砂轮的精密磨削得到。

2、钢材工业和金属加工业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我国的钢铁产量大幅度

提升。纵向来看，我国的粗钢产量从 1990 年的

6603.8 万吨提升至 2016 年的 8.1 亿吨，产量的复

合增长率达到 10.1%。横向来看，2016 年我国的

粗钢产量达 8.1 亿吨，全球产量占比达 50.5%。“一

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开展，都

将有助于国内钢铁工业得进一步发展。

大直径树脂切割片和重负荷树脂砂轮对于钢

铁炼制和轧制工艺中不可缺少的切割和磨削工具，

目前国内大量进口，继续开发高性能的高速大直径

切割片和应用于特种钢行业的重负荷磨钢坯砂轮。

钢板需要涂附磨具砂光其表面，根据国外统计每吨

钢铁需要消耗涂附磨具 0.7 ～ 1 平方米。按照 2016
年中国粗钢产量 8.1 亿吨计算，按照 10% 的型材

计算需要涂附磨具约 8000 万平方米。

不锈钢镜面工艺原先大量采用酸洗工艺处理，

随着国内环保政策的不断严格，酸处理工艺已经被

严格限制。采用砂带完成大面积粗磨、半精磨、精

磨，然后再采用羊毛轮和布轮抛光工艺虽然可以达

到镜面效果，但是工艺复杂、流程长、成本高昂，

继续开发新型磨具快速完成从粗磨到镜面的工艺，

无纺布抛光磨具和聚酯薄膜砂带具有很大的应用

潜力。无纺布的材质是具有三维结构的优质专用纤

维网，磨料颗粒通过粘结剂牢固地附着在纤维网

上，具有相当高的使用寿命，主要用于不锈钢装饰

板材表面的精磨，也可用于不锈钢板面的清洁除锈

等。聚酯膜背基平整性好，在精密抛光过程中可以

很好的控制打磨参数。使用寿命长，打磨时间更短，

耐油和乳化液，特别适合精密复杂零部件的表面抛

“一带一路”下

中国超硬材料与磨料磨具的机遇和发展

河南工业大学  邹文俊  彭进

Opportunities and Developments of Abrasives Products Under “ Belt&Road ”

中国为什么倡议“一带一路”战略？这是由于

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

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

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

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

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也是

中国 30 多年改革开发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战

略既是今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纲领，也理应成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钥匙。通过融入国际治理和开展国

企的跨国产权合作，“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在有

效避免“西方经验”局限、防止治理本身被“短视”

市场消解的同时，将为我国经济治理、国家治理、

社会治理进一步引入来自治理体系之外的监督主

体，创造强有力、更有效的外部监督，从根本上解

决治理效率问题。当前，在经济新常态和改革“空

转”情况下，迫切需要加强以“一带一路”战略为

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统筹促进国内各

领域改革发展特别是供给侧改革。

1、铁路建设

交通基础建设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点，特

别是近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按中国的铁路建设标准和方案在亚非等铁路

不发达的国家建设铁路已经成为现实。

高铁的四大核心技术是高速机车技术、路轨技

术、隧道技术和运行与控制技术。高速铁路轨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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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具及涂附磨具产品。而这也是金属手机外壳成型

最为重要的阶段。有技术人员以 iPhone 手机为例，

iPhone 手机的金属外壳四个转交的抛光打磨以及

照相机镜头部分是非常难的抛光工艺，很多国内生

产的磨头及砂纸无法完成打磨，打磨不好，还会在

金属表面留下拉丝痕迹。

3D 玻璃一直受困于加工难度高、良品率低及

成本相对较高的困扰而发展缓慢；工程陶瓷外壳具

有耐腐蚀性等优点，但也受限于良品率低、价格昂

贵而无法大规模生产。3D 玻璃的原材料为玻璃基

板，通过开料、精雕、研磨、抛光等工艺完成成型

加工，再经过后处理即丝印、喷涂等成为成品。在

一系列的过程中，抛光所能达到的光洁度比研磨更

高，并且可以采用化学或者电化学的方法，而研磨

基本只采用机械的方法，所使用的磨料粒度要比抛

光用的更粗，即所谓的粒度号更大。

无论是塑料手机外壳还是金属手机外壳，还是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在市场上大规模见到的 3D 玻璃

手机外壳和陶瓷手机外壳，都是材料经过一定的生

产工艺后所出现的产品。但也不难看出，无论是哪

一种产品，在其工艺流程中，都少不了抛光、打磨、

涂装等工艺。近几年，国内智能手机逐渐普及，但

一带一路国家智能手机刚刚走上爆发前夕，磨料磨

具尤其是高精密抛光涂附磨具大有前途，具有极大

的增长潜力。

5、航空工业

中国是继美、英、俄、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

走上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道路的国家。在飞机中，

航空发动机是“心脏”和动力的源泉。航空发动机

制造，离不开磨料磨具和磨削。如在研磨方面，航

空发动机的各种活门的配合表面、密封表面、喷咀

的工作表面，都要求高的光度和形状、尺寸精度，

均需进行研磨才能达到要求。白刚玉研磨膏或氧化

铬研磨膏，在此发挥应用。

为了提高推重比，新一代航空发动机研制中广

泛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航空发动机要求良好的热

稳定性和热硬性以及优异的高温力学性能。航空产

品的不断升级换代，尤其随着各种复合材料和难加

工材料的普遍使用，其加工技术也正逐步提高。目

前，航空领域中越来越多地在使用 PCD 和 PCBN
材质的刀具、强力磨削等先进的磨削工具和技术。

尤其是 PCD 刀具，以超强的切削性能和耐用度以

及高韧性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和广泛应用。如加工发

动机活塞的 PCD 刀具，发动机活塞销孔精镗加工

光。另外金字塔砂带采用印刷植砂技术赋予砂带的

独特结构，彻底改变了粗细不一，前后变异较大的

研磨效果，产品研磨效率和表面品质长时间保持高

品质。上述新型磨具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国内

外急需的高档产品，对于国家钢铁制造业走出去能

够起到助推作用。

3、汽车工业

一带一路”对汽车产业的机遇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产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二是产能进一

步得到释放，三是推动升级改造。而“中国制造

2025”中，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是重点领域，其发展

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包括核心技术产业化的提

升，关键零部件的创新和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此外，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新材料、信

息技术等产业也与汽车工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密切

相关。一方面，我们的汽车产销量规模已经占到全

球汽车产销量规模的 25% ；另一方面，新一轮的

全球技术革命，也为汽车产业发展环境带来新的机

遇。

汽车的产业链长，汽车行业涉及 150 多个行

业，上到钢铁、电子、化工，下到橡胶、玻璃、内

饰、制革和纺织品等产业，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需

要磨料磨具进行切磨抛。特别是汽车零部件工业，

例如凸轮轴、曲轴的精密磨削需要高品质的陶瓷

CBN 磨盘和树脂 CBN 磨盘，连杆、减震器活塞杆

等要求表面粗糙度≤ 0.05μm，工艺上要求精磨抛

光一次性完成，急需高精度的弹性砂轮。汽车表

面的打磨也需要大量的耐水砂纸，每辆车身约需

砂纸 40 张，按 2016 年中国汽车产量约需 10 亿张，

约合 7000 万平方米。车身的高强度钢板国外大量

采用强力砂带进行磨削，采用锆刚玉或 SG 磨料的

强力砂带磨削的切削速度已达 40m/s，磨削压力为

100 ～ 300MPa，对铸铁材料切除率可达 870cm3/
min，对铸铁件一次切深可达 5 ～ 10mm，加工效

率比普通铣削提高了 5 ～ 10 倍。

4、信息和手机产业

手机和零配件是“一带一路”上最受欢迎的中

国产品，“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产自

中国的手机及零配件，以质优价廉迎合了当地的需

求。

移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智能手机同质化现象

日益严重，如何更快、更高效直接地吸引消费者？

如何在激烈的品牌竞争中保持品牌的影响力成为

厂商们必须重视的问题，在功能创新方面，受技术

限制遭遇瓶颈的制造商们将眼球投向了外观创新

这一条路。

塑料材质、金属材质、3D 玻璃、陶瓷等都可

作为手机外壳的材质。但塑料材质等慢慢因显得低

端而逐渐被手机制造厂家所淘汰；金属外壳材质由

于漂亮、耐看成为目前主流的手机外壳。金属手机

外壳的原材料主要为涂附磨具下游产品不锈钢、镁

铝合金、阳极氧化铝、微弧氧化铝，经过锻压、冲

压、压铸、NMT、LDS、CNC 处理，再经过喷砂、

抛光、拉丝、刻石等工艺最后形成成品金属手机外

壳，在喷砂、抛光、拉丝阶段，会大量运用到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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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CD 镗刀，加工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根部窄深

槽的电镀 CBN 砂轮。陶瓷结合剂 CBN 砂轮，也

在加工航空发动机中使用。发动机叶片需要高精密

堆积磨料砂带进行异形曲面研磨和抛光，表面无残

余应力。

6、智能制造装备

所谓智能制造技术，是指在现代传感技术、网

络技术、自动化技术、拟人化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

的基础上，通过智能化的感知、人机交互、决策和

执行技术，实现设计过程、制造过程和制造装备智

能化，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与装备制造过程技术

的深度融合与集成。

《中国制造 2025》提出：加快机械、航空、船

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行业生产设

备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

统筹布局和推动智能交通工具、智能工程机械、服

务机器人、智能家电、智能照明电器、可穿戴设备

等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发展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

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推动形成

基于消费需求动态感知的研发、制造和产业组织方

式等。

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发电设备等制造领域

都离不开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高档数

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也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 2020）年》确定的 16
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到“十二五”末，高档

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专项将实现自主创新能

力显著提高，掌握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总体技术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届时，主

机、数控系统、功能部件“中档规模化、高档产业化”

将得以实现，我国将研制出一批具备国际先进水平

的关键装备；进口量大的高速、精密立卧式加工中

心、数控车床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将有明显提升。

所有这些数控磨床、车床以及加工中心等需要

配套大量的超硬磨具，例如陶瓷 CBN 砂轮对丝锥、

滚珠丝杠、机床导轨、齿轮、凸轮轴、曲轴、油泵

及其它难加工材料的磨削加工具有优良的应用效

果。目前来看高速磨削和精密磨削是今后国内外制

造业发展的重点，其配套的超硬刀具、超硬磨具等

都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因此生产机床用 CBN 磨

具和其它机床用磨料磨具的企业，应加大投入，持

续创新，提升管理水平，提高经营绩效，为实现国

产中高档数控系统市场占有率提高到 50% 的强国

目标而不遗余力。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然伴随着沿线国家基

础建设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这些都需要超硬材料

和磨料磨具的应用。我们必须走“创新驱动、环境

友好、内生增长”发展轨道为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和保障，从而带动整个超硬

材料和磨料磨具行业的振兴。

 本栏目责任编辑：袁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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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砂带、砂盘、砂页轮、砂页盘及无纺布

产品、聚酯薄膜产品的主要企业很多都不是行业协

会会员，未参加行业的统计工作，因此此项统计欠

缺很多，不具有代表性和准确性。

二、统计结果分析

涂附磨具上半年销售收入 ：超过 5000 万元的

为 16 家。超过 1 亿元的为 8 家，这 8 家的涂附磨

具销售收入合计达 179836.04 万元，占全部统计涂

附磨具销售收入的 59.43% 。前三名是：湖北玉立

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

涂附磨具上半年产量：超过 100 万平方米的达

30 家。超过 1000 万平方米的为 8 家，这 8 家的合

计产量达到 17299.51 万平方米，占全部统计产量

的 66.19%。前三名是：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江苏三菱磨料

磨具有限公司。

涂附磨具上半年产值：超过 5000 万元的为 16
家。超过 1 亿元的为 8 家，这 8 家的合计产值达到

198988.37 万元，占全部统计产值的 62.80%。前三

名是：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三菱

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

砂页上半年产量：超过 1,000 万平方米的达 4
家，合计产量达到 7715.81 万平方米，占砂页全部

统计产量的 57.07 %，前三名是：湖北玉立砂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公司、东莞

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砂页上半年产值：超过 10,000 万元的 3 家，

合计产值达到 41462.56 万元，占砂页全部统计产

值的 44.21 %。前三名为：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

金牛研磨有限公司。

砂卷上半年产量：超过 1,000 万平方米的 4 家，

合计产量达到 6022.98 万平方米，占砂卷全部统计

产量的 60.14 %。前三名为：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

限公司、江苏锋芒复合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湖

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砂卷上半年产值：超过 10,000 万元的 4 家，

合计产值达到 92361.54 万元，占砂卷全部统计产

值的 63.49 %。前三名是：江苏三菱磨料磨具有限

公司、湖北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锋芒

复合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砂带、砂盘、异型品及其它产品上半年产量 ：

超过 100 万平方米的有 6 家，合计产量达到 1685.1
万平方米，占砂带、砂盘、异型品及其它产品全部

统计产量的 64.79 %。它们是：四川省三台县固锐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宝塔研磨有限公司、湖北

玉立砂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砂带、砂盘、异型品及其它产品上半年产值 ：

超过 5,000 万元的有 4 家，合计产值达到 44389.22

表3  涂附磨具2017上半年产量和产值组成

产品类别 产量  （万㎡） 占% 产值 （万元） 占%
砂页 13519.02 51.73 93795.54 29.60
砂卷 10015.49 38.32 145475.46 45.91

砂带砂盘异型品
及其它* 2601.01 9.95 77592.88 24.49

合计 26135.52 316863.88

协会 
Association

2017上半年我国涂附磨具

生产经营和进出口统计
China's Coated Abrasive Production and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 in First Half of 2017

涂附磨具分会

一、2017年上半年生产经营统计

根据涂附磨具分会规模以上企业统计，2017
上半年的涂附磨具产品销售收入达到 30.26 亿元，

比 2016 年同比增长 12.00% ；出口交货值达到 3.71
亿元，比 2016 年同期同比增加 10.60%。见表 1。

2017 上半年，涂附磨具产量达到 2.61 亿平方

米，比 2016 年同比增长 7.87% ；产值达到 31.69
亿元，比 2016 年同比增长 8.81% ；每平方米单价

达到 12.12 元，比 2016 年同期同比增长 0.36%，

见表 2 和表 3。

项 目 产品销售
收入

其中涂附磨具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工业总产值
（现行价）

工业产品销售
产值（现行价）

其中:
出口交货值

万元 326100.2 302621.2 25423.4 312841.9 317817.8 37127.0
同比增长率% 11.79 12.00 3.49 3.09 7.08 10.60

表1  涂附磨具2017上半年经济技术指标                 单位：万元

表2  涂附磨具2017上半年产量和产值

产品类别
产量

（万㎡）
同比增长率

（%）
产值

（万元）
同比增长率

（%）
产值/产量
（元/㎡）

同比增长率
（%）

砂页 13519.02 3.63 93795.54 7.61 6.94 3.30
砂卷 10015.49 12.81 145475.46 12.79 14.53 ----

砂带砂盘异型品
及其它* 2601.01 12.02 77592.88 3.30 29.83 -6.71

合计 26135.52 7.87 316863.88 8.81 12.12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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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关于评选2016-2017年度技术进步奖的通知
Notice on Selection of 2016-2017 Technical Progress Awards

各会员单位：

根据《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奖励条例》，2016-2017 年度技术进步奖评审从 10
月份开始启动，评审范围包含 2015 年到 2017 年

的技术成果项目。评审结果将在 2018 年召开的会

员大会上公布并予以表彰。根据分会奖励条例，“技

术进步奖”的评审程序是：

1、由各单位首先申报，上报材料包括：

⑴申报表；

⑵论文或总结（包括：前言、研究内容、创

新要点、检测报告、分析和讨论、结论等）；

⑶用户磨削鉴定报告或成果应用证明文件；

⑷经上级备案的企业标准；

⑸新产品、新材料样品或新装备、新工艺照片；

⑹技术成果鉴定证书复印件；

为了便于技术进步奖评审的正常进行，要求

所有申报的项目必须通过地市级及其以上的成果

鉴定。尚未进行鉴定的技术成果请抓紧进行，亦

可申请参加涂附磨具分会的技术成果鉴定。

⑺申报专利复印件；

⑻经济效益证明；

在一、二等奖的评审条件中要求有经济效益。

⑼每个申报项目缴纳评审费 500 元。

申报截止时间 ：2018 年 5 月 31 日，有意申请

参加评审的单位请将材料加盖公章后传至秘书处

（申报表和论文请发电子版）。各单位申报资料必

须真实可靠，不得弄虚作假，如发现将收回奖项，

并在 3 年内取消评奖资格。

2、网上公布，广泛征求意见，接受公众监督。

征求意见截止时间：2018 年 6 月 30 日。

3、专家委员会根据申报材料和公众意见进行

评审。时间：2018 年 8 月 31 日前。

4、理事会通过。时间：2018 年 11 月前。

本次技术进步奖评审有关事项严格按照分会

奖励条例进行，评选公平、公正、公开，接受行

业和会员单位监督，宁缺毋滥。全部评审完成后

将颁发证书、奖牌，结果将在有关报刊和网站公布。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2017 年 11 月 23 日

万元，占砂带、砂盘、异型品及其它产品全部统计

产值的 57.21 %。它们是：四川省三台县固锐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宝塔研磨有限公司、湖北玉立

砂带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一达研磨制品有限公司。

三、2017上半年进出口统计  

据海关统计，2017 年 1-6 月，涂附磨具出口

量 43382.5 吨，出口金额 17101.1 万美元，出口

单价 3.94 美元 /kg，与 2016 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15.14%、9.41% 和 -4.97%。

涂附磨具进口量 10030.2 吨，进口金额 11875.6
万美元，进口单价 11.84 美元 /kg，分别增长 6.44%、

14.06% 和 7.16%。详见表 4。

2017 年上半年涂附磨具进出口单价比 ：进口

/ 出口为 3.00 ；涂附磨具出口占磨料磨具总出口额

的比例为 15.59%，比 2016 年同期下降 0.82 个百

分点；涂附磨具进口占磨料磨具总进口额的比例为

37.39%，比 2016 年同期下降 1.86 个百分点。

表4   涂附磨具2017年1-6月进出口统计

项目
数量 同比增长 金额 同比增长 单价 同比增长

吨 % 万美元 % 美元/kg %

出口

磨料磨具总计 109695.5 15.17
涂附磨具合计 43382.5 15.14 17101.1 9.41 3.94 -4.97

砂布 22329.5 14.02 7568.6 9.05 3.39 -4.36
砂纸 19119.1 16.48 7289.1 8.84 3.81 -6.56
其它 1933.9 15.00 2243.4 12.61 11.60 -2.07

进口

磨料磨具总计 31765.4 19.75
涂附磨具合计 10030.2 6.44 11875.6 14.06 11.84 7.16

砂布 3606.8 8.95 2670.9 6.33 7.41 -2.41
砂纸 4128.3 13.92 3366.0 11.81 8.15 -1.85
其它 2295.1 -7.80 5838.7 19.42 25.44 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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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年会，美国转换商对中国涂附产

品的认识是低价和低质量，这种讲法

对我冲击很大。我真的很想做些好产

品出来，走进发达国家市场。代理德

国产品 20 多年，一个深刻的体会是，

国产砂带与国外产品相比，总是有那

么一点差距，难以满足客户的要求。

在研磨抛光市场良好的情况下，国

内制造企业很难从细节上、从差异化

上去满足制品商的要求。于是就萌发

了自己做大卷的意愿，只是想做一点

好东西，能往国际上走一些；做一些

高端产品替代进口。不求产量多高，

只求产品要精，质量要稳，性能要能

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希望通过努力

能改变国外对中国涂附磨具“廉价低

端”的固有评价。

之后，董红雨带领大家参观生产

现场。进入生产车间，一条横幅上写

着“坚持一流的管理，生产一流的产

品，提供一流服务，创建一流企业”。

事实上威鸣公司也确实在用这种理

念和标准来管理生产，培育企业，打

造自己的软实力。与常见的大卷生产

现场相比，这里的气味不大，生产线

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一行

考察广州威鸣研磨韶关工厂
CNCAA Secretary General Investigated Shaoguan Weiming Grinding Factory

