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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尼起重机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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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尼集团是技术先进的起重机制造商和起重机服务提供商，在世界各地拥有

600多家的分支机构和16000多名员工，服务于一般制造业、航空航天、汽车

制造、船舶制造、废料再生能源、造纸、钢铁、港口码头等多个领域的客户群

体。科尼集团为客户提供效率更高的起重解决方案，同时还通过全球服务网络

为各种工业起重机提供专业的维护保养和改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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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尼服务 

关怀预防性 
维护方案 



 
 

科尼服务 
      我们为多个品牌的各种类型工业起重机和起重葫芦提供专业的

维护服务和备件—从单台设备到整体运营。我们的目标是提高您运

营的安全性与生产效率。 

      实时生命周期关怀是   

我们的维护方法—旨在通过

提高设备正常运行时间的生

产效率并减少停机成本，从

而帮助客户实现更高的设备

生命周期价值。 

提高生产效率 

减少停机成本 

提高设备生命周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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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000 
台设备包含在服务合同中 

 

7 000 
名服务员工 

 

4 000 
名服务工程师 

 

20 000 
远程连接 

 

50 
业务分布国家 

我们的        
维护方法 
 

       实时生命周期关怀是我们综合的、

系统性的维护方法，将数据、机器和人

员联系在一起，并由先进的工具和流程

来支持。通过维护和实时数据的可见

性，结合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帮助客户

提高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起重机技术人员采用系统的风险评

估和建议方法，支持顾问式、有计划的

回顾流程，来推动客户安全性和生产效

率的持续改进。 

 

实时生命周期关怀 

 
通过检查和预防性维护来识别风险和改进机会，从而遵
循法规和标准。 

前瞻性维护保养通过状态监测、高级检查和数据分析来
预测组件或设备故障。 

故障维修和小型改造解决安全性和生产力问题，并提供
改进机会。 

咨询服务通过先进技术和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来提供各
种咨询服务，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您的起重机及其组件，
可指导决策制定，发现关键问题。 

大型改造服务延长设备的经济使用寿命，实现了起升
量、速度、工作级别或负载控制的提高。 

新设备和备件的范围从简单的环链葫芦和工作站起升系
统到工业起重机和特种起重机，以及备件和替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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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关怀 
预防性维护方案 

      将预测性维护元素纳入预防性维护保养计划可

以进一步优化维护活动，减少计划外停机时间，提

高设备安全性、生产力和生命周期价值。 

 

风险评估和建议方法 

   关怀预防性维护方案是我们生命周期关

怀的基础。该方案旨在通过系统应用预防

性维护检查、当地适用的合规检查、常规

维护保养和TRUCONNECT®远程监控来提

高设备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根据您的设备状况和使用条件来量身定制

服务内容 

      我们根据设备、使用情况、操作环境、

工作等级、服务历史、制造商建议和法定

要求，为您的运营量身定制服务内容。 

 

       检查和预防性维护是“关怀”方案的

核心，为维护保养计划、跟踪、报告和咨

询提供了基准。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

来评估和优先考虑安全

风险、生产风险和不能

确定的状况，以此识别

各种改进机会。我们会

通过顾问式的回顾方法

提供建议，以优化您的

安全性及生产效率。  

针对完成的服务活动的风险评估和建

议可以随时在科尼客户门户网站

yourKONECRANES.com上查看。 

顾问式服务方法 

在现场 

2个工作日内 

一年一次或根据需要 

安全回顾 

当发现现场有安全风险时，

服务人员在离开现场或将设

备投入运行之前，将与客户

进行安全回顾。 

 

拜访回顾  

服务请求完成后，服务人员

将在客户现场进行回顾，和

客户分享服务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回顾风险和改善机

会，并就所建议的下一步行

动计划征求客户的反馈。 

服务回顾 

我们将通过在线或电话回顾

服务过程发现的问题和确定

的风险，解答客户的疑问，

推动现场问题的解决。 

业务回顾 

我们将和客户的管理人员共

同回顾过去时间内的服务执

行情况、了解客户对服务的

反馈，体现服务的价值，进

一步加深双方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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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怀服务方案， 

还有哪些服务方案？ 

   如果您仅有基本服务需求 

“联系”按需服务方案 

当您有备件、故障和其他短期需求

时，我们可以快速响应为您服务。 

 

