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伊萨无锡“设备日”活动 

行业媒体见面会采访纪要 
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以焊接与切割整体方案服务中国市场 

中国无锡，2015 年 8 月 17—18 日，全球领先的焊接及切割设备、系统和材料的制造商

与供应商伊萨，在无锡成功举办 2015“设备日”活动。活动汇集了 100 余位嘉宾，包括合作

伙伴、经销商、用户代表以及中国焊接信息网、《中国工业报》、《中国石油文摘》、《金属

加工》、《工程机械周刊》等多家行业媒体代表，记者代表了中国焊接信息网出席了本次活

动。“设备日”是在伊萨张家港切割工厂整合之后的伊萨无锡自动化切割焊接工厂实现配置优

化和能力升级，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切割焊接设备制造中心的背景下召开的。本次活动发布

的数款新产品，彰显了伊萨整合之后的强大资源优势和完整技术能力。 设备日”活动集演示

参观、技术交流、案例分析、媒体见面会为一体，成为伊萨与用户、合作伙伴、经销商、行业

媒体进行交流和展示的绝佳平台，为促进先进焊接与切割解决方案的本地化起到了良好推动作

用。 

8 月 17 日 9 时，2015 伊萨中国设备日在无锡锦江花园酒店宴会厅正式召开，亚太执行董

事周淼财（Stanley Chew）等多位伊萨管理层和技术专家出席活动。周淼财先生就伊萨新品

的技术特性和发展、焊接切割行业课

题等内容给出多场技术含量颇丰的主

题演讲。他表示，“今年是我们举办

的第二届‘设备日’活动，它让我们

得以紧跟市场步伐，探析客户需求。

基于收集到的信息反馈和意见，伊萨

把它们转化为引导创新和研发的指挥

棒，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聆听客

户声音’理念。” 

他指出，伊萨将始终坚守植根中国市场的步伐，在“中国制造 2025”的宏观指导下，以

持续创新的产品和不断升级的技术更好地服务本土，凭借百年深厚经验和对客户需求的敏锐洞

察，助力中国焊接切割行业实现升级和转型。 



“设备日”主题演讲内容包括标

准 设 备 Warrior 400i/500i CC/CV 、

Aristo Mig4004i Pulse 焊接设备、等离

子焊机、手持等离子切割气刨设备、

ArcairSlice 切割救援设备、气体控制

设备等；自动化设备，如焊接自动化

包括伊萨 ICE 及激光复合焊、摩擦搅

拌焊，切割自动化等以及这些设备在

全球及国内的成功应用。 

同时，伊萨中国区销售总监李瑛琦以及中国区设备制造经理施纳分别介绍了伊萨区域销售

业务模式和伊萨设备制造新基地。为使得与会者近距离感受焊接切割解决方案，伊萨还特别设

置了在无锡工厂进行的现场演示，让第一线技术人员和专家参与交流，为用户的工艺难题和困

难提供切实解答。 

8 月 18 日上午 9 时，2015 伊萨

中国设备日举行了行业媒体见面会。

伊萨亚太区副总裁及执行董事周淼财

（Stanley Chew）、伊萨中国区财务

总监陈长平、伊萨中国区销售总监李

瑛琦、伊萨焊接设备平台经理李勋分

别就记者提出的问题接收了采访。 

媒体见面会上首先由亚太区副总

裁及执行董事周淼财（Stanley Chew）先生介绍了伊萨公司及近期伊萨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周淼财介绍：伊萨的创造人Oscar Kjellberg 先生，他是在1904年研发出第一根药皮焊

条，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能够发现我们很多产品是带着OK标志的，也因为这个名字，我们很

多产品是以OK为标志。Oscar Kjellberg 先生是在1904年研发的第一根焊条，现如今伊萨每隔

几新产品研发，可以看到近二十年里，伊萨有许多成功案例，例如我们开发了马拉松桶，这是

一个很大的桶，焊丝放在里面可以自动续焊，减少客户很多包装时间。还有我们的搅拌机，这

也是伊萨的新方案，很多时候能够为客户提高到60%以上的效率，这就是伊萨的进步，而且非

常热门，而且从每一个客户得到的反馈都说非常好。近两年，我们也收购了很多公司，包括大



家都熟悉的维克多科技。 

伊萨本身拥有8600名员工，有20家制造工厂，中国有4家，亚太地区有6家，合作的有2

家，所以伊萨业务范围有1/3是在亚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伊萨的生意是分遍在全

球，不光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等等。我们拥有全球的业务，工厂也分布在世界各地了，可以看到

