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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冠状病毒大流行席卷全球时，El-
press立即采取了公共卫生机构建议
的所有预防措施。
Elpress的首席执行官Mattias Öst-
man解释说:“我们向所有员工传达
了明确的信息，实施了访客禁令，
并研究了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减少
感染的传播。”

所有的差旅行程和客户拜访都被取
消了，培训课程和所有形式的近距
离群体社交活动也被取消了。每周
还会对洗手间进行额外的“新冠清
洁”。
“作为一种预防措施，并抵消社交
距离的任何负面影响，我们还与当
地的健康协会引入一个健康倡议。
每周的户外运动课程，午餐时间的
户外“测验散步”，以及私人教练
小组，这些活动都为我们提供了
新的见面方式，所有这些都对健
康产生了极好的效果。”Mattias 
Östman说 .

总的来说，Elpress在疫情期间表现
良好，保持了较高的健康出勤率。
对于中国、德国、丹麦、印度和美
国等国的公司和员工来说，过去6个
月的封锁当然是相互缓解的。我们
在印度新雇佣的一名销售人员只工
作了几天就被隔离在家中。 Matti-
as解释说。

幸好，由于Elpress在市场上的全球
影响力，数字化通讯基础设施
已经到位。
“我们找到了内部和外部
沟通的新方式。 
例如，我们举办了多

个网络研讨会，并在同一时间为多
达100名客户举办了特定的产品演示
活动。虽然网络会议永远无法取代
实体会议，但我认为，未来我们还会
保留一些新的数字会议场所。除了明
显的环境方面，我们还认为，通过这
种方式，我们可以与客户节省更多时
间。” Mattias说。

就市场而言，最近也发生了很多事
情。“尽管由于大流行病的影响，
我们的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多样化，
不同的细分市场朝着不同的方向
发展，但我们看到了惊人的发展，
尤其是在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方面。 
Elpress目前在出口市场上取得了成
功，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满足客户
的高需求，每投资一瑞典克朗，我
们就会提高产能。 我们的员工表现
出色，而Elpress仍将继续执行其总
体战略，我对我们将继续增长充满
信心。”他说。

CEO 首席执行官,MATTIAS ÖST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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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公司仍处于建立阶段。
“我们希望在圣诞节之前就可以投入
运行，但是在此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Pedersen 说。

目前，与挪威客户的所有协议都将被改
写，价目表的制作以挪威克朗为货币单
位。John Hugo Pedersen 相信，仅以
本国货币进行交易，对于Elpress的挪
威客户来说将变得更加容易。
“这使我们更贴近客户。 两家挪威公
司之间的贸易将更加容易。 此外，作
为一家挪威公司，我们可以成为挪威电
气协会的会员，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
解市场情况。”他说。

聘请另一位Elpress挪威销售人员的工
作也在进行中。
John Hugo Pedersen说：“在当前的
疫情下，招聘员工并不是件很容易的
事情，但我希望在下一期杂志中引入
新员工。”

Elpress在挪威
成立公司
在挪威市场工作了16年之

后，Elpress在挪威成立了自己

的公司。

挪威区域经理John Hugo Peder-

sen表示：“我们在这里拥有稳

定的客户群和良好的市场份额，

甚至在某些产品方面都处于市场

领先地位。”

JOHN HUGO PEDERSEN
区域经理 Elpress挪威 

+ 47 91 68 55 02  
hugo.pedersen@elpress.se

尽管在当前全球大流行病的形势

下，ELPRESS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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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如何实现我们的目标?
每年，都会向大约20名员工
进行健康状况评估，并向我
们的所有员工提供健康
补助金，以资助他们
自己的健康工作。

2019年底，所有
员工都被问及四
个问题，关于他
们希望雇主提供什
么。基于这些答案，
尽管在新冠肺炎情况下，
仍开展了各种新老活动。

• 春季对办公室自行车进行
了测试，其中一些已经购买

• 从2月17日到3月22日，计
步器比赛举行了5周，来自
美国，丹麦，德国，挪威，
芬兰和瑞典的66名员工参加
了比赛

• 在6月份的夏季，我们在
Kramfors和Frano经营的两个
地方组织了

“智力竞走”活动，总共有
210次

• 每星期二，提供与教
练一起的联合小组培
训，重点是活动能
力，健身和力量

• 每星期三都安
排时间在网球场打
羽毛球或打网球

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项举
措是让一组员工接受私人教
练为期5个月的培训。在春
季/夏季，有8个人参加了该
活动，10月份的评估显示了
令人赞叹的结果，其中两人
身体疼痛症状消失了，其他
人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健康益
处。10月15日，第二组有11
人参加，他们将接受私人教
练为期5个月的训练。

