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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自己的特种冶炼装备
——专访合智熔炼装备（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阮宁渝
2015 年 5 月 国 务 院 印 发
的《 中 国 制 造 2025》 指 出，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
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
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基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但与先进国家相
比还有较大差距，存在制造业
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
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对外
依存度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也
同样困扰着我国高端特种合金
钢冶炼装备的发展。最近，合
智熔炼装备（上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合智）提出“做
中国自己的特种冶炼装备”，
并取得了良好业绩。为此，世
界金属导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该
公司总经理阮宁渝，以期深入
了解我国特种冶炼装备行业的
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以及特
种冶炼装备国产化之路。
提高特种合金材料自给率
装备制造水平成制约因素
提高关键基础材料自给
率， 摆 脱 受 制 于 人 的 局 面 是
《中国制造 2025》提出的要求。
提高特种合金钢等先进钢铁材
料自给率也是摆在钢铁人面前
的大问题。
据阮宁渝介绍，在高端特
种合金材料领域，一方面，随
着我国航空航天、高铁、清洁
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业等领域
的迅猛发展，对特种合金钢的
需求量大幅度增长，预计未来
五年（2016-2020 年）特种合
金钢的需求量会进一步攀升。
此外，在材料科学领域，国内
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开发出的
特种合金材料在高铁、航空航
天、核电等领域的应用也取得
重大突破。另一方面，目前我
国高端特种合金钢的整体装备
制造水平偏低、技术落后，特
别是特种冶炼设备，无论是生
产规模、装备水平，还是控制
精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
大差距，因此优质特种合金钢
仍需要大量进口。
特种冶炼通常指除用于大
量生产的转炉、平炉、电炉等
常规炼钢法之外，为特别提高
钢的质量或在大气条件下熔炼
含不适宜熔炼的活泼金属或合
金的冶炼方法。采用特种冶炼
方法通常用于生产高要求的高
温合金、工模具钢、轴承钢、
耐蚀合金、高强钢、钛及钛合
金等。
我国高端冶金熔炼设备目

仅是资金的引入，更是特冶装
备先进技术与生产加工能力的
Herz 合智熔炼装备（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由上市公司投资，由特冶装备国际品牌公司
有机结合。此举获得同行业专
人员为核心团队、自动化控制公司加入创立的一家设计、生产高端特冶装备的公司。主要产
家的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专
品真空感应熔炼炉，保护气氛电渣重熔炉，真空自耗炉，真空精密铸造炉等核心产品。公司
家希望合智能让中国的冶金工
强大的经济实力，优秀的核心团队与国际水平的技术力量以其高起点，高定位的气度，成为
业装备水平更上层楼，把中国
国内特冶装备行业的一颗明星。
特冶装备引领到更高的平台。
目前该公司已经拥有五项
国家专利、三项国家软件知识
前主要依赖进口或
低倍宏观缺陷。
产权认证，还有数十个专利和
者购买国外品牌的
在这个领域
软件著作权在申请和认证之
本土化产品。而某
历练多年的阮宁
中。为保证公司的生产管理、
些产品如用于生产
渝表示，只有先
工作效率、成本控制和交货周
飞机叶片的精密铸
进的装备与工艺
期，公司从起步就投入大量资
造炉又受外国政府
的充分结合才能
金引入 ERP 系统、图纸管理
出口许可限制。
生产出更优质的
系统（图面管理系统）、生产
产品。这也是她
将设备与工艺
现场远程监控系统等现代化管
和她的团队下决
结合 破解特种冶
理手段，保证了项目每个环节
心成立合智，制
炼装备国产化难题
的规范化管理，由此可以看出，
打破严重依赖
造具有国际领先
合智打造中国民族工业品牌的
进口的局面，做中
技术水平特冶装
上。合智电渣炉的核心技术是
决心与实力。
国自己的特种冶炼装备，在真空
备的决心与动力。
采用了恒熔速压摆控制技术，
感应熔炼、真空精密浇注、保护
提升中国装备制造能力
怀揣情怀与梦想 致力于
不仅能保证冶炼工艺按标准化
气氛电渣、真空自耗等熔炼装备
让中国装备制造走向世界。
做中国自己的特种冶炼装备
