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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推出免费APP软件
全面支持中国发动机终端用户
Perkins 刚宣布将推出一个特别设计的全新

的设备的用户都可以免费下载这个A P P。一直

手机软件 (A P P)，可供中国客户免费下载，以

以来，我们通过训练有素的代理商组成的庞大

让他们迅速取得有关所拥有的Perkins发动机的

网络为用户提供全方位服务和支持，这个新工

最新信息，并联系附近的Perkins代理商，获取

具无疑进一步加强了我们这方面的能力。

维护服务和支持。

“在中国各地，有许许多多安装在各式各样

中文版Perkins® 维护宝 (Perkins® My Engine)

机械里的Perkins 发动机，每天默默地努力工作

A P P，预定于今年年底前正式推出，终端用户

着。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客户，确保他们的发动机

下载软件后，即可注册登记他们的Perkins发动

能够不停运行，时刻都发挥最佳性能。有了这个

机，在线上查看操作保养手册和零部件手册。

APP，这些设备的所有者将可通过他们的智能手

这个A P P也可让终端用户存储维护记录，

机迅速取得有关他们的发动机的重要信息。”

和通过代理商位置功能方便地联系附近的

Michael补充说: “下载了这个APP，用户们

Perkins代理商。

只需按一下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联系到我们的

对于配装了Perkins 发动机的机械设备的所

代理商网络，找到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来帮助

有者和操作员，Perkins 维护宝APP是个理想的

解难和给予服务支持，更可很快地获得供应纯

支持工具，能方便地提供有关发动机的具体信

正Perkins 零部件。终端用户更可以收到与服务

息，包括建造标准清单、系列、类别、型号、

相关的和其他有用的提示信息，所有这些功能

Perkins 白金保修计划指数、操作保养手册和零

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客户，轻轻松

部件手册、耗材清单，以及即将要执行的维护

松地保养他们所拥有的Perkins 发动机，确保时

工序和已完成工序记录。

刻维持最佳性能表现和生产效率。”

Perkins 售后市场总经理韦理德（Michael

自今年３月面世以来，Perkins® 维护宝APP

Wright）说：“所有已购买配装Perkins发动机

的英文版已让成千上万的Perkins 发动机所有者
无须花费分毫，也能亨受到获取发动机信息的
捷径。

全新中文版Perkins® 维护宝 (Perkins®My Engine)
APP，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推出，供在中国的终端用户
免费下载，用户注册登记他们的Perkins 发动机后，即
可在线上查看操作保养手册和零部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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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SmartCap
继Perkins® 维护宝App后又一创新解决方案

Perkins® SmartCap，顾名思义是一个智能机

到就近的Perkins 代理商、查看零部件信息，更可

油盖，是Perkins最新推出的全球首个价格相宜的

收取到最新的有关维护的信息，全部都汇集到手

发动机数字式连接装置，适用于Perkins 机械式

机里，无须分散搜集。”

和电控发动机，无论是全新或既有型号都适用。

“Perkins 维护宝App自推出市场，已赢得

Perkins 智能机油盖将取代原来的机油盖，

许多终端用户赞赏，他们可以方便地登记注

让终端用户可通过智能手机上的Perkins® 维护宝

册所拥有的发动机，并随时查看操作保养手册

（Perkins® My Engine）App，将他们正在使用的

（OMM）和零部件手册。这个App也可让终端

发动机和手机连接起来。

用户存储维护记录，以及通过代理商位置功能

这个机油盖会监测发动机的运作情况，然后

便捷地联系到附近的Perkins 代理商。”韦理德

把数据传送到Perkins 维护宝App。用户可在苹果

补充说。

和谷歌应用商店免费下载这个App。

“Perkins 维护宝App和智能机油盖都非常简

智能机油盖和Perkins 维护宝App结合使用，

单易用，无论是Perkins 机械式或电控发动机，不

可让Perkins 客户掌握有关他们所拥有的发动机

需几分钟便可以完成安装，马上连接发动机。相

的真正有用信息，包括：

信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Perkins 发动机终端用户

◆

发动机运行时数

都会欢迎我们这些创新的维护解决方案。”

◆

发动机位置

◆

维护工序提示和维护工序记录

用户或是这些设备的操作手，Perkins 维护宝App

◆

开机／停机数据

和智能机油盖无疑是十分理想的支持工具，能帮

◆

零部件手册和耗材信息

助他们便捷地掌握有关发动机的具体信息，包括

对于拥有配备了Perkins 发动机的机械设备的

P e r k i n s 售后市场产品总经理韦理德

发动机运行时数、开机／停机数据、建造标准清

（Michael Wright）说：“这个价格相宜的智能

单、系列、类别、型号、Perkins 白金保修计划指

机油盖与Perkins 维护宝App结合起来使用，可帮

数、操作保养手册和零部件手册、耗材清单，以

助用户轻松地追踪他们的发动机和维护要求、找

及即将要执行的维护工序和已完成工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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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检修包一应俱全
维护发电用发动机绝无困难
Perkins 最近为其发电机组用发动机推出多
款检修包。这些工具包为终端用户提供他们保
养发动机所需要的所有零部件，可以执行500
小时和1,000小时间隔要求的维护项目，无须
多费功夫。据悉，该等检修包适用于大部份
Perkins 标准规格的发电用发动机。
全新的检修包让初次订购和重复订购零部
件变得更简便。将所有零部件贮存在一个方便
携带的工具箱内也可增加维护工作的效率。检
修包中的全部零部件都附有编号，用户可更容
易追踪哪些零部件已经更换和更换的日期。
Perkins 共备有12款检修包，分别适用于旗
下400和1100系列的标准发电用发动机规格。终
端用户也可清楚知道供应商所用的都是Perkins