三个主要区域，欧洲、南美洲、亚太区，使我们能够贴近客户，为客户服务。尤其是伊萨很重

视中国市场的开拓，伊萨的理念是“在中国，为中国”。伊萨的产品渗透了大部分的行业，只要

涉及有铁，需要切割，需要焊接，我们都能够提供解决方案，包括汽车、管道、发电、加工、

运输、机械等。现场在座有很多行业的朋友，你们每一个行业内都有伊萨的存在。 

伊萨在不同区域，根据不同市场情况，有各自非常具有优势的领域，比如在东南亚，伊萨

的强项在于石油和天然气。而在中国，我们的优势在于工程机械和压力容器。伊萨是全球数一

数二提供整体焊接切割解决方案的公司，从设备从焊材，从智能化，包括气体装备，还有个人

防护装备等。我们有 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 的认证。  

关于中国伊萨，伊萨中国的总部在上海有108名员工，2006年伊萨在张家港开设实心焊丝

工厂，有180名员工。无锡自动化切割工厂，有87名员工。还有两年前在宁波收购的原维克多

工厂也有150名员工。这些工厂除了供应给中国市场以外，也有一部分提供到国外，供给其他

全球客户使用。 

未来我们在中国重点关注包括火电、核电、LNG、化工、工程机械、机车、商用车辆等行

业，这些行业中伊萨现在也拥有一些很好的客户，也是伊萨关注的行业。我们将以客户需求为

主，展示我们的技术，为客户提供培训，专业定制化服务。 

伊萨焊接设备平台经理李勋分别介绍了：Warrior™ 400i/500i CC/CV逆变焊机、PAK 

200i手动空气等离子切割&气刨系统、Cutmaster true手持逆变式等离子切割系列、Arcair® 

Slice®消防与救援切割系统几个2015中国伊萨设备日重点推广的新产品。还介绍了最近几年来

我国发展非常迅猛的伊萨有突破性代表的集成冷丝ICE、激光复合焊HLAW及摩擦搅拌焊FSW 

技术。 

以下是媒体问答环节，具体摘录如下： 

记者：两会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请问伊萨对于中国市场没有一些新的定位，战略

方面有哪些调整？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李总，刚才您介绍到咱们产品应用非常广泛，我相信



在采矿包括工程机械领域，应该是这些领域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比如在

这个采矿行业，这个行业有他的特殊性，一个是地处比较偏远，还有环境恶劣，在这样的情

况下，伊萨产品技术怎么样能满足这些特殊客户的需求，另外伊萨在这个服务方面一些技术

是什么？ 

Stanley Chew：虽然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潜力还是非常大

的，而且现在中国正是走向高端的生产的阶段，非常讲究环保新能源等等，这非常适合我们的

整体解决方案，而且我们要为客户提高生产效率，我们的产品例如刚才所说的那些设备，讲了

是关于焊材方面。我们有一个真空包装VacPac系列，为客户提高效率，而且节省电力。之前

焊材是放在一个好的环境才可以用，我们这个真空包装其实一打开就可以用，这些是为了为客

户提供相对减低他的电的消耗率等等。还有我们的AristoRod Copper Free Wire无镀铜焊丝系

列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日子，是减低了烟尘。这些都是为了环保。现在中国政府从这方面要非常

关注，我觉得这些产品都非常适合整个中国。而且这些是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的产品，所以到

最后我们的看法是“在中国，服务于中国(In China For China)”，我们是要把更好的产品拿过

来，研发在中国，继续研发出更好的产品。所以我对中国的信心非常大，而且我希望在中国可

以有更好的发展。中国的市场会继续往高端走，非常适合我们的产品，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焊接市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而且竞争对手非常多，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情况，

随着行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必定会有行业的资源整合所以我们也会很关注这方面的发展，有

什么机会来进行。所以刚才回答你的问题，我对中国市场非常有信心，也希望我们可以在这里

生产更多产品，也可以收购一些公司，来增加我们的技术。 

李勋：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采矿机械领域的，采矿行业相对来说确实是条件差一

些，主要是国家的山西、新疆这些地方，从我们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这一块是做设备

的，在设备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要了解客户的需求，知道他们希望我们做什么，我们的设计还

有服务这一块提供支持来帮助他们，来保证他们的效率。从售后服务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怎