本刊讯  11 月 21 日，细雨蒙蒙，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

高级顾问王明远、制品委员会主任高波一行赴广州市威鸣研磨有

限公司韶关工厂考察。

威鸣公司董事长董红雨、总经理黄增添及高管热情接待了客

人。在一尘不染的会议室里，董红雨介绍了公司韶关工厂的投资

规模及为什么要兴办制造工厂的想法。

威鸣韶关工厂于 2013 年开始兴建，占地近 40 亩，总投资

5000 万元。现有一条原布处理线和一条制造线。设备由意大利引

进或国产化制造。主要生产中纤板超宽砂带、磨金属砂带及钢纸

磨片。工厂于四年前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在国内涂附磨具制造能

力已经相对饱和过剩的情况下，还要举毕生之力兴建涂附磨具制

造线，对此董红雨感慨良多。他说，几年前我参加过美国涂附协

各会员单位：

根据《涂附磨具分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例

（试行）》有关规定，现就涂附磨具分会 2018 年度

技术职称评审相关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报送评审材料

2017 年 11 月 30 日～ 2018 年 5 月 31 日为协

会秘书处接收评审材料时间。逾期报送的材料，协

会不予受理。

各会员企业的相关技术人员须在该时间期限

内按照《涂附磨具分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例（试

行）》有关规定和下列要求向协会秘书处报送评审

材料，评审材料如下：

1、申报人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学历

证书复印件、科研成果及获奖证书复印件、发表

论文复印件、原有职称复印件、专业技术工作总结，

并填写《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可通过“涂协网”

下载）；

2、《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材料真实性保证

书》；

3、对于现不具备初级职称、直接参评中级职

称的申报人需填写一份《特定条件下改变评审资

格的声明书》，明确说明如果自己在中级职称参评

不成功条件下，是否愿意接受降格评审；

4、评审材料填写、提供请严格按照《涂附磨

具分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条例（试行）》相关条款

要求、《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的申报和填表说明；

5、在交申报表的同时，缴纳评审费（中级职

称 300 元 / 人次，初级职称 200 元 / 人次）。

二、协会秘书处对评审材料进行审核

2018 年 6 月为协会秘书处审核评审材料和申

报人缴纳评审费时间。 

对满足申报条件、资料齐全的申报人，协会秘

书处可提交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满足申报条件、

但资料不齐的，协会秘书处要求申报人在规定期

限内补充资料，在规定时间内不补充的，不予提

交评审。

三、专家委员会正式评审

在专家委员会 2018 年年会期间进行。

四、评审结果公示

专家委员会评审后，评审结果在涂附磨具协

会网站（涂协网：http://www.tufumoju.org）上公示

15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五、向通过评审的人员颁发职称证书

公示期满后 60 天内。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2017 年 11 月 23 日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

关于2018年度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安排的通知
Notice on Arrangement of 2018 Technical Title Ap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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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从今年 10 月底到 11 月初，涂附磨具

分会秘书长陈远东、高级顾问王明远用 20 多天的

时间，先后走访了江苏、广东、湖北、山东等地

的 28 家行业企业，考察调研企业运营状况，并就

原材料涨价、环保政策逼紧对企业造成的影响等

问题与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

原材料上涨、环保严查，企业普遍感受压力

加大

此行在走访常州金牛、江苏三菱、江苏瑞和、

广东小太阳、东莞金太阳、四砂泰山、理研泰山、

山东博世等制造企业时，企业负责人纷纷表示目

涂附磨具分会秘书处

走访调研部分行业企业
CNCAA Secretariat Visited and Investigated Industry Enterprises

前压力确实比较大，但由于受产能过剩、下游需求

市场不旺等因素的制约，大家都还缺乏产品涨价的

勇气，短时间内还能独自承担成本增长的压力。同

时表示严酷的行业生态，会促成行业的重新洗牌，

从长远来看，对行业健康发展未尝不是好事。不少

企业目前也在研发等领域不断着力，希望尽快调整

发展模式和产品结构以应对挑战。

此次走访的三家原材料生产企业，山东圣泉、

盐城开元、海丰纸业也都在为涂附磨具大卷制造企

业承担部分涨价压力，产品价格的涨幅一般都小于走访常州金牛 

走访江苏瑞和

全部采用了 β 射线在线检测，从开卷到底胶到复

胶三道检测；原布线除了在线检测，还采用了双面

（桨面与背面）人工检测；磨料全部采用了小包装，

运输和存放过程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正在充实完善

的实验室里仪器先进，大部分为进口。厂房高大宽

敞，地面整洁干净，物品摆放有序，可以随时接受

检查或同行的参观，不用临时突击打扫卫生。会议

室、办公室、职工食堂、茶水间、洗手间等设施一

应俱全，均清洁卫生，管理标准，具有高档写字楼

水准。目前工厂已成为当地建造标准、管理规范、

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样板工厂。

通过交流和实地考察，大家认为，威鸣公司致

力于做好产品的理念及所做的努力非常难能可贵，

代表了一代涂附磨具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新

目标和新追求。威鸣公司的有些做法，如多工序在

线检测、原布双面人工检测等，已创造了行业先例。

这种不求大、只求精，注重细节控制、用数据说话，

精益生产，标准化管理的精神正是当前许多企业所

缺失的，也是一些企业不愿意或下不了决心去做

的。在全行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威鸣公司

做企业的理念、做法和经验非常值得提倡和借鉴。

董红雨还表示，虽然公司的产能不大，但总有

一些产品要走向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将借

鉴国外同行的做法，走差异化之路，对经销渠道进

行保护，避免打价格战。

一同前往的还有：广州市三研磨材有限公司董

事长梁少诚、惠州市瑞丰研磨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丽斋、沁阳三惠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德

贴、总经理周元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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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不断升级，企业正在谋篇布局

国家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决心日益坚决，治理三

废，环保达标，绿色生产是今后办企业的基本条件

和前提。在全国环保大潮的倒逼之下，很多未达环

保要求的小厂纷纷被要求整改或关闭。在整个趋势

之下，有远见，有思想的企业正在行动。

无锡旺绿鸿无纺布自动流水生产线废气收集、

处理做得非常出色，生产现场几乎没有任何气味，

而且生产线实现了上料、混料、供料整个系统的全

自动化，与公司 ERP 系统联网，全封闭自动运行，

不但优化了现场环境、降低了人工成本，还有效减

少了人为因素对生产的影响。

山东圣泉、盐城开元都拥有领先自身行业的生

产和环保设备，不但能够为涂附磨具行业提供优质

的原材料，而且产品正在向高科技、多元化方向发

展。

湖北海丰纸业有限公司，目前正在进行环保设

备的更新，规划排污管道等，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法

规要求，布局环保，适应时代发展趋势。

走访旺绿鸿

走访临沂三超

走访江苏天宇

原材料价格的涨幅，即便如此，部分涂附磨具制造

企业拖欠原材料企业货款的问题仍很严重。 

从走访到的几家涂附磨具制品企业如常州广

盟、盐城天宇、盐城柏威、佛山市齐而升、佛山欧

蓝德、佛山汇永盛、广州桓生、临沂三超、山东东泰、

济南双鹤、济南新艺等了解到，大家同样也受到环

保、涨价、搬迁、市场需求减少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因为担心涂附磨具大卷会

涨价，多数企业适当加大了库存，因此也增大了企

业流动资金的占用。

走访开元

走访圣泉

走访柏威

走访广盟

走访山东东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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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投入手机后盖的打磨生产，由

此形成了一个百亿级的新产能，对地方经济也产生

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上市公司山东淄博齐峰新材是世界最大的装

饰原纸、表层耐磨纸生产企业和国内最大的无纺壁

纸原纸生产企业，凭借先进的设备和强大的研发能

力在当地砂纸生产企业的配合下，目前在涂附磨具

工业原纸的研发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

从走访的部分行业企业来看，随着我国经济进

入新常态，我国工业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作为工

业的 “美容师”，涂附磨具行业也在顺应这个变化

进行自我调整和提升。各企业着力点不同，但方向

是正确的：提升产品附加值，从低端向精密抛磨

努力；从手工机械打磨向自动智能打磨领域发力。

在刚刚结束的郑州国际三磨展上，我们看到了行业

涌现出的很多新产品、新技术，切实感受到这两年

中国涂附磨具的发展变化，而此次分会秘书处的走

访，使我们对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发展形势又有

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各企业在应对原材料涨价、环

保治理等问题时更加清醒理智，对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的研发探索也有了更积极的态度和行动。

陈远东秘书长等赴河南利宝龙考察调研
Secretary General Chen Yuandong Investigated Henan Libaolong Abrasive

本刊讯  2017 年 10 月 11 日，涂附磨具分会秘

书长陈远东一行赴河南利宝龙磨具有限公司调研

考察，同时推进上下游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河南

烨达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刘海松副总经理同时

前往。

河南利宝龙磨具有限公司是我行业的老牌制

造企业。近年来，公司顺应市场细分化的发展趋势，

调整企业战略，发挥自身优势，专注于某些重点

应用领域，走差异化之路，其生产的页轮布等主

打产品已成为业内公认的优质产品。

公司董事长卫利军及总经理班子与秘书长一

行就当前的行业形势、企业发展状况及行业协会

今后的工作方向等进行了交流。同时，两家企业

还就烨达新材料在不锈钢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达成了技术合作研发新产品的意向。

山东东泰、临沂三超、江苏天宇的百叶片自动

流水生产线，设计、布局合理，环保措施到位，具

有较高的生产效率。

在通城县樊牌新城玉立工业园，除了已在试车

的几条高标准自动化涂附磨具生产线，还能够深切

的感受到湖北玉立在追求绿色环保上的不遗余力。

他们在企业转型升级建设新工业园的过程中，秉承

绿色环保理念，治污设施与生产线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同步投产。工业园设计之初，董事长黎珊玉

就提出“清污分流，雨水搜集利用、污水处理回收

利用”的总要求，项目总投资 600 多万元，日处理

废水 1500 吨，工业园内所有用水全都来自雨水收

集及污水处理后回收利用，完全满足了工业园生

产、生活、消防、绿化、美化等方面需要。同时还

投资 5000 万元引进环保节能项目 ：屋顶太阳能光

伏发电工程，其所发电能除了供给工业园所需，剩

余的自动输入国家电网。该项目已入选湖北省分布

式光伏电站重点项目，电站建设所有设备、材料均

为国内第一品牌。这些都增加了企业发展的后劲。

引进新技术，深入新领域，谋求新发展

随着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企业都在以不同方

式探索未来发展道路，顺应国家发展大势，提升企

业市场竞争力。

其中东莞盈易砂轮有限公司正与河南工业大

学材料学院共同探讨新的合作契合点，争取让新技

术，新工艺能够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在走访东莞金甄五金机械有限公司的时候，公

司总经理金成云表示，产品的技术是核心，经过近

几年的发展金甄愈加重视技术专利的申请，随着国

家知识产权体系的不断完善，相信优秀的企业必定

能够获得更加长足的发展。

在走访与广州三研合作的东莞磨锐智能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的时候，公司卢晓彤博士对手机抛磨

领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说目前公司主要为华为

等电子终端客户提供抛磨解决方案，希望通过资源

整合以及人和技术的优势，往更精密的磨削领域深

入。公司研发中心以“技术驱动，服务领先”为基

本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从厂

区布局、设备硬件、流水线（下料、清洗、烘干、

检验）、真空系统、水处理系统到技术输出（调机、

编程、治具输出、耗材选用、返修等），再到管理

系统（NPI/ 新产品导入物流计划控制系统绩效积

分制管理等），真正的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作为行业最早生产干磨砂纸的惠州市瑞丰研

磨材料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投产新的生产线，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由此不仅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产

品性能也更加稳定。

湖北宝塔研磨有限公司引进巨资进入 IT 行业，

其兴建的湖北宝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天宝光

走访东莞盈易砂轮

  （图 / 文  牛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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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和平走上庆典舞台，共同按下

启动球，锋芒科技转型升级暨 20 周年庆典活动正

式启动。    

下午 3 时，江苏锋芒集团科技转型升级暨 20
周年庆典与颁奖典礼在扬中市君泰大酒店隆重举

行。扬中市委书记潘早云、副市长于德祥、政协副

主席蒋相根、新坝镇镇长杨友军，中国机床工具工

业协会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高级顾问王明

远、分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邹文俊、制品委员会

主任委员高波，锋芒集团董事长王荣生、日本则武

株式会社社长小仓忠、印尼工商协会顾问 Subagyo 

aris soekadak、印度尼西亚 PT.Ekamant Indonesia 杨

荣华、瑞典爱克曼（中国）CEO 爱德华等 500 余

人参加了庆祝活动暨颁奖典礼。

扬中市委书记潘早云首先致辞。对锋芒集团为

扬中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给予高度赞扬，并

代表扬中市委、市政府对锋芒集团 20 年庆典表示

热烈的祝贺！

锋芒集团董事长王荣生在致辞中说，20 年在

历史的长河中如白驹之过隙，弹指一挥间，然而对

于锋芒人来说，却是长路漫漫、历尽坎坷的 20 年，

本刊讯  11 月 18 日，江苏锋芒复合材料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迎来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公司成立

20 周年！

20 年的风雨砥砺，20 年的逆流而上，锋芒集

团已然成为中国涂附磨具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

更是江苏扬中市一张靓丽的名片。亘古不变的长

江见证了锋芒的崛起和成长，见证了锋芒人不忘

初心的志向，见证了锋芒人为实现百年锋芒所做

的不懈努力。连日来，锋芒全体员工与海内外的

合作伙伴齐聚锋芒，共贺同喜。

庆典活动从 17 日下午拉开了序幕。部分来宾

与锋芒集团员工近 800 人在扬中市菲尔斯金陵大

酒店金陵厅举行盛大联欢会。锋芒集团董事长王

荣生简短致辞后，锋芒集团各部门员工献上了一

锋行天下  芒耀未来

江苏锋芒隆重庆祝公司20周年华诞
Jiangsu Fengmang Celerated the 20th Anniversary

企业 Enterprise 

个个精彩的节目，表达了由衷的喜悦和祝福，展

示了锋芒人不屈不挠，勇于奋斗创新的精神风貌。

18 日上午 9 时，江苏锋芒集团科技转型升级

暨 20 周年庆典与颁奖典礼正式开始。数百名锋

芒科技集团的供应商、经销商以及合作伙伴们参

观了锋芒集团工厂，并重点参观了锋芒集团正在

兴建的锋芒科技园项目。即将安装竣工的高标准

的国外进口生产线、正在崛起的锋芒科技产业园，

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人依稀预见着锋

芒大展宏图的未来。

上午 10 时，江苏锋芒集团董事长王荣生、涂

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河南工业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邹文俊、浙江佳士利工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资伟、印尼林瑞瑤与开平市欧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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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10 月 10 日，禹州市银星磨料有限公司厂区张灯结彩，一片欢歌笑语。公司成立 30 周年庆典正

在隆重举行。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高级顾问王明远一行带着满满的祝福和精彩的文艺节目前往祝贺。

禹州市银星磨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7 年。当年以十口大锅开始创业，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拼搏

精神，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一个总资产上千万元，拥有 6 家分公司，员工总数超过 600 人，年销

禹州银星成立30周年  分会前往祝贺
CNCAA Secretariat Went Yuzhou to Celebrate Silver Star's 30th Anniversary

同时也是依靠坚定意志、团结拼搏、自力自强、不

断磨砺的 20 年。他从创业、兴业、守业、展望四

个方面阐述了锋芒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居安思危

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锋芒必将沿着“锋行天下，

百年光芒”的圆梦之路，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员工、无愧于后人的

辉煌业绩。

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在致辞中说，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涂附磨具行业取得了令国人骄傲、

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涂附

磨具生产国，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涂附磨具生产企业

与行业共同蓬勃发展，江苏锋芒就是这些企业中的

优秀代表。锋芒一路走来，生产规模进入国内涂附

磨具生产企业三甲，离不开在王荣生董事长的正确

领导，及时调整经营思路，不断加大研发投入，不

断推出新产品，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衷心祝愿锋

芒以此次庆典为新的起点，再创新的辉煌。

涂附磨具分会制品委员会主任、佛山市顺德区

齐尔升研磨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波致辞表示祝

贺。

浙江佳士利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资伟、印度

尼西亚 PT.Ekamant Indonesia 杨荣华分别代表锋芒

国内外金牌客户发言。

日本则武株式会社社长小仓忠在发言中对锋

芒合作的认真态度大加赞赏，希望和锋芒继续加深

合作，开发出质量稳定、技术升级的优质产品。

在庆典的最后环节，举办了隆重的颁奖仪式。

涂附磨具分会及扬中市委市政府领导与锋芒集团

董事长王荣生一道，分别为 17 位锋芒金牌员工、8
家金牌客户以及金牌合作外商、金牌供应商单位和

个人颁发了荣誉奖项。

最后，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高级顾问

王明远赠送两幅书法，庆贺锋芒集团 20 年庆典并

王荣生先生 55 岁华诞。

庆典活动在欢乐的宴会之后圆满结束。

  （图 / 文  牛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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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鼎硕磨具磨料有限公司创立至今接近

6 年，从不为人知到市场对 TAC 品牌的良好口碑，

走进了快速发展的道路。那么鼎硕的 TAC 前景

是什么？未来会有什么新的目标和措施？相信大

家会有兴趣了解。下面就这个话题向大家逐步展

开：

一）TAC 1.0

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知道我们四个合伙人在

2011 年底创办了鼎硕，主要生产工业百洁布。

东莞鼎硕：TAC 2.0 之路
The Road of“TAC 2.0”

在过去的 6 年里，我们重新建立了工业百洁布的国

内市场标准，与此同时也建立了 TAC 这个全新的

中国品牌。使得工业百洁布国外品牌一统天下的时

代成为了过去！业内生产者或者用户现在已经深

信国产工业百洁布已经完全有能力自主开发并生

产适合中国企业的工业百洁布产品，从而全面替代

进口产品。

      TAC 1.0 之路用一句话总结为：我们在过去的 6
年只是做好了一块百洁布！

售收入超过 1.5 亿，规模进入国内 P 砂生产

企业前列的大型磨料生产企业集团，其生产

的棕刚玉煅烧磨料是我行业的优质原材料，

公司连续多年获得行业协会优秀原材料供应

商，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称号。“银

星”品牌享誉海内外。

在康根正董事长的陪同下，秘书长一行

和全体员工一起首先观看了由银星员工自编

自导自演的再现企业创业发展历程的四幕大

型情景剧及其它反映企业精神员工风貌的精

彩节目，引发了全体员工的强烈共鸣。

陈远东秘书长代表涂附磨具分会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致辞，盛赞企业两代人的艰苦创

业顽强拼搏精神，质量至上诚实守信的企业

家精神，感谢银星为行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

献，并赠送墨宝：“三十征程风和雨，银星

砥柱铸中流；六十华年尘与霜，根正金刚写

春秋”。康根正董事长及各界嘉宾代表也发

表了致辞。

涂附磨具分会高级顾问王明远以及省会

艺术家们纷纷上台演出助兴。最后由银星员

工组成的合唱团演出了大合唱《歌唱祖国》

《银星之歌》，恢宏的气势，嘹亮的歌声，展

现了银星磨料职工不畏艰辛、团结协作、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整个庆典活动在一片欢

快祥和的气氛中结束 !