为燃油滤清器和空气滤清器加装预滤芯。

原厂纯正零部件，可以对产品品质放心。当

发电机组制造商可以为他们的客户提供这

然，这些零部件以检修包的形式供应，价格也

些检修包。这个举动可以让终端用户感到所购

特别相宜。

买的设备更有价值。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机器

此外，每个检修包还配备了执行维护工序

里安装的都是原厂零部件，而客户也可以独立

所需要的全部工具，包括燃油和机油滤清器、

购买检修包。能够在使用现场自行维护和修理

空气滤清器、各种皮带、检查气门间隔后需更

设备，这无疑是十分简便的解决方案。

换的适当规格摇臂阀盖垫片，以及有需要时可

据Perkins 零部件营销经理伍祖炼（Julian
W o o d）介绍，这些检修包肯定能为设备制造
商带来很大效益，并特别强调使用Perkins 原厂
纯正零部件的重要性。“检修包内的零部件都
经过精心挑选，确保可帮助用户完成执行我们
建议的全部维护工序。这些经过精密设计且在
出厂前通过严格的品质测试的零部件能够匹配
P e r k i n s 整个产品阵容内每一款发动机的个别
特性，一旦安装上去，就会完全吻合，完全
可以避免发生意外停机，用户也可以避免无
端损失。”

特别适用于小型发动机组的400系列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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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唯一推荐的柴油机机油
为配合客户的需要，Perkins 特别研制了全新的Perkins 柴油机机油(DEO)，这款机油采用独特配
方，是唯一能够完全配合Perkins 发动机工况的机油。

很多人认为所有发动机机油的功效都一
样。事实却是，机油的品质可以有很大差别。
品质较差的机油会使您的发动机消耗更多燃
油，最终缩短发动机的寿命。
唯有采用优质机油才能真正保护您的发动
机，高品质的机油可以最大限度延长发动机
的使用寿命，更好控制排放，同时降低维护成
本。选用合适的机油能带给您许多显著效益，
包括发动机操作起来会更顺畅、使用寿命更
长，以及大大提升您的投资回报。

使用不同品质机油的分别：左图是低级机油的效果，
右图是Perkins柴油机机油。

为配合客户的需要，Perkins 特别研制了全
新的柴油机机油，这款机油采用独特配方，是
唯一能够完全配合Perkins 发动机工况的机油。

动机操作寿命及损坏零部件的不利状况。

P e r k i n s 柴油机机油含有多种添加剂，采

P e r k i n s 柴油机机油由3种基础油组成，以

用独特的配方混合而成；这些添加剂结合作用

使在整个操作温度范围内都能保持适当粘度。

下，可助消除那些可能削弱机油功效，缩短发

它还含有12种添加剂，每种添加剂各自具备特
定的有效性质，如：粘度稳定剂，确保机油保
持较长期的粘度稳定性；分散剂和洗涤剂，防
止油泥和烟灰积聚；抗磨剂和摩擦调节剂，确
保提供良好的润滑作用，并防止发动机磨损。
Perkins DEO 15W-40 API CI-4的独特配
方是为满足专供配装非道路设备、经常高速运
行的Perkins 发动机需求而量身打造，是Perkins
唯一认可并推荐的机油，适用于所有欧盟0至
I I I A阶段、美国0至3级排放标准和相等标准的
Perkins 发动机。
Perkins 柴油机机油备有20 升及208升两种
包装。如想选购，请向您就近的Perkins 代理商
询问（distributorlocator.perki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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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和替换发动机解决方案
全面满足客户需求
替换部件或整机。

随着全新机械设备的价格不断上升，不少
用户都希望能翻修旧机器，以代替购买全新的

“今天我们的服务不仅仅是只比以前更具

设备。Perkins 可为机械行业提供完整的再造和

竞争力、供应更加方便，还可以支持上几代的

替换发动机解决方案，不但性价比与之前相比

发动机，甚至是其他竞争品牌的产品。我们供

更高，而且供应更方便，不论客户身处世界哪

应的替换发动机解决方案除具备与新机器一样

个角落都可以轻松订购。

的性能外，还会配置上Perkins 纯正零部件及和

终端用户的设备在工地遇上故障时，

原厂产品一样的标准保修条件。这样当客户决

P e r k i n s 完整的替换发动机解决方案，可最大

定转售机器时，我们就可以帮助客户提升设备

限度缩短停机时间。客户还可以更灵活地选择

的价值。”Perkins 零部件营销经理Helen Hagan

Perkins 提供的多种不同大修方案，以快速获得

讲道。

全新替换发动机整机

全新短缸体和再造

Perkins 现在可为指定型

短缸体发动机

号提供现成的全新替换发动

Perkins 短缸体发动机是
低费用的维修方案。当发动

机整机，完全满足所需的排

机发生严重咬缸时，用户可

放标准，采用的是一种直接

用短缸体取代，从而最大限

替代翻修方案。不但可以帮

度缩短停机时间，且性能保

助您达到排放标准，而且可

证可靠。

以最大限度缩短停机时间和
节省人工费用。

全新长缸体和再造
长缸体发动机

全新完整缸盖

Perkins 全新长缸体发动

如遇上缸盖受到损坏，

机都是按照一个设计规格来

但发动机其余部份仍然完

制造，需要动力重新开机的

好，Perkins 可提供全新完整

客户，可借此获得价值更高

缸盖，无疑是个快捷且性价

且更灵活的选择。

比十分高的替换方案。

想了解Perkins替换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www.perkins.com/replacementeng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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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白金级保修计划
上解方案。

