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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 5G 时代，我们已经准备好
了。”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尚传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近日，工信部发放 5G 牌照，这
意味着 5G 大规模商用正式开启，5G
网络建设与大规模商用落地随之而
来。作为行业领先的 5G 通信基站射
频器件及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
有能力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通信
部件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带来更安
全 、优 质 、迅 速 的 5G 体 验 。”孙 尚
传说。

大富科技是行业领先的移动通信
基站射频器件厂商，也是全球移动通
信排名前三位的主设备商华为、爱立
信、诺基亚的 3G/4G/5G 射频器件供
应商。自2001年成立以来，大富科技
不断完善横向通用技术的综合融通能
力，强化纵向一体化精密制造能力，以
自主创新彻底颠覆了移动通信设备关
键器件——滤波器产业链的国内外竞
争格局，实现了该产业链全面关键核
心技术自主可控。

前瞻性的5G布局

为迎接5G大规模商用，大富科技
早在两年前就完成了关键技术的储
备工作。

“5G将把人们的生活推进到物—
物互联、人—物互联新阶段，人们的生
产生活将实现前所未有的便利，这对
于通信器件来说自然也意味着前所未
有的高性能要求。”孙尚传说。

以现代农业为例，从育种、种植、
田间管理到收获，每个环节都要靠传
感器将各项指标传输到中枢管理平
台，为湿度温度调节、给排水、农药喷
洒等提供指令依据。期间，一旦发生
传输信号中断、偏差，将对大面积农业
生产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每个
环 节 、每 项 技 术 都 至 关 重 要 ，不 容
有失。

保障信息传输的实时链接和安全
可靠，需要增加移动通信宏/微基站的
分布密度。据测算，按照现有的基站
标准传输量，5G 基站数将是 4G 的 4
倍以上。这意味着，目前全国 500 万
个基站不够用了，未来至少要增加到
2000 万个。由于每个基站都需要滤
波器选择与处理信号频率，因此基站
介质滤波器需求量将迎来数十倍的大
幅提升。

目前，大富科技自主研发的介质
波导滤波器已经向客户供货，面向
5G储备的技术和产品，如小型化金属
滤波器、介质波导滤波器、高阶MIMO
滤 波 器 以 及 射 频 前 端 一 体 化 集 成
AAU等也已逐渐成熟，部分产品开始
批量供货。

此外，大富科技还不断优化通信
射频产品、消费类电子、汽车零部件三
大业务布局。

“通信射频滤波器是公司 19年来
持续研发并生产制造的主打产品，近
年来一直持续向华为、爱立信、诺基亚
等知名企业供货。在消费类电子产品
方面，我们是苹果的合格供应商；在汽
车零部件产品方面，我们则是博世、特
斯拉的伙伴。”孙尚传介绍。

滤波器行业龙头

早在2007年，大富科技就投入约
3000 万元独立研发射频滤波器。目
前，全球生产滤波器的公司只有4家，
主要集中在中国。其中，大富科技的
产品占据了全球市场10%至20%的份
额，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工艺诀窍
和技术专利体系，成为滤波器技术、工
艺、标准的定义者和引领者。

与其它滤波器生产企业不同，大
富科技是全球第一家由结构工程师担
纲滤波器研发制造体系的公司，其它
企业则大多“偏爱”传统通信行业的射
频专家。

大富科技此举有何深意？
“一个国家要在全球科技革命大

潮中立足，只做应用级产品是没有未
来的。因为那只是‘花’，再好看的花
在漫长的工业进程中也只能是‘昙花
一现’，必须自主研发工业母机和工业
设计软件——这才是‘根’。企业要以
此为根基，培养自给自足的产业生态
链。”孙尚传说。

经过 19年的努力，大富科技推动
滤波器产品的铝合金、铜合金等原材
料损耗率从90%降至5%，生产效率从
每个 8分钟至 20分钟缩短为 0.5秒至
1 秒。孙尚传表示：“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我们基于工艺改进实现的效
率提升，就算把全球行业内所有机床
集中起来也无法满足 3G/4G 时代的
滤波器交付。这意味着，滤波器会变
成行业技术和工艺瓶颈，制约整个移
动通信行业发展。能够成功解决这一
关键问题，我们十分自豪。此外，我们
还为整个行业节约了数十万吨贵重有
色金属。”

大富科技是华为的主供应商，已
经连续 14 年为华为供应射频滤波器
产品。在这14年的时间里，大富科技
不仅稳步推动产品性能升级，还在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上下功夫，像打磨
工艺品一样打磨工业产品，促进所在
领域整体进步。

凭借超强的核心竞争力和资金
实力，大富科技于2012年分别并购了
全球知名的美国射频器件公司康普

（CommScope）深 圳 工 厂 和 波 尔 威
（Powerwave）苏州工厂。从此，大富
科技不仅颠覆了移动通信设备关键器
件——滤波器的设计模式，而且改变
了产业链的国内外竞争格局，实现了
该产业链全面国产化。