秘书处赠送墨宝“三十征程风和雨，银星砥柱铸中流；

六十华年尘与霜，根正金刚写春秋”

  （图 / 文  华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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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们的线下体验专卖中心开始布点了                      

6）互联网环境下的 TAC 2.0

7）为什么鼎硕 TAC 2.0 要上线并增加网上交易：

● 更快速地与使用 TAC 产品的终端用户取得

有效直接的沟通；

● 更高效地与各区域的经销商配合服务终端客

户；

● 更有效地推行 TAC 品牌统一的标准产品、

价格体系和服务内容。

经销商 / 门店过去是很忌讳厂家直接面对终端

客户的，过去的国内大多数生产厂家往往在与终端

客户取得联系后就采取了直接销售的模式，使得经

销商 / 门店担心失去客户。但过去生产厂家完全通

过经销商来与终端客户联系，也往往逐步脱离终端

用户对产品要求的变化，从而一成不变的产品同样

会逐步失去了终端客户，形成恶性循环。今天这种

矛盾依然存在，阻碍双方的长期合作。

为此，鼎硕 TAC 2.0 为双方建立共赢模式。一

方面鼎硕从互联网直接得到终端用户的真实信息，

尤其是终端用户对产品的要求，可以第一时间直接

了解并做出快速反应；另一方面鼎硕在网上将接到

终端客户的订单后，马上可以按区域经销商服务范

围进行安排，达到各司其职，互利共赢的局面。

8）为什么 TAC 2.0 要建立线下体验专卖中心 ：

● 让终端客户能够方便地在他附近的店面体

验 TAC 产品；

● 变门店目前的种类销售为未来的品牌销

售；

● 让线下门店能够提供更专业、更优质的服

务；

● 让线下门店在同一品牌下有更多产品给终

端客户体验和选择。

因此，TAC 2.0 之路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在互

联网环境下顺势而为，与经销商 / 门店构建互利共

赢的合作联盟。

 本栏目责任编辑：范晓玲

二）TAC 2.0

1）我们积累了更多经验

2）我们的核心团队逐步成长

3）我们除了过去积累的产品面向市场

我们还增加了更多的新产品：

4) 我们的官方网站上线了

www.tersura.cn

  （东莞鼎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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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郑州）国际磨料磨

具磨削展览会 展后报告
The Fourth China Zhengzhou A&G EXPO Final Report

来自全球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吸引了 24 个国

家和地区近 25000 人次的专业观众参观采购；本届

轴承技术展规模 6000 平方米，参展商 111 家，吸

引观众 6000 人次。结合统计数据，主承办各方针

对两个展会提出了亮点和不足。亮点主要体现在

“协同”，本届展会以三磨展为基础，加入轴承技术

展和汽车耗材展，是行业上下游产业结合的一次有

效尝试，产业链的协同发展不但打破了旧发展思

路，也开辟了新的服务范围，展商和观众的信心和

信任也随之被带动起来。总体来说，本次三展互联，

达到了预期目标，为展会的长期健康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不足主要体现在展会的规模没有取得有效

突破，宣传拓展的渠道比较单一，缺少国际性贸易

企业的加入，工具、刀具等精密加工产品体现较少，

下游带动乏力，现场规划和运输搭建服务有待提

高。

经商务部批准，第四届中国（郑州）国际

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简称：中国三磨展 /A&G 
EXPO）于 2017 年 9 月 14-16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成功举办。本届展会由国机精工有限公司和中国

机械国际合作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国机环球（北京）

展览有限公司、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

在总结发言中，主办方的领导就下届展会提出

了具体要求：1. 成立专门的项目组，负责三磨展的

前期策划和筹备工作，以“价值终点是满足客户需

求”为服务宗旨，进一步创新落实运行模式；2. 在
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带动下，加大国际性贸易

的宣传，增加与境外机构的沟通，为展商的走出去

战略提供平台；3. 结合区位市场因素，加大主办方

的运作力度，吸纳更多的有效资源加入到展会的运

营中来，目标将展会的规模上升到新的层次，形成

真正可以和国外展会媲美的品牌化。   

                                                       来源：爱锐头条

会、磨料磨具分会和涂附磨具分会联合承办。

本届三磨展展会面积 20000 平方米；参展商

330 家，分别来自全球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

吸引 24 个国家和地区近 25000 人次的专业观众参

观采购 ；数十场论坛及专业讲座同期举办；全球

50 余家专业媒体和大众媒体，近 100 名记者注册

展会 
FAIR

第四届郑州国际磨料磨具磨削展

总结会召开
The Fourth China Zhengzhou A&G EXPO Summing-up Meeting was Held

2017 年 10 月 31 日，第四届中国（郑州）国

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和第二届中国国际轴承技

术与服务展览会总结会在北京国机大厦召开。主办

方领导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

晓军、副总经理程永顺，洛阳轴研科技科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峰、副总经理陈锋，承办方超硬材料

分会秘书长孙兆达、涂附磨具分会秘书长陈远东、

磨料磨具分会秘书长陈鹏、爱锐网总经理李静、洛

阳轴研所部门经理杨昌福、国机环球总经理张林等

参加会议。

会议各方首先听取了组委会对两个展会展商、

观众、主场运营方面的数据汇报。据了解，本届三

磨展展会面积 20000 平方米，参展商 330 家，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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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销售部门、技术部门的观众列前三位，对

前述结论给予印证。

（三）观众所在行业分析

本届三磨展观众来自多个行业，其中机械制造

行业观众超过 1/3 ，其次为五金机电和机床工具行

业。说明磨料、磨具和磨削设备的主要行业用户踊

跃赴会并参观采购。（见图 1-3）

（四） 观众所在单位性质分析

由图 1-4 可知，按观众所在单位性质分析，也

反映出从事制造行业的观众占比较高；另外，以贸

易为主要经营目的的观众也达到了 1/3，说明三磨

展的贸易特征也比较明显。

（五） 观众对展品兴趣分析

由图 1-5 可知，观众最关注的产品是磨料

（32.7%），其次是磨具及相关制品（25.2%），行业

所需的专用设备等累计达到 24%，符合三磨展“磨

料 - 磨具 - 磨削设备”产业链特点及展品分布现状。

（六） 观众参观展会目的

从图 1-6 可知，1/3 的观众为了“寻求供应商”，

说明这部分观众的商业目的性明确；“了解行业信

息”的观众排第二位，占 24%，也说明三磨展凸

显行业专业展会特点。

（七） 获知展会信息来源分析

在图 1-7 中，展商邀请占 24%、主办方邀请占

21% 和朋友介绍占 16% 分列前三位，说明参展商

并现场报道三磨展盛况。

一、 专业观众分析

第四届三磨展观众分布广，观众质量好、数量

足；绝大多数观众来自机械制造业，以贸易、交流

为主要目的。

（一） 观众来源地分析

根据第三方统计资料，本届三磨展观众来自全

球 24 个国家和地区。境内观众约占 93.6%，境外

观众约占 6.4%。

境内观众来自除西藏以外的 31 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其中占比较多的省份依次为河南省

59%、山东省 6%、广东省 6% 和河北省 5% ；按地

区比较，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和华北地区列前三位。

以上情况基本符合行业地域集聚特点。 （见图1-1.1、
图 1-1.2）

（二）观众决策权分析

从图 1-2.1 可以看出，决策者和参与决策者占

比为 56%，说明三磨展观众所在企业对展会高度

重视，观众层次高、质量好；另外，较多专业技术

人员参与（37.52%），说明展会专业性强，吸引了

众多技术人员赴现场进行交流。

在图 1-2.2 中，按观众所在部门分析，来自管

1-1.1境内观众来源地分析

1-6观众参观展会目的分析

1-5观众对展品兴趣分析

1-4观众所在单位性质

1-3观众所在行业分析

1-2.2观众所在部门分析

1-2.1观众决策权分析

1-1.3境外观众来源地分析

1-1.2境内观众来源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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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对观众重要性满意度最高（92.4%），说明三

磨展观众层次高、品质好。( 图 2-3)

（四） 对服务满意度分析

在问卷设置的 7 项服务指标中，展商对展会各

项服务满意度较高，满意度均在 88% 以上；参展

商较不满意的服务项目是“本展位搭建服务”，不

满意的约占 12%。（图 2-4）

（五） 对本单位参展效果评价

从图 2-5 可以看出，展商对本单位参展活动比

较满意。首先对展品最有信心（95.9%），其次对

展位形象及广告效果也比较满意（94%），即便排

名最后的选项“参展效果”也达到了优的标准。

（六） 对展会总体满意度分析

从对展会总体体验角度来看，参展商对本届三

磨展非常满意。选择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的占

比依次为 40.6%、53.4% 和 6%。说明三磨展作为

业内知名品牌专业展会名不虚传。（图 2-6）

（七） 展商参展下届展会意愿分析

由图 2-7 可知，展商选择下届展会意愿强烈，

选择“一定会”和“很可能会”的参展商高达

65%，选择“可能会”的参展商占比 28.3%，仅有 0.9%
的展商选择不参加展会。说明展商对下届三磨展充

满信心和期待！

和主办方在观众组织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朋友

介绍能列第三位，说明三磨展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较高，参与者有收获，愿意点赞。

二、 参展商分析

第四届三磨展参展商来源地分布广，展商代表

性强；外商面积和展品数量有较大突破；境内单位

参展踊跃，特装展位多；展商对展会服务、观众质

量和数量等指标满意度高；展商对下届展会充满期

待！

（一） 参展商来源地分析

第四届三磨展参展商 330 家，比上届增长 5%。

展商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

法国、瑞典、美国、台湾、香港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展商数量境内、境外占比分别是 85.7% 和 14.3%（图

2-1.1）。境外展商面积占比 20.5% ；以亚洲地区为

主（图 2-1.2）。

境内 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展商现场展示，

其中河南省展商数量列首位，其后依次为广东省、

河北省、江苏省、山东省，TOP5 达到 74.8%。以上

数据基本符合行业产业分布现状。（图 2-1.3）

（二） 参展目的分析

由图 2-2 可知，“展商把展示新产品与新成果”、

“建立新的商业关系”和“交流经验”作为参展目

的的主要选项，说明三磨展作为品牌专业展会，其

展示、贸易和交流信息的综合功能比较完备。

（三） 对观众满意度分析

展商从人数、质量、意向和效果 4 个维度对

三磨展进场观众进行评价，满意度均在 83% 以上，

2-7展商参展下届展会可能性

2-6 展商对展会总评

2-5展商对本单位参展评价

2-4展商对服务满意度分析

2-3展商对观众满意度分析

2-2展商参展目的分析

2-1.3境内展商来源地分析

2-1.2境外展商来源

地分析

2-1.1展商来源地分析

1-7观众获得展会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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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金展，

参展磨企透露了行业的三点变化
CIHS Abrasives Enterprises Revealed Three Changes in the Industry

2017 中国国际五金展（CIHS）10 月 22 日在

国家会展中心 ( 上海 ) 隆重举办。本届展会规模达

16 万平方米，共有来自 20 个国家近 3000 家企业

参展。

本届国际五金展中有超过 120 家磨料磨具行业

企业出展，其中国内涂附磨具行业参展的企业有湖

北玉立、常州金牛、江苏锋芒、广东小太阳、苏州

远东、淄博四砂泰山、淄博理研泰山、珠海大象、

山东博世、郑州佳研、湖北丰普、临沂三超、江苏

宝轮、湖北重泰、郑州安信、东莞日兴等 16 家企

业。据悉，与主办方宣传的观众采购商达“5 万之众”

不同，参展企业普遍反映，展会人气不旺，前来参

观采购者不多，因此一些企业表示来年是否参展还

要斟酌。

作为五金行业的上游，我国磨料磨具行业本身

也正处于艰苦的转型升级进程中，环保督察、原材

料涨价、限产停产、招工难等问题。在面对困难的

大环境，这么多行业企业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

择主动出击。

审时度势，规模经营

规模化，面对环保风暴带来的磨料磨具行业原

材料停产、涨价。一些以低价竞争为主的小型制品

企业反应比较强烈，不是迫不得已停产就是选择价

格上调。从结果上来说，反而给行业产品价格上涨

带来了机遇。而一些中型成长型企业虽然也面临着

材料供应带来的阵痛，但是在应对方法上有着更多

的选择空间，而且大多数企业也都纷纷表示，下游

市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下游行业在转型升级

中，对价格因素的在意程度有所减轻，只要磨具产

品达到其所需的新性价比平衡点，下游企业也能对

产品涨价有了更高的接受程度。而行业的大型企

业，因为本身早已远离价格战，产品都有些较为合

理的利润空间，面对来自原材料方面的波动虽也有

痛感但整体影响不太，在市场竞争中有着更大的主

动空间，所以很多企业表示，面对未来可能越来越

严格的原材料形势，企业需要往规模化方面发展。

转型升级，各竭其能

随着行业发展，未来以低价竞争的小作坊式企

业将逐步面临消亡或被整合。但是因为中国经济发

展的纵深性，三四线地级市场仍会有一定市场保有

量，所以这部分市场需求将被更多的释放，成为部

（八）展商声音

展会创办时间长，影响力大；展会专业、规模大；展会客户多，

效果好；行业朋友多，便于交流。希望加大推广力度；增加国际

展商和观众。现场噪音大，卫生环境需改进。

三、同期活动丰富多彩

第四届三磨展同期，举办了

2017 中国精工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第 21 届中国超硬材料技术发展论

坛、2017 秋季全国磨料磨具行业信

息交流大会暨 66 届中国刚玉碳化硅

交易会、2017 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

坛、第四届中德磨削技术交流会等

专业会议，注册会议代表 1100 余人。

5 家参展商在现场进行新产品新技术

发布，取得良好效果。

第四届三磨展坚持绿色筹展，

节约办展。主办方同期展会三磨展、

轴承技术展、汽车易损件展、论坛

等展前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展期

首日举办联合开幕式，50 余家媒体，

近 100 记者参与报到。

  （三磨展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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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李克强: 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 促进实体经济转型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Internet, Promoting the Real Economy Transformation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30 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通过《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

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促进实体经济振兴、

加快转型升级；通过《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

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草案）》，推动营改增改

革成果法治化。

会议指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结合实施“中国制造 2025”和“互联网 +”，加快

建设和发展工业互联网，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这对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大力

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具有重

要意义。一要营造有利于工业互联网蓬勃发展的

环境。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

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准入限制，扩大市场主体平

等进入范围，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通过财税政策支

持、鼓励企业开展债券、股权融资和社会资金投

入、创新金融服务等，促进“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

发展。二要大力推动工业企业内网、外网建设。支

持有能力的企业发展大型工业云平台，实现企业内

部及产业上下游、跨领域各类生产设备与信息系统

的广泛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促进制造资

源、数据等集成共享。对接个性化、定制化需求，

开展协同设计、众包众创、云制造等创新应用。三

要加大政府对基础网络建设的支持。到 2020 年基

本完成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改造

和配套管理能力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小企业专网降

费用、提速率。完善法规、标准、标识解析等体系。

引导企业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推动攻击防护、

漏洞发现、安全审计、可信芯片等产品和技术研发。

围绕汽车、电子、能源、航空航天等重点制造领域

建设网络和平台安全保障管理与技术体系。加大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加快工业无线、低功耗广域网等

产品研发和产业化，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

前沿技术应用。四要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开放融通

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大中小企业跨界融通，支

持中小企业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形成服务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多层次公共平台。推动开放合作，

鼓励国内外企业跨领域、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简化

认证、减少收费等，兼收并蓄，广揽人才，加大专

业人才培养力度。推动发展智能、绿色的先进制造

业。

　　                                    来源：新华网

分规模化在成本与产能方面极具优势的企业下探

占领的新空间。此外，随着行业发展，企业产品质

量有着长足的提升，在一些长期被国外占领的高端

领域也出现了替代的趋势。国内在轨道交通等基础

建设多方面每年投入巨大，这部分高端市场所带来

的巨大利润，必将促使企业加快产品升级，技术研

发。

内修品质，外树品牌

品牌的重要性在磨料磨具行业有了越来越多

的共识，对于品牌的塑造与培育受到了行业前所未

有的关注。而在品牌塑造方式上，虽然众多企业都

在产品品质本身为主线投入，但是在其他方法上却

都各自摸索出来了全新的道路。

在品牌塑造与培育中，有的企业选择以建立使

用者的口碑为切入点，有的企业注重品牌的知识产

权保护，有的企业则把现代化的工业设计元素融入

了磨料磨具行业品牌中。因为众多企业在提升品牌

方面越来越注重，以及全行业持续不断的努力，也

为我国磨料磨具市场发展营造出来了正面积极的

形象，为我国磨料磨具市场在下游行业认知带来了

全新的高度。

                                                来源 : 爱锐头条

河南打造20个品牌展会 
重点支持三磨展

Henan Built 20 Brand Exhibitions, Focused on Supporting A&G EXPO

近日，河南省发布的《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

出，到 2020 年要在全省打造 20 个市场化程度高、

产业带动力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展会，

培育 60 个以上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中型专

业展会，培育壮大一批市场运作能力强、管理服务

水平高的展览龙头企业，展览业综合实力进入全国

前 10 名，显著提升河南省展览业的整体水平和国

际竞争力。

总体来说，河南省将积极推进郑州市国际会展

名城建设，打造高端会展核心区。支持其他省辖市

打造具有产业优势的区域性品牌展会，鼓励各地举

办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展会。积极培育新能源电动

汽车、餐饮、旅游、特色农业、电子商务、智能终端、

中药材等专业展会。

支持中国 ( 河南 )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郑州

全国商品交易会、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

会、中国 ( 郑州 ) 国际汽车后市场博览会、中国 ( 漯
河 ) 食品博览会等品牌展会进一步做大做强。

引导中国 ( 郑州 ) 国际磨料磨具磨削展览会、

中国 ( 郑州 ) 国际糖酒食品交易会、洛阳机器人暨

智能装备展览会、南阳玉文化博览会、河南民权制

冷装备博览会、中原畜牧业交易博览会等一批具有

产业基础和地域特色的展会。   

                                                   来源：河南商报

 本栏目责任编辑：范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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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批准发布12项磨料磨具专业领域行业标准
MIIT Approved the Release of 12 Industry Standards of Abrasive Products Professional Field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

消息，2017 年 11 月 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以 2017
年第 48 号公告批准发布了 691 项行业标准。公告

附件显示，批准发布的行业标准中涉及磨料磨具专

业领域的有 12 项，均于 2018 年 4 月实施。

该 12 项行业标准来自于 2015 年第二批和第三

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在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秘书处的组织和各标准起草工作组的努

力下，进行了大量的调研、讨论、验证和征求意见

工作，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陕西省西安

市召开的标准审查会上经相应分技术委员会审查

通过，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进行了报批，于 2017
年 7 月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后，最终经本次公告

批准发布。

其中涂附磨具行业标准 2 项：编号 JB/T13310-
2017 涂附磨具聚酯砂膜。本标准规定了聚酯砂膜

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代号、标记、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

标准适用于以合成树脂为粘结剂，将人造磨料或天

然磨料粘结在聚酯薄膜表面而制成的涂附磨具。

编号 JB/T13311-2017 涂附磨具用玻璃纤维背

托盘。本标准规定了涂附磨具用玻璃纤维背托盘的

术语和定义、分类、代号、标记、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

准适用于以玻璃纤维布为原料经浸渍合成树脂、烘

干、裁切、固化制得的砂页盘、砂盘等涂附磨具用

玻璃纤维背托盘。

该批行业标准的发布与实施，一方面解决了相

关领域标准老化的问题，纳入了新技术和新方法，

体现了技术进步的原则，保持了标准的先进性和实

用性；另一方面解决了相关领域标准缺失的问题，

适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了磨料磨具专

业领域的标准体系，对推动我国磨料磨具向国际化

先进水平靠拢、提升产品质量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 : 国磨质检

国家磨料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被评为I类机构
National Abrasives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Named I Class Institution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产品质量监督司发布了

2017 年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工作质量分类监管工作

的考核情况通报，共有 174 家检验机构考核结果为

I 类机构，其中国家磨料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序

号 105）以 97.6 分被评为 I 类机构。

Ⅰ类机构 174 家，占被考核机构总数 16.0% ；

Ⅱ类机构 638 家，占被考核检验机构总数 58.7% ；

Ⅲ类机构 269 家，占被考核机构总数 24.8% ；Ⅳ类

机构 5 家，占被考核机构总数 0.5%。其中质量技

术监督系统依法设置检验机构情况为：Ⅰ类机构

103 家，Ⅱ类机构 352 家，Ⅲ类机构 192 家，Ⅳ类

机构 5 家；质量技术监督系统依法授权检验机构情

况为：Ⅰ类机构 71 家，Ⅱ类机构 286 家，Ⅲ类机

构 77 家，Ⅳ类机构 0 家。  

                                                   来源：国磨质检 

发改委：市场决定价格机制2020年基本完善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Market Price Mechanism Basically Completed in 202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出台了全面深化