P e r k i n s 白金级保修计划提供灵活的保修
期，终端用户可于标准保修期期满后，选择延

◆

经标定并全面测试的纯正零部件，完全

符合终端用户的发动机的规格。

长两至十年合同。无论发动机在世界哪个角落
操作，都可获得维护支持。

◆

无需支付额外费用 ── 计划所提供的

保障与用户在标准保修期内可享的保障完全相

发动机的全部零部件都可获免费维护，完

同*。

全无须支付额外费用，即使发动机是在严苛环
境下操作*。

◆

无可比拟的超值产品保障，免除通胀之忧。

80多年来，Perkins 投入了大量时间和专业

有了白金级保修保障，用户可随时联系

知识研制产品，确保每一台出厂的Perkins 发动

Perkins 全球产品支持网络，Perkins 技术人员

机都达到客户期望的超卓品质、高可靠性和低

全天候候命，确保快速送上可靠服务。无论任

拥有成本。

何情下，维修人员都只会采用Perkins 纯正零部

P e r k i n s 白金级保修计划（也适用于全新

件。这些零部件都经标定并全面测试，保证完

的替换发动机）让终端用户百分百安心，无

全符合用户发动机的规格和所在地区的排放要

须担心要应付突然而来的修理费，绝对是最

求。
Perkins 还接受在用户之间转让保修合同，一

超值保障。
◆

旦用户定转售主机，这个安排有利提升售价。

高性价比的综合保障，发动机全部零部

全球保障：无论发动机在世界哪个角落操

件可获免费维护。
◆

作，都可获得维护支持。

随时联系Perkins 全球产品支持网络，包

* 须受适用条款和条件限制

括训练有素且经认证的技术人员，确保即时送

Perkins供应的纯正零部件
保证物超所值
Perkins 供应的纯正零部件，全部都经精心

多不同的操作环境，而Perkins 联同旗下代理商

设计和精密加工，且通过广泛测试，确保品质

的使命就是确保客户所拥有的Perkins发动机永

绝对优良。

不停机。

在世界各地，数以万计Perkins 制造的发动

Perkins 在全球设有超过3,500个服务点，客

机每一天都在驱动各式各样的工程机械、发电

户不论身处世界何地，都可获得供应所需的原

机组和农用设备。

厂纯正零部件。
凭借80多年的经验，Perkins 供应的纯正零

终端用户倚靠他们的发动机来应付许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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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全部都经精心设计和精密加工，且通过

性很高，且操作寿命特长；举例来说，起动器

5,000小时以上的广泛测试，确保每一台发动机

都经严格测试，确保能支持发动机最少起动

所安装的零部件都是最优质的。

36,000次（相等于34年内，每个工作天起动4

Perkins 研制的纯正零部件，全部具备优良

次）。

的内在品质，可助发动机时刻发挥最佳性能。

Perkins 零部件营销经理Helen Hagan说：

原因很简单，只因这些零部件：
◆

“如果Perkins发动机是您所倚靠的动力来源，

所配备的部件全部采用最新技术，确保

那您就得好好保护它，切勿使用非纯正零部

性能和可靠性都达到最高水平。

件。时刻为您的发动机采购P e r k i n s 纯正零部

都经精心设计，专门配合发动机的高转

件，坚持使用制造商专门提供的维护服务，您

速、大功率工作特性，也是跟客户订购的发动

定能获得物超所值的回报，因为这会确保发动

机出厂时所装配的零部件完全一样。

机实现最大限度提升生产效率，并最大限度缩

◆

◆

出厂时都经过广泛的测试，证实耐久

短停机时间。”

Perkins 纯正滤清器
能给发动机带来真正优势
空气滤清器

Perkins 滤清器是唯一完全按照Perkins 发动
机的规格来设计和开发的滤清器，再通过在真

纯正P e r k i n s 空气滤清器可阻截99.99%

实工况下进行最严格的测试，以确保能长期保

颗粒，因而能避免对阀门、活塞环和涡轮

持最佳性能。

增压器造成损坏，同时最大限度保证空气
自由进出。

Perkins 纯正滤清器具备创新的特性，能让

使用非纯正滤清器有可能为终端用户造成

发动机免受污染物的损害，并且每一刻都以最

重大损失，因为较高污染物水平会导致发动机

佳状态操作。
机油滤清器

的油耗增加，以及维修间隔缩短，从而使操作

采用优质滤料和超强粘合剂，确保机油流速

成本增加，且需要承担昂贵维修费用。举例来

均匀和绝不渗漏，加上配备反排水止回阀，有效

说，更换一只燃油泵或喷油器总成与购买一个

防止发动机咬缸，而旁通阀则可防止供油不足。

新燃油滤清器相比，费用可以相差100倍。
真实工测试显示Perkins 滤清器较同类竞争

燃油滤清器

产品的性能更佳、使用寿命更长，因而能真正

采用螺旋式粗纱机编织而成的滤料和丙烯

帮助用户节省成本。

酸类树脂珠粒，确保滤清器能更长时间地保
持最高滤清效率，主要通过防止滤料聚拢和变

时刻购买纯正零部件，可免除增添额外成

形，从而达到最佳的流速和颗粒捕集功能。模

本的风险。请紧记任何时候都选用Perkins 纯正

制的聚氨酯端盖，也有助少渗漏的可能性。

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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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广受欢迎的2000系列发动机
已通过中国非道路三阶段排放认证
低油耗、低磨损率和高压缩比，确保所有
工作环境下均具有可靠清洁、快速起动的特
点，为客户创造效益。
目前已有超过10万台2000系列发动机安装在
全球的发电机组内，证明此系列产品的高可靠
性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肯定。
此系列备有多个型号，功率覆盖广泛，
足以满足400k V A、500k V A和600k V A这些
主要功率点，提供可靠和洁净的动力。其
中13升排量的2206D-E13T A G3™和15升排量

2506D-E15TAG2™

的2506D-E15T A G2™都已经认证符合中国
非道路三阶段排放标准。另外18升排量的

Perkins® 2000系列包含多个 6缸、空气对空

2806D-E18TAG1A™也即将完成认证程序。

气增压柴油机型号，配备机械驱动单元喷油器，

顺利通过中国非道路三阶段排放认证，充

结合先进子控制及精心匹配的涡轮增压器，以实

分说明Perkins 正在通过不断提升发动机产品的

现最大化燃油经济性。
客户可选择订购带风扇－飞轮配置或

操作效率，竭尽全力履行促进可持续发展环境

ElectropaK配置以简化安装工序。此系列的出色功

的承诺，同时确保未来几代人都可享受到无污

率重量比，使之成为现今发电产业的首选发动机。

染、美好的生活。

4000系列性能不断提升
全面支持常用发电
可靠性最高

Perkins 4000系列发动机是发动机业内的楷
模，以功率强大称冠。Perkins 多年来对此系列

Perkins 4000系列发动机不但结构坚固、耐用，

产品投入巨资，令其性能表现得以不断提升。

其稳定性能可保证客户时刻都有源源不断的电力

努力研发带来的成绩是4000系列发动机深受设

供应。即使是在最严峻的操作条件下都能胜任，

备制造商和终端用户欢迎，将其视为常用和备

称得上是常用发电设备的最可靠动力源。
Perkins 每年向常用发电市场供应数以百计的

用发电设备的首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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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23TRS™