“状态” 检查服务方案 

如果您还没有决定要外包您的预防性

维护保养工作，我们的“状态”检查

服务方案可以帮助您的设备符合当地

法规要求的检查需求，并为您的维护

保养活动提供支持。 

   如果您有更多的服务需求 

“承诺”维护方案 

希望从更大范围的维护外包服务中获

益的客户，我们的“承诺”维护方案

可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制。 

 

“完整”维护和运营方案 

如果客户想将整个物料搬运流程外

包，包括运营和维护，我们的这套方

案可能符合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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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KONECRANES客户门户网站 
我们的客户门户网站 yourKONECRANES.com, 帮助您

方便快捷地读取相关联的起重机使用数据、维护数据

以及设备详细信息， 通过清晰的视角来审阅所选时间

范围内的事件和服务活动。 您可以快速查看、分析 

和分享单台设备乃至整组设备的汇总信息。通过观

察异常现象、分析和趋势来帮助您做出明智的、基

于事实的维护决策。  

异常可表现为故障这类异常事

件，且需要在发生后及时处理，

比如过载，知道何时发生过载是

正确识别原因的第一步。  

分析可表现为重复发生的事件，可

能每天、每周或每月发生，查看分

析可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例

如，过热的经常性警报表明需要对

设备或工作流程做出调整。 

对趋势的研究可以帮助客户实现

提高安全性和生产力的目标。数

据图表提供了事物增加或减少的

可视线索。通过分析长时间的数

据行为能有效助力投资决策和前

瞻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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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触之间，信息纵览 
维护保养信息 
● 检查和维护保养的结果 

● 未解决的安全和生产风险概述，及TRUCONNECT安全、生产和状态警报 

● 可通过多种关键信息检索的设备清单 

● 可共享和打印的电子报告 

● 服务日历中显示已完成和将要进行的服务活动 

服务合同 
● 合同包含的设备清单 

● 有服务的设备数量—合同未包含的设备 

● 服务期间和频次 

● 合同包含的服务产品 

● 月度服务日历中显示每台设备执行某项服务的时间 

TRUCONNECT数据 
远程监控 

● 与安全相关的问题，如制动器使用寿命、温度过高、超载和紧急停机。 

● 关键警报和故障的帕累托分析 

● 运行统计，如负载变化，起升机构运行监测、工作周期和运行时间等。 

● 对选定部件（如起重葫芦、制动器、接触器和小车）剩余设计工作时间

（DWP)的估算。 

制动器监控 

● 制动气隙测量，对刹车片磨损的间接测量 

● 电气故障和机械故障警报 

服务回顾 
● 对完成服务请求的结果和行动做总结 

● 不确定确定的状况清单—无法目测检查确定 

● 每个检查结果和行动都可以点击展开，查看包括建议和照片等细节 

● 服务报告可以下载并轻松以邮件分享 

业务回顾 
● 服务关键业绩指标显示服务设备的趋势 

● 在所选时间段内的检查结果和行动数量 

● TRUCONNECT安全和生产警报趋势 

● 总花费、单台设备花费和单个服务产品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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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前瞻性维护保养元素 

       前瞻性维护保养通过状态监测、高级检查和数据分析来更

好地预测组件和设备的故障。将前瞻性维护保养纳入到科尼“关

怀”预防性维护保养方案，可以进一步优化维护保养活动，减少

意外停机并提高设备的安全性、生产力和生命周期价值。 

 

优化您的服务方案 

 

       通过结合预防性和前瞻性的维护保养活动，我们提出维修

或更换组件的建议。事先与客户沟通，获得预授权的维修许可，

帮助科尼的服务人员主动地实施服务活动，可节省双方的时间和

金钱。我们不仅在与客户回顾的过程中分享这些建议，同时确保

客户可在门户yourKONECRANES.com中实时获得这些建议。  

处理好每个起重设备的关键组件 

 

       我们会单独处理每个设备的关键组件，并在与客

户的回顾过程中提供具体的建议。yourKONECRANES

中显示了设备和组件的剩余设计使用时间图表；可查

看的数据，理论剩余使用时间的估算和方法会随不同

的设备制造商和品牌而异。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服务设备的综合数据，我们将

不断提高对设备和组件性能的理解，并进一步开发数

据分析算法。我们将继续不断收集和分析成千上万台

来自多个品牌和制造商的起重机的维护和使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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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单独处理每个设备的关键组件，并在与客

yourKONECRANES

中显示了设备和组件的剩余设计使用时间图表；可查

看的数据，理论剩余使用时间的估算和方法会随不同

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服务设备的综合数据，我们将

不断提高对设备和组件性能的理解，并进一步开发数

据分析算法。我们将继续不断收集和分析成千上万台

来自多个品牌和制造商的起重机的维护和使用数据。 

实现前瞻性维护所需的服务 
 

要将前瞻性维护元素纳入到您的维护方案中，必须在适当时添加某些服务。

正是这些产品的组合，分析的使用和我们的顾问式服务方法使前瞻性维护成

为可能。 

服务产品 描述 

TRUCONNECT 
远程监控 

 