ELPRESS 投资于工作环境和健康
Elpress有许多与工作环境和健康相关的运营目标，其中之一是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拥

有满意和健康的员工。

在集体活动中，参与者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并受到指导员的密切监

控。

参加Elpress私人教练课程的学员都获得了毕业证书。在这里，我们

将与讲师Tomas Pitkanen和Elpress的人力资源战略专家Lena Nord-

lander一起讨论。

ELPRESS的技术经理彼得•
拉尔森(PETER LARSSON)表
示:“具体来说，我们要在
实验室里多建一层楼。”

在Elpress实验室，对所有
新产品进行类型试验。
Peter Larsson继续说道:“
这是我们确保Elpress满足
当今电气连接标准要求的地
方。

一个类型测试需要4到6个月
的时间来执行。
“一个新的连接系统涉及

多达8项测试，这意味着在
我们将一个新产品推向市
场之前，可能需要测试数
年，”Peter说。
产能翻倍不仅能缩短交货时
间。现有的实验室在面积上
有一些限制。
“我们现在也在利用这个机
会提升我们的能力，这样我
们就可以在最大范围内进行
型式测试。近年来发生了很
多变化，现在用于标准测试
的区域非常庞大，这种规模
在十年前是非常罕见的。”

ELPRESS使型式试验的能力增加一倍
近年来，诸如风能和太阳能之类的新应用意味着对新连接解

决方案的需求增加。 Elpress将其型式测试能力提高一

倍，以满足客户对新产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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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新闻

工具箱 
ADV.
– 新型PVX1300和PVX1300C2
压接工具的手提箱，提供终
身保修
一个更安全，更耐用和易处理的工具箱，适用于ELPRESS PVX1300

和PVX1300C2压接工具。此款高级工具箱可满足对条件的最高要

求。此工具箱是IP67级的，耐灰尘和重击。拉手和轮子使用户更容

易携带工具与正确的配件。



产品新闻/ELPRESS 新闻

5

产品新闻
– 螺丝拧断式1KV

免压铜铝端子
特性

• 适用于1类和2类的铜铝电缆

• 螺纹可切断式螺栓，易于操作

• 双金属端子，保证可靠连接

电缆类型, mm2

kV
螺丝式免压
铜铝端子

屏蔽导体 屏蔽导体

(填充件单独购买)

L  
mm

W  
mm

L1  
mm

ø D  
mm

ø d 
mm

N
mm

 
螺丝圆形面积

yuan’xing
扇形
面积

10-50 10-50 1 SL50N-10-12 10-35 80 24.5 41 23 16 12.5 M10, M12*

35-95 35-95 1 SL95N-10-12 57-95 16-50 (SC95N/PEN) 98 27.3 52.5 17 10.7 12.5 M10, M12*

120-240 120-240 1 SL240N-10-12 29-146 (SC240N/PEN) 144.5 31.5 89 33.0 24.5 15 M10, M12*

* 包含弹簧垫圈

TS1300
– 压接头DV1300C2和
V1300C2-AL的台式支架
TS1300 是一个台式支架，可与压接头DV1300C2 和 V1300C2-AL一起使用。台式支

架专为高频率使用 C2 压接头的操作员而设计。台式支架让您使用C2压接头更为稳

定、安全且简便。

台式支架与压接头V1300C2一起安

装，用于压接铜 10-400 mm²。

台式支架与压接头V1300C2-AL 一起安装，用于压接铝导线 

16-400 mm²。弹簧式活塞，压接后松开连接管。

• 包括可调挡块

• Elpress压接头与PS710一起使用
• 包括可调挡块

• Elpress压接头与PS710一起使用

TS1300CU TS1300AL

• 适用于圆导线

客户支持

info@elpress.com.cn
+86 10 59796187

想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
产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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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客户在安装
时“直接”选择铝电缆，但
最终他们仍然希望使用铜电
缆，因为它对于安装的尾端
更加灵活。 这意味着需要在
铝和铜之间过渡，这种端子
比仅由铜或铝制成的端子需
要更多的车削工作。”TORB-
JÖRN NORELL说。
 
主要是出口市场带动需求。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令
人惊讶的需求。Torbjörn 
Norell说。