4012-46TAG2™

4008-30TAG™

4016-61TRG™

4000系列发动机。迄今为止，公司为全球大型企

4000系列发动机堪称为超值动力系统，而

业制造的4000系列发动机已经超过了5万台，其中

Perkins 对这些产品的可靠性信心十足，因而主动延

30%用来配装发电机组支持常用发电。

长保修期。如适用于无限小时工作的发动机，Perkins

稳定供电对保障人民生活和生命安全最为关

可提供1年保修；针对常用发电用户，Perkins 可提供

键。作为可靠性最高的备用发电动力方案，无论

2年或累计工作时间6,000小时保修；针对备用发电用

是用于支持医院、电信塔、或数据中心、或是大

户，Perkins提供的保修期不少于3年，或最长1,500小

型制造设施，4000系列发动机都能确保全年365

时（即每年累计工作时间不超过500小时）。

天、每天24小时全方位给予支持。

“我们特别为4000系列发动机设立了一个持

该性能超卓的发动机系列，包括多款柴油机

续改善性能的计划，重点工作是设计部件，包括

和气体机，缸数由6至16缸，全部都具备出色功率

密封垫、垫圈、喷油嘴和气门，以不断提升发动

重量比和紧凑尺寸的优点，并且运送、安装和维

机的性能、可靠性和耐久性。今天4000系列发动

护都十分方便。

机是高品质和高可靠性的代名词，不但能支持备
用发电，也可用作常用发电。如果高品质和高可

全面改造

靠性对于您的作业是最关键的要求，Perkins 4000

过去20多年，Perkins 在设计和制造4000系列

系列发动机将是您的唯一选择，因为只有它能使

发动机各个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该系列的历史实

您安枕无忧，无时无刻都可获得源源不绝的电

际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初。

力。”Victoria Reeves进一步讲道。

“4000系列动力平台之前一直被市场认为是
延伸阅读：4000系列发动机小资料

只适用于备用发电领域。但经过20多年的努力，
•

4 个动力平台

•

6个型号，配合 26个不同功率点

•

性能超卓，包括多款柴油机和气体机

Reeves讲道。“我们于2015年底推出多个4008型

•

缸数：6至16缸

号，同时对4006、4012和4016平台进行改造，可以

•

排量：23至61升

•

功率范围：750至2500 kVA （柴油机）

现在这个平台跟最初诞生的产品已面目全非，
可算是脱胎换骨。”Perkins 产品营销经理Victoria

说已经完成了整个系列组合的革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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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为电信行业提供
全新动力方案
Perkins 发电业务策略总监Trevor Toulson讲述扩大

减少他们的营运

了阵容的400系列发动机对不断增长的电信行业是如何提

对环境产生的影

供支持的。

响。我们支持这
些长远目标，因

电力系统装备：请介绍Perkins在全球电信市场的定位。

此致力提供混合

Trevor Toulson：Perkins 是全球领先的发动机制

发电方案。该等

造商之一，是4至2000 k W功率非道路用柴油及天然气发

方案不但适用于

动机市场的翘楚。多年来，Per k i ns 一直致力于对电信行

只配备电池的混

业给予支持。旗下自主研制的400系列发动机的强大阵容

合发电机组，也

包括大量尺寸紧凑和高度可靠的发动机型号, 特别适用于

可支持电池和太

驱动小型发电机组，即使需要经常面对严苛和偏远的工

阳能结合运行的机

作环境, 也能应付自如。

组。这些方案可直
接帮助我们的客户

电力系统装备：可否透露Perkins 动力方案是怎样支持

无论在什么地区

该行业的？公司采取什么措施来尽量减少维护人员工地

Perkins发电业务策略总监Trevor Toulson

探访的次数和所需要的维护工作量？

经 营，都能符合
当地的法规。”

Trevor Toulson：客户选用Perkins 发动机，一定
会获得最高品质和最可靠的产品，而且性能稳定。我们

电力系统装备：Perkins 与其他发动机制造商比较有何优

的发动机可以帮助电信服务经营者节省拥有和操作成

势？

本，还具有极低油耗和很高的耐久性，可以在任何地区

T r e v o r T o u l s o n：P e r k i n s 拥有完整产品阵容，

操作。

旗下的柴油机最高功率达2500k V A，气体机则高达

P e r k i n s 为电信行业研制的新方案,是以其核心产品

1000kWE（常用功率）。

400系列发动机为基础，将成员阵容扩大，增添了两个专

性能稳定，高度可靠和高性价比发动机是发电设备

供发电机组用的可变速发动机型号,分别是1.5升和2.2升

市场的必需品。P e r k i n s 研发团队拥有丰富专业知识，其

排量，Per k ins 借助这些型号产品将可成为电信客户最理

设计目标多年来始终不变，就是将产品质量永远放在首

想的合作伙伴。

位、使用寿命长、响应迅速，无论在任何严苛工作环境或

我们现在可以提供0.5升至2.2升排量的恒速和可变速

地点，都能连续运行数千小时而无须停机。

发动机为电信塔提供动力，而这些发动机可以满足5-40

这些发动机经过数以千计小时的实际运作，早已证

kVA范围内的所有主要功率点的要求。

明其具备百分百值得信赖的优越性能，也获得了许多别

我们清楚了解电信业的营运特点，也知道不同地区

具慧眼的电力供应商的青睐。每台出厂的P e r k i n s 发动

的电信商会有不同的要求。目前，电信客户趋向聚焦考

机，都可获得P e r k i n s 覆盖全球的产品支持网络提供服

虑控制营运支出，因而越来越要求减低电信塔的操作成

务。由超过100家P e r k i n s 代理商组成的全球网络，遍及

本。对此，我们积极研究延长发动机的维护间隔，以便

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发电设备制造商要求的是

为帮助客户达到节省成本踏出重要的一步。

绝对可靠、高性价比和超卓性能的发动机，我相信，不

我们也知道全球各地的监管者都要求电信业要尽量

论是今天还是未来，Perkins 都是必然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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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中国非道路
第四阶段排放标准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相关部门正计划实施下一阶段更严格的排放法

发挥作用，才能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只有采用这样的应

规。中国非道路第四阶段排放标准等效于美国4级过渡期

对方法，才有可能达到客户所要求的可靠性。”