么来考虑这样的需求。首先我们有绩效吻合，哪怕是新疆比较远的地方，我们都有授权经销

商，而且这个经销商也是了解这个产品，他了解当地情况，了解用户的需求，把我们合适的产

品介绍给用户，然后满足他的生产需求，从售后服务角度来讲，有这种服务。除了经销商之外

还有经过伊萨评估和授权的一些公司，这个网络也是遍布全国各地，您提到的矿业，在山西、

内蒙、新疆都有这样的售后服务，所以我们能够及时提供配件、服务，从不同的角度来满足是

客户的需求，包括生产、维护、维修、培训等。包括国内非常知名的，朔州煤矿。 

        记者：包括在当地建立部门吗？ 

        李勋：我们当地有授权的经销商，他们了解这个地方客户的需求。 



         记者：咱们的研发设计也是在国内来做吗？ 

         李勋：我们的设备目前是在国外，焊材的话我们有一部分是在国内做的。 

Stanley Chew：不过我们会考虑未来有这个想法。所以在招聘管理方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

个战略，我们跟经销商合作关系非常好，应该是在这个焊接领域里面，我们合作关系应该是最

好的。因为我们相信三赢：“客户要赢，经销商要赢，我们要赢”，中国是非常大的市场，所以

我们希望与经销商合作，共同服务中国市场。 

记者：请问在油气行业，伊萨的表现如何，给客户带来什么价值？因为现在我们看伊萨产

品在LEG、化工、海工还有工程等都有客户需求，我想了解一下，伊萨大概是从什么时间开

始进入到油气行业的？现在，油气生产的安全已经是上升到老百姓这个话题了，焊接技术在

该行业的安全系数上伊萨有没有做过一些实验，客户有什么反馈？ 

李勋：这个是关于产品方面的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实际上我们今天很多产品，我们目前

在国内应该来说是业绩比较多，在这个油气领域其实我们应该来说也都是一个新入的，其实老

早伊萨想做这个行业，但是后来随着一些市场的变化，可能在这一块涉及的不是特别多，所以

对你来说有一些陌生，这个我觉得很正常。今天我们介绍的Warrior™ 400i/500i CC/CV逆变

焊机这个设备，其实在以前我们没有，我们具体一点，比如说一些管线建设，西气东输或者是

说施工方面都会用到这个设备，细分到油气行业领域，这一点伊萨也有它的业绩。比如说我们

上游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到西气东输的管线，首先是钢管，现在国内钢管已经是发展非常迅

猛。我记得十年前我参加过第一个当时行业的龙头宝钢，这个是有世界先进水平这样的管线的

时候，当初这个项目可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确实他们也做到了，这几条生产线其中的焊接部

分都是伊萨提供的，现在也在宝钢进行运营的，效率是这样的，我们不光是提供设备，我们也

提供耗材，包括焊丝等，这个是说在国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个行业里面，因为这个产品高中

低档这个情况都不一样，伊萨产品在一些高端应用领域里面的市场份额是比较高的。 

        国内现在新的发展，原来是X80、X60这样的，我们在宝钢是X80，现在国内是要求更高

了，我们要求这个焊接工艺有更高的要求。设备方面我们也在探索，目前我们在国内跟国内最

大石油公司旗下的一些公司联合开展一些探索新工艺的开发，提高生产效率。值得一提的是，

该产品获得了NS-1认证。他们用在石油和钻探的行业，这个方面来讲是业界还没有其他的产

品可以匹敌。所以应该来说设备和焊材在石油这个行业，我们还是有蛮多的业绩。 

       Stanley Chew：我补充一下，油气其实很早之前已经在新马泰那个市场受到非常多的关

注，而且在新马泰，伊萨也是数一数二的焊接供应商。很多我们的产品广泛用在石油行业，比

如National Oil等知名企业，这些都是在新马泰我们非常关键的油气客户，而且你也可以看到

新加坡的那几个大船厂，如吉宝集团，所做的钻井平台，他们都是我们在新加坡主要客户。在



泰国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叫CEL，他也是那个平台是14到18台，他所用的设备和焊

材，应该是90%是伊萨的，我们很努力帮助客户每年做优化，减化他们的生产流程。伊萨在新

加坡应该有30年的历史，那里是亚太中心，我们有自己的仓库，有自己的运输团队，还有服务

团队，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艺中心，很多产品我们是在新加坡自己先用，让客户来确认他

在油气领域的性能。  

记者：伊萨进入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原来伊萨主要是以焊材为主。进入2012年之后，

