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件交换计划

部件交换计划：持久耐用的翻
修部件

服务领导者
零伤害
生产率最高

每吨成本最低

利用 Joy Global 部件交换计划保持设备运转
世界级的采矿业绩

时间降到最少很关键，如果无法快速完成维护操作，可能阻碍生产目标的完成。部件交
换计划可避免出现停机时间过长的情况。久益环球可在当天或第二天，立即通过区域仓
库为 P&H 与久益地面和井工设备供应焕然一新的翻修部件。 我们还为各种露天采矿设

每一位客户都是鉴证者

支持的服务产品：
露天设备

提供世界级的采矿业绩

• 钻机

• 轮式装载机

的直接服务网络提供世界一流的解决方案。

• 拉铲

• 拖运卡车

该网络使我们能与客户协作，共同开发创

• 电铲

• 输送机产品

我们对客户的核心承诺是：通过我们独有

• 与购买新部件相比，利用部件交换计
划可使得成本明显降低。
• 其OEM质保服务通常等同与或超过新
部件质保服务以确保 OEM 可靠性。 请
联系久益环球客户经理，了解具体部
件的质保细节。

新部件、产品、消耗品和系统，从而帮助
客户降低总拥有成本，同时最大限度实现
安全生产。

硬岩设备

井工设备
• 连采机

• 长壁系统

• 装载机

• 锚护设备

• 给料破碎机

• 卡车

-- 生产

• 巷道开拓设备

• 牵引系统

• 多用途车

-- 开发

• 输送机产品

TM

• 可仅在用现成部件替换故障部件时进
行必需的高代价停机，而无需整个维
修期内一直停机。
• 久益环球服务中心备有可随时供应的
部件库存，客户无需储备大量存货。
遍布全球的区域仓储设施可 24/7 全天
候满足客户的需求。

备提供非原装部件。

我们注重精益运营，由此推动我们致力于

降低客户运营成本

设备只有保持运转，才能实现生产目标。在计划和非计划设备停机过程中，将设备停机

• 凿井设备

• 钻机

• 部件交换计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改造
或者大修。翻修用故障部件换取完全
翻修部件，这些部件按照严格的久益
环球标准进行翻修，融入最新的设计
改进元素，符合原装设备技术规格。
• 露天设备部件交换计划并不限于久益
环球制造的产品；现在还扩展为可为
拖运卡车和非 P&H 电铲、轮式装载
机、钻机及拉铲选择翻修部件。

提供优质可靠的服务。我们利用久益精益
运营原则，消除浪费、简化流程、实现自
动化操作以及保护人员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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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 让客户放心使用翻修产品

部件更换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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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融入最新的设计改进元素，按照原装设备技术规格进行翻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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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修流程的第一步是完全拆卸部件，然后对变速箱底部和电
动机机架进行彻底的蒸汽清洁和珠光/喷砂处理

性能如新，并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

• 执行全面检查，其中可能包括故障/磨损分析、检查齿轮和花
键以及电动机架和齿轮箱的对准情况

• 任何达不到 OEM 规格的部件或组件都将被替换，以确保部件
整旧如新

久益环球部件交换计划只是众多可持续

• 作为部件更换计划的一部分，久益环球制造的电动机绕组可
用于维修电动机

• 我们尖端的电子部件由 OE 供应商负责维修和质保；这确保了
其性能与新部件相同

• 所有翻修的电动机都要经过 VPI（真空压力浸渍）处理，确保
可靠的内绝缘

维修与更换之后，许多部件将接受检测，以再现现实世界的应

可：

用：

• 减少浪费

• 电枢、风扇、铲斗门开头和其它高转速部件进行再平衡检测，
而所有电动机进行负荷试验，并进行振动光谱测量和分析

• 减少填埋的废弃物

• 液压元件在适当的速度和压力下进行测试，对制动器进行制动释放循环试验，并旋转变速器，确保在实地应用中达到最佳性
能

•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 部件经过维修后，重新达到原始OEM规范，或进行简单的更
换，使组件恢复到整旧如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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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测试和机械检查、非破坏性试验一样的严格：
• 对所有电路板、逻辑电路、电枢、转子、换向极、电磁场、电
刷、整流器、线圈、接线、电连接和接地母线进行电气操作和
完整性评估

• 使用磁粉检查法、黑光检查微裂缝法和/或超声波检查法对所
有承载组件和工作机械构件进行非破坏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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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计划中的一个。
我们拥有世界一流的翻修技术和工艺，

• 减少对原材料的需求

• 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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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管理

久益智能服务中心

通过合作、精益运营及一体化的技术解决
方案，久益环球与客户共同制定必要的资
产管理战略，实现预期的结果。客户可选
择能够补充其支持架构的生命周期管理方
案，减少代价高昂的停工，优化设备性
能，消除维护、维修及改造管理的不确定
因素。

预测和远程健康管理
利用预测、规范和实时的运行分析，将相
关数据和信息转化为对生产和维护团队有

久益环球服务

用的信息。通过一体化的服务和技术，帮
助客户提高产量、效率和利用率及改善盈

久益环球认识到客户需求各不相同，因此提供灵活的服务供客户选择，帮助客户最大限度提升 P&H 和久益采矿设备的性能和生

利能力。

产率。 建立在不同区域的全球久益环球服务中心和配送工厂，直接为客户提供服务。 提供的以下各项服务旨在帮助实现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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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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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产品和易损件

部件交换计划

服务中心维修

我们的服务产品和易损件 (SP&C) 经过精心

设备只有保持运行，才能实现生产目标。

我们独特的直接服务业务模式能让客户直

设计和挑选，可满足严格的应用和设计标

减少计划内和计划外的设备停机时间，对

接与久益环球服务中心联系，从而确保快

准。 凭借专用的地区仓储及电脑化库存系

实现生产目标至关重要。通过部件交换计

速周转，提供符合 OEM 规格要求的高质

统，我们可确保向世界各地的客户及时交

划，久益环球可在当天或第二天，立即通

量维修服务。 每个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皆

付物美价廉的服务产品和易损件(SP&C)。

过区域仓库供应翻修部件，这些部件已经

经验丰富技术卓越，全力提供优质可靠的

融入最新设计改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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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和现场服务

及久益环球无故障启动流程，我们的服务

久益环球提供经厂方培训的技术服务人员

团队已建设成为所有设备大修的首选资

和熟练的工作人员，为客户提供全年无

源。 我们的装配和大修计划有完整的原

休、7 天 24 小时全天候的设备维护及维

始设备服务支持，包括服务产品和易损件

修服务。 区域服务团队定期接受培训及认

部件交换计划支持日
益增加的电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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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装配和大修
通过应用新设备在装配工厂的最佳装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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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结构和液压及其
它多种组件。

性能生命周期管理

(SP&C)、部件交换计划 (CEP)、现场项目管 证，坚持以高效的标准服务客户。
理、人力、车间维修以及各种技术支持。
预测和远程健康管理

生命周期管理
久益精益运营
产品/流程/人员
如需部件交换计划，请联系当
无故障启动

地久益环球服务代表或访问久
益网站 www.joy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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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益环球全球分支机构

本文提供的产品设计、规格和/或数据仅供参考，不属于任何类型的保修条款。 产品设计和/或规格可
能随时更改，将不另行通知。 对产品销售和服务唯一适用的保修条款是久益环球的标准书面保修条
款，这些条款将根据用户的要求提供。
Joy Global、Joy、Montabert、P&H、久益精益运营及相关商标均属于久益环球公司或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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