和欧盟I I I B阶段排放标准。这些标准将对农用和工程机械
Perkins 在研发低排放发动机方面素有经验

行业，包括挖掘机、装载机、叉车和农用拖拉机等设备
的生产商带来深远影响。

多年以来，Perkins 在北美、欧洲和日本等多个地区

据悉，颗粒和气氧化物 (N O x) 的限值已经定好，但

做过许多应对减排的工作，采用了多种不同技术，包括

实施的日期和若干技术细节还有待最终定案。Perkins 早已

共轨、SCR、DOC和柴油颗粒滤清器 (DPF)。Perkins 是

经成功研制多个技术解决方案，可有效控制废气排放在极

家历史悠久的发动机制造商，累积生产了20多万台符合

低水平。利用这些技术设计的环保型发动机，不但十分清

或超越国四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用发动机。这些发动机的

洁，且能保证低油耗，高生产效率和极高的可靠性。

总运行时数超过5亿个小时，应用于2000多种不同类型的

P e r k i n s 销售营销兼服务及零部件副总裁杰邱 (J a z

机械设备。

Gill) 说：“我们的主机厂 (OEM) 客户就国四排放标准向

虽然Perkins 打胜过许多排放标准的硬仗，我们为满

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目前主机厂们还未进入生产样机

足国四标准设计的解决方案将会与在欧美推出的有所不

的阶段，但我们预期他们将会开始制定策略以应对新的

同。Perkins 将会为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发动机阵容，覆

排放标准，同时着手主机的概念设计。也就是说，他们

盖6到470kW功率范围。

已在考虑选择那些掌握合适技术经验的供应商、未来产

P e r k i n s 全球营销总监聶大卫 (D a v i d N i c o l l) 解释

品组合的宽度，还有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和资源，以及团

说：“中国是个很特别的市场，客户有些很独特的要

队人员需要掌握哪些新技术。

求。他们不但要求我们的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都能够维

“P e r k i n s 拥有85年研制发动机的经验，作为服务全

持低成本，更要达到很高的可靠性。开发国四标准发动

球的发动机供应商，我们过去在世界各地参与了许多排

机的重任交给了我们在无锡的研发中心，所以我们的团

放法规升级的工作。国四标准的实施将是主机厂的一个

队完全掌握中国客户的需求。与此同时，我们在英国和

极大挑战，但只要有适当的规划和选定像P e r k i n s 般富有

美国也有许多资深的同事，拥有直接参与研制低排放发

经验的合作伙伴，相信一定可以克服一切障碍。”

动机的多年经验。”

灵活匹配不同的技术

国四排放标准将为中国机械行业带来许多改变

驻在上海和无锡的P e r k i n s团队都拥有丰富经验，他

Perkins 相信国四排放标准的实施将会为中国机械行

们与中国的设备制造商一直合作无间，因此对市场和客

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在其他曾经历过相同排放改变的

户的要求都了如指掌。

国家，随着转用低排放发动机，发动机的尺寸也得相应

国四的各项排放标准将要求制造商在不同的功率

缩小。举例来说，过去会安装6升排量发动机的设备，现

范围采用不同的技术。这意味将不可能会有一个单一的

在会改用4升发动机。这个改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主机

“理想解决方案”。 举例来说，符合50kW设备要求的技

厂需要腾出空间安装后处理器，而免却重新设计整个主

术，将无法满足150k W的要求，而250k W的设备又会需

机。另一个考虑因素是后处理技术可帮助减低排放，但

要另一解决方案。

也可有利提升发动机的扭矩和动力。

P e r k i n s国四产品阵容内的不同发动机型号将会采

最近几年，中国客户开始追求更高的品质，预期这

用不同的技术，包括电控、共轨喷油系统、先进涡轮增

个需求会随着国四的实施不断提升。国四发动机的结构

压、选择性催化还原 (SCR) 和柴油氧化催化 (DOC)。

会比国三发动机更复杂，将会配备更多部件和新技术，

中国过去的许多机械设备都无需采用后处理技术，国

包括电控和后处理技术。为确保能够生产高度可靠的产

四排放标准一旦实施将改变这个情况。Perkins北亚市场经

品，主机厂们将需要选择一家拥有在中国制造高品质发

理张嘉俊说：“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纯粹思考在

动机的供应商。Perkins 对多年来能够不断提升发动机的

原有的国三发动机上面简单地加点技术，如后处理技术。

可靠性，同时满足中国持续升级的排放标准，实在感到

设计国四发动机时，各项不同的技术需要互相融合，一起

十分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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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市场
最可信赖的解决方案
Perkins 的发动机产品，全面满足发电市场所有关键行业的需求，保证您可找到合适的动力系统。
我们覆盖广泛的发动机阵容，确保您定可获得您所期望的世界级品质和无可比拟的客户服务。
有Perkins 在您左右，您可确信任何时候都能获得所需的动力。

400 系列
0.5 至 2.2 升排量
2、3 及 4 缸直列排列
5 至 40 kVA (4 至 32 kWe)

简介：400系列集性能超卓、低排放、低操作成本等优点于一身。这些领先同侪的柴油发动
机，不但组装尺寸紧凑，兼且生产效率极高，是通过进一步开发Perkins 深受全球用户欢迎
的紧凑型发动机系列所得出的成果。
排放：已通过认证，各型号中最高可达到欧盟IIIA阶段、美国4级最终期及中国非道路III阶段
排放标准。
客户可获效益：
◆ 备有自然吸气、涡轮增压及涡轮增压中冷三种进气配置供客户选择。
◆ 对燃油的适应能力有所提升，可配合世界各地提倡采用替代燃料以减低排放的目标。
◆ 功率范围广阔，有助主机厂无缝转换动力系统。
◆ 世界级发动机设计，可满足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已实施或未实施排放监管的地区
的要求。
◆ 绝对灵活：可方便地切换频率。
◆ 精巧设计：领先同侪的低噪音水平。
◆ 高度集成：可选配电子调速，提升发电机组集成度。
◆ 具备冷启动功能，有助改善生产效率。
◆ 领先同业的先进燃油系统，对燃油的适应能力特高。
◆ 设计简单的共用部件和方便的维修工序，大幅降低拥有成本。
◆ 所有出厂的发动机的标准维修间隔均为500小时，并都可享有标准12个月保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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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1100系列是一组广为市场接受的跨世代产品，设计目的是为客户提供多个优化的动
力方案，既可满足尚未颁布排放法规的地区的需求，又可符合已实施排放监管法规的国家
和地区的标准（不论标准的宽松或严格程度）。这个高度可靠的发动机系列备有大量机械
式及全电控共轨喷油配置供客户选择，全部都拥有高功率密度、出色燃油经济性、低废气
排放及极低排热量等优点。
排放：已通过认证，各型号中最高可达到欧盟IIIA阶段、美国3级及中国非道路III阶段排放标准。