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对未来三年价格机制改革进

行了系统谋划和全面部署。未来将聚焦垄断行业、

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生态环保、农业、涉企收费、

市场价格监管、民生保障等七个方面，充分发挥市

场决定价格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研究员王宇表示，价格是

市场经济的核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就是让市场决定价格、引导供求。通过全面深

化价格机制改革，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价格

形成机制，强化价格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等，将有

效发挥价格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

据介绍，到 2020 年，我国由市场决定价格的

机制将基本完善，以“准许成本 + 合理收益”为

核心的政府定价制度基本建立，促进绿色发展的价

格政策体系基本确立，低收入群体价格保障机制更

加健全，市场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体系更加完

善，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

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价格环境基本形成。

                                                    来源： 经济参考报

环保部：把小厂关闭，大厂就有优势了
MEP: Small Plants Closed, Large Factories Have More Advantages

近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整治

暨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阶段总结现场会

在河北省文安县召开，环保部长在和代表企业家交

谈时说：把小厂关闭，大厂就有优势了，市场占有

率就提高。

    当部长市长等领导和各媒体参观文安县大地木

业公司时，看到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满足、高兴之情

是溢于言表的。”现场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李干

杰对大家说，这家企业今年以来环保投入 3000 多

万元，包括锅炉改造和增加挥发性有机物粉尘收集

设备。“但回过头来，经济效益也是非常明显和实

在的。”李干杰说，据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说，去年

生产胶合板只有 300 多万张，但今年已经生产了

750 多万张。不仅是数量的增加，每张胶合板的利

润也由过去的 2 元增加到十几元。多生产 450 万张

胶合板，利润就是 4500 多万元，一年就把环保投

入收回来了。

    经过半年多的环保，有不少的企业在倒闭或徘

徊在生死边缘，也有企业却在建新厂，扩大产能；

另外，很多厂由于环保问题近来相继关停，部分订

单转移到环保设施合格的大厂手里。由此可见，目

前企业两极分化逐渐变的严重，行业洗牌已初现端

倪。2018 年，去“小、散、乱”厂的力度不会减小，

将有大批小工厂退出市场竞争，价格上涨也将是长

期趋势。

                                          来源：制造工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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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研科技通过2017年度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评审
ZYS Passed 2017 Henan Innovation Leading Enterprises Review

日前，河南省科技厅发布 2017 年度河南省创

新龙头企业名单，国机集团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榜上有名。

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主营产品（服务）符合

国家和省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领域，优先在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以上创新型（试点）企业、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内遴选。申报企业必须符合较强的综

合能力、行业引领能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

技术、具有较高的创新投入、具有良好的企业创

新文化等条件。2017 年 5 月，洛阳轴研科技申报

填写《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申请书》，经专家评审、

现场考察和征求意见等复杂严格的程序，最终成功

通过评审。

一直以来，轴研科技秉承国机集团“引领机械

工业前进方向，创新机械工业发展道路”的使命，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的精密机具制造与服务商”

这一宏伟目标，注重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研发，

营造积极的企业创新氛围。作为 2017 年度河南省

创新龙头企业，轴研科技将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以

期更好的助力行业良性有序的发展。    

                                                  来源：轴研科技

全国磨料磨具标委会六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
Fifth Session of Sixth National Abrasives Standard Committee was Held in Chongqing

2017 年 10 月 18 日，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六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市召开。全国磨料磨

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顾问和四个分技术委员

会的委员、观察员以及相关单位的特邀代表 140 余

人出席了会议。副主任委员刘一波主持大会。

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包华

作全国磨料磨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7 年工作总

结和 2018 年工作计划的报告，以及 2017 年财务收

支情况的报告。

副主任委员刘民强主持学习了《贯彻实施〈深

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重点任务分工（2017-2018
年）》和《“十三五”技术标准科技创新规划》。

包华秘书长主持学习了《工业和通信业强制性

标准制定程序和要求（试行）》，传达了上级主管部

门关于机械工业强制性标准后续落实工作、开展团

体标准制定工作等会议精神。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行业工作部李继运副

主任作“2017 年机床工具行业经济运行形势分析”

的报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工作部温顺如副

主任作“发挥标准对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基础支

撑作用”的报告。

根据议程安排，各分技术委员会完成了以下

几方面工作：1、审查了标准送审稿；2、讨论了

2018 年度工作计划 ；3、重点讨论了“十三五”技

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中规划的 2018 年拟制修订标

准项目，还对新提议的标准项目议案进行了审议。    

                                                      来源：标委会

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

“2+26”城市排查6万余家企业
Beijing-Tianjin-Hebei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2 +26” Cities Investigating 60,000+ Enterprises

11 月 21 日，环保部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散

乱污”企业整治现场会。根据预测，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 2017 年秋冬季气象条件整体不利，大气污染

物扩散能力较差。在整治现场会上，环保部部长李

干杰表示，对“散乱污”企业及集群必须坚持“零

容忍”，环保部将继续开展专项行动。

今年 4 月起，环保部从全国环保系统抽调

5600 名一线环境执法人员，对京津冀大气污染传

输通道上“2+26”城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

染防治强化督查，“散乱污”企业整治是强化督查

重点内容之一。这是环保部有史以来直接组织的最

大规模执法行动。

为持续保持执法监管高压态势，强化督查在环

保领域首次采用压茬轮换制度。督查发现的问题当

天向当地政府移交，督促地方建立台账依法查处，

逐一整改销号，确保件件有落实。截至目前，“2+26”
城市已排查涉气“散乱污”企业及集群 6.2 万余家。

强化督查启动以来，“2+26”城市在一季度

PM2.5 同比上升 12.5% 的严峻形势下，空气质量恶

化趋势得到全面扭转。4月1日—11月15日，“2+26”
城市 PM2.5 同比下降 6.5%，北京 PM2.5 浓度连续

7 个月低于 60 微克 / 立方米，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天津市东丽区、河北省衡水市等多地政府主要

领导因整改不力被公开约谈，环保压力层层传导，

打破了地方政府不敢查、不愿查、不想查的思想壁

垒，也让企业认识到督查绝不可能靠“避风头”“找

人脉”过关。   

                                                   来源：人民日报

唐一林荣获2017华北区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Tang Yilin Won 2017 North China Top Ten Annual Economic Character

11 月 10 日，2017 华北区域十大经济年度人物

评选颁奖典礼在济南隆重举行。济南圣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一林等十位企业家荣膺“华北区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称号。

据悉，“2017 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由

新浪财经、人民日报（客户端）、吴晓波频道联合

出品，依据创新性、颠覆性、前瞻性、成长性、持

续性等 5 个维度评选。分为“区域评选”和“年度

全国总决选”两个部分，区域评选在全国五大区域

同步展开，华北区域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

天津、河北、山东等省份。    

                                                   来源：圣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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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研科技召开“十三五”发展规划战略检讨会
ZYS Held “13th Five-Year” Development Planning Strategy Review Meeting

2017 年 10 月 28 日，轴研科技召开“十三五”

发展规划战略检讨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峰主持。公司领导、总部及所属企业相关负责人

等 37 人参加了会议。朱峰强调，此次会议是关乎

公司发展的重要会议，目的是为了深度剖析战略制

定与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共同探讨改进措施，

明确后续发展思路。

随后，所属企业、总部实体、总部职能部门相

关负责人，相关专家及公司领导依次发言。各参会

人员根据企业“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个转

型”方向路径、“一体四驱”业务架构及规划期各

项目标任务落地的基本要求，在认真学习《国机精

工“十三五”发展规划阶段性战略检讨》的基础上，

结合自身工作，重点围绕“主业做强”，检视了一

年多来战略实施情况，总结了经验教训，分析了存

在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工作改进措施及战略修订建

议。

最后，朱峰作了总结讲话，归纳了战略制定与

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规划修订提出了建设性

意见。他要求公司领导、相关单位负责人要敢担当，

要做到“谦虚、自信、理性”，按照习总书记对中

国共产党人的要求，作“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

族脊梁”。 

                                                      来源：轴研科技

中机六院再次入围ENR“中国工程设计企业60强”
SIPPR Engineering Group Re-nominated ENR “Top 60 China Engineering Design Enterprises”

11 月 30 日，被誉为建筑行业“奥斯卡”奖的

2017ENR/ 建筑时报“中国承包商 80 强和工程设

计企业 60 强”在苏州揭晓，中机六院再次入围“中

国工程设计企业 60 强”，充分展现了公司的综合实

力和发展水平。

ENR/ 建筑时报“中国工程设计企业 60 强”排

名榜单自 2004 年创办至今，已历经十四届。该排

名由中美两国行业主流媒体联手打造，以上一年度

企业工程承包和工程设计营业收入作为主要排名

依据，体现了中国承包商和工程设计企业在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所呈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已

成为各界公认的工程行业发展风向标和“晴雨表”，

具有高度的专业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并已在国内

外获得广泛认可。   

                                                          来源 : 中机六院 

河南全国首推绿色环保调度制 
90%棕刚玉企业今冬可生产
The First Green Environmental Dispatch System in Henan

90% of Brown Fused Alumina Enterprises Can Produce This Winter

今冬，河南省 1089 家完成了电和天然气绿色

化改造的铸造企业将不再纳入错峰生产范围，可以

正常生产。这让铸造企业主们很是振奋。“这让我

们切实感受到环保制度的公平性，这下我们可以放

心接国际订单了”，河南省铸锻工业协会负责人表

示。

绿色环保调度制度 10 月 1 日起在全省推开，

就是在发生或预测可能发生污染天气、冬季采暖、

静稳天气和高温天气期间，对通过更换清洁能源、

实现超低排放、开展清洁生产等方式，污染物排放

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的工业企业，实行绿色环保单位

优先生产、高污染单位限制生产的差别化制度。

从以前的“一刀切”变为“一厂一策”，绿色

环保调度制度的推行实行奖惩并举。冬季错峰生产

期间，对于实现绿色环保改造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单

位主要有三方面激励政策，一是对全部采用电或天

然气等清洁能源为燃料的工业企业等大气污染物

排放单位，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获得大气污染防治

专项资金支持，列入电力直接交易环保免审名单，

原则上不再列入各级污染天气管控清单 ; 二是对通

过实施治污设施技术改造，实现污染物超低排放，

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的工业企业等大气污染物排放

单位，可列入电力直接交易环保免审名单，并在新

( 改、扩 ) 建项目时享受环评审批“绿色”通道政策 ;
三是对通过实施治污设施技术改造，主动实现污染

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工业企业等大气污染物排放单

位，可在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分配时予以倾斜。

90% 的铸造企业以及棕刚玉和珍珠岩行业，

全省已经基本全部完成电和天然气改造，不再实行

错峰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受到逆温、静稳、高湿等

不可控气象条件影响形成了重污染天气，全部企业

都要再度实行生产管控。

                                                         来源 : 大河网

东莞金太阳荣获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认定
Dongguan GOLDSUN Named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广东省

金太阳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过专家评审

和网上公示等程序，被正式认定为广东省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认定，是对金太阳新产

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创新能力、技术人才队伍、行

业地位等方面的充分肯定。该认定有助于金太阳进

一步加大新材料、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公司新

材料研发、应用的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持续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也将为广东省新材料相

关领域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来源：金太阳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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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尔紫外光固化树脂研发实验中心建成
Guangdong Dynea UV Curing Resin R&D Center Built

2017 年 11 月 16 日上午，太尔胶粘剂（广东）

有限公司隆重庆祝“紫外光固化树脂研发实验中

心”建成投入使用。出席庆祝活动的有爱克集团总

裁小野先生、爱克亚太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大村先

生、爱克集团机能材料事业部部长海老原先生、广

东太尔总经理边国民先生、工业树脂市场部中国区

总经理吴海丽女士、副总经理汪启鸿女士、人力资

源及行政总监齐永林先生等。

“紫外光固化树脂研发实验中心”是经集团总

部和亚太控股公司共同决定，从爱克昆山树脂公司

整体转移过来的。项目于 2016 年下半年启动和开

工建设，不到一年时间即建成并投入使用。紫外光

固化树脂产品是公司继工业树脂系列产品、竹木材

树脂系列产品，贴面纸系列产品之后，又一个具有

行业和市场领先地位的新的应用领域。其主要应用

范围是为高端电子及手机通讯行业提供优秀的表

面涂层。    

                                                    来源 : 广东太尔

河南磨料磨具出口 
郑州—天津港铁海联运班列开行

Henan's Abrasives Products Exported, Zhengzhou - Tianjin Seaway-Railway Liner Started

11 月 10 日凌晨 4 点，满载着 12 个 20 英尺集

装箱、24 个 40 英尺集装箱货物的铁海联运集装箱

货物列车，从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出发，28 小

时后抵达天津港，标志着郑州—天津港铁海联运班

列正式开行，这是继郑州至青岛港、连云港之后，

开通的第三条铁海联运线路。

据介绍，此次班列运载的货物主要为郑州及河

南省内生产制造的汽车配件、机电设备、金属制品、

耐火材料、陶瓷制品、建筑材料、磨料磨具等，货

重约 800 吨，货值约人民币 2100 万元。

铁路方面负责人介绍，郑州—天津港铁海联运

班列由中原铁道物流与天津港集团合作运行，班列

开通后，双方今后将建立郑州到天津铁海多式联运

班列企业联合体。近期，双方重点发展中原地区与

京津冀地区的多式联运，而根据远期计划，物流运

输由铁路到达天津港后，还将延伸到日韩、欧美等

地。该班列的开通为河南自贸区建设和开放型经济

搭建了便利快捷高效的国际物流平台，为郑州铁路

口岸和圃田一级物流基地建设发展汇集了更加丰

富的市场资源。    

                                                 来源：爱锐头条 

白鸽荥阳新厂区举行隧道窑点火仪式
White Dove New Plant Tunnel Kiln Firing Ceremony Held in Xingyang

通城县涂附磨具产业

入选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名单
Tongcheng County Coated Abrasives Industry Selected Key Growth Industry Cluster List

11 月 5 日，白鸽磨料磨具公司在荥阳白鸽新

厂区隆重举行新厂区隧道窑点火仪式。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洪凌致开幕词：“白鸽公司

新厂区隧道窑点火是白鸽公司进入新的战略发展

机遇的里程碑，白鸽公司迁建提升项目有利于扩充

公司产能，形成规模化、精益化的生产能力；整体

迁建项目完成后，公司将以更好的产品和优质的服

务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  

                                            来源：白鸽磨料磨具

日前，湖北省 2017 年度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名单公布，咸宁市有 11 个产业集群被列入其中。

根据省经信委公布的名单，咸宁市机电产业集

群、咸安区苎麻纺织产业集群、咸宁市现代森工产

业集群、嘉鱼县管材产业集群、通城县涂附磨具产

业集群、赤壁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赤壁市砖茶产

业集群、通山县石材产业集群、崇阳县钒产业集群、

通城县电子信息基材产业集群、咸宁高新区军民结

合产业集群等 11 个产业集群被列为 2017 年度全省

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　　

依据《湖北省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暂行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重点成长型产业集群，是指规模较

大、集中度较高、成长性好、竞争力强，在产业公

共服务平台、支撑体系和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有一

定基础，对全省产业集群发展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

产业集群。

　　                                   来源 : 咸宁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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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今年不再收购新棉 棉花市场受影响
Treasury No Longer Purchased New Cotton This Year, the Cotton Market Affected

环氧树脂价格持续走高
Epoxy Resin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决定

今年新棉上市期间原则上不安排轮入，2018 年储

备棉轮出销售将从 3 月 12 日开始，截止时间暂定

为 8 月底，每日挂牌销售数量暂按 3 万吨安排。

新棉不安排轮入，指的是国库不再收购今年的

新棉。目前，棉花正是采摘季，这个政策对今年棉

花市场有何影响？在国内外棉价差逐渐缩小的大

背景下，明年的棉花价格到底啥走势？

众所周知，去年，我国棉花价格增长幅度较大。

有资料显示，2016 年以来，国内棉花产业链开始

呈现复苏态势，最直观表现就是棉价上涨，纺织企

业订单不断。2017 年，在价格上涨的带动下，国

内棉花种植面积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扩大。中储棉

信息中心总经济师冯梦晓分析认为，今年大部分农

户的收益也有保障。但是接下来一年，价格恐怕难

以维持大幅度上涨。

皮棉市场弱势，后期籽棉市场也难现利好，面

对今年的棉花市场行情，卓创资讯分析师黄小易建

议，企业谨慎控制成本，优化皮棉销售计划，应对

市场风险。对于植棉农户，建议随行就市销售籽棉，

保证种棉收益。    

                                                         来源：央广网 

据卓创资讯数据监测，近期环氧树脂价格强势

上涨。11 月 24 日，华东高端液体环氧树脂价格已

涨到 26050 元 / 吨，周每吨净涨 1650 元 / 吨，涨

幅高达 7%。近 1 个月，累计涨幅已达到 30%。目

前部分企业报价已经达到 28000 元 / 吨，而固体环

氧树脂工厂报盘也已经达到了 20000 元 / 吨附近。

价格已创下 2012 年以来的新高，并逼近 2008 年高

点。按照原料当月平均价格来进行核算，液体树脂

盈利已经达到 4400 元 / 吨附近，而固体树脂盈利

在 1100 元 / 吨附近。　　

业内认为，主要原料价格的持续走高，对环氧

树脂价格推升明显。环氧氯丙烷受环保限产影响，

货源紧张状况难有缓解，上行概率较大。而双酚 A
受到泰国 BPA 反倾销制裁等利好因素影响，后市

维持强势。此外，环保力度不断加大，黄山、山东

等地限产、停产造成企业开工不足，后市提升负荷

较为困难，市场货源紧张状况将持续。后市在成本

不断走高叠加环保限产等因素，环氧树脂价格有望

再创新高，相关企业盈利将持续改善。宏昌电子是

国内电子级环氧树脂龙头。阿科力主营各类精细化

工产品、特种环氧树脂等产品的生产研发。

                                              来源 : 证券时报

玉立集团全自动数控

水砂生产线砂布品质更稳定
Yuli Group Automatic CNC Water Sand Production Line Emery Cloth Quality More Stable

3M携手Kuka启动亚洲首家联合打磨站
3M and Kuka Launched Asia's First Joint Grinding Station

日前记者在通城县樊牌新城玉立集团的生产

车间看到，一台台无人操控的机器正在高速运转，

一张张成型的水砂布正在缓缓拉出，呈现现代化的

生产景象。

据悉，玉立集团去年 8 月引进的这台水砂生产

线，采用全自动数控生产，每台机器实现视频监控，

无需人工操作。相较传统生产线，新型水砂线生产

的砂布品质稳定，生产更为高效，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 70%。

樊牌新城玉立工业园作为玉立集团落实产业

倍增计划的重点工程，计划总投资 5 亿元，建 3 栋

生产车间、1 栋综合楼，面积 10 万平方米，新上

的一大批涂附磨具及磨具生产线，严格按照“环保、

节能、减排、智能、美观”的高端设计理念建设而成，

全部采用进口设备，产品技术含量高，全部建成投

产后，年产值可达 10 亿元。  

                                                来源：咸宁新闻网

全球知名的多元化科技创新企业 3M 携手德

国库卡 (KUKA) 机器人有限公司、FERROBOTICS
公司，12 月 5 日于 3M 上海研发中心举办了以“科

技创新，助力制造”为主题的联合打磨站揭幕仪式。

仪式上，三方领导宣布将携手共同打造亚洲首

家研磨领域的联合打磨站，强强联手聚焦研磨工

艺的技术创新与研发，推动研磨领域的革命发展。

打磨站首期项目便于当日发布了全新的自动化研

磨机器人，其将 3M 公司在研磨领域的先进科技与

制造经验，与德国库卡 (KUKA) 机器人有限公司、

奥地利 FerRobotics 公司的智能自动化技术相结合。

在传统的研磨领域，大量的研磨工作还停留在

人工处理阶段。很多工厂购买了研磨机器却仍要配

备许多工人协作生产，这样的工作方式不仅降低了

生产效率，质量也很难控制。随着科技的发展及社

会的进步，打磨机器人用于代替传统人工进行工

件的打磨工作已是大势所趋。Kuka 机器人的加入，

对于 3M 在研磨技术方面的研发乃至整个研磨行业

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来源：中新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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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86 家纸厂大幅上调废