如果汽车行业在疫情期间放
缓，那么对环境的关注就会
大大增加。 如今，向可再
生和无化石能源过渡的工作
正在世界各地进行，并在全
球范围内产生了对Elpress
产品的巨大需求。
“到今年年底，我们将投资
购买一台大型机器人液压压
力机和三台新车床，并聘用
4-5名新员工。 这些投资是
一个良好的开始，但远远不
能满足我们目前的需求，因
此我们正在计划在未来进行

进一步的投资。”Torbjörn 
Norell解释说。

快速交货

一般情况下，一台车床的交
货期在6个月左右。Torb-
jorn说:“但我们非常幸运
的是，由于之前另一个客户
的错误订单，供应商能够在
八周内交付两台车床。而距
离Kramfors工厂仅200公里
的Umeå一家小型家族企业可
以安装机器人。”随着产量

的显著增加，Elpress对质
量的高要求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从不在提高质量上节省
花费。我们通过压力测试和
检查来核查每个双金属端
子。Torbjorn Norell保证
说，我们通过打在端子铜部
分上的小“E”标记向客户
标明质量检查，我们显然会
继续这样做。

双金属产品生产的强劲投资阶段
最近，Elpress的双金属产品销售大幅增长。“借助两台由机器人送料的新车床，我们将能够缩短

这些重要产品的交货时间。 到今年年底，我们的产量将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Elpress生产经理

TorbjörnNorell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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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早晨从
查收电子邮件开始。这些问
题可以是客户支持问题，来
自ELPRESS销售人员的内部
咨询或者与正在进行的工
程项目相关的电子邮件。今
天，HENDRIK的办公桌上放
着9个文件夹，里面都是当
前的项目。当然，还有必不
可少的咖啡杯。重要的是要
把邮件的轻重缓急排序，哪
些邮件是最紧急的，需要立
即回复的。例如，由于时差
的关系，一封来自我们美国
的办公室的电子邮件可能会
被优先处理。您不希望仅仅
因为我们在世界的另一端，
使他们给客户的答复就要花
费很长时间。。HENDRIK表
示，对美国客户的响应时间
应该和对北欧客户的响应时
间一样快。

收件箱里也有来自生产部
门的电子邮件，其中可能
会有关于图纸上的测量和
尺寸的问题。如果是这
样，你必须迅速做出反
应，或者直接到生产现
场，让机器操作员在图纸
上签字。Hendrik开始在
电脑上画产品之前，经常
听取机器操作员的建议。
他们最了解机器的各项功
能，以及最好的操作方
法。技术部门和生产部
门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
的，对于我们能够生产出
最高质量的产品是至关
重要的。你不能走任何捷
径，准确就是一切，Hen-
drik说。

Hendrik一天的另一部分可
能包括在Elpress实验室中
进行各种测试。今天，按
计划在其中一台Elpress
泵上测试液压软管。另一
天，它可能会测试新组
件。根据给定的标准，执
行不同的检查以确保产品
正常工作。长期试验也在
实验室中进行，这是使用
交流电对压接端子进行老
化的时候。。该测试分几
个阶段进行; 端子交替加
热和冷却，并在其间进行
几次短路试验。长期测试

时间约为4-6个月，在终
端上持续检查并记录，以
便仔细跟进。当终端至少
经过1000次循环时，将进
行最终检查，以确保其仍
符合IEC61238-1标准。如
果终端不符合要求，就会
开始分析发生了什么。是
否压接得太少或太硬，使
用的工具是否需要调整，
原因是什么? 重要的是，
导体-端子-工具的组合一
起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为
了能够制造出质量最好的
端子。Hendrik从技术部门
的工作中获得的最大收获
是，从绘图阶段的原型到
实验室的测试，从生产制
造到最终成品，一直参与
其中。

设计工程师
生活中的一天
没有哪一天是完全一样的。当你早上到办公室

时，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

什么Elpress技术部门的工作如此有趣，Elpress

的设计工程师Hendrik Klein说。

你不能走任何捷径，准

确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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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停机期间，预计将
有大约800人在现场，这需
要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大量计
划，以确保一切工作顺利进
行。特别是考虑到仍在持续
的冠状病毒大流行。必须遵
循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保
持社交距离，采取卫生措
施。MIDROC ELECTRO是参与
计划停机的公司之一，该公
司提供电气安装、仪器、安
全、电梯、楼宇自动化和机
械维护等服务。

在计划的停机时间内，他
们的主要任务是检查电气和
工业装置，他们在胡森造
纸厂有30名工人。 在计划
的停机时间之前，Midroc列
出了要使用的工具清单，包
括Elpress 1300系统的压接
工具； 我们有什么？ 我们
需要什么？ 是否遗漏了什
么？