1100 系列
3.3 至 7 升排量
3、4 及 6 缸直列排列
30 至 250 kVA (24 至 200 kWe)

客户可获效益：
◆ 备有自然吸气、涡轮增压及涡轮增压中冷三种进气配置供客户选择。
◆ 全部配备适用于热带气候的散热器，可供环境温度高的地区使用。
◆ 同类发动机中最紧凑的尺寸，方便安装。
◆ 性能大幅改善，领先同侪。
◆ 跨世代的平台，以满足全球各地不同级别的排放标准。
◆ 各型号的安装点基本相同，有助减低主机的设计和安装成本。
◆ 大量共用部件，简化配装过程，并有助减低库存量。
◆ 对燃油的适应能力有所提升，可配合世界各地提倡采用替代燃料的政策。
◆ 所有出厂的发动机的标准维修间隔均为500小时，并都可享有标准12个月保修期。

1200 系列
4.4 至 7.01 升排量
4 及 6 缸直列排列
114 至 250 kVA (91 至 200 kWe)

简介：1200系列各个型号均具备超清洁和极度宁静两大特性，并采用大量尖端技术，全
部都是因应我们客户的需求研制而成。这全新系列获得市场热烈反应，它的面世扩大了
Perkins 移动发电设备用动力产品阵容，让客户有更多选择，以满足较高的排放标准；并同
时拥有时刻维持最高性能表现，以及极低全寿命周期成本的动力系统。
排放：经认证可满足欧盟IV阶段及美国4级最终期排放法规。
客户可获效益：
◆ 采用涡轮增压中冷技术，大幅提升功率和载荷承受能力。
◆ 全电子控制，确保卓越性能和低油耗。
◆ 可提供成套ElectropaK解决方案。
◆ 所有出厂的发动机的标准维修间隔均为500小时，并都可享有标准12个月保修期。

简介：1500系列发动机不但操作成本低、十分宁静、高度可靠，其卓越性能更确保完全满
足发电市场客户的严格要求。由于专注发挥Perkins  共用平台概念的优势，这些发动机得以
拥有世界级功率密度，同时保证低拥有成本、简单维护工序，以及停机时间减到最少。
排放：已通过认证，各型号中最高可达到美国3级排放标准。
客户可获效益：
◆ 借助增加功率重量比，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 采用涡轮增压中冷技术，大幅提升功率和载荷承受能力。
◆ 对燃油的适应能力有所提升，可配合世界各地提倡采用替代燃料以减低排放的目标。

发动机的外壳尺寸和安装点的改动减至最少，使整个适用功率范围内的安装方案都十分简便。
◆ 可于高海拔地区及高达50°C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完全无损性能表现。
◆ 所有出厂的发动机的标准维修间隔均为500小时，并都可享有标准12个月保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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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系列
13 至 18 升排量
6 缸直列排列
350 至 750 kVA (
280 至 600 kWe)

简介：2000系列的研发基础是Perkins 久经验证性能卓越的重型工业用发动机。这些涡轮增
压中冷发动机，可提供极佳的性能和超低油耗，兼且组装尺寸十分紧凑。
排放：已通过认证，各型号中最高可达到欧盟IIIA阶段、美国3级及中国非道路III阶段排放标准。
客户可获效益：
◆ 采用涡轮增压及增压中冷技术，大幅提升功率和载荷承受能力。
◆ 超卓的功率重量比和紧凑的组装尺寸，使功率密度达到最理想水平。
◆ 维修通道位置适中，大大节省维护时间。
◆ 低排放，且排热量减至最低。
◆ 所有出厂的发动机的标准维修间隔均为500小时，并都可享有标准12个月保修期。
◆ 随时随地可获我们的代理商网络提供专业的产品支持服务。
◆ 全电子管理系统不间断地监测发动机的性能表现，并控制喷油，确保极低油耗，以及发

动机得到最佳养护。
◆ 极具竞争力的总拥有成本。
◆ 共用核心机平台。
◆ 可于高海拔地区及高达50°
C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完全无损性能表现。

简介：4000系列备有多个十分耐用和高经济性的型号，全部采用经验证有效技
术，能带给您绝对可信赖的高度可靠、洁净高效动力。您还可以获得其他效益，
包括出色的功率重量比、大幅提升的燃油效率，及方便的维修工序。
排放：经认证可满足德国TU Luft排放法规。
客户可获效益：
◆ 电子调速，确保快速载荷响应及低油耗。
◆ 维修通道位置适中，大大节省维护时间。
◆ 系列中各个型号之间均使用大量共同部件。
◆ 多样化的组装方案；经改良的冷却装置群组，以全面配合热带或温带地区操作。
◆ 领先同业的保修计划 ：
◆ 常用发电用：1年保修，适用于无限小时工作；或首年累计工作不超过6,000小

时的发动机，可享2年保修或累计工作时间达6,000小时，以较早者为准。
◆ 备用发电用：保修期不少于３年，或最多1,500小时；适用于首年累计工作不

超过500小时的发动机。
◆ 4006D-23TM 型号 ─ 所有800kVA功率以下的型号都能满足印度CPCB II 阶段

排放标准。
◆ 无论用作常用或备用发电，油耗表现都极具竞争力。
◆ 可于高海拔地区及高达50°C的环境温度下工作，完全无损性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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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ins 的故事
Perkins（珀金斯）今天所拥有的无比丰厚专业