纸价 最高上涨 240 元 / 吨

12 月 9 日 -10 日， 全 国 86
家造纸厂的最新废纸报价显示，

全部都上调了废纸价格，幅度在

30-240 元 / 吨。其中华东地区 48
家上调 50-240 元 / 吨；华南地

区 19 家上调 30-250 元 / 吨；华

北地区 7 家上调 30-200 元 / 吨。    
（华印纸箱）

河工大材料学院成功举办第

182 期工大讲坛

10 月 31 号下午，第 182 期

工大讲坛在河南工业大学莲花街

校区图书馆学术报告厅成功举

办。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

究生导师、全国专利信息领军人

才贠强博士以“专利信息的价值

及其利用”为主题，为在场师生

带来了一场精彩讲座。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良及师生

代表 20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讲座。    
（河南工业大学）

中国石墨烯改性纤维及应用

开发产业发展联盟成立

10 月 11 日下午，中国石墨

烯改性纤维及应用开发产业发展

联盟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隆重成

立。来自国内石墨烯研发应用企

业、石墨烯科研高校院所、纺织

和服装企业以及媒体的近 200 名

代表参会。    （圣泉之窗）

圣泉集团荣获 2017 全国体

育科技成果贡献奖

11 月 10-12 日，由中华全国

体育总会科教部主办的 2017 年

全国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展览会暨

国际体育科技高峰论坛在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圣泉集团

携生物质石墨烯滑雪服参展，并

荣获“2017 全国体育科技成果贡

献奖”。    （济南日报）

爱克太尔微信公众号 11 月

正式开启

广东太尔公司宣布爱克太

尔微信公众号于 11 月正式启用，

并在其公众号发表公司总经理边

国民先生致太尔公众号读者的一

封信，信中简单介绍了太尔基本

情况，并对公众号读者送上最真

挚的祝福。    （广东太尔）

柘城县 7 家超硬材料企业在

郑州集体挂牌

金刚石产业已成为柘城县的

主导产业，近日，柘城县 20 家

优秀在郑州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其中包括 7 家超硬材料企业，

分别是翔泰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鑫坤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施诺德

钻石科技有限公司、华鑫超硬磨

料磨具有限公司、正鑫钻石科技

有限公司、鑫锐钻石工具有限公

司、圣力达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柘城新闻）

太尔 UV 光固化树脂开创

3C 行业新纪元

太尔光固化树脂生产线和研

发应用实验室已经在本月投入使

用，开创太尔在 3C 行业的新纪

元。太尔生产的 UV 光固化树脂

产品，主要用于手机屏幕保护膜、

玻璃盖板下面用的防爆膜、LCD
液晶显示屏、手机机壳。      （太

尔爱克） 

临沂市大店镇召开磨料磨具

产业转型升级座谈会

11 月 11 日，临沂市大店镇

召开磨料磨具产业转型升级座谈

会，副县长徐淑波出席并讲话。

山东信发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山

东莒南新亚磨具有限公司等部分

磨料磨具企业负责人汇报了当前

企业经营情况。大家就如何推动

磨料磨具企业转型升级等问题交

换了意见。    （爱锐头条）

 本栏目责任编辑：袁文建

环保部发布天气督查巡查一

号令

11 月 3 日，环境保护部督查

巡查办公室向 28 个督查组和 102
个巡查组发布《环境保护部应对

重污染天气督查巡查第 1 号令》，

要求各督查组、巡查组 11 月 4
日至 8 日，按照预定计划全力做

好重污染天气应对的督查巡查工

作。这是自今年 28 个督查组和

102 个巡查组成立后，环保部发

布的首份应对重污染天气的督查

巡查令。    （财新网）

中机合作总经理郭春阳会见

俄圣彼得堡石油化工设计院技术

总监

2017 年 11 月 8 日，轴研科

技所属企业中机合作总经理郭春

阳等会见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石油

化工设计院技术总监德米特里一

行。双方就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石

油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

集团合作甲醇项目的设计工作进

行了会谈。该项目由中机合作牵

头，并由中机合作和 CMEC 负责

总承包。平煤神马集团、中方设

计院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谈。  
（轴研科技）

东莞金太阳 1-9 月份净利润

增长 58.99%

东莞金太阳按照年初经营计

划，有序推动各项工作，产品结

构更趋优化，营业收入保持稳

定增长。2017 年 1-9 月，东莞

金太阳营业收入完成 1.86 亿元，

同比增长 20.92%，净利润增长

58.99%。2017 年 7-9 月，营业收

入完成 6414 万元亿元，同比增

长 20.77%。  （金太阳研磨）

大象磨具高交会中获“优秀

产品奖”

近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

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圆满落

幕，大象磨料磨具有限公司等 31
家优秀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组团

参展，其中大象磨具等 10 家单

位 11项产品荣获“优秀产品奖”。    
（珠海新闻网）

圣戈班中国研发中心隆重举

办十周年庆典

十月，是硕果累累、满载喜

悦的季节，而对于圣戈班上海研

发中心（SGRS）来说，今年的

十月更是意义非凡：SGRS 迎来

了成立十周年的庆典！ SGRS 已

发展成为拥有一流的设备及实验

室，近两百名高端科研人才，众

多研究成果惠及圣戈班中国的各

个业务部门的世界级研发中心。

不断创新、追求卓越、成就未来

铸造了精彩的十年。    （圣戈班

磨料磨具）

双剑合璧：奥斯龙 + 明士克

蝶变新生

2017 年 4 月 1 日，奥斯龙明

士克正式实现合并。合并以后年

销售额约 22 亿欧元。旗下包含

四大主要业务 ：装饰纸产品，过

滤产品，特种纸产品和工业用纸

产品，其中包括砂纸背基。奥斯

龙明士克集团在涂附磨具背基解

决方案 2 的支持下，已成为全世

界领先的砂纸原纸供应商，并且

是全球唯一的一家能真正提供全

套背基的厂家。   （爱锐头条）

河工大材料学院举行 2017
年“创汇”奖教奖学金颁奖仪式

11 月 3 日，河南工业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7年“创汇”

奖教奖学金颁奖仪式在 31447 室

举行。院长邹文俊教授、党委书

记王良、副院长李颖教授、广东

创汇实业有限公司培训开发经理

胥晖女士、党委副书记马武刚出

席了此次典礼，并为获奖教师和

学生颁发奖教奖学金。    （河南

工业大学）

短讯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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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类型 ; 按板所采用的树脂胶黏剂不同进行分类，

可划分为 : 酚醛树脂、环氧树脂、聚酯树脂、特殊

性树脂等类型。

由于环氧树脂制造的玻纤布覆铜板 FR-4（简

称玻纤板 , 参见图 1）具有成本低、生产工艺性好，

节电性能好、机械加工性能优良、耐热性好，基本

通孔可以镀金属（俗称孔金属化），可实现双面或

多层印制板层与层之间电路导通，因而玻纤板是覆

铜板所有品种中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一类。

玻纤板是由环氧树脂半固化片和环氧玻纤布

半固化片间隔叠合而成的层压制品 , 其厚度偏差有

的多达 1.6-1.8mm, 占其厚度的±10% 左右。

为了克服玻纤板厚薄均匀性较差 , 绝缘性不均

匀等缺陷 , 提高覆铜板的质量 , 使用砂光机对其定

厚砂光已成为覆铜板业界必备的加工工序。

此类砂光机有干磨和水磨两种机型。

干磨主要用于粗加工 , 其结构参见图 2。

此机由两个砂带磨削单元构成 ,1# 砂带磨削单

元的电机功率为 30KW, 砂光辊为钢辊 , 砂带一般

采用粒度为 P80、P100 的氧化铝砂带 ;2# 砂带磨削

单元的电机功率为 22KW, 砂光辊为 65 邵尔 A 的

胶辊 , 砂带一般采用粒度为 P120、P180 的氧化铝

砂带。 

玻纤板经此机加工后 , 可以抵消板面脏点、树

脂条纹、桔皮、皱褶、泪滴等部分缺陷 , 使板面更

加美观、平整 , 厚度公差可达±0.1mm。

水磨主要用于精加工 , 其结构参见图 3。

此机也为两个砂带磨削单元构成 ,1# 砂带磨削

单元的电机功率为 22KW, 砂光辊为 85 邵尔 A 的

硬胶辊 , 砂带一般采用粒度为 P120、P180 的氧化

铝砂带 ;2# 砂带磨削单元的电机功率为 15KW, 砂
光辊为 60 邵尔 A 的软胶辊 , 砂带一般采用粒度为

P180、P240 的氧化铝砂带。

玻 纤 板 经 此 机 加 工 后 , 厚 度 公 差 可 达

±0.05mm。水磨加工会更加环保 , 当砂带磨削到

玻璃纤维布层时 , 干磨时溢出的玻璃纤维粉尘会对

车间加工人员造成伤害 , 而水磨则不起尘。

随着电子产品向轻、薄、短、小和数字化方向

发展，对印刷线路板基材的要求也越严格 , 如图 4
这样小尺寸而又非常薄的半固化片 , 需要精度更高

和稳定性更强的砂光机加工才行。

在覆铜板业界通常采用 600mm 宽的单磨头水

磨砂光机 , 其结构参见图 5。

此机由一个砂带磨削单元构成 , 磨削电机功率

为 7.5KW; 砂光辊为 75 邵尔 A 的胶辊 , 砂带一般

磨削与应用
GRIndInG And ApplICAtIon

砂带磨削在电子行业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Abrasive Belt Grinding in Electronic Industry

青岛新凯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董仙

砂带磨削在电子行业中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的应用 : 印刷线路板 (PCB) 基材板的定厚砂光和

抛光； 印刷线路板 (PCB) 的研磨； 印刷线路板

(PCB) ﹑覆铜板 (CCL) 所用压合钢板的研磨和抛

光；电子产品外饰板材的磨砂和拉丝。

1.印刷线路板 (PCB)基材板的定厚砂

光和抛光

印刷线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简称 PCB)
的基板材料中目前使用量最大、最重要的种类是覆

銅板（ Copper Clad Laminates, 简称 CCL））。

覆铜板按增强材料不同，可划分为 : 纸基、玻

璃纤维布基、复合基、积层多层板基和特殊材料基

摘要 :

本文主要介绍了砂带磨削在电子行业中四个方面的应用 , 以及砂带磨削机床在不同应用方面的结

构和原理 , 还有在不同应用方面的砂带选择问题 .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d the abrasive belt grinding four a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abrasive belt grinding machine  in the structure and principle of different 
ap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abrasive belt selection problem.

关键词 :

砂带磨削 ; 砂带拉丝 ; 砂带磨削机床 ; 印刷电路板 (PCB); 覆铜板 (CCL); 压合钢板 ; 玻纤板 (FR-4).

Key words: abrasive belt grinding; Abrasive belt graining; Abrasive belt grinding machine ;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Copper  Clad  Laminates(CCL); Separator Plate; Glass fiber board (FR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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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降，以保持稳定的研磨量，防止基板表面研磨

不均和因砂带磨损产生的研磨不均。

E. 采用触摸式电脑操作终端 , 人机界面更趋友

好，操作简单明了；采用 PLC 集中控制，动作灵

敏可靠，并可与上一级控制联网通讯；

丰富的自诊断功能，迅速显示故障部位，检修

快捷，有效降低故障停机时间。

F. 高精密性和高可靠性 , 研磨基板的最薄厚度

达 0.084mm。

2.3  PCB 湿式研磨的砂带选择

在印刷线路板研磨中所使用砂带在不同的工

序中应用也不同 , 氧化铝磨粒的产品侧重于研削性

能，碳化硅磨粒的产品侧重于精加工性能。将磨粒

附着于弹性软木上的产品可有效应对极薄基板的

研磨，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是一款适合超精加工

的研磨带产品。

以下表格是日本三共里化学株式会社研磨带

在印刷线路板的应用系列 :

为了应对在生产线上 PCB 持续稳定的强力研

磨 , 而且确保高精度的研磨效果 , 日本菊川铁工所

为客户提供了硬质陶瓷材料的专用砂带 ( 参见图 8)。

3.印刷线路板 (PCB)﹑覆铜板 (CCL)
所用压合钢板的研磨和抛光

对 PCB、CCL 业界而言，压合钢板是其生产

上必备的精密平板模具。压合钢板若有刮伤、凹陷、

针孔、翘板及表面残胶等缺陷会直接影响 PCB 的

质量。

压合钢板的加工维修由湿式砂带研磨机和干

式砂带抛光机组成。

3.1  湿式砂带研磨机

结构参见图 9。

此机由一个砂带磨削单元构成 , 加工宽度为

1300mm, 磨削电机功率为 22KW; 砂光辊为 80 邵尔

A 的 PU 耐磨胶辊 ; 送料平台采用 45 钢，表面经

硬化热处理及镀铬处理 , 平整、耐磨、防水、不变形 ;
输送带采用抗拉强度高且耐磨的平带。

研磨工序
电镀前的孔
毛刺研磨

去除电镀后的
粗糙及异物

阻焊前研磨
去除填充（油
墨）树脂

电路板层压时渗
出的预浸料树脂

所需的研磨力级别 小 大 最少 最大 大

研磨带

RAX氧化铝  ＃400  ＃600   ＃400　＃600
RCX碳化硅    ＃400  
RBX软木基  ＃800  ＃320　＃400  

采用粒度为 P240、P320 的氧化铝砂带 , 砂带的布

基要柔软 ; 送料平台采用经磨削抛光的花岗岩 , 平
整、耐磨、防水、不变形 ; 输送带采用抗拉强度高

且耐磨的平带。

此机可加工的板材最小厚度为 0.25mm, 加工

后板材的厚度公差可达±0.025mm。

2.印刷线路板 (PCB)的研磨

印刷电路板 (PCB) 是经特定的电路设计，将

连接电子零组件之线路绘制成配线图形，再将此图

案制作成胶片，然后在铜箔层板上经过图形显像、

钻孔、电镀、蚀刻等加工过程，制成所需印刷电路

板（图 6）。随着印刷电路板 (PCB) 向更微细线路

和更高品质的发展 , 自动湿式砂带研磨机能够进一

步提高 PCB 板面质量 , 已在印刷电路板 (PCB) 的
制作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2.1  PCB 自动湿式砂带研磨机用途如下 :

A.PCB 基板电镀后曝光前的表面处理 , 以改善

干燥薄膜的紧密度。

B. 多层 PCB 基板经压合积层后的表面处理，

以去除基板表面粘结的树脂等。

C. 穴埋油墨（包括硬脂 UV 油墨）的去除。

D. 电镀前的表面处理和毛刺去除。PCB 基板

加工通孔后的毛刺去除能很好的防治扩孔现象的

发生。

E. 积层 PCB 基板的水平研磨 , 主要是铜张表

面和树脂的研磨。

F.BGA 基板的表面处理加工。

G. 黑化处理后的基板表面加工，以去除表面

的酸化膜和树脂。

H. 基板表面上欠点的处理，以提高基板铜张

的紧密度。

I. 在 CC 印刷前的表面处理，以防止表面粘结

剂的凸起而产生不良印刷，促进高密度化。

2.2  PCB 自动湿式砂带研磨机结构及性能

此种砂带研磨机都是同印刷线路板制造的其

它设备整体配套生产，一般都是日本、美国和台湾

地区制造，其结构参见图 7（日本菊川铁工所设备），

为一个砂带磨削单元构成，而且是上部研磨机和底

部研磨机联机使用。

此机性能特点如下：

A. 机体和重要的零部件采用不锈钢材质，以

防止铁件生锈带给 PCB 的污染。

B. 送料机构装有基板整平装置，能有效修正

基板弯曲和翘头现象。

C. 升降采用滚珠丝杠和司服控制。

D. 通过研磨电流的设定范围来控制送料平台

图 7

图 5 图 6

图 8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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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轻、耐振动性好，电磁屏蔽性佳，散热好，高

承重，可回收性好等优点 , 所以在 3C（电脑，相机，

数码设备等）行业的应用已非常广泛。

镁铝合金板经过磨砂拉丝后 , 质感会更加养眼

美观 ( 参见图 11).

市场上使用的磨砂拉丝机一般为简易的小型

机居多（图 12）。为了降低人工成本 , 提高效率 ,
目前已经使用机器人和宽幅高效的自动机来加工。

宽幅面水磨拉丝机结构参见图 13。

此机由两组拉丝带单元和两组拉丝辊单元组

成。

拉丝带单元：拉丝带尺寸 1370X1900mm ；

拉丝带运转方向与送料方向一致 ；接触辊直径

215mm，橡胶硬度 65 绍尔 A ；接触辊能整体微

调，而且可单端校平 ；电机为 22KW，采用变频调

速，通过操作终端的人机界面进行设定调节；拉丝

带调节速度 2~25 米 / 秒；拉丝带磨料粒度通常为

P150、P180、P240，镁铝合金通常采用尼龙拉丝带，

铝板通常采用软的无纺布拉丝带（参见图 14）。

拉丝辊单元：拉丝辊直径 300mm，采用美国

3M 无纺布磨料制成，磨料粒度通常采用 P180、
P240、P320 ；拉丝辊电机为 15KW，采用变频调速，

转速调节范围 250~1450RPM ；拉丝辊轴向窜动采

用变频调节，调节范围为 100~500 次 / 分钟 ；拉丝

辊子运转方向为顺时针、逆时针两种方式；拉丝辊

高度可自动调节，通过操作终端的人机界面进行设

定；刷辊轴向窜动的行程为 12mm。

此种机型由于拉丝带电机、拉丝辊电机、送料

电机、拉丝辊窜动电机皆为变频调速电机，所以加

工工件表面丝纹的长短、丝纹的粗细、丝纹的深浅

都可以根据不同工件的工艺要求而改变，可以满足

多品种少批量的个性定制工件的需求，比较灵活。

注：此文中机床的名称没有按照国标定义，而

是根据机床使用客户的通俗叫法命名。

 本栏目责任编辑：张长伍

此机加工目的是对钢板进行定厚研磨，以避免

造成 PCB 压合制程上的层偏、流胶、白边、白角、

压力不均等问题的产生。

加工前首先根据钢板刮伤深度、凹陷深度、针

孔深度、平坦度、板厚公差、残胶等缺陷进行检验

分类，然后 根据钢板不同分类，使用合理粒度的

砂带进行研磨。

用 P120 或 P150 砂带修复较严重之伤痕。

用 P180 或 P240 砂带修复较轻微之伤痕。

定厚研磨后的钢板厚度公差应达±0.025mm。

定厚研磨后的钢板表面粗糙度 Ra 值应达

0.25 ～ 0.3µm。

压合钢板的研磨经验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

理的总结，以制定出合理的操作规程，要根据钢板

分类的情况，使用合理粒度的砂带、合理的砂光压

力及合理的送料速度研磨，以提高生产效率，保证

产品品质，降低砂带消耗。

3.2  干式砂带抛光机

结构参见图 10。

此机由一个砂带磨削单元构成 , 加工宽度为

1300mm, 磨削电机功率为 15KW; 砂光辊为 50 邵尔

A 的 PU 耐磨胶辊 ; 送料平台采用 45 钢，表面经

硬化热处理及镀铬处理 , 平整、耐磨、不变形 ; 输

送带采用抗拉强度高且耐磨的平带。

此机抛光钢板的目的是降低板面粗糙度，提高

光洁度。

首先用 P400 或 P600 砂带做粗抛光处理，应

正反面各抛光 4 ～ 5 次，进板速度为 4m/min, P400
砂带电流应控制在 25A 以下，P600 砂带电流应控

制在 22A 以下。

其次用 P800 或 P1000 砂带做细抛光处理，进

板速度为 3m/mi 以下 , 电流应控制在 20A 以下。

抛光时须注意钢板上的亮点数目，若亮点数目

太多，须停机擦拭砂带表面。

抛光时砂带的选择非常重要，砂面要平整、尺

寸要合适、布基或纸基要软硬适中，接头公差要均

匀，旧砂纸和新砂纸在抛光时的各参数应根据研磨

的效果而作适当的调整。

抛光后的钢板表面粗糙度 Ra 值可降至

0.06 ～ 0.08µm。

4.电子产品外饰板材的磨砂和拉丝

电子产品外饰板材包括镁铝合金板、铝板、不

锈钢板、钛合金板等 , 尤其镁铝合金具有强度高、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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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涂附磨具：将磨料粘附在植物纤维或人造