位于恩舍尔兹维克的 Midroc 
Electro的部门经理Ulf 
Hållberg强调了使用Elpress
工具的优势之一。“我们与
Elpress销售员Sune Dahl-

berg有着非常良好的长期合
作关系，在克拉姆福斯附近
生产非常重要。 如果事情开
始堆积而我们需要迅速的帮
助，Elpress就在不远处，可
以轻松地为我们提供所需的
东西或工具维修。

在计划停机前，我们联系
了
Elpress的销售人员，因
为需要一种特殊的切割工
具，即HKL85, 于是Sune
在恩舍尔兹维克的一次客
户服务中将工具交付给了
Midroc公司。
Ulf说:“我们还有一项艰
巨的任务。” “我们需
要完整列出所有工具的清
单，我们认为Elpress在
哪些需要更新、哪些需要
维修等方面可以提供非常
有用的建议。对于我们来
说，拥有适合特定任务的
正确工具是非常重要的，
而Elpress在这方面提供了
很大的帮助。”

位于瑞典恩舍尔兹维克的 
Midroc Electro公司
正忙于计划工厂停机时间

胡森造纸厂位于瑞典恩舍尔兹维克以北30公

里，每年可生产约40万吨的硬纸板和25万吨的

漂白牛皮纸衬板。该工厂归芬兰森林工业公司

MetsäBoard所有。在第39周期间，计划执行工厂

停机时间，以进行机器的维护和检查。 这项工作

是由几个不同的分包商进行的。

HKL85
用于切割电力电缆和线缆的手持液压电缆切割机。切割面积可达

85 mm²。

Great to have satisfied customers, this time 
it was Skellefteå El- och Energiteknik in 
Sweden.

关注
ELPRESS的
领英账号!

我们每天供应

约有4吨电缆终端

端子和工具，旺季

时约有7吨。

– 你知道吗？ –

?

我们在连接中使用Elpress终端端子，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 这虽是与#elpress的无偿合作，但他们仍生产出如此出色的产品。 此外，Elpress的Sune Dahl-berg先生总是对任何问题都有解决方案和答案！ 我们喜欢瑞典诺兰的当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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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冠病毒给印度的
ELPRESS造成了暂时的挫
折，但SUMIT SHARMA指出，
凡事总有光明的一面。新冠
肺炎疫情的迅速爆发，教会
了我们如何适应新形势，应
对新挑战。全国范围的封锁
令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暂停
了几个月。他表示:“这对
市场的消费和投资产生了负
面影响，我们看到业务出现
了暂时下滑。”ELPRESS的
新销售人员SURAJ OLI 刚开
始工作就被隔离在家中。 

Elpress印度迅速调整了与
客户和同事互动的方式。
“当然，我们竭尽所能避免
参加面对面的会议并保持
社交距离。 例如，我们的
内部和外部会议完全依赖于
在线视频会议，网络研讨会

和电话会议。这些方法现在
已经成为常规工作的替代方
式，我们从这种情况中学到
了很多。” Sumit Sharma
说。
新冠病毒令人紧张，除了其
他以外，还需要加强在线
印象。
“这催生了一个新的网站，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一步推广
我们的产品。 新的Elpress
网站鲜明，大胆，并且具有
更方便用户的产品搜索功
能。” Sumit Sharma说。
他估计在本财政年度结束之
前，业务将恢复到原来的增
长水平。

Sumit Sharma解释说:“我
们正处于一个非常积极的趋
势，印度政府希望加快印度
的增长速度，它已经从战略

上确定了一些细分市场，并
将其视为促进印度工业持续
增长的重要领域。”

这些恰好是Elpress印度今
天针对的细分市场，即车辆
（铁路和汽车），可再生能
源和电机。
“政府的新体系，政策和举
措正在推动市场发展。 当
然，我们正在努力挖掘这些
积极趋势的巨大潜力。
从长远来看，我们可预见到
Elpress印度面临的巨大机
遇。”

Elpress已被定位为印度市
场上的领先国际品牌。
Sumit Sharma说：“我们被
称为行业意见领袖，受到了
客户的高度赞誉。”

印度的光明未来 
近十年来，Elpress一直在印度开展业务，尽管出现了新冠肺炎，但印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新兴经

济体之一。“这是一个光明而有吸引力的市场，我们正在这里探索业务增长机会，”Elpress印度

地区经理Sumit Sharma表示。

Elpress印度也包括:

•满足整个印度市场的两个重要

分销商。 在不久的将来，El-

press印度计划增加更多的分

销商。

•训练有素，合格且经验丰富

的服务合作伙伴，用于维修

Elpress产品。

•担任支持角色的销售和应用工

程师。

Elpress 印度; 销售人员 Suraj Oli 和区域经理Sumit S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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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于风力发电机和无

线电基站来说，它们通常

放置在开阔和高架地形上。

安装位置相对较高，这意味

着它们特别容易受到雷击。

为这些装置提供良好的保

护，使其免受直接和间接雷

电流的侵害很重要。这不仅

花费巨大，而且对个人防护

的要求也很高。这两个快速

发展的行业证明了良好接地

和正确执行接地连接的重要

性，ELPRESS深层接地系统

有许多优势。

Elpress系统深层接地是为

了满足系统设计的多种条件

以及与替代接地系统相比具

有哪些优势而开发的。 一

些主要目标是：该系统不应

该有接头，应具有较长的使

用寿命，并具有良好的防腐

蚀性能，应简单明了，且零

件少，在插入时应完全控制

接地线，并且也可以在接地

时将其连续测量。

-“良好的接地连接非常重

要，例如，风能和无线电基

站的数量在社会中的迅速扩

展意味着接地连接和接地系

统的选择非常重要。 接地

设计不当不仅会损坏昂贵的

设备，还会造成人身伤害。 

同时，要求接地连接能够以

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而且

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这

些要求以及对用户的正确培

训在当今市场上变得越来越

明显，这使得Elpress深接

地系统成为总体经济状况良

好的安全选择。” Elpress

首席执行官Mattias Östman

说。

很少有零件可以提供安全而

直接的深层接地

风力发电机和无线电基站是

Elpress系统深层接地的两

个重要应用领域，但是该系

统还用于保护瑞典和国外铁

路沿线的开关设备，变压器

和技术设施。

虽然接地和接地连接在财

产保护、人身保护和雷电

保护等方面都很重要，但

Mattias Östman认为仍需要

更多关于该领域的信息和

知识。

–“有时我们会看到承包

商，安装人员和客户之间的

不确定性，例如应如何设计

接地连接以及选择哪种类型

的系统。 这意味着我们需

要更加积极地工作，并提供

有关高科技社会中对接地的

需求的信息。 我们的感觉

是，该技术领域在某种诚度

上被遮盖了，我们想尝试改

变它。”

接地原理是将导体放置在地

面上，该导体的任务是从与

地面连接的设施和设备中转

移电流，把由于各种原因可

能发生的电压浪涌被引入地

下，以避免造成损坏。 接

地连接可以是沿地面铺设导

体的表面接地，也可以是

像Elpress系统那样的深层

接地，即将接地电极插入

地面。 

Mattias Östman强调，与平

行于地表的接地连接相比，

深层接地具有很大的优势。

– 地面的电导率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盐水的含量。 

较深的地层中的水通常比表

层中的水具有更高的盐度，

并且水分含量越高，电导率

越好。 使用我们的深层接

地系统，您可以深入到地下

水位，避免地面接地的缺

点，因为地面接地的导电性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

会随天气变化而变化。 例

如，寒冷和霜冻会对电导率

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电极

接地较深，因此可以避免地

面湿度和温度波动的负面

影响。

Elpress产品经理Sven 

Behring强调，零部件数量

少是一个重要的优势。深层

接地系统只由五个部分组

成:：高硬度钢尖头，接地

棒，延长接地棒，接地线和

用于插入的驱动套筒或冲击

套筒。

– “很少的零部件意味着

简单的功能。 接地线可以

是软铜也可以是硬铜，将其

插入高硬度钢尖头中并由接

地棒夹紧。 延长接地棒配

有导销，在工作过程中将其

推入前一根接地棒中。 驱

动完成后，最后一根延长接

地棒被拉起，然后可以重复

使用。” Sven Behring解

释说。

高硬度钢尖头意味着该系统

通常用于苛刻的环境中，

例如在阿尔卑斯山和可能

有很多岩石的山区。 多年

来，Elpress接地棒已从1米

缩短到0.8米，无论使用动

力锤还是大锤和冲击套筒进

行驱动，都能更方便地工

作。 对新一代电动锤也进

行了一些调整。

在插入过程中对接地线的持

续控制

Sven Behring强调了深层接

地系统的三个优点。一个非

常重要的优点是，您可以确

保接地线和钢尖头在插入过

程中相互紧贴。

– “如果驱动进入多石地

面，在其他系统中，若工作

人员没有注意到，接地线

可能会向侧面折叠。 但使

用我们的深层接地系统，您

可以立即检测接地线是否已

从尖头处松开并且没有跟随

尖端，如果是这种情况，则

可以轻松地重新开始工作。 

插入完成后，也不需要像其

他系统一样进行任何事后检

查，因为Elpress深层接地

系统基于无缝接地线，这与

其他基于诸如导体拼接部件

的系统不同。 这样可以节

省大量时间，还可以降低一

个完整的接地连接的总成

本。”