在1933年举行的商用汽车展览会上公开展出。

知识，完全建基于累积85年的悠长历史和优良传统

三年后，在英国萨里郡布鲁克兰市（Brooklands,

精神。

Surrey）的赛道上，珀金斯成为第一家在多项不

公司于1932年在英国伦敦北部彼得伯勒市

同距离的赛事中，创下六项柴油机陆地最快速

（Peterborough）一个小作坊中创立，目标是要游

度世界记录的企业。柴油机的年代已告来临，

说当时正在急速发展的汽车制造商，为他们生产的

Perkins 开始迅速向农机市场扩张业务。

轿车和卡车配置柴油发动机。自此以后，这家小工

1947年，Perkins 把生产基地迁往彼得伯勒的

厂不断扩展，最终成为世界领先的非道路柴油及气

伊斯菲特（Eastfield）。但公司决定把重点放于扩

体发动机的供应商之一，却始终保留始创人的敬业

张业务，六年后，印度辛普森公司（Simpson and

精神和宏大愿景。

Co）成为Perkins 全球数百家授权代理商和生产许
可商中的第一家。Perkins已迈上通往成为国际性巨
企的大道。

拥有同一理念的两位创业家
Perkins 的故事始于两位卓越非凡的男士：弗

接下来的几十年，Perkins 相继在欧洲、南北美

兰克·珀金斯（Frank Perkins）和查尔斯·卓民

洲和亚洲兴建和营运制造设施和零部件配送中心。

（Charles Chapman）。

由专业代理商组成的全球网络，遍及180多个国家
和地区，透过3,500个服务网点提供产品支持。

弗兰克是一位进取，富想象力和充满活力的推

进入21世纪，Perkins在世界各地聘用的员工，

销员，而查尔斯是一位工程设计的天才，最喜欢躲

组成一支技术精湛的多元化团队，完全了解客户

在工作室里默默耕耘。

所在市场的特点及可能遇到的具体挑战。

两人当时没有多少钱，但却有着互补的能力，
还共同拥有一个伟大的理念和过人的远见，深信这

分布全球四大洲的现代化生产设施和配送中

理念终能改变世界。他们从一开始就聚焦在柴油机

心，继续秉承弗兰克·珀金斯的精神，时刻致力

上，认为柴油机将为汽车行业带来巨大的变革。

提供快捷和高效率服务。无论您身在何处，总能

Perkins 创立不久，便成功开发出第一台高速四缸柴

获得Perkins就近为您服务。

油发动机，命位为Vixen（雌狐）。随之以来的是
具备更强大动力的Wolf发动机，机动设备制造商

国际工程设计巨擘

Humber决定为其畅销的Commer卡车配装这款发动

今天，Perkins 已经从最初只是专注供应汽车

机。Humber是首家与Perkins缔结合作关系的原设备

和农用机械行业，扩展至全面覆盖六大市场：农

制造商（OEM），从此奠下Perkins 成功的基石。

用机械、建筑／工程机械、发电设备、工业用设
备、物料装卸设备和船用设备。
Perkins 现时各个工厂的年总产能达800,000台

持续成长的企业
Perkins 于成立的头一年，全年产量只有35台

发动机，在全球发动机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迄今

发动机，全部用以配套卡车和轿车。其中一台曾

不变，仍然是4至2000 kW（5至2800 hp）功率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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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用柴油及天然气发动机市场的翘楚。

作，全力实现最卓越和最可靠的动力解决方案。
弗兰克和查尔斯如果有幸活到今天，看到

拥抱优良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企业

Perkins 现时的巨大营运规模和多元化团队，可能会

Perkins 的根基源自其85年的悠久历史和传

感到很陌生，不敢相信这是源自他们最初的小小

统。尽管如今版图伸展至四大洲，但管理团队始

意念演变而来的。但是他们一定会对整个团队今

终坚持公司创业时的目标：就是研发和制造发动

天的理念、价值观、一贯不变的高效率，和坚持

机，决志运用最优良和最先进的技术，推动不断

竭力每做一件事都以客户为中心的行事方法感到

改进产品性能；同时继续与世界各地客户紧密合

很有共鸣。

重要里程碑
1932年

弗兰克·珀金斯和查尔斯·卓民在英国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小作坊中成功
设计和生产首台柴油发动机──4缸的Vixen（雌狐）。

1933年

Perkins 全面投产的第一年，共制造35台发动机。

1937年

P4和P6系列相继在位于皇后街的公司总部正式面世，技术较竞争对手的产品先进
几十年。

1947年

11月10日，位于伊斯菲特（Eastfield）的新工厂启用。

1959年

被公司最大的客户福格森（Massey-Ferguson）收购。

1960年

P6发动机的后继者6.354型号面世，标志Perkins 进入销售量迅速增长的年代；Perkins 	
发动机的应用范围急步扩大，快将突破总产量200万台的水平。

1966年

获颁首个英国女皇奖，表扬企业出口业务创佳绩。

1976年

海外产量持续上升；全球年总产量首次突破500,000台。

1985年

庆祝第一千万台发动机出厂；Prima──世界首台真正高速直接喷油发动机投产。

1987年

开始扩大生产非道路用发动机。

1994年

收购Dorman柴油机公司在斯塔福德（Stafford）的厂房，成功扩大大功率柴油和
天然气发动机产品阵容。

1998年

卡特彼勒以130亿美元收购Perkins，世界最大型柴油发动机制造商宣告诞生。

2001年

推出超低噪音、符合欧美II阶段排放标准的400系列发动机，以及1100系列的3、4、
6缸型号，并备有机械式和电子控制两种选择，以达致所需排放标准。

2003年

在巴西库里蒂巴市（Curitiba）兴建生产设施，使Perkins更靠近南美洲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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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推出1100系列的D配置，无论噪音和排放控制，以至功率都达到最新水平。
这些可满足欧盟IIIA 阶段 / 美国3级排放标准的型号被称为“终极动力解决方案”。
2004年

位于美国乔治亚州格里芬市（Griffin）的新工厂开始生产400系列发动机。

2006年

英国根德公爵亲临Perkins Shibaura合资公司位于彼得伯勒的工厂，向Perkins颁授
第二个女皇奖；这次是表扬Perkins 400系列的卓越成就。

2007年

Perkins 庆祝公司创立75周年；同年10月在北京宣布将于中国境内兴建新工厂。

2008年

Perkins在中国无锡建设的厂房宣告启业，400系列生产线正式投产。

2009年

推出可满足美国4级过渡期／欧盟IIIB阶段的1200系列。这些4和6缸型号除排放
控制水平傲视同业，生产效率也大幅改善，油耗更大幅降低，功率最高可达
225 kW (300 hp)。