 

 

 
TRUCONNECT 
制动器监控 

 

 

 

 

油品分析 

 

 

 

 

 

高级齿轮箱检查 

 

 

 

联轴器检查 

 

 

RopeQ钢丝绳监测 

 

 

 

吊钩/轴颈检查 
 

 

 

 

通过设备控制系统和传感器收集设备状态、使

用情况和运行数据，同时针对异常提供警报。

该数据将用于维护保养计划以及预测可能的组

件和设备故障。 

通过状态监测装置收集制动器气隙状态、机械

和电气故障。该服务为提供当前制动器状态、

预计剩余使用寿命和发现故障提供支持。 

协助确定起升、行走和齿轮的适宜换油时间。

同时还提供有关内部齿轮部件状况和油品状态

变化等有用信息，从而揭示可能的缺陷，如缓

慢积累的齿轮齿口磨损。 

拆卸齿轮箱，并采用无损检测（NDT)技术对

内部部件进行检测。这种检查可以发现无法用

目测检查出的微小缺陷。 

旨在检查导致联轴器故障的问题。 

用于评估钢丝绳状况，包括无法通过目测检查

发现的钢丝绳内层钢丝、绳股和绳芯问题。 

旨在发现导致吊钩组的内部部件故障的磨损和

裂纹。 

远程监控和  

前瞻性维护保养 
 

远程监控用于收集设备状态和

使用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与您

的检查和维护数据结合在一

起，从而综合查看并分析设备

状态、维护保养和操作情况。 

 

研究和识别异常、分析和趋势

有助于我们做出明智的、基于

组件的预测，并确定下一步行

动的轻重缓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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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方案锦上添花 

       我们通过各种创新技术、咨询服务和备件来帮助

您提高运营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 

 

       科尼通过先进技术和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来提供

各种咨询服务，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您的起重机及其组

件，可指导决策制定，发现关键问题。 

 

确保起重机平稳运行 

平整方正的起重机所需的维护成本更低，而且也更可

靠。Crane Q起重机检测协同Rail Q轨道检测可以帮助

您了解起重机和轨道的几何形状及平整度。 

Rail Q轨道检测利用远程控制的机器人小车沿着轨道

运行来收集轨道信息。数据以报告的形式呈现，帮助

客户获得问题区域的完整视图。 

 

Crane Q起重机几何形状检测提供车轮对齐以及起重

机校准的准确信息。 

 

您的起重机还有多少使用寿命？ 

起重机可靠性分析着眼于起重机当前状况和剩余设计

寿命。由训练有素且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来搜集起重

机的详细信息，使用专门的工具和方法检查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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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各工业 
起重机的备件 
      在备件和服务方面，起重机由谁制造并不重要。我们不仅提

供科尼原装备件，而且可以提供多品牌的起重机备件。  

 

正品科尼备件 

请与我们联系来获得正品科尼备件。我们还提供通过战略收购的

多个品牌工业起重机的原厂备件和替换件。 

 

其他厂家备件 

我们了解多个品牌工业起重机产品，不仅是自己的品牌。我们可

以从原设备厂家采购零部件。 

 

等效备件 

作为原厂备件的替代，等效备件是科尼集团生产或从非原厂采购

的功能类似的备品备件。购买这些备件，可享有科尼的质保。 

 

高性能备件 

高性能备件主要为严苛的应用环境设计，提高备件在关键工艺应

用中的耐用性。 

备件              
随时在线 
 

您可以通过科尼备件商店 

store.konecranes.com

找到各种备件和配件。 

针对员工的安全 

和合规培训 

 
起重机操作员培训为参加者提

供工作相关的知识，以协助减

少操作员可能导致的不必要停

机。操作员培训还可以提供额

外的知识，以避免其由于起重

机操作不当而对人员造成可能

的严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