纤维上，制备形成的涂附磨具。

复合涂附磨具：以树脂或陶瓷材料为粘接剂结

合磨料，制备成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颗粒，并将其粘

附在柔性基体材料上形成的涂附磨具——固结和涂

附的复合。

2常规磨料种类、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2.1 常规磨料种类

2.2 常规磨料结构及特性

——单晶颗粒或大颗粒晶体破碎而成（也可以

看作单晶）；

——结构与表观颗粒尺寸基本匹配 ；

——磨料颗粒具有高硬度和较高的强度，能够

压入被加工材料并承受较大的压力而不破碎；

——磨料表面相对光滑，棱角比较少（特别是

金刚石单晶颗粒）结合剂对其结合强度偏低。

2.3 涂附磨具磨削

2.4 涂附磨具钝化、自锐和修整

磨具的钝化：磨具使用一定时间后，磨削表面

磨粒因自身磨损而钝化，锋利度下降，磨削效率降

低；

磨粒脱落自锐：磨粒钝化后磨削阻力增加，磨

削温度升高，磨削冲击力大于结合剂对磨料的结合

力使磨料自行脱落；磨具磨削面磨损，露出新的磨

粒；

磨粒破碎自锐：磨粒钝化后磨削阻力增加，磨

削冲击力大于磨料的强度，磨粒破碎成小块，产生

新的刃口； 

技 术
tECHnoloGY

微结构磨料及其在涂附磨具中的应用
Microstructural Abrasive Grai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oated Abrasives

湖南大学  万隆 

1 涂附磨具的发展

1.1 传统涂附磨具

以纸或布为基体材料的叶片状涂附磨具，如砂

布、砂纸、砂带。

1.2 新型涂附磨具

电镀涂附磨具：采用电镀的方法将金刚石等磨

料粘附在金属线、金属网或金属板上，形成的电镀

涂附磨具磨具。

摘要：

     概括地介绍涂附磨具的发展及总类；常规磨料种类、结构及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了微结构磨料结

构特点、磨削特性以及在涂附磨具中的应用。

      1 涂附磨具的发展

      2 常规磨料种类、结构及存在的问题

      3 微结构磨料结构特点及磨削特性

      4 微结构磨料在涂附磨具中的应用

2017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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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方法：一般都是通过原材料和工艺控制，

在磨料合成过程中使之形成微小结晶，并通过晶界

相结合形成较大尺寸的磨料颗粒；

种类：多晶金刚石、多晶立方氮化硼、SG 刚

玉 ( 陶瓷 ) 磨料。

磨削特性：由于多晶磨料是由众多细小的晶体

通过晶界相结合形成的磨料颗粒，晶界相的强度低

于晶体强度，磨削过程中，当表面晶体磨削刃钝化

后，工件与磨具之间的压力增大，表面晶粒脱落，

露出新的晶粒，从而实现自锐，具有较高的磨削效

率；并且由于晶粒尺寸远小于磨料颗粒表观尺寸，

因而磨削力分散，工件局部的变形应力和摩擦热应

力小，磨削纹路细，损伤层薄。

多晶金刚石：合成金刚石过程中添加杂质相和

控制合成工艺条件，形成多晶结构金刚石颗粒。国

外相关报道不多，国内最早由河南飞孟金刚石有限

责任公司研发和生产，早期主要供国外用户，近年

来国内用户对多晶金刚石的优点越来越重视，多晶

金刚石的生产企业和应用企业也越来越多，主要应

用于手机屏幕、蓝宝石等的研磨抛光。

多晶立方氮化硼：国内最早由河南飞孟金刚石

有限责任公司和富耐克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和生产，早期也主要供国外用户，近年来多晶立

方氮化硼的应用快速增加，主要应用于机械零部件

的精密研磨抛光。

SG( 刚玉 ) 磨料：也叫陶瓷刚玉磨料，采用铝

溶胶并添加抑制晶体生长的助剂，经溶胶 - 凝胶 -
煅烧等工艺合成的新型磨料。 1981 年由美国 3M
公司制造，稍后诺顿公司开发出了一种 SG 磨料，

它是一种具有亚微米晶体结构的磨粒，国内现有山

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用

户较多，特别适于航空、汽车、刀具等工业的精密

磨削加工。

微纳米球形 SG 刚玉磨料（湖大团队）

特别适合于高精密研磨抛光

磨具修整：人为地将钝化和变形后的磨具磨削

表面去掉一层，使其露出新的磨粒和达到要求的几

何精度（但修整仅仅限于部分固结磨具，对于涂附

磨具和有些固结磨具是无法进行修整的）。

2.5 常规磨料磨削存在的问题

磨料利用率低：因磨粒形状较简单，表面较光

滑，结合剂对其结合强度低，磨削时易脱落；此外，

涂附磨具突出的磨料磨钝后将无法继续使用，因而

真正因磨削损耗的磨料不到 10% ；

磨具自锐性差、易产生无序划痕：对于大面积

接触磨削的磨具（平面磨盘，涂附磨具，研磨液和

研磨膏等），单位面积磨削压力小，不足以将磨粒

压碎，即不能通过磨粒破碎自锐，只能通过磨粒脱

落自锐，而整颗脱落的磨粒易在工件表面产生无序

和较粗的划痕；

磨削质量低：通常一颗磨料只有一个大的磨削

刃工作，切削力集中，磨削纹路粗大，工件应变和

应力集中，磨削温度高，表面损伤层厚；

精密磨具制备难度大：精密和超精密磨削通常

选用细粒度磨料和超细粒度磨料，但因分散均匀

性、上砂等诸多问题，磨具制备难度较大。

3 微结构磨料结构特点及磨削特性

3.1 微结构磨料结构特点和种类

结构特点：一个颗粒由多个晶体或多个磨料颗

粒组成，也有将一个完整的晶体腐蚀成多孔泡沫

状——类多晶结构。颗粒宏观尺寸大，微观结构细

小。

种类：多晶磨料、泡沫化金刚石、堆积磨料。

                普通磨料                    微结构磨料

3.2 微结构磨料磨削特性

磨料利用率高，磨具耐用度好：磨粒表面粗糙，

与各种结合剂结合强度高 , 磨料颗粒不易成颗脱

落，虽然磨粒整体强度会比普通磨料低，但自锐时

磨粒成小块破碎，不会整颗脱离或形成大块破碎；

磨削效率高：磨具自锐性好，磨粒在较小压力

下微小结构就可以破碎，实现自锐，特别适用于磨

削接触面大的磨具（磨盘、砂布、砂带、研磨膏、

抛光液等）；

磨削质量高：微结构磨料宏观尺寸大，微观结

构小，将一颗磨粒分解成多个切削刃，将普通磨料

一个点的磨削改变成一个面的磨削，切削刃小且分

散，工件磨削纹路细，应力小，磨削温度低；

微结构磨料特别适用于高效、精密磨削和研

磨、抛光。

4 微结构磨料在涂附磨具中的应用

4.1 多晶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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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方法：将细小尺度的磨粒采用树脂或陶瓷

结合成较大尺寸颗粒的堆积磨料；

目的：通过调节结合相的结合力，控制细颗粒

磨粒从大颗粒上脱落的难易程度，从而提高工具的

自锐性、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

应用：制备橡胶、树脂结合剂磨具以提高磨削

效率和表面加工质量为目的（磨盘、涂附磨具，研

磨膏和研磨液），可制备成树脂 - 陶瓷复合结合剂

磨削工具，用于手机、掌上电脑玻璃屏幕和蓝宝石

表面加工（蓝思科技）；

生产和研究：国内有较多企业生产树脂结合剂

的堆积磨料，并在涂附磨具、研磨膏、研磨液及橡

胶结合剂磨具制备中获得应用；

陶瓷结合剂堆积磨料：

湖大团队主要研发陶瓷结合剂堆积磨料，磨料

尺寸为 0-180# 各种材质磨料；

实心或空心堆积磨料，颗粒尺寸为 40μm-
2.0mm，采用溶胶等液体或固体材料作为陶瓷结合

剂原料。

陶瓷结合剂金刚石堆积磨料

陶瓷结合剂堆积磨料砂布、砂带显微形貌：

4.4 微结构磨料应用应注意的问题

——微结构磨料一般应用于高效率、高表面加

工质量的磨削，而不是追求磨具耐用度的磨削；

——磨料颗粒的强度应与涂附磨具的制备工艺

综合考虑（颗粒强度高、植砂密度低一些、复胶相

对应同样粒度的磨料要低一些）；

——磨料颗粒的强度应与涂附磨具的磨削条件

相结合（磨削压力越大、强度应越高）；

——磨料颗粒强度调节方法：多晶磨料，控制

合成的晶界相含量及晶界相组成；泡沫金刚石，控

制腐蚀程度（孔径大小、孔隙率高低）；堆积磨料，

结合剂材料、结合剂量。

展望

微结构磨料具有特殊的磨削性能，在磨料磨具

行业中的应用正在不断扩大，近几年在涂附磨具中

的应用也势必会得到快速推广。

SG 刚玉磨料砂带

具有精确三角形形状的陶瓷氧化铝（SG 磨料）

砂带。磨粒大小均匀、垂直放置在砂带上的三角形

的陶瓷氧化铝。当磨粒破裂，可以形成新的尖角和

边缘，尖角和边缘磨削金属像刀 , 而不是挤压和耕

犁。这种结构可以防止工件产生热量，减少热应力

裂纹和变色，即使难磨材料，也能实现高效磨削。

使用寿命是传统陶瓷颗粒砂带的四倍。

磨削特性

——多晶磨料是由众多细小的晶体通过晶界相

结合形成的磨料颗粒，晶界相的强度低于晶体强

度，磨削过程中，当表面晶体磨削刃钝化后，工件

与磨具之间的压力增大，表面晶粒脱落，露出新的

晶粒，从而实现自锐，具有较高的磨削效率；

——晶粒尺寸远小于磨料颗粒表观尺寸，因而

磨削力分散，工件局部的变形应力和摩擦热应力

小，磨削纹路细，损伤层薄。

4.2  泡沫化金刚石（也叫类多晶金刚石）

制备方法：热物理和化学方法对金刚石表面进

行可控腐蚀，以使金刚石整体形成多孔的微结构；

目的：降低金刚石颗粒整体强度，提高金刚石

与不同结合剂之间的结合力，从而提高工具的自锐

性、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

应用：树脂、金属和陶瓷结合剂磨具，以提高

磨具磨削效率和表面加工质量为目的金刚石工具

（磨盘、涂附磨具，研磨膏和研磨液），用于手机掌

上电脑屏幕和蓝宝石表面加工（蓝思科技等）。

磨削特性：

——泡沫化金刚石是通过热化学腐蚀法，将金

刚石单晶或微粉腐蚀成海绵状多孔结构，弱化了金

刚石的强度；

——粗化了其表面结构，提高了结合剂对金刚

石的把持力，磨削过程中金刚石颗粒不会整颗脱

落；

——把一颗金刚石一个切削刃分散成多个细小

的切削刃，细化了磨削纹理，分散了磨削力，提高

磨削质量； 

——泡沫化后，磨钝后的微小结构在一定压力

作用下产生局部小块破碎，露出新的锋利的切削

刃，恢复磨削效率。

4.3 堆积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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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应机理

空气清洗机的运作原理和环形水幕墙的设计

造就了如下反应环境：在设备内部高速离心力的作

用下产生高速气流和高压的环境，高速高压令气相

的气膜变薄，同时具有高速水流的液膜也会变薄，

气液接触时两相分子的交换更充分。横向气流在冲

击水幕墙时产生漩涡，增加气液两相表面接触时

间。

气体单位进入液相水膜层时，液相把整个气体

包裹，此时的气相局部压力大，液相压强小，气相

在液相中产生极微小的气泡，当液相继续流动后其

气液两相总压力下降，但液相压强增大，这种压力

差使气泡破裂，释放巨大能量，包裹在气体内的粒

子（物理和化学性分子）裸露出来，被液相吸收。

这种能促进气液间化学反应的现象被称为空气泡

现象。

空气清洗机的化学反应机制是利用上述优良

的气液交换环境，使用不同的吸收剂吸收不同化学

性污染物。

3  同步脱硫脱硝

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属于酸性气体，

都可用碱性吸收液进行吸收，经实践验证，采用氢

氧化钙 [Ca(OH)2] 作为吸收液和采用氢氧化钠作为

吸收液的脱硫率和脱硝率效果相当。

从常温脱硝工艺的角度进行分析，因为原烟气

中普遍存在的气体是一氧化氮（NO），而 NO 与碱

性吸收液反应的效率低，所以在烟气与吸收液反应

前需把 NO 转化为二氧化氮（NO2）。空气清洗技

术工艺中设置缓冲氧化段，主要目的是制造一个

相对封闭的“自然化环境形态”。该阶段定量吸入

部分外部空气，烟气浓度得到缓冲，内部气流速度

缓慢，降低烟气温度，增加气相分子接触时间，使

NO 在这“趋向自然”的环境中稳定转化 NO2。学

术上称这类空间为“二次流空间”。

烟气经过缓冲氧化后进入空气清洗机，二氧化

硫（SO2）和氮氧化物（NOx）同时被相应的碱性

溶液所吸收，生成相应的副产物。

通常采用 Ca(OH)2 和 NaOH 作为碱性吸收液

使用，发生的化学反应如下所示：

（1）以 Ca(OH)2 作为吸收剂

脱硫阶段：

Ca(OH)2 ＋ SO2 → CaSO3•1/2H2O ＋ 1/2H2O

2CaSO3•1/2H2O ＋ O2 ＋ 3H2O → 2 CaSO4•2H2O

脱硝阶段：

2Ca(OH)2 ＋ 4NO2 → Ca(NO3)2 ＋Ca(NO2)2 ＋ 2H2O

Ca(OH)2 ＋ NO2 ＋ NO → Ca(NO2)2 ＋ H2O

（2）以 NaOH 作为吸收剂

脱硫阶段：

2NaOH + SO2 → Na2SO3 + H2O

脱硝阶段：

NaOH ＋ NO2 → NaNO3 ＋ NaNO2 ＋ H2O

2NaOH ＋ NO2 ＋ NO → 2NaNO2 ＋ H2O

空气清洗机内部的核心反应区产生的高速气

流令流经的每一段烟气分子分布均匀，在保证了气

相与环形水幕墙接触时有足够气液接触面积的前

空气清洗常温同步脱硫脱硝技术
Air Cleaning Simultaneous Desulfurization and Denitration Technology at Room Temperature

广州太巴客磨料有限公司    陈航 陈云

1  空气清洗技术

空气清洗技术是一种全新型集烟气除尘、脱

硫、脱硝为一体的工艺系统技术。其原理是利用高

速旋转叶轮产生的离心力，使烟尘中各类分子瞬间

获得巨大能量，产生较高的加速度，沿着叶轮转动

方向产生的流场运动，气流与环形水幕墙发生激烈

碰撞，气体中粒子被高压的液相所吸收，物理性粒

子被液相吸收，而气体中化学性分子在液相中发生

反应。由于空气的比重较小，可以在水幕墙前划过，

而有害的分子物质能被水流带走。

空气清洗技术具有以下几项特点：

摘  要：本文阐述一种以空气清洗技术为核心，基于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并以空气作为还原剂，

能在常温下同步脱硫脱硝的技术。此技术开始进入实际工业应用，并在常温下大气量脱除烟气中氮氧

化物，为我国大气治理创出了一条新路。详情可见 www.ecogreen.com.cn.

关键词：常温脱硝；同步；NOx 脱除率；脱硫率；空气清洗

DOI:10.3772/j.issn.1009-5659.2017.0.

（1）空气清洗技术的吸收区域内物理和化学反

应剧烈。高速气流使气相膜变薄，同时高速水流能

使液相膜变薄（为普通液相膜的 1/3 ～ 1/4），这大

幅度拉近气液两相分子交换的距离，使气相粒子更

容易进入液相的环境中；

（2）因为高速离心叶轮的存在，系统自动产生

负压，可以省去常规引风机，或根据工艺实际需求

减小常规风机的能耗；

（3）系统能同时吸收污染性化学气体和细段粉

尘颗粒物，做到除尘、脱硫、脱硝三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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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1 345.18mg/m³，一级清洗后浓度为 2.86mg/
m³，两级清洗后浓度为 0mg/m³。

原烟气 NOx 浓度为 482.5mg/m³，混气房浓度

为 286.4mg/m³，一级清洗后浓度为 5.49mg/m3，两

级清洗后浓度为 4.39mg/m³。

实测第一级混气房前后烟气氧含量增加约3%，

第二级增加约 1%。对烟气折算指标有影响。

排烟温度是 31.94℃。

锅炉高温燃烧下产生的 NOx 中 NO 占绝大多

数，通过混气房内的反应环境和外部空气中氧气的

作用下 NO 有相当部分向 NO2 转化。

该次实测烟气浓度表明一级空气清洗机处理

后烟气的 SO2 和 NOx 的浓度也大幅度下降。 

5  结    论

（1）空气清洗技术对烟气中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有良好的去除效果，能瞬间彻底脱硫，在常温下

能高效脱硝；

    （2）缓冲空间和混气工艺能利用外部空气在常温

下氧化氮氧化物的 NO，使其转化为更容易被吸收

的 NO2 ；

（3）空气清洗机能同步去除颗粒物、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工艺系统具有高度灵活性；

（4）空气清洗机的运作机制使设备前后产生正

负压，能为系统提供能量，降低总系统的能耗。

图5

图4

 本栏目责任编辑：张长伍

提下，就保证气相 SO2 分子与 NOx 分子能同时与

液相溶质分子发生反应并被吸收。

4  实际工业应用案例

以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某工厂为例，该厂于

2017 年 4 月加装 1 整套空气清洗装置，用于治理

厂内 4 吨 / 小时工业燃煤锅炉排放的烟气，目标是

达到零排放标准。该锅炉以燃烧中硫煤为主（产地

内蒙古），锅炉烟气量约为 1.6 万标准立方米 / 小时，

锅炉后原配有喷淋水塔但已失效，装配引风机进行

排烟。

空气清洗脱硫脱硝装置放置于原系统后方，从

原烟道引出一条侧烟道进入第一级缓冲混气房（缓

冲氧化空间），第一级混气房后接第一级空气清洗

机，第一级空气清洗机上部排气进入第二级混气

房，第二级混气房后接第二台空气清洗机，第二台

空气清洗机处理后直接外排。

采用 NaOH 作为清洗用吸收液。

在混气房与侧烟道相连接的位置增加了外部

空气的引入通道，吸入 0.2 ～ 0.4 倍于原烟气量的

外部空气。

实地检测结果：

（1）当地环保局委派检测单位对实时工况进行

检测（检测仪器为青岛明华 YQ3000-C 型），原烟

气 SO2 浓度为 1 545 毫克 / 立方米（mg/m³），一级

清洗后浓度为 59mg/m³，两级清洗后浓度为 21mg/
m³。

原烟气 NOx 浓度为 159mg/m³，一级清洗后浓

度为 26mg/m³，两级清洗后浓度为 12mg/m³。

原 烟 气 含 氧 量 为 13.3%， 一 级 清 洗 后 为

15.5%，两级清洗后为 16.2%。

每次吸入外部空气口气体中氧含量都有增加，

烟气温度都有下降，排烟温度达到 33.6℃。经过第

一级空气清洗机处理后的 SO2 和 NOx 的浓度都大

幅度下降，单机脱硫率达到 95.18%，脱硝率达到

83.65% ；两级脱硫率达到 98.64%，两级脱硝率达

到 92.45%。处理后的烟气达到锅炉烟气超净排放

的标准。

（2）中冶京诚曾派专人对该工艺系统进行检测

（检测仪器为 Testo-350），这次工况锅炉加大了燃

烧负荷，SO2 和 NOx 的浓度有所提升，增加了混

气房的检测点。

原烟气 SO2 浓度为 2 177.86mg/m³，混气房浓

图2

图3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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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线的全程试车。

1988 年 10 月，我调入二砂附属化工厂，我们

共同参与了接收河南省化学研究所开发研究的国

产酚醛树脂宽砂带制造结合剂的试生产，以及在附

属化工厂批量生产及正常生产的全过程。其后汪宜

娟一直从事砂带公司制造车间的技术管理工作。

回想我分配到郑州机专研磨系时，虽然也立志

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做一名栽桃育李的园丁，但

十年寒窗苦读，使我不再乐意在书案之间，更想把

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创造价值。所以一

年后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学校——这个许多人梦想

的美好而舒适的大学校园。调到附属化工厂后，我

从事树脂结合剂的技术管理工作，与汪宜娟两个人

分别在不同的领域，为我国早期高档涂附磨具的生

产默默工作，在树脂砂布领域不仅积累了大量有用

的知识，同时也积累了更多更宝贵的经验。不知不

觉中，我们强大起来了，为后来的创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随着对全树脂砂布的全面了解，逐渐揭开了其