整个行业大体来说都不太景气，现在伊萨的市场占有率，或者是销售策略如何？是主要以焊

接设备为主还是如何？我想问一下周总，未来对于中国市场定位是什么样？还是以焊接材料

销售为主吗？然后是对于相关的专业客户，采用定制化服务为主，还是咱们是逐步改变经营

策略，是以焊接设备为主，然后销售焊接材料为辅？未来的市场定位是什么？ 

      Stanley Chew：伊萨的业务仍是以焊材为主，焊材对伊萨非常关键，而且焊材料你可以

看到ESAB的创始人就是世界上第一根药皮焊条的创始人，到尽头我们依然是以研发焊材为

主，焊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刚才所说的油气行业，我们的焊材是用非常多，维持低温、高

温的参数和性能。你问到设备，其实我们觉得设备是一个非常好的潜力市场，今天我们设备在

中国，有一定的增长，而且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您说了2012年开始，中国市场就已经是不

像之前增长率非常高。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讲，上半年2015年大家应该会感觉到整个中国市场

是往下走的，其实伊萨在中国是往上走的，也代表了是说我们是在这里已经开始。 

       记者：你们往上走的业绩是材料还是设备？ 

       Stanley Chew：两方面，最近我看到我们的成功案例在设备方面，我们的客户不止是国

外进口的那些产品，很多时候我们的成功案例，其实是以高价卖到中国，跟中国的当地竞争对

手在拼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价格销售来赢得客户，是以技术，是以我们的性能。刚才所说的价

值销售，我们怎么样减低客户的不便，提高安全性。也代表了我们中国客户现在已经往上走

了，也不只是只看价格。所以你刚才问的，我觉得我们是关注在整体解决方案，我们有一个非

常好的客户，他整个厂房都是整套的伊萨产品，从钢铁进来怎样布置，怎么样制造，所以我们

很强调是整体解决方案，而且要为客户提供的是怎么样提高他们的效率。而不是说卖这个焊接

多少钱，卖这个焊丝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落后，而且客户如果从这方面看的话，可

能他们亏损的更高。 

记者：请问在装备制造业上伊萨能够提供什么全面整体方案能，其具有什么优势？另外围

绕这个优势，伊萨在人才战略上，对员工的晋升通道还有职业生涯有什么布局？ 

Stanley Chew：“聆听客户的声音”，是我们非常强调和秉持的核心价值观。伊萨公司是全



球焊接与切割领域公认的领导者，拥有业内最广泛、最全面的产品系列和解决方案，伊萨的销

售网络已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拥有8700余名员工，制造基地遍布四大洲。伊萨公司的创

新史可追溯到1904年，当年，焊接领域的开拓者奥斯卡·卡尔伯格(Oscar Kjellberg)提交了他手

写的一份药皮焊条专利申请。奥斯卡的发明不只是推出了一个独特的新产品，更代表着焊接新

时代的开始。这项革命性的发明也标志着奥斯卡的创业开端——ElectriskaSvesnings-

Aktiebolaget，亦即伊萨公司的诞生。一直以来，伊萨公司以其突破性的创新技术“将焊接推向

世界”。其最初的技术革新包括开发氩弧焊 (TIG) 和气保焊(GMAW)工艺以及首台搅拌摩擦焊机

的发明。整个二十世纪后半期，伊萨从未停止创新的脚步，在新千年，最近我们又见证了高速

埋弧焊 (SAW) 以及新一代ICE™ 集成冷丝技术的问世。伊萨技术几乎可应用于所有的焊接和

切割领域，包括从海洋到太空应用领域的一系列产品和项目。为了迎合各行业对新型焊接及切

割解决方案不断增长的需求，伊萨公司也开发了最先进的电弧焊及气保焊设备、手动和自动等

离子切割机、CNC数控切割系统、焊接自动化以及机器人等产品系列，除此之外，伊萨还提

供无可比拟的全套焊材、配件及个人防护设备 (PPE)。 

    2014年，伊萨公司收购了维克多科技公司 (Victor Technologies)，该公司是切割、气体控制

及焊接领域的一流制造商，拥有被广泛认可的系列知名品牌，维克多科技的加入扩增了伊萨的

产品系列，从而为全球的焊接和切割行业提供更广泛的解决方案。作为全球领先的多元化制造

企业科尔法集团(Colfax Corporation)的一员，伊萨公司的核心价值在于持续的技术创新及以满

足客户需求为使命的服务理念。伊萨将一如既往地将其对客户和环境的责任放在首位，从而履

行其作为焊接和切割领域领导者的承诺。 

         关于第二个问题人员，这是我一个非常“苦恼”的事，因为在中国具有专业的焊接营销和

技术的团队非常难找，所以中国伊萨的这个团体在这里都非常好，我们给员工培训机会。我们

的人才梯队是多元文化组合，如果你看整个亚太，在新加坡我们有印度尼西亚人，有澳大利亚

人，有德国人，有马来西亚人。在中国有中国团队，也有新加坡人在这里，我们非常讲究说，

怎样制造这个机会给团队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全球的技术和专家资源全力支持中国，我们希