矢志不渝自主创新

在业界摸爬滚打多年的孙尚传有
着浓厚的自主创新情结。在他看来，
必须拥有独立自主、不可替代的产业
链条，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竞争中
立于不败之地。

孙尚传这样形容大富科技：“用自
己的数控机床生产自主研发的滤波
器，用自己的智能机器人调试组装滤
波器，用原创的在线工业软件设计、仿
真、分析和制造滤波器及其它工业产
品、装备，用原创的 PLC 控制系统控

制和调度生产线运转，形成全套自主
研发的产业链。”

2001 年，大富科技才刚刚成立。
彼时，我国尚不具备数控机床生产能
力，向西方发达国家购买是唯一选
择。如果决定购买尤其是要购买四轴
和车铣等复合加工中心时，企业首先
要向巴黎统筹委员会或北约组织成员
国数控机床供应商所在国提交申请，
注明工艺过程，然后得画出工厂平面
图、标明设备摆放位置，还要接受“不
做军工”等各种苛刻条件，不同意就
不卖。直至今天，五轴以上的机床依
旧对我国企业“禁售”。

孙尚传感慨道：“所谓‘客户就是
上帝’是有条件的。一家没有自主知
识产权、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在
国际市场上连议价权都没有，何谈客
户，奢谈上帝？”

如今，大富科技及关联方配天集
团已在数控系统、数控机床领域拥有
90%以上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拥有六轴机器人、控制系统、伺服系
统、软件算法、机器视觉、可编程逻辑
控制器、伺服电机、轴关节力矩电机等
核心技术，手握近千项专利和数十项
软件著作权，形成了中高端数控机床、
高端工业机器人等工业装备的系统解
决方案。

自主创新不等于孤立创新、封闭
创新、关门创新，大富科技走的是一
条开放创新、集成创新、系统创新之
路：从“共享制造平台”“技术装备平
台”“网络设计平台”一路深挖，打通
硬科技的工业设计制造体系，形成了
一个集共享制造平台、装备技术平台
与网络设计平台于一体的自生长、生
态式平台型企业。平台提供免费、开
放的在线广域同步多址异地实时设
计工具，可将创意和设计迅速转化为
产品。

在实现技术突破并大幅提升市场
占有率后，大富科技又将人才储备及
团队建设视为重点，努力积蓄创新后
劲。目前，大富配天集团的人才团队
分为3个板块，230多人从事数控机床
整体设计，技术领头人多为“80 后”，

“85后”人员是主体，硕士学历占团队
成员的比例超过97%。共有500人从
事滤波器研发设计，100 多人从事计
算机语言、工业设计软件、工业互联网
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技术研发。

“如今，很多企业已经形成‘赚钱，
买国外机器，再赚钱，再买国外机器’
的路径依赖，宁可高价向外国企业求
购也不愿尝试我国国产设备。这种情
况危害极大。”孙尚传说，国产设备大
多为“后起之秀”，相比于领先多年的
外国企业自然难言成熟。可是，不尝
试怎么发现问题，不发现问题怎么改
进，不改进怎么成熟？最终，中国装备
制造会因此陷入“越不成熟，越无人问
津”的恶性循环——这是大富科技近
期思考最多的问题。

“如今，5G时代已经开启，大富科
技将以助力民族工业发展、拉动周边
和上下游产业链为己任，继续在发展
实体经济、提升工业技术水平的道路
上走下去。我们希望，未来能有更多
企业把发展国产装备作为自己义不容
辞的责任。”孙尚传说。

大富科技大富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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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共创共赢·数字化未
来”为主题的“2019 施耐德电气创
新峰会”在厦门举行。施耐德电气
有限公司在峰会上发布了覆盖数字
化配电、智能制造领域多项创新产
品和解决方案，并与合作伙伴一起
展示了高效基础设施、智能楼宇、透
明工厂、边缘数据中心等20个行业
应用，努力推动其在中国市场的数
字化转型业务。

施耐德电气总部位于法国，以
提供能效管理和自动化、数字化转
型解决方案著称。该公司于 1987
年进入中国市场，业务主要集中在
楼宇、数据中心、工业和基础设施 4
大领域。施耐德电气中国研发中心
是公司三大研发创新中心之一，有
超过 1000 名研发人员，专利累计
超过1300个。

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全球执行
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尹正在接受经
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性技
术革命带来了数字化和电气化两大
趋势。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
大量数据被不断采集分析，并为更
多行业和领域赋能。随着分布式能
源、新能源越发普及，其对数字化赋
能的需求也愈发迫切。“数字化与电
气化的相互推动正在催生新一轮能
源转型与工业革命。”