高新技术的神秘面纱，从深入浅出的角度去看，不

外乎就是把砂粒粘在布上而已。特别是知道二砂引

进 2 号工程的总投入近亿元，我们萌生了用很少的

钱也能做出树脂砂布的想法。挑战自我，创造奇迹，

证明知识的价值，证明自己的能力，成了我们创业

的精神动力。

1996 年，二砂涂附磨具产量达到 453 万㎡，

销售收入 13939 万元。正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二砂

开创了中国高档涂附磨具的新纪元，在中国市场红

红火火如日中天。此时我们也在二砂各自的岗位上

工作了近 10 个年头，一方面是国营企业体制和模

式对知识技术的禁锢，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市场经

济对人们的鼓舞，凭着强烈的自信和探索的勇气，

我们决定辞去工作，去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一年探索  成功起航

1997 年初，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们创业的想

法得到双方家人的支持。从 3 月份起，我们充满激

情的创业梦便默默地开始了。我们夫妻携手相扶，

走上了充满荆棘与苦涩，也充满希望与快乐的创业

之路。我们在卧龙岗租地 1.1 亩（700 ㎡），4 月建

成 150 ㎡石棉瓦厂房，5 月开始自制设备。买不起

静电植砂机，就用重力植砂方式；建不起自动化加

热温控系统，就用农村烤烟叶的土火坑加热方式。

为了节约投资，干燥室就用加保温层的砖混结构，

干燥室内的鼓风就用风机的风叶自制炕内风扇的

方式加强空气的对流。9 月完成第一条砂布制造生

产线，全长 20 米，仅一个长为 11 米的干燥室，一

套涂胶重力植砂系统和一套强力收卷系统。另有一

间固化炉，一台 90°柔曲机，设备十分简陋。

同年 10 月 8 日，成功在自己的制造线上试生

产出第一批产品，这宣告我们靠自己的智慧，建成

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条砂布制造生产线成功运

转。这可能是世界最短的（全长不足 20 米）、最省

的（花费不足 5 万元）、最简陋的（全是土法制作，

简单控制）砂布生产线。但就是在这样的一条生产

线上，1 个月后完成了固化及柔曲的试车，生产出

第一卷全树脂卷状砂布。

总投资 15 万元，我们创造了一个大多数人认

为不可能的奇迹。到这里，你一定会纳闷，我们的

往事与回忆
RECOLLECTIONS 

王牌创业那些事
Something about Henan Wangpai

王存银

十年磨剑  创业明志

1987 年，我与汪宜娟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

我被分配到郑州机械专科学校研磨系教学（现河南

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一年后调到第二

砂轮厂附属化工厂。如果说大学分配是无法选择

的，那么后来的工作选择，则是我主动把握人生的

一次成功抉择。

汪宜娟被分配到第二砂轮厂，当时可以选择三

个地方：一个是技术处，工作较舒适；另一个是有

机磨具分厂，收入较高；再一个是砂带公司，技术

较先进，挑战性強。经过思考，她选择了砂带公司，

她看重的就是其高技术含量。那时引进德国的宽砂

带生产线刚刚建成，1987 年 9-11 月，原布处理生

产线进行负荷和验收试车 ；1988 年 4-7 月，制造

生产线和转换生产线进行负荷和验收试车。汪宜娟

刚好参加了和德国专家一起进行的高档宽砂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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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每批必检，保证源头材料供应可靠；生产过程

电子控制，保证生产状态一致；成品每批必检，保

证出厂产品合格，性能稳定；靠的是员工负责、认

真，以主人翁的姿态来保证生产，杜绝任何生产事

故的发生。为了把控产品质量，同时避免市场上日

趋严重的同质化竞争，公司组建成立了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负责原材料检测、成品检测、新产品研发

等项目。公司购置了万能试验机、动态图像分析系

统、基恩士光学显微镜、砂带磨削试验机等，通过

各种磨削数据，来反馈产品内在性能。

不断挖掘隐含在优质企业中的品质内涵，王牌

公司注重培养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感情，注重人文环

境建设，提倡员工互爱互信，员企共赢；在其他厂

家用工难的时刻，王牌公司的员工依旧保持稳定，

在公司工作 10 年以上的员工有 16 人，84% 的员

工已经工作 3 年以上。公司热衷于环保、公益事业，

在日趋严重的工业产区污染中，坚持使用绿色环保

生产材料，并且改进废气处理设备，达到了国家规

定的污染排放标准。

经过 20 年的发展，王牌公司已经成长为一家

规模化、现代化的企业。就像公司大门所表达的含

义一样，昨天，王牌公司是一株幼苗，需要我们所

有王牌人去呵护她的成长；今天，像一个巨大的聚

宝盆，招人才之宝、技术之宝、财富之宝，为广大

员工聚宝；明天，大门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组

成了公司的 Logo，象征着公司是涂附磨具行业冉

冉升起的太阳，终将跻身涂附磨具业第一集团。

 本栏目责任编辑：袁文建

布不用处理吗？是的，确实不用布处理，我们用的

是砂带公司试车时处理好的不合格布。事实上，这

一点也是我们创业时考虑在内的条件，能够把砂带

公司几万米的不合格布用完，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资

金，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创业初期的技术难度。就这

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创业梦靠知识、

智慧，以及各种有利条件，在一种低得不能再低的

起点上实现了，我们事业的小船成功起航了。

1998 年 1 月 8 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

天成功销售出第一卷砂布 34 ㎡，价值 800 元。同

年 1-5 月与郑州几个用户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技术合

作，一步一步磨合设备优化工艺，稳定操作并批量

生产。1998 年 5 月 28 日正式成立郑州市三锐砂布

厂，这一天也成为了王牌公司的厂庆纪念日。

回望这段经历，我们两位创始人的恩师、二砂

砂带公司老技术经理李砚咸总结了“无知无畏”四

个字。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并不拥有

全部的涂附磨具知识，我们虽然有十年的积淀，然

而仍然需要在创业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求索。我

们的无知，是靠很多老师和朋友的知识来弥补的。

我们的无畏，表现在非凡的胆识胆量上，这恰恰成

了我们成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走向成功的评价，

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我们创业的特点。但如果改一

字为“半知无畏”可能更为贴合。从租地、建房、

设备制作到试生产成功及产品试用磨合，一年多时

间，是我们两个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勇气才成功

的，缺一不可。

当时，在一没订单、二没资金的情况下，汪宜

娟总经理只身跑客户。由于是新成立的公司，好多

公司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订单量都不大，就是这

样几百米，一千米的单子，一笔一笔的做着。资金

不足，就找亲戚、朋友借。就这样，一年做下来，

营业额居然有 200 万元。有了盈利，公司开始稳步

发展，生产中逐步稳定产品质量、注重公司声誉，

营业额一年比一年高，到 2000 年，已经接近 2000
万元。此时，这条 11 米长的生产线，已经无法满

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求。于是，经过慎重考虑，公

司在 2000 年搬迁至郑州市马砦镇。

我们在马砦镇新建两条 88 米长生产线，采用

静电和重力两种植砂方式，干燥室为底部火炕干

燥；原布处理依旧依靠外加工。新的生产线投产后，

产能扩大，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

创业前四年以稳定的质量，优质的服务，积累了一

大批忠诚度较高的客户。这一系列的积累，使公司

迅速发展壮大，到 2003 年，公司销售额已经达到

4000 万元。逐年增加的销售额，对公司的产品及

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时由于原布处理一直采

取外加工的方式，无法对原布处理过程进行生产控

制。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同时扩大生产，

公司决定搬迁至国家级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强筋壮骨  走向未来

2004 年，公司搬迁至河南省漯河市，更名为

河南省王牌砂布制造有限公司。新的厂区占地 100
亩，建筑面积 48652 ㎡；同时建立原布处理生产线、

制造生产线、固化炉、柔曲生产线，拥有了全工序

生产能力。新的厂区、新的设备，也意味着新的发

展，公司营业额逐年增加，2010 年突破一亿元。

生产规模的扩大，也对公司产品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做企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市场

化的浪潮中，王牌公司十余年稳健发展，靠的是原

132 133中国涂附磨具   2017. 第四期 中国涂附磨具 2017. 第四期



行业发展史选登  PHYLOGENY EXCERPT

具——称之为“软砂轮”的砂带。这也为当时计划

经济下国家高层决策埋下伏笔，为 20 世纪 80 年代

引进全套砂带生产线打下了基础。

据 1982 年第二砂轮厂为引进宽砂带技术与装

备项目的决策，对我国木材加工、轻工、煤矿、冶

金、机械、航天、造船、铁路、交通、石油化工、

电子电器等 10 个工业部门 60 个企业的调查，当时

国内急需砂带、钢纸砂盘、全树脂砂布等高档产品

约 105 万平方米。我国的一些工业部门，如胶合板、

刨花板、纤维板的砂光、冷轧不锈钢薄板的连续抛

光、航空发动机叶片、汽轮机叶排档型面磨削及重

型发电机硅钢片的除毛刺等需求的砂带都依赖进

口。国内工业发展的急需与涂附磨具工业的落后形

成了极大的反差。

时至 1978 年，第二砂轮厂分析企业与同行业

工厂的差距时，特别注意到上海砂轮厂的砂布砂纸

产量，其全员劳动生产率比第二砂轮厂有很大优势，

也意识到世界现代涂附磨具发展趋势自 20 世纪 70
年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遂提出报告需增加投资建

设新的涂附磨具生产线，报告向国家第一机械工业

部呈上。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曹维廉曾一再

指示要在国内找一个企业生产砂带，曹维廉同志在

调往香港新华社分社任副社长时讲过一句话：“砂

带在外国使用普遍，中国没有，如果不在国内建成

砂带生产企业，我死不瞑目。”

1979 年，美国诺顿公司派出副总裁韦瑟赫德率

领 3 名专家在郑州参观访问了第二砂轮厂。参观后，

美国客人对第二砂轮厂说了三句著名的评语：“磨

料是头等的；磨具是中等的，不能进入北美；涂附

磨具是最低等的。”第二砂轮厂厂领导元宽乐、王

辅生接着说：“那么我们从涂附磨具开始合作，把

二砂涂附磨具提到高的水平。”这是第二砂轮厂发

展高档涂附磨具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发展高档

涂附磨具的第一步。

1980 年 10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总局

为推动砂带项目，组织了以王翔副局长为团长的赴

美国诺顿公司考察团，成员有中国磨料磨具工业公

司总经理丛惠滋、第二砂轮厂厂长元宽乐和副总工

程师黄秉麟、第六设计研究院总设计师陈正志、郑

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工程师张念东、广东机电设

备进出口公司张萍、翻译王国忠等；考察团除全面

考察诺顿公司外，重点考察涂附磨具项目。第一站

到法国诺顿公司涂附磨具工厂，然后到美国伍斯特

诺顿公司总部，再到特洛尔伊诺顿公司最大的涂附

磨具企业参观，考察团在美国诺顿公司看到了具有

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涂附磨具生产线。回国后，王

翔副局长告诉第二砂轮厂要写出建设涂附磨具的项

目建议书，并通知第六设计研究院和郑州磨料磨具

磨削研究所参加此项工作。

二、引进的调研和准备

1981 年，第二砂轮厂抽调副总工程师黄秉麟、

七车间（砂布砂纸车间）的黄国栋和彭馨远编写项

目建议书，他们收集了美国诺顿公司、德国北德意

志磨具工业公司、德国布克勒设备公司以及 1979
年 6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磨料磨具专业考察组赴西德

考察时所收集到的各厂家资料，编成《第二砂轮厂

砂带、高速磨片等制造技术引进项目建议书》，项

目负责人为第二砂轮厂王辅生、黄秉麟，并请第六

设计研究院和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参加。项目

总投资 2100 万元，其中外汇 500 万美元（当时汇

率约 1:1.36），于 1981 年 11 月报出。当时考虑由美

国诺顿公司提供技术。

1982 年 3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一机计字

行业发展史选登
PHYLOGENY

第二砂轮厂

引进全套高档涂附磨具生产线始末
The Whole Story About Introducing High-grade Coated Abrasives Production Line

赵新立

上世纪 80 年代，第二砂轮厂国内首家引进了

国外全套宽砂带生产设备和技术，通过艰难的技术

消化和吸收，使我国涂附磨具成功地由手工打磨进

入机器打磨时代，在全国涂附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下面这篇文章记录了宽砂带项目引进的全过程，

由此也反映出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中国涂附磨具

人的大胆探索与探索的艰难，展现了中国涂附磨具

人的聪明和智慧、使命与力量。

一、引进先进设备的初衷

早在 1973 年，我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央高层已经开始积极关注外部世界经济形势的巨

大变化。同年 7 月，一机部批示，由二砂、三磨

所、上海机床厂组成一个代表团应邀赴西德参加国

际精加工会议，二砂黄国栋是成员之一。会议主题

是讨论砂带加工及超硬材料（CBN）。当时，主持

会议的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西德。而参

加会议的有美、英、法、日本及苏联等 20 多个国家。

我国由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猛然一下参加这种国

际性会议，心中是又惊又喜。

在西德参加会议过程中，大会安排代表团参观

了 VSM 砂布厂及大众汽车厂、机床厂、砂轮厂，

现代化的砂带生产线及用砂带加工汽车曲轴的工

艺，使大家大开眼界。大家对国外砂带等先进的生

产技术和广泛应用留下深刻的印象，明白了我们与

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代表团回国后，

向一机部的有关领导汇报砂带在国外的发展情况，

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江泽民风趣地说：“这不是软砂

轮吗？”从此，在一机部，大家都知道有种新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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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7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考察团在法国诺

顿公司考察

前排右 1 黄秉麟 后排左 1 黄国栋 左 2 彭馨远 
左 4 陈天仁

为此，在之后与西德设备厂商洽谈中，考察团

增加了一项要求，必须同时有生产工艺技术的转让。

西德北德意志工业公司因为也生产涂附磨具，所以

在工艺技术上有很大优势，但该公司坚持一定要采

用自制设备，且造价很高。彼特 • 施瓦贝设备公司

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涂附磨具设备制造企业，彼特 •
施瓦贝的父亲霍夫曼 • 施瓦贝是第二砂轮厂建厂时

砂布车间设备的设计与制造者，对此十分熟悉；该

公司认为有把握找到卡普伦登公司工作多年的技术

人员参与提供工艺技术；哈勃士咨询工程公司联合

了著名原布处理企业——埃拉公司（ERA）及著名

砂带转换设备制造企业瑞士阿马克公司作为合作伙

伴，以增加其实力。

三、引进工程项目合同签订

为引进具有当代世界水平的先进技术，第二砂

轮厂收集了来自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料和样品，并进

行了实地考察，对比了世界技术先进的厂家产品和

技术装备，如美国诺顿公司，西德的北德意志磨具

工业公司、菲德谬勒公司、VSM 公司、埃拉公司、

彼特 • 施瓦贝公司、门茨公司、日本的 NCA 公司、

瑞士的阿玛克公司等。二砂把握了世界发展的趋势，

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最后选定并引进三个厂家

的先进设备和工艺。

1983年 12月二砂引进项目在北京合同签字后合影

前排右 2 王辅生 左 1 黄秉麟 后排右 3 王俊杰 
右 2 黄国栋 右 6 彭馨远 左 1 陈天仁

1983 年 12 月，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第一机

械工业部等组织了中国首届机械国际贸易促进会，

通知第二砂轮厂到会上洽谈涂附磨具项目合同。第

二砂轮厂派黄秉麟、王俊杰等八人组成工作组参加。

洽谈在由德国弗朗兹集团和哈勃士咨询工程公司之

间竞标进行，最后由弗朗兹集团中标。这是中国涂

附磨具行业第一次采用这种竞标的方式。合同总价

为 2048 万西德马克。12 月 16 日，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大厅内举行了签字仪式，厂长王辅生代表

第二砂轮厂签字。

四、计划经济体制下迟到的批文

1984 年 2 月 1 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以“（84）
外经贸技字第 54 号”文批复与德国弗郎兹公司签

订的涂附磨具生产线设备及技术协助合同（合同号

83BMSJ ／ 200 171 CD）生效。1984 年 4 月 19 日，

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计机（外）[1984]691 号”文下

217 号”文报到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进出口管理

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82 年国家计划

委员会、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达批文，以

“（82）进出口引字 109 号”文批准立项，同意可对

外进行工作，待可行性研究批准后对外签约。

1982 年 9 月，应第一机械工业部邀请，美国诺

顿公司韦瑟赫德副总裁率领涂附磨具专家一行四人

来第二砂轮厂解释建设涂附磨具生产线的建设纲领

及合同条款细节，并由我方提交环境污染的国家标

准等进行技术交流。参加会议的有第一机械工业部

科技司吴司长、计划司陈延福副处长、机床局计划

处龙家忠处长、一机部翻译王国忠，以及第二砂轮

厂元宽乐厂长、王辅生副厂长、黄秉麟副总工程师

等。一起听取了美国诺顿公司为第二砂轮厂设计的

涂附磨具生产线建议书；建议书内容很详细，包括

生产纲领、各产品结构比例、工艺流程，设备清单等，

使第二砂轮厂掌握了更多新建涂附磨具生产线的资

料。会后，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要求第二砂轮厂组

织第六机械设计院、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联合

编写可行性分析报告。

第二砂轮厂组织第六设计研究院、郑州磨料磨

具磨削研究所抽调人员（第二砂轮厂总工程师黄秉

麟、技术科长王俊杰、技术员黄国栋、彭馨远、会

计师熊维锐、谢文成；第六设计研究院陈正志、斐

景云；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高忠等）脱产编写

可行性分析报告。在第二砂轮厂项目建议书和美国

诺顿公司建议书的基础上，调查了国内九个行业、

27 类产品需用涂附磨具——砂带的消耗定额和消耗

量及将来的发展情况。这九个行业有：①冶金行业

的不锈钢板；热、冷轧钢板的加工；②木材加工行

业的胶合板、刨花板、高密度纤维板加工；③轻工

行业的自行车、钢琴、手表、缝纫机、纺织器材、

小五金、电熨斗等；④机床行业的工量刀具、硅钢片、

轴承等；⑤煤炭行业的液压支柱；⑥航空行业的叶

片、发动机的加工；⑦汽车行业的曲轴、车身等抛光；

⑧电子行业的显像管单晶硅及零部件抛光；⑨建材

行业挡风玻璃、水泥构件及金属件加工。可行性分

析报告最后确定年产 500 万㎡（两班制），高档产

品 300 万㎡的方案，这是国际的标准设计方案。

1982 年 8 月，第二砂轮厂可行性分析报告完成

并上报。1983 年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人员对项目的

可行性分析报告进行论证。1983 年 5 月 25 日，第

二砂轮厂又呈上《第二砂轮厂涂附磨具车间计划任

务书（第二稿）》，项目负责人为厂长王辅生、总工

程师黄秉麟，项目总投资 3286 万元。

1983 年 7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可行性分析

论证基础上，再次组织考察团对西德设备厂家进行

货比三家考察。考察团成员有第一机械工业部计

划司计划处陈延福处长、机床局计划处龙家忠处

长、第六设计研究院陈正志总设计师、第二砂轮厂

黄秉麟总工程师、黄国栋、彭馨远、翻译陈天仁

等，同时考虑让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投资，故中

信托公司派了王文照参加考察团。考察对象有法国

的美国诺顿公司涂附磨具工厂、西德彼特 • 施瓦贝

设备公司（PETER SCHWABE）、西德哈勃士咨询

公司、西德北德意志工业公司和瑞士阿马克公司

（AMACKER+SCHMID AG）。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

考察。

考察团的第一站就遇到了挫折，在法国诺顿公

司，美国诺顿公司派出史密斯先生作为全权代表飞

赴法国，他会谈的第一句话就宣布美国诺顿公司上

层近期做出决定，不再把涂附磨具生产技术转让给

中国，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他们的市场竞敌。但为

了表示两年来的友好感情，诺顿公司愿意把法国的

工厂全部开放供参观。考察团花了一整天时间详细

参观了该厂的生产流程、设备状况、产品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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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二砂从全厂各处室抽调 32 名干部组成生产准