望把更多知识更多信息让中国团队吸收更多，我也希望在这里可以给更多我们的团队到国外去

发展。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中国团队多学习一点，多认识一点。我看到很多客户同样的挑战，

因为客户很多时候很难找到好的焊工，现在焊工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所以更讲究说，我们从设

备自动化给客户提供效率，节约人力成本。 

记者：刚才提到咱们这一块有一个产品CCCV，国内标准只是74-1，国外要求标准会严

格，可能是说必须达到10，我们是在国内市场，是否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吗？您刚才有提到讲

PPT的时候，给客户也会做培训，让他们加强对这一块认识，对于国内市场用户来说有这样做



了吗？ 

李勋：这个其实是对应顾客的标准，1-2到1-10这个其实是对应不同的标准，每一个是针

对不同的方面。1是针对焊接电源，10是针对EMC这一块的。其实作为我们这样高端的企业来

讲，我们是很愿意把这样的这些信息引入到中国来。但其实中国这样的一些行业组织，比如说

标准化委员会，或者是国家相关的机关，他们也来做过调研，大概是两年前做过。我们是很支

持这个事情的，因为在这个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其实中国是有标

准的，不是说没有标准。但是标准会有一种强制执行，还有一种是不是强制执行。所以就是说

这里面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我们的政府考虑到我们当今这样的一些工业的水平，这个实际的

情况，他可能是对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安全方面不能打折扣，但是像EMC，电磁干扰这一

块，他觉得根据我们当今的工艺水平，我们要是可实施还是有一些难度，或者说代价会比较

高。我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来进行逐渐的跟国际接轨。 

记者：请问现在云计算机技术在我国已经得到应用，伊萨在这方面有相关应用吗？ 

Stanley Chew：目前，全面应用云焊接技术在这里有一定技术挑战，就是在通讯的时候

通常会有很多挑战和问题。还有软件开发，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设备已经可以到“云焊接”层面

了 。 

     李勋：“云”在焊接行业也很流行，现在也很流行把一些焊接，如果是生产主管，焊接工程

师，我坐在办公室里面，我怎么来获取厂房里面的工人焊接数据，我通过这样的软件和硬件把

这个数据，通过电脑显示屏显示出来，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看到这些人是不是规范在运作。   

      Stanley Chew：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焊工不小心调的参数不一样，所以其实是会

有一个警告系统，厂长可以直接把信息都收过来。包括你说样品做好了，客户说你这个是怎么

做的，焊的上去什么也看不到，他还有整体参数可以证明这个是很正规的把这个产品焊完的。

所以这些都是未来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我们已经有一些成功客户在用。 

记者：我问一个关于服务方面的问题，中国本土客户与海外客户对服务的要求是否有区

别，各自的侧重点是在哪方面呢？ 

Stanley Chew：我觉得中国在改变，之前员工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时候，很多客户就说

我在服务这方面我自己来做。在国外是另一方面的，国外是要的一个安全，一个信心，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焊机坏掉了，我要在多少小时里把这个东西修复好，然后或者是不让我停产等等。

中国现在也正在改变中，产业在升级转型，客户和整个市场都在改变，最后大家所期望的都是



一样的，慢慢转向更注重服务，同时要求安全、可靠，不要停产。 

记者：请问现在国内制造业都在发展两化融合，我想了解一下伊萨在数字化、智能化这

一块的发展情况怎样？还有，这几年激光技术发展非常快，特别是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具有相

当的技术和产品竞争力。所以说我想了解一下，伊萨在未来激光加工方面有没有相应的策

略。最后一个是伊萨跟维克多合并之后，强强联合的效果如何？ 

李勋：我们在智能化也是有这样的服务。我公司在瑞典哥德堡有一个专门的机器人中

心，这个地方就是立足于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做一些测试研发这样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