另一个优点是在插入过程中

可以连续测量接地电阻。

这意味着当到达适当的接地

连接值时，可以停止驱动。

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测量电

阻率的能力可以作为质量的

保证，因为你得到了一个保

证，即地面具有良好的导电

性，并且插入的深度也是准

确的。如果接地线没有被驱

ELPRESS深层接地系统

在当今技术密集的社会中提供了重要的好处

了重要的好处 了重要的好处 了重要的好处
接地是所有安装的中心部分，无论是操作接地还是安全接地。

风电机组、无线电基站、铁路基础设施、配电网、防雷针和避雷针都是一些例子。

我们的感觉是，该技术

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被遮

盖了，我们想尝试改变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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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不必要的程度，就可以

节省时间和成本。用这种方

法，只尽量多地使用了必要

的材料，进而较少地浪费不

必要的材料。

Sven Behring想要强调的第

三个优点是，该系统具有非

常好的耐腐蚀性，因此使用

寿命长。 当使用铜线作为

接地线时，钢制延长接地棒

充当耗蚀性阳极，对铜电极

具有相对较高的腐蚀电流。 

这样，钢接地棒会受到地面

环境的侵蚀而不是铜线的侵

蚀。 其他系统，可能带有

不受保护的铜接地棒，通常

会遭受直接腐蚀，这会导致

使用寿命缩短，同时需要在

操作过程中进行后期检查和

维护。

通过检查接地条件，对接地

位置进行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即使是良好的深层接地系

统，也需要对接地连接进行

良好的规划, 以实现其功能

并满足一个被认可的接地的

所有要求。 一个主要的要

求是接地连接具有低电阻率

（10-100Ωm），因此具有

良好的导电性。 因此，第

一步必须是通过检查例如风

力发电机，无线电基站或接

电装置现场的接地状况，及

时规划接地连接。

– “通过测量接地电阻来

确定接地质量的电气特性是

非常重要的。深层接地系统

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系统。

然而，当涉及到选择接地连

接的位置时，没有必要冒

险。测量可以使用一种测量

仪器进行，该仪器将触点连

接到四个垂直驱动的金属尖

头，这些金属尖头最初放置

在一排，间隔约一米，称为

温纳桥。然后，通过增加距

离，电流会进一步穿透地

下。然后就可以从仪器上读

出电阻率，通常可以进行近

似计算。” Sven Behring

解释说。

电阻率可能会因地面条件而

异，例如从粘土，细砂和湿

砂，到干腐殖土或潮湿腐殖

土和干砾石。 可以通过使

用不同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

来获得良好规划接地连接所

需的所有信息。 选好位置

后，就可以测量系统深层接

地启动时的接地电阻。  

在这里，可以用同类型的

仪器来测量接地电阻。El-

press深层接地系统具有连

续测量接地电阻的能力，可

在接地线达到适当的接地深

度时，轻松地中断工作。通

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得到一

个质量有保证的接地连接，

而且通常比备选的深层接地

解决方案成本更低。备选的

深层接地解决方案可能需要

更多且更广泛的工作，才能

确定地知道地面条件在某种

程度上具有所需的电阻率。

如果地面很棘手，还需要做

几个平行接地连接才行。

在官方网站上扫描二维码以获取

有关“深层接地”的更多信息。

SVEN BEHRING
产品经理 Elpress 
 
问题? 有关深层接地的问题请联系 Sven

sven.behring@elpress.se 

驱动螺栓

延长接地棒

接地棒

接地电极

高硬度钢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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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LPRESS于2007年在中国市场