2010年

向客户正式推介功率最强大的4016-61TRG型号 (2500kVA)，配合发电设备市场需求；
同年6月，无锡发动机工业园的1100系列生产线正式投产；年底，无锡庆祝400
系列第一万台发动机下线。

2011年

Perkins首台可满足美国4级最终期排放标准的400F发动机系列在美国Conexpo展
全球首发；同年8月，无锡发动机工业园启动1106A/ 1106C机械式喷油6缸发动机
生产线。

2012年

年初宣布在印度兴建专注生产4000系列发动机的工厂，首要供应对象是对该系列
发动机的需求持续增长的中国、印度和更广泛亚洲地区。

2013年

推出可满足欧盟IV阶段 / 美国4级最终期排放标准的1204F和1206F系列，配备尺
寸紧凑、高效的后处理系统。

2016年

全新Perkins® Syncro系列在德国宝马展全球首发，成员包括2.8升和3.6升排量的
四缸发动机，其设计适用于80多款机动设备，不仅能与主机的设计融为一体，达
致高度集成，更能助主机发挥超高性能，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同年11月，印度设施举行正式启业典礼，由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席部长主礼。落户
于印度奥兰加巴德市Shendra工业区的新生产设施涉资1.5亿美元，初期产能约3000台
发动机，并预留潜力可提升至5000台。

2017年

3月，推出Perkins® My Engine App（Perkins® 维护宝应用程式）英文版，并预定年底
推出中文版，供中国终端用户免费下载。用户可以用手机方便地登记注册所拥有的发动机，
并随时查看操作保养手册和零部件手册。这个App也可让终端用户存储维护记录，
以及通过代理商位置功能便捷地联系到附近的Perkins代理商。
18

封面故事

Perkins 推出免费APP软件
全面支持中国发动机终端用户

COVER STORY

制造设施遍布四大洲  全球统一生产和品质标准
Perkins 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生产设施，从英国彼得伯勒到印度霍苏尔，从中国无锡到美国塞金，都是采用同一严格的生产体系和工序。所以
无论您购买的发动机是在哪里生产，都可以绝对放心，它的质量必会得到保证，一定不会偏离Perkins一贯坚持的严格标准。这些产品都具
有最高的性能、可靠性和耐久性特点。
Perkins 的制造设施遍及四大洲，是真正具备全球规模的发动机供应商。无论是在英国、北美、南美，还是中国和印度，这些设施所采用的
供应链管控体制也是全球统一，Perkins始终追求最完美的质量。

英国彼得伯勒
这个设施结合世界级制造技术、计算机控制和机器人组装
线，确保一致和可重复的生产可靠性和精准度。所采用的高效
和品质为本的技术，完全匹配卡特彼勒生产系统的要求，保证
每一台在彼得伯勒出厂的发动机都达到P e r k i n s 的全球统一高
质量标准。全面透彻的测试同时确保客户每次所购得的每台发

● 彼得伯勒
斯塔福德 ●

塞 金●

● 格里芬

● 无锡
● 奥兰加巴德
霍苏尔

动机都是用Perkins 的最优秀技术造成。

●库里蒂巴

英国斯塔福德
Perkins 斥资几千万美元扩充此设施，使之改造成为4000
系列的卓越制造中心。此系列是P e r k i n s 发动机产品阵容中最
大功率的平台。这里的产品销往全球，包括欧洲、非洲、中
东、南美和亚太区。这个专注生产4000系列的卓越制造中心，
致力保持客户期望得到的最高质量、可靠性和创新标准，以满

中国无锡
P e r k i n s 无锡发动机工业园是现代化制造和组装设施的典
范，专注于卓越品质和高效率生产。正如Perkins 在全球其他地
区的制造设施一样，这里的组装线都是由最新的计算机控制机器
人技术驱动，所采用的系统、工艺流程和质量管控措施也同样高
质量。母公司原创的卡特彼勒生产系统保证始终如一的高质量和
高可靠性，而先进的测试台、材料实验室和计算机辅助设计功能
更确保每个组件都按Perkins 内部订立，并在旗下分布全球各个

足全球各地对可靠发电机组用发动机的需求。

美国塞金
这个世界级生产设施占地140,000平方米，采用最新的计
算机控制和机器人驱动制造设备，再结合卡特彼勒生产系统，
保证每一台在德克萨斯州塞金工厂出厂的发动机都达到Perkins
全球统一的最严格标准。组装线、测试和喷涂车间都配备最现

设施统一执行的高标准进行验证和测试。

印度奥兰加巴德
Perkins 斥巨资在印度奥兰加巴德市兴建的生产设施，专注
制造功率强大的4000系列发动机，首要供应对象是对发电机组
用发动机需求持续增长的中国、印度和更广泛的亚洲地区市场。
Perkins 4000系列早被公认为可靠性极高的发电用动力方案，广
泛应用于医院、机场、大学院校、数据中心和大型制造工厂等各
种用途。
通过充分利用世界级标准的印度供应基地，确保能够就近
取得优质和高度可靠的零部件和在靠近亚洲客户的设施完成组
装，为他们供应符合其特定需要的发动机产品。

代化设备，确保稳定质量和最高可靠性。

印度霍苏尔

巴西库里蒂巴

这个生产设施主要制造中型发动机，供应亚太市场，让落
户亚太区和印度次大陆的Perkins 客户可以享有更短交货期和更
方便处理业务的优势。这是个多元化业务设施，除了完整的发动
机组装线、测试和喷涂车间，还设有大型的加工车间，生产多种

这个生产设施负责供应巴西和南美地区的工程机械、农用
机械、物料搬运和发电设备制造商，并出口到南美各国和其他
排放监管较宽松的地区。Perkins 最新的机械式和电控发动机都
在这里生产，确保南美客户在最短时间内可以直接获得供应最

发动机部件，包括缸体和缸盖。

新型号的Perkins 发动机。

美国格里芬
这个生产设施负责供应北美地区的工程机械、农用机械、
物料搬运和发电设备制造商。所有发动机都是在滚轮导轨系统
上组装，配有电子屏幕，为装配员提供每台发动机的规格数
据。每台出厂的产品都符合P e r k i n s 发动机的一贯严格品质和
效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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