们在全球范围内要跟很多不同品牌的机器人做配套，这就涉及到软硬件兼容性问题。目前我们

跟世界上4大机器人品牌都有配套，我们研发中心做了很多软硬件方面的开发和拓展。具体到

中国市场，我们在机器人自动化焊接方面也有很大的投入，有专业的技术支持以及焊接应用支

持团队。我们不光提供机器人配套，我们还可以把焊接工艺结合在一起。举一个很简单例子，

国内有一家做白色家电的龙头企业，原来使用国内较先进的某品牌焊接设备，去年我们提供伊

萨品牌焊接设备配合用户自己选择的机器人，搭配伊萨的不镀铜焊丝，用户本来要求我们做到

1.3米/分钟的焊接速度，但实际上我们做到了1.5米/分钟，并且还有继续提高的空间。虽然伊

萨的产品可能是比其他人贵一点，但是他用了我们的焊接设备，用了我们的焊材，给他提供的

生产效率，给他带来的利润，这一点我们没有算，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整套解决方案的提

供，焊接时间的缩短，最起码同样生产原来一年生产的，现在是需要10个月不到就可以焊接

完，这是非常直观的，这使得我们这个客户在他们集团公司里面成为利润最高的一部分，生产

效率提高了好处。 

       刚才有说自动化这一块，我们有我们的特点。当大家意识到中国的人工越来越贵，自然而

然就想到要把自动化水平提高。现在讲到“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珠三角地区特别流行，

当地政府在这方面扶持力度非常大。在这方面有很多家做系统集成的公司，他们是根据客户的

需求做定制，不一定都选择最高端的产品，他们也结合了很多的设备和工艺。我们指的工艺就

是通过可控的生产流程和技术达到想要的最终结果，在焊接领域应用非常重要。设备好，焊材

好，气体好，但是这三样好东西加起来是不是就等于焊接效果好，不一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

经验技术，这样的人，使用这些好的产品并把好的效果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

你说的智能化、服务化这一块，将来也会朝综合应用方面发展，这是我们的特点。 

第二个是讲到激光焊接这一块，激光焊接这一块应该说这个技术发展非常的迅猛，激光的

特点非常明显，它的焊接速度、熔深，这一块有非常独到的优势。当然它有自己的一些局限

性。伊萨这几年在这个领域也是发展很快。据我了解，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和中国北车签订了



一个品牌，我们这一块把成熟的技术和应用拿到国内来，给用户提供实实在在的一些好处。因

为我们从应用技术变成了真正的实际应用，就是刚才谈到的这些，怎么样用先进的技术满足客

户的需求。理论跟实际，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这一块我想的话，就是我们要深入了解客户的

需求，每一个客户应用都是不一样的，然后结合我们非常好的产品，然后服务一些满足实际应

用，其实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没有这种东西，你就很难把效果出来，实际上在中国

的市场有很多厂家抓住这一点，他们来做配套系统。整套的解决方案，你要怎么把这个国外的

品牌，这个激光转换成满足军工或者是航空航天或者是交通的需求。 

Stanley Chew：伊萨和维克多，其实这两家公司在收购前，已经有经过很深的一个参

考，两家公司的产品是相似的，我们伊萨是关注焊材，维克多其实是包括很多设备。所以这两

个并在一起其实是提高了我们整个公司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一直所说的一个理念，“1+1

＞2”。另外在亚太，维克多和伊萨是配合的非常好的。因为维克多在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大的

公司，然后伊萨在澳大利亚是非常小的。除了澳大利亚以外，伊萨是比较大的，所以从区域里

面两个加起来是大于二的，从产品两个加起来也是大于二的。成功案例我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

伊萨的经销商都已经开始售卖维克多产品，然后在澳大利亚其实是维克多经销商开始售卖伊萨

的产品。所以整个这次收购其实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两家公司并在一起，其实矛盾非常少，团

队也是一样的。你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一个团队。 

 

本次“2015 中国伊萨设备日”的召开，表明中国对于伊萨亚太版图乃至全球

版图的重要性，展现了伊萨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和展望。之所以选择在无锡举办

此次活动，是因为伊萨希望充分展示深度整合之后的全新能力，包括资源优化后的

完整产品线以及人才的强强联合。这是伊萨在中国发展的又一里程碑，至此，伊萨

在中国内地的综合能力实现了大幅提升，成为焊接与切割行业的整体方案提供商。

中国现在以及未来都始终是伊萨的重要战略市场，坚信伊萨能够通过更优化的资

源、更丰富的产品、更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更迅捷的服务能力，与中国装备制造产

业协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