成立自己的分公司以来，JON-

ATHAN WANG就一直在该公司工

作。当时的员工只有两人，如今

该公司有八名员工。

“早期，我们将风电领域确定为

ELPRESS长期努力的一个细分市

场，且如今风电市场一直在稳步

增长。尤其是在中国政府为国内

的可再生能源制定了雄心勃勃的

目标之后。

作为一个欧洲生产商，进入一个

竞争激烈的中国工业电力和电子

市场是一个巨大挑战。

“我们的战略是专注于那些理解

高质量价值的客户。如今，El-

press已成为中国风电市场的知

名品牌。客户认为我们是专业

的，因为我们提供高质量和卓越

的服务。他们需要Elpress的高

质量产品，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

力，以保持高水平的产品质量。

进入十月，几个星期后，中国

Elpress参加了自2020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贸易展

览会。

“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风能展览大

会是风力市场的一个全球性的

贸易博览会。这似乎将是我们在

2020年参加的唯一一次展会，但

它非常成功，让我们见到了很多

客户，”Jonathan说。

他相信Elpress在中国的前景是

光明的。”中国市场是一个发展

中的市场，在未来的几年里，

我们的销售和组织都将增加。

尽管面临着来自本地供应商的挑

战, 而且与欧洲的距离也很遥

远，但我们还是成功地在中国市

场建立了Elpress产品品牌。我

们的主要优势是根据工业需求定

制端子，包括风力发电、工业和

发电。我们不仅满足客户的具

体要求，而且还引领新产品的开

发，如我们的创新，Elpress专

利双压技术，它提供了更好的电

气性能。在Elpress，我们与我

们的产品和我们的客户有着牢

固和持久的联系。Elpress是一

个高质量的产品。” Jonathan 

Wang说。

ELPRESS中国乘风破浪
在进入中国市场13年后，Elpress对其办公场所进行了扩建装修，为更多的员工腾出了空间。“结果

很好。尽管疫情仍在持续，但我们在中国市场正在稳步增长。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更多的空间提供给我

们的员工。” Elpress中国分公司总经理Jonathan Wang说。

我们的主要优势是根据

工业需求定制端子，包

括风力发电、工业和发

电。

Grace Wu, Zhang Haijun, Zhou Ting, Jonathan Wang, Vivian Lv, James Xu, Lorraine Liu and Shi Yulong 在北京新装修的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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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四年前，当第一次讨论服务车时，Roger 

Andersson 设想了一种简单的服务车，可以

在客户现场提供服务工具。“但说实话，我

认为我们谈论的是一年只有这么几天在路

上，这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投资。但实际

上，服务部门每年会花几周时间进行长途旅

行，检查和收集客户的工具，”他说。

如果两个部门共用一辆车呢?这个想法很快就

变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从那时起，谈

话就变成了行动。有了市场部的支持，这个

项目的可行性就没有任何疑问了。例如，客

户可能需要在计划的工业停机前检查他们的

工具。有了我们的新服务车辆和负责的销售

人员，我们可以拜访客户，并在计划停机前

对他们的工具进行现场盘点。如果在计划的

停机时间之前需要更换或采购任何东西，销

售人员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工具

需要维修，可以在现场完成，这意味着客户

可以在计划的工业停机时间之前检查并准备

好工具。

这款车目前被安置在瑞典克拉姆福斯的

Elpress总部，80%的使用是被市场部预定用

于北欧地区的客户参观、贸易展览会等。四

个座位可以有机会与客户坐在一起，并让他

们有机会在拉出式屏幕上观看演示。Roger

说:“在内部，设计是灵活的，所以当我们服

务部门的任何人使用车辆时，只需更换一些

机架，这样我们就可以携带所需要的设备来

维修客户的工具。”

对于北欧地区以外的客户，我们与许多服务

伙伴合作，他们可以用来为您的工具提供服

务。扫描二维码，你可以了解在你的特定区

域Elpress与哪些服务合作伙伴合作。

Elpress的服务和营销车辆结合起来终于成为现实。

服务经理Roger Andersson说：“这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解决方

案，它将使我们在该领域的工作受益。”

服务和营销
相结合的车辆

在位于丹麦科灵市的LM公司, Elpress丹麦

已经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商店概念。

 Elpress 在位于瑞典阿尔梅达尔名叫Ahlsell

公司的商店概念。

ELPRESS商店
概念
新的商店概念侧重于使客户更容易找到合适

的终端端子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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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办公室为您服务
在早期阶段，团队负责人Emma Duvemo就在订单办公室的电脑前注意到了即将到来的大流行。

她说:“大约在同一时间，随着冠状病毒开始越来越多地登上新闻头条，我们注意到订单量比正常

情况下要低，例如，似乎是汽车行业遭受冲击了。”