执行，还能保证冶炼产品质量
合智的产品定位是民族工
上采用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 ；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行
的稳定性和再现性。这项核心
业高端特冶装备，核心技术和
先进、优质、性价比合理的设备
各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中
技术也是目前国外最先进的技
制造工艺达到国际同行业领先
替代国内低端简易设备和国外
航天技术、高铁技术走在世界
术。还有比如真空自耗炉的熔
水平。合智的出现恰逢国家倡
高端昂贵的进口设备，是阮宁渝
前列，核电技术、航空技术等
滴频率短路控制技术，重熔冶
不断追求的梦想，而今这一梦想
领域也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导提升中国装备制造能力之
炼对凝固质量极其敏感的合金
际，而且国务院最近又提出品
成为现实。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特种冶炼装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生产
牌竞争意识，提高装备制造质
阮宁渝认为，高端特种合
备技术上有实质性的突破？为
航空航天、核能、交通运输、
金钢材料的生产是设备与工艺
什么我们不能在 21 世纪的今天， 量。合智的目标与未来正是按
石化、海洋、大型装备制造领
着这样的方向发展，让中国装
的结合。而先进的特种冶炼设
让中国的用户不再受制于人？
备制造走向世界。
备是高端材料生产必须的平台。 域用高端金属材料不可或缺的
在特种冶炼装备行业工作二十
冶炼装备。合智首次突破了这
展望未来，阮宁渝强调 ：
据她介绍，特种冶炼是一个专
多年的阮宁渝时常问自己这样
项长期被国外垄断的关键技术，
业性强、技术含量高，领域狭
的问题。创立自己的品牌，做中 “我们不仅仅满足于目前的产
品，还需要跟踪新技术，开发
窄的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 并针对这项技术做了深入、系
国自己的特种冶炼装备的想法
统的研究开发，成为目前国内
新技术，广泛倾听用户的需求
我国在特冶装备领域取得不断
在她的脑海中也应运而生。
唯一一家拥有这项技术的公司。
进步，但是仍没有认识到核心
带着这样的情怀与梦想， 和意见，保证我们的技术始终
采用熔滴短路频率控制技术的
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从而满足
技术的重要性，并未形成自己
阮宁渝她们自筹资金、组建团
真空电弧重熔过程能精确地控
国内用户不断提升的需求。国
的核心技术，高端设备完全依
队，开始踏上特种冶炼装备国
制电弧间隙，采用特定的 PID
家“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去产能、
赖进口，国内企业以模仿的居
产化之路。公司目标是立足国
控制技术、先进的称重系统和
去库存，提出高品质钢的生产，
多，很难真正掌握国际先进的
内市场，面向高端用户，以产
独有的算法能精确地控制熔速
先进材料研发的战略发展规划，
核心技术。在进口设备方面，
品和服务质量打造优质产品品
从而保证重熔过程能稳定地进
这对国内钢铁材料生产厂家提
由于地域性等诸多因素，一些
牌，同时根据用户需求不断改
行，保证钢 / 合金锭优良的凝
出了更高的要求与考验，这也
厂家易进入恶性竞争，在设备
进已有产品，开发新产品，以
固组织，减少、甚至完全消除
是合智公司发展的机遇。
”
制造、服务、周期等方面易出
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冶金行业鲜有女性涉足，
现问题，从而给用户造成损失。
据阮宁渝介绍，她们通过
阮宁渝在这个领域从业二十余
目 前， 国 内 特 冶 行 业 的
与相关研究机构合作，利用团
载，奉献了青春与心血，与特
装 备 普 遍 存 在 污 染 大、 能 耗
队核心技术骨干多年来对特冶
冶装备建立了感情，纵然年届
高、自动化程度较低、整体装
装备国际先进技术的了解，并
不惑仍不能释然、不忍放弃，
备 质 量 不 高， 不 能 提 供 合 适
对国外特冶装备的核心技术进
这充分体现了她和她的团队立
的产品冶炼工艺及持续优化
行了深入的研究，研制出具有
志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工业
的解决方案等问题，因此冶炼
国际领先特冶设备的核心技术
品牌，为中国的冶金装备事业
的产品再现性和一致性差，特
以及使用习惯更贴近于中国客
做一些事情的情怀。而今，她
别体现在熔炼一些高品质、高
户的一系列特冶装备。与此同
们的努力已经结出硕果，做中
要求、高附加值的军用或民用
时，为了实现规模化生产，成
国自己的特种冶炼装备的梦想
高 温 合 金 方 面。 例 如 电 渣 重
功引入全国机加工 500 强，上
成为现实。祝愿她们在特种冶
熔，合智的技术可以做到吨钢
市公司江苏金通灵流体科技有
炼装备国产化之路上越走越
电耗 1100kWh 以下，相同条件
限公司的战略投资，共同成立
远，为使我国冶金工业装备水
下，国内其他厂家制造的设备
了合智熔炼装备（上海）有限
平更上层楼继续努力。
吨钢电耗比这个指标高 30% 以
公司。金通灵公司的加入，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