“近年来，施耐德电气不断加大
对数字化相关业务的投入，并将中
国市场视为其数字化转型业务增长
的重要一极。”尹正表示。

5G 技术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
型进入快车道。相比于 4G 技术，
5G 具备低延时、大带宽等优势，将大幅提升生产控制系统的
精确度。随着 5G 时代到来，工业物联网将呈现爆发趋势，B
端即企业终端的互联互通将获得更多可能性。由此，众多传统
制造业巨头及互联网巨头等，都将工业物联网视为企业的下一
个增长极。

尹正认为，工业物联网领域的市场空间十分巨大，有一大批
企业将从中获益，不过“赢家通吃”局面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施耐德电气将秉持专业化战略，聚焦能效
管理和自动化的数字化转型。

尹正表示，企业要实现良好的数字化转型，需要非常灵活并
具有高度开放性的基础架构和平台。2017年初，施耐德电气推
出了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平台EcoStruxure。该平台由3层架构
组成，可为企业提供可见性和控制方案，能够在工程成本、调试
成本、时间优化等方面节省资本支出，在节能降耗、提高生产率、
维护成本优化、提高设备可用时间等方面节省运营支出，帮助企
业应对未来更加分散的、数据导向的能效管理模式。

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例。通过应用 EcoStruxure，
医院供电系统排除安全隐患和故障的处理时间节省了20%，医
疗设备能够在可持续、高质量的供电环境下运行。随着故障响
应率的提高，医院用电能耗也下降了18%。

目前，EcoStruxure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部署了48万个安装
现场，涉及 2 万名系统集成工程师与开发者、3000 家公用事业
单位和企业、65万家服务提供商及合作伙伴。

尹正还表示，企业在推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注意通过
IT（信息技术）或 CT（通信技术）为 OT（运营技术）赋能。“只有
能在运营方面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IT才有意义。IT公司对于
传统行业的设备和 OT 并不熟悉，不了解其制造工艺和流程。
很多企业耗费巨额资金搭建了数字化系统，但落地效果并不明
显。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必须让IT和OT充分融
合，让IT了解传统行业的流程和OT。”

此外，搭建“朋友圈”对于数字化转型也至关重要。尹正表
示，没有一家公司或一种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施耐德电气
将与众多合作伙伴一道，为不同领域的客户提供更完整的解决
方案。

“每个用户都希望把 IT 和 OT 结合起来，解决特定应用场
景中的问题。这需要多行业、不同应用场景的专业化知识。因
此，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开放的‘朋友圈’，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
础，共同分享资源，共同创造价值，这样才能在数字化未来实现
共赢。”尹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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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晓芳报道：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日
前宣布，2020年低硫重质清洁船用燃料油产能将达到 1000万
吨，2023年这一产能将超过1500万吨。

资料显示，目前船舶排放已成为全球港口及海域的主要大
气污染源。一艘大中型集装箱船 70%负荷航行产生的 PM2.5相
当于21万辆国Ⅳ卡车的排放量。

为减少船舶硫氧化物排放，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防止
船舶造成污染公约》规定，从2020年1月1日起，全球船用油硫
含量上限必须从3.5%降至0.5%，大幅下降86%。

我国作为 IMO的 A类理事国，已于 2018年 10月份开始在
长三角地区实行限硫控排，并于今年 1 月 1 日提前在沿海实施
限硫控排，比IMO的规定提前了一年。

根据中国石化的计划，2020年1月1日前，集团公司将在舟
山等国内主要港口实现低硫重质清洁船用燃料油全面供应，在
新加坡等 50多个海外重点港口具备供应能力。此举可以减排
二氧化硫约60万吨，相当于6400多万辆国Ⅳ卡车停开一年。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吕大鹏表示，作为
世界最大的炼油公司，中国石化炼油技术先进，主力炼化企业临
近沿海、沿江船用油消费市场，有能力、有优势实现低硫重质清
洁船用燃料油规模化生产，全力为中国及全球海洋大气污染防
治贡献力量。

此外，中国石化旗下长城润滑油也配套推出了适用低硫清
洁燃料油的船用发动机机油产品，并通过了国际知名船用柴油
机制造商OEM认证。

据了解，2000年以来，中国石化已投入3000多亿元用于油
品质量升级，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欧美二三十年的路。目前，集
团公司已在全国范围内供应清洁的国Ⅵ车用汽、柴油。

中国石化：

明年形成千万吨清洁船用燃料油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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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科技认为，所谓“客户就是上帝”是有条件的。一家没有自主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连议价权都没有，何谈客户，奢谈上帝？因此，唯有自主创新才是正途。

一个国家要在全球科技革命大潮中立足，只做应用级产品是没有未来的。因为那只是“花”，再好看的花

在漫长的工业进程中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必须自主研发工业母机和工业设计软件——这才是“根”。企业

要以此为根基，培养自给自足的产业生态链

题图题图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滤波器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滤波器。。

图图①①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机器人可靠性试验厂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机器人可靠性试验厂。。

图图②②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控机床生产现场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数控机床生产现场。。

（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