“随着人们被暂时休假，我们注

意到很多公司的人是如何开始兼

职工作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

显然没有太多事情可做，”Emma

说。

位于克拉姆福斯不远的弗朗诺订

单办公室接收并注册订单，它们

还充当技术支持并协助销售人

员编制报价。 “但由于销售人

员不能像往常一样亲自与客户见

面，我们注意到，他们在很大程

度上自己报价。这也有助于减少

订单办公室的工作量。”Emma解

释道。但假期过后，一切又恢复

了正常。

“如今的情况是某些产品供不应

求。从内部来说，我知道我们正

在尽一切努力增加这些特殊终端

端子的生产，所以我期待我们能

尽快满足客户的需求。” Emma

说。除此之外，还对生产中的机

械设备进行了投资(请参阅第6页

文章)。当然，令客户满意的是

代表订单办公室度过真正美好一

天的特征。Emma说，“正常情况

下，我们早上上班时要回复50到

100封电子邮件，然后一整天都

有各种请求和订单。”

订单办公室使用的系统是完全

透明的，每个人都可以访问相

同的收件箱，并且依次答复请

求。“订单办公室的六个人都登

录到系统中，分发来电和书面请

求。“每一天都很不一样。Emma 

Duvemo说:“最重要的是，我喜

欢任务的多样性，最令人满意的

是我们能快速有效地解决客户的

问题。”

“如今的情况是某些产

品供不应求。”

订单办公室由Emma Duvemo, Juha Vainionpää, Yvonne Mattsson, Sofia Eriksson, 
Andreas Pallin 和 Julian Nordlander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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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产品信息对我们的客户来说很重要 
- 无论是印刷媒体还是数字媒体

找到适合您终端端子
的工具

使用ELPRESS网站上的“工具搜索”，

你可以获得如何根据ELPRESS系统进行

压接的信息，以及哪些端子/连接器应

配合哪些模具，基模，冲模，压接工具

和泵一起使用的信息。扫描下面的二维

码，获取使用该功能的简单指南。

信息数字化的第一步是构建产品信息管理系统

（PIM）。 该系统包括与我们产品相关的所有

图像，内容，ETIM数据，目录文本和图纸。 

该系统还从我们的业务系统中检索某些产品数

据。 从系统导出到我们的网站和INDESIGN设

计程序，以生成我们的印刷目录和数字目录。

印刷目录仍有价值

管理所有用于目录生产的模板所花费的时间比

最初开始项目时所预想的时间要多得多。

当基于这种类型的系统制作目录时，进行自定

义设计的选项是有限的，只能使用链接到PIM

系统中信息的现成模板。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在目录中很

好地可视化了我们的产品，而信息应该清晰易

懂，”刚刚送出英文目录进行打印的Nicklas 

Stavbom说。

网站更快更安全

PIM系统提供信息的另一个渠道是Elpress网

站。在9月份，该网站被迁移到数字体验平台

(DXP)解决方案。一种云解决方案，除其他因

素外，将使网站更安全、更快。“我们的中文

网站在加载时间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了这

个新解决方案，我们的中国用户也可以更好

地访问我们的网站，”网站管理员Jeanette 

Rönnberg说。

结合云解决方案，发布了一个版本，以所有语

言显示来自PIM系统的产品数据。 Elpress网

站现已提供9种语言的版本，还有更多版本正

在开发中。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

我们的客户可以轻松找到

有关我们产品的正确信

息，这是我们不断努力开

发和改进的工作事项。 我

们当今生活在数字世界，

这为满足客户对信息的需

求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尤

其是年轻一代，主要是通

过数字方式与他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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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奖问答竞赛
正确回答3个问题，就有机会赢得一个不锈钢保温瓶和两个配对的保温杯。我们将从正确
的参赛作品中选出三名优胜者。

问题
1. 去年秋天，Elpress在哪个国家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1. 芬兰

X. 冰岛

2. 挪威

2. Elpress深层接地系统由几个部件组成?

1. 7 部分

X. 5 部分

2. 3 部分

3. Elpress在中国的区域经理叫什么名字?

1. Yuefei Wang

X. Jonathan Wang

2. Zhang Wang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H2号迪阳大厦1605室,100027

  +86 10 59796187                   info@elpress.com.cn

   领英

协作和知识很重要
为了与我们细分市场内的专家建立网络并互动，Elpress选择加
入在各自领域进行研究和开发的机构。
Elpress最近加入的组织有:

 德国铁路工业协会

 德国风能协会

 全球风能理事会

现在可以获取我们针对电机部分的目录更新版

本。

订购印刷版或浏览数字目录。

新目录

电机

“我的第一次经历很有教育意义，也很激动人心。

我在客户和同事中都感受到了很多喜悦和热情”

在2021年4月30日之前将您的答案提交给：
ELPRESS北京办公室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INFO@ELPRESS.COM.CN
正确答案和获奖者将在以下日期公布
5月15日，我们的网站WWW.ELPRESS.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