备指挥部，以涂附磨具分厂为主体进行生产准备和

负荷试车，12 月成立 2# 生产准备科，至 1987 年 8 月，

2# 生产准备科撤销，涂附磨具分厂技术科召开整编

后第一次会议。

1987 年 9 月，开始进行设备调试工作。9 月 28
日至 11 月 27 日，原布处理生产线进行负荷和验收

试车，经世界著名的西德 ERA 公司专家对操作人

员技术培训和试生产指导，验收试车一次成功，经

过处理的代表性的 5 种布基达到该公司同类产品水

平。1988 年 4 月 6 日至 7 月，制造生产线和转换

生产线进行负荷和验收试车，验收试车的 14 种产

品达到卡普伦敦公司同类产品的水平（除复合基产

品），7 月 26 日进行了验收签字。1988 年 12 月 2 日，

复合基材产品第二次试车成功，中，德，英三方签

字。至此，全部所引进的工艺和设备经过鉴定考核，

证明是先进、可靠的。

第二砂轮厂引进宽砂带项目的原布处理

在此期间，西德、英国、苏联和我国 4 国的专

家吸收各国的先进技术，紧密配合，并肩战斗。经

过夜以继日的不懈努力，三条生产线负荷试车与验

收试车一次成功，首批成功生产出 10 万平方米、14
种代表产品。1988 年 9 月 1 日生产线正式投入试生

产，经计算年产量可达 495.75 万㎡，故确定符合生

产能力。这是我国磨料磨具事业向现代化发展的新

起点，它将为我国砂带磨削新工艺开拓广阔前景。

1987 年 11 月二砂原布处理线试车成功

左 1、2 德国专家 左 3 王辅生 左 4 黄秉麟

1987 年 12 月原布处理线试车正式验收

自左至右：后排：余志坚 xxx 王俊杰 黄秉麟 赵
清河 前排左 1 李砚咸 

第二砂轮厂引进宽砂带项目的制造线

发《关于郑州第二砂轮厂宽砂带项目技术引进可行

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务书的批复》批文。批文中建

设规模为年产 500 万平米涂附磨具，其中高技术性

产品 300 万平米。总投资 3780 万元。引进资金 865
万美元，由国家外汇指标解决。国家经委将此工程

列为我国 1069 号建设项目。

1984 年 11 月 23 日，机械工业部以“（84）机

基函字 2493 号”文批准第二砂轮厂宽砂带技术引

进项目初步设计。1985 年 6 月，由机械工业部基本

建设局汤不凡局长、机床局冯友禄局长和第二砂轮

厂厂长王辅生签订了投资包干责任制合同（合同号

（1985）业基包字第 5 号），这是机械工业部基建工

作的试点，把投资责任落实到企业，投资包干中调

整了总投资为 4610 万元。

五、引进工程的建设与安装

1985 年 12 月 14 日，宽砂带工程 (2 号工程）

举行开工奠基典礼。17000 平方米面积的涂附磨具

新厂房基建正式开工，标志中国第一条现代化高档

涂附磨具生产线进入建设期。

1985 年 12 月 14 日二砂宽砂带工程开工奠基

第二砂轮厂委托机械工业部第六设计院进行厂

房设计，并对施工单位实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

竞争结果由河南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承包土建施

工，河南省机械安装四公司承包设备安装，机械安

装施工公司四处承包锅炉安装工程。为加强工程建

设的统一指挥协调工作，施工单位成立了两个联合

指挥部，即宽砂带工程基建联合指挥部和设备安装

联合指挥部，由二砂总工程师任联合指挥长，统筹

指挥协调设计、施工、安装等方面工作。二砂内部

成立 .2# 工程指挥部，由副总工程师王俊杰任总指

挥，协助总工程师协调厂内外具体工作事项。

1986 年施工中的二砂引进宽砂带工程

1986 年，设备陆续运抵第二砂轮厂新建的主厂

房，海关、商检局逐箱开检并设备验收。1987 年 3
月主设备全面安装。

经全体施工、设计人员的艰苦努力，只用了一

年半的时间就建成了建筑面积 17000 平方米的主厂

房和 400 平方米的动力厂房，并完成了与此配套的

建安设施。用一年时间安装全套国內外设备，土建

施工质量获“河南省优质工程”称号。在这样一项

庞大复杂的工程建设中，共有 500 多名施工人员和

14 名外国专家参加。在这项工程里，倾洒着不同国

籍人们的辛勤汗水，凝聚着不同肤色人们的智慧，

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推进了工程进度，使工

程从开工到投入试生产，仅用两年半时间，其建设

速度之快在二砂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也是少有

的。

六、引进工程生产线的试车、验收

1985 年 10 月，黄秉麟主持 2# 工程生产准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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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建立了我国布基、纸基、钢纸基的型号系列，建

立了树脂生产基地，采用 P 砂标准，为我国涂附磨

具用原材料的专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砂轮厂配合引进项目在国外进行了技术培

训；第二砂轮厂技工学校培养了 86、87、88 级三

届技校生，共计 200 余人，为中国第一条高档涂附

磨具生产线作了人才准备，他们也是新世纪我国涂

附磨具人才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987 年 1 月二砂技术人员在德国 ERA 工厂实习

左起：赵清河 娄玉宾 黄国栋 吴淑哲 前坐者：

翻译李森定

1987年6月二砂技术人员在德苏联扎波罗什工厂实习

后排右 1 李砚咸 左 2 曹新洲 前排右 1 何龙俊 
左 2 陈锋 右 3 翻译陈天仁

第二砂轮厂从联邦德国引进中国第一条现代化

宽砂带生产线，开创了中国高档涂附磨具发展的先

河，使中国涂附磨具技术水平达到 20 世纪 70 年代

末 80 年代初的先进水平。引进宽砂带生产线生产

11 个品种的棉布基、纸基、钢纸基涂附磨具，覆盖

动物胶粘结、树脂粘结、全树脂粘结、耐水粘结全

部系列；原材料的国产化，建立了中国涂附磨具这

几类产品的型号系列，研发完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水溶性酚醛树脂系列产品。基于当时世界涂附

磨具的发展，100% 聚酯布是 70 年代才用于规模生

产，在西方发达国家布基产品占比例不到 10%。时

至 1996 年，圣戈班集团评价该生产线生产的全树

脂棉布基涂附磨具产品与当时诺顿公司同类产品水

平相当。

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国涂附磨具工业迎来了

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产能扩大。中国涂

附磨具也从动物胶、油漆粘结剂的砂页产品的手工

抛光时代，向树脂粘结剂的砂带、砂盘等现代涂附

磨具产品的机械化磨削时代挺进，随着国家经济体

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涂附磨具行业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后记：本文是作者 2014 年为“中国涂附磨具

发展史”而作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年完成引进

工程的艰辛过程，由于篇幅较大，仅有不到 15% 的

内容编入了发展史。

1988 年 12 月 5-6 日，河南省机械电子工业厅

受国家机械电子工业部的委托，在二砂召开“引进

宽砂带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会议。成立了以河南省

机械电子工业厅为组长、机械电子工业部建设司为

副组长的验收领导小组。对二砂“引进宽砂带工程

项目”进行检查验收，这是我国机械工业部“七五”

规划大中型项目中第一个被验收的项目。参加验收

的单位有：河南省机械电子工业厅、机械电子工业

部建设司，国家机电投资公司、机械电子工业部机

床司，中国机床总公司，国务院机电出口办、河南

省计经委，郑州市计经委，郑州市重工局，郑州市

建行、河南省环保局，郑州市环保局等 33 个单位

共 65 名代表。

国家验收组首先听取了黄秉麟总工程师关于

“引进宽砂带工程项目”的建设情况汇报，审查了

二砂申请验收报告，到宽砂带工程现场进行查看，

并分组进行评议。国家验收组认为：二砂“引进宽

砂带工程项目”指导思想明确，坚持了三上一提高

的原则，贯彻了技术进步的方针，对引进的技术消

化吸收成效较好，产品质量达到了 80 年代国际先

进水平，是一项较好的引进项目，其产品填补了我

国砂带产品的空白，提高了产品档次、工艺和装备

技术水平，所选用的设备符合设计要求，资金使用

合理，工程质量优良，技术资料文件齐全，与会代

表一致通过同意二砂“引进宽砂带工程项目”竣工

验收，并报请上级部门批准。

1989 年 9 月 28 日，由第二砂轮厂完成的“新

型高档涂附磨具系列产品”通过了由河南省机械电

子工业厅主持的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小组由主任委

员、三磨所总工程师陆诚，副主任委员、郑州机专

系主任陈大昭、六院室主任李文翘、上海砂轮厂高

忠总工程师以及委员 15 名组成。本项目为机械电

子工业部下达，计划编号：89140102，列为河南省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发展计划，编号为 8901121。其

系列产品约有数万个规格，主要品种有：涂附磨具

处理布；R/G 型半树脂干式磨削砂紙带、卷、盘；

R/G 型半树脂干式磨削砂布带、卷、盘；R/G 型半

树脂干式磨削复合基砂带、盘；R/R 型全树脂干式

磨削砂布带、卷、盘；WP 型全树脂耐水砂布带、卷、

盘；R/R 型全树脂刚纸砂盘；R/G 型硬脂酸盐超涂

层细抛砂纸；磨料粒度 800# 以细精密抛光用金相

砂纸；WP型乳胶耐水砂纸。上述产品国内均属空白，

全靠进口。

鉴定意见认为：在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基础

上，二砂成功地完成了新型高档涂附磨具系列产品

的研制工作，1988 年 7 月开始试生产，同年 12 月

全条引进生产线通过了国家验收，一年来已试生产

出 100 多万平方米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本项目系

列新产品性能，经过用户磨削鉴定，反映良好，又

经过抽样测试，各项技术性能优于国标和企标规定

的指标，接近和达到国外 80 年代中期同类产品水平，

填补了国内高档涂附磨具的空白，可以替代进口产

品，且可大批出口创汇，为我国涂附磨具的品种质

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做出了贡献。在原材料国产

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绩。

1991 年 7 月，高档涂附磨具产品荣获郑州市

1990 年度优秀新产品一等奖。1992 年获河南省兴豫

杯金奖。

七、引进工程的资源配置

宽砂带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一个重要的内容

是原材料的国产化工作。在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

的情况下，要使新生产线使用的原材料达到国外的

水平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完成

的，但二砂在这方面进行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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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纵横交错，结构严谨

全书正文共八篇，除展望篇外，四纵三横。纵

向按时间分为四个阶段：萌芽（1936-1957 年），奠

基（1958-1976 年），变革（1977-2000 年），腾飞

（2001-2015 年）。在时间划分上，本书一方面按照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中国涂附磨

具自身发展规律，由最初的页状产品，到机用的砂

带，再到机用的各种制品，其中页状产品又有手工、

半机械制造与机械化联动制造两个阶段，故分为四

篇。

横向的三篇，包括产品、行业与企业。产品篇

的内容包括产品分类、产品标准、生产装备与技术、

原材料、产品应用等方面的沿革。原编写大纲没有

产品篇，是 2016 年 3 月审稿后新增加的，并把原

为单独的标准篇列入本篇。另外，还特邀磨削专家

李道育、黄云撰写了产品应用。行业篇专写行业管

理和行业协会，是协会的发展简史。企业篇的篇幅

最大，包括制造企业、制品企业、原材料企业和其

它单位共计 43 家。编入的这些企业，产能占行业

的 90% 以上。

在纵横交错的编写中，个别的重复在所难免。

本书尽可能地避免重复，比如关于产品，在前四篇

中，只讲本期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产品，注重的

是新产品研发与技术进步。而产品篇则是全面、系

统地介绍产品分类、标准、应用等，各有侧重。如

关于企业，在前四篇中，介绍企业主要是从企业在

行业发展中的作用来叙述，包括已经消亡的企业，

企业篇则更多地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以企业自

述为主，而且是目前比较有规模和影响力的企业。

三、思路清晰，视野广阔

本书不是孤立地写中国涂附磨具的发展，而是

结合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世界涂附磨具发展的背

景，以及结合了行业上下游的发展变化。事有出处，

视野广阔，也是本书编写上的一大特点。

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对涂附磨具的发展有着重

大影响。在前四篇的开篇，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当

时国内外政治经济，以及科技发展的背景，虽然着

墨不多，但非常必要。国内国外，同一行业，国际

背景对中国涂附磨具有着重大影响。虽说中国在宋

朝时就有了砂皮，但现代意义上的砂布砂纸却远远

晚于欧美。国内国外涂附磨具发展关系密切，前四

篇的第一章均介绍了国外涂附磨具的发展概况，总

量约占前四篇的 24%。中国涂附磨具早期靠仿制，

后来靠技术装备引进，自主创新不多，但追赶步伐

很快。进入 21 世纪后，技术上虽然不领先，但产

量达到了世界第一。

中国涂附磨具的诞生与发展，有着时代背景。

比如 1936 年涂附磨具的诞生，是由于那时民族资

本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比较繁荣的阶段。再比如 1956
年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后的计划经济，造

就了上海砂轮厂、天津砂布砂纸厂，二者也成为了

当时行业的冠亚军。另外，也简要叙述了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生产的严重影响和破坏，以及改

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极大

地促进了涂附磨具行业的巨大变化和高速发展。

上下游行业的发展，对涂附磨具的影响也很大。

原材料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涂附磨具的发展，比如酚

醛树脂；而涂附磨具对原材料的技术要求，也促进

历史的典籍  行业的瑰宝

—评《中国涂附磨具发展史》

The Industry Treasures - Comment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Coated Abrasives
贺以权

聚集行业之力，历时六年之久，近 50 万字的《中

国涂附磨具发展史》，于 2017 年 8 月正式出版与读

者见面了。我自称是“内行中的外行，外行中的内

行”，有幸在 80 岁之后参与了此书的编写工作，现

在又是“读者中的编者，编者中的读者”。“诗因情

而发，文有感而作”。在此书发行之际，很高兴写

此书评，与读者诸君共赏。

一、盛世修史，适逢其时

2011 年 6 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国机床工具工业

协会涂附磨具分会理事会和行业大会上决定编修行

业发展史，11 月在郑州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并

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修史工作正式启动。编写人员

几经调整，累计参与者多达 20 多个单位的 30 多人。

但由于种种原因，编写工作进展比较缓慢。

2014 年 8 月，分会重新启动编写工作，调整充

实写作力量，组成精干的编写组。编写人员查阅资

料，旁征博引，很快编写出一些篇章的初稿。2015
年 4 月召开发展史初审会，2016 年 3 月召开 30 多

人参加的终稿会。综合大家的意见，先后几易其稿，

年末定稿，耗时近 6 年。若从第二次启动算起，到

出版正好三年。

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曾有过一次修史的热潮，

各主要磨料磨具企业都写了厂志。经过 40 年的改

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涂附磨具产

量跃居世界第一。成就巨大，盛世修史，适逢其时。

本书名为《中国涂附磨具发展史》，曾有人建议增

加“工业”或“行业”二字。但作为“中国涂附磨具”

这个概念，其实也涵盖了以上内容。书名中的“发展”

二字，重在历史的演变与行业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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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用两个字：“萌芽”、“奠基”、“变革”、“腾飞”

表述得更加简洁准确。内文同样不刻意文辞修饰，

而是追求简洁纯朴，直书其意。为了精益求精，此

书在定稿前做了大量删减，2016 年 3 月行业终审后，

删去的内容总量达到 30% 以上。比如“变革篇”中

二砂引进宽砂带项目的记述，删去的内容达到 80%
以上；“展望篇”删去的内容达到 60% 以上。同时

也根据需要，增写了“产品篇”（除标准外），使本

书包罗更广泛，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与参考价值。

本书图文并茂，刊登照片 100 多幅。其中不少

照片十分珍贵，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德等

视察第二砂轮厂，赵紫阳、温家宝、李克强、俞正

声等视察行业的照片，行业各个时期的重要会议合

影，以及业内人士个人照片约 50 幅。另有代表性

企业及企业家照片约 50 幅，这些照片都对于我们

了解或研究行业发展，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多少创业的艰辛，多少探索的执着，多少前进

的喜悦，在此书中都作了比较确切的记述。如第二

砂轮厂引进宽砂带项目的最终决策，对王辅生厂长

所起的作用，在第三篇中有比较细致的描述。黎珊

玉先生之与湖北玉立的创业，潘洪俊先生之与江苏

三菱的创业，在第三篇、第四篇、第七篇中都有叙

述与高度的评价。其他如父子企业张氏磨具、禹州

银星，夫妇企业河南王牌，兄弟企业四川固锐、安

徽兄弟，朋友企业合并上海五子方，以及骨干企业

广东小太阳、江苏锋芒、东莞金太阳、常州金牛、

广州三研、惠州瑞丰等，都有比较详细的叙述。

本书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涂附磨具的发展历

程，客观科学地总结了发展经验，史实描述客观真

实，统计数据准确可靠，写法方式简洁纯朴，实为

一部难得的好书，具有极高的收藏和检索价值，是

留给涂附磨具同仁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书籍资料信息

序号 书籍资料名称 价格（元） 会员价格（元）

1 中国涂附磨具发展史（2017年8月发行） 368 300

2 2017中国涂附磨具企业名录（2017年4月发行） 100 80

3 现代砂带磨削技术及工程应用（黄云 黄智编著）2009年 60.00 60.00

4 2015中国涂附磨具国际论坛论文集（2017年7月发行） 100.00 60.00

5 中国涂附磨具论文集2012（2014年6月发行） 100.00 60.00

*含邮费

 本栏目责任编辑：袁文建

了上游原材料的创新。另外，砂带磨削与机械化、

电动工具的使用也是相互促进的，这都极大地促进

了涂附磨具运用与产品的多样化。这些在书中都有

相应的叙述。

四、广征博引，内容丰富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行业内众多企业与人士的

大力支持，除史料搜集广泛外，还有 50 多位行业

前辈、专家等撰写回忆录或提供资料，60 余家企业

编写了自己的发展史。正文中除企业篇外，均附有

参考文献，不计重复共引用参考文献 179 篇，其中

编写《中国涂附磨具发展史》前 60 篇，占 33.5% ；

编写后 119 篇，占 66.5%。参考各种资料总计达

1200 多份（包括图片）。

本书含有各类表格 76 个，包罗广泛，排列清楚。

其中表 3-2、4-1 为企业列表，表 5-5、5-7 为产品表，

表 6-2、6-3 为行业书刊表，此 6 个表与附录二、三

中的 10 个统计表，都极具历史价值。表格是文字

叙述的重要补充，又是一种便于阅读和检索的表达

方式，实属难得。

本书还对产品作了比较客观的分类，如表 5-6
的产品分类和品种划分。行业产品的品种不断发展，

除工业年鉴的通用分类外，各企业也自有分类。到

底如何分类？共有多少品种？本书在产品篇给出了

一个比较成熟的答案。产品篇（除标准外）写在行

业终审之后，此分类未经大家共同研究，但毕竟为

一重大尝试。另外，本书对早期行业总量统计作了

补充，如原统计表 2-13 部分年份缺少几个重要企业，

表 2-14 根据第一砂轮厂、第二砂轮厂、上海砂轮厂、

天津砂布砂纸厂等产量作了校正。又如表 3-3 根据

白鸽、通城砂布厂、盐城刚玉砂布厂的数据作了校

正。

一部行业发展史，则由行业内各企业人物的活

动构成重大事件所构成。附录中收录大事记 135 件，

按四篇的时间划分，发生在 1936-1957 年的 17 件，

1958-1976 年的 19 件，1977-2000 年的 64 件，2001-
2015 年的 35 件。前两篇每年不到 1 件，后两篇每

年两三件。这符合涂附磨具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

促进了行业的变革与腾飞。

推动事件发展的人物，在正文中提到的有 500
人以上，附录中的名单约 360 人。书中出现最多的

如刘明一、孙德一、高忠、黄国栋、李砚咸、黎珊玉、

潘洪俊等，他们为行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

书对为行业做出过特殊贡献的已故人士蒋公毅、王

辅生、黄秉麟、赵清河、郭象贤、马寿松、华增河、

钱维圭等都作有简短的小传。写人记事，内容非常

丰富。

五、文风纯朴，精益求精

本书既不是教材，也不是手册，而是中国涂附

磨具 80 年的一部发展历程，是同类史书的集大成者。

全书近 50 万字，图文并茂，厚薄适中。由吉林出

版集团、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版本图书

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 044293号。本书印刷考究，

设计装帧精美。封面的高速列车，寓意历史车轮滚

滚向前，也寓意中国制造正在走向世界，富有强烈

的时代特征。

本书文风纯朴，言简意赅。初编时也做过一些

美化，比如篇章的题目引用一些诗句，第一篇（建

国前）曾用“寒梅傲雪，暗香迎春”。其它篇章也

尝试过用诗句，后来在编辑中做了反复对比，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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