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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萨克森-安哈特州 
企业家精神和科研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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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虚拟规划：Tarakos  
公司开发了一款模拟生产设 

备的软件。

是物流中转站。
这里

全球增长的交通出行需求需要创新和可持续的运输解决方案。节能减排车
辆、制造技术及智能多式的运输系统将决定未来市场。萨克森–安哈特州为未
来的交通带来活力。

德国中部一直是重要贸易路线的枢纽。企业重视中心位置和卓越的基础设施，
因为两者对高效的物流至关重要。对物流行业的需求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
商品流动得也越来越快。

在这一发展背景之下，萨克森–安哈特州逐步成长为德国和欧洲领先的物流中
心。莱比锡/哈勒机场、四条高速公路、易北河和米特兰运河以及密集的轨道
网络为各个方向的出行和物流提供多样化的交通解决方案。大型零售连锁店
也非常看重此地的基础设施，在萨克森–安哈特州建立了配送中心。行业潜力
巨大。从质量控制到付款交易，物流服务提供商在整个业务流程中逐渐拔得
头筹，获得愈来愈多的业务订单。 

萨克森–安哈特州也是汽车行业的重要地区：几乎每辆车都至少有一个组件
来自这里。州内有超过 260 家汽车配件的生产企业。除了驱动技术和轻型构
造之外，汽车行业能力研究所（IKAM）也致力于开创面向未来的电动汽车关
键技术。MAHREG 汽车集群确保工业和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邻近大型汽车制造商、卓越的科研力量和细致入微的集群管理为汽车行业的
企业提供了最好的框架条件。物流和交通领域是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强大核
心竞争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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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E RICHTER
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与市场有

限公司（IMG）高级经理

LUISA KITTNER
萨克森－安哈特州物流 
倡议组织的项目经理

流水线上的塑料：SLM 企业内的 230 名员工
为众多汽车制造商生产零部件。

成功源自一片铸件

来自 OEBISFELDE 的 SLM公司为

汽车行业提供塑料部件

基础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职业

B eate Richter 任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与市场
有限公司（IMG）的高级经理。她负责为物流
和汽车行业的投资者提供服务。Luisa Kittner 
是萨克森－安哈特州物流倡议组织的项目经

理。我们就快速发展的行业及行业需求采访了两位专
家。

萨克森–安哈特州位于德国和欧洲的中心位置。这是
物流企业的理想之地，对吧？
BEATE RICHTER : 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萨克森–安哈
特州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物流地区之一。我们拥有
一流的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交通。这意味着能
够快速连接市场和客户。此外，萨克森–安哈特州在
物流领域拥有强大的研究基础设施。Hermes Fulfill-
ment、arvato 或 Radial 这样的投资企业都十分珍
视这一优势。 

近年来物流行业有什么样的变化？
BEATE RICHTER : 物流行业现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行
业之一，根据物流绩效指数，我们甚至已成为物流世
界的冠军。随着电子商务快速增长，物流行业需要新
的配送中心。现在的物流不仅仅是运输和仓储经济。
工业 4.0 也深入了物流领域，使用最先进的 IT 系统，
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同时也精简了流程。制造型企业
越来越关注其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业务外包。物流服
务商因此提供越来越多的增值服务，例如预装配、翻
新和维修服务。

萨克森–安哈特州如何支持物流企业的发展？
LUISA KIT TNER :  物流倡议组织 Logistik.Initiative 是
一个能帮助企业找到其所需物流解决方案的营销平
台。通过与科研合作伙伴的协作，平台可以开发新的
物流解决方案以及评估和比较替代方案。

这一倡议组织不仅致力于维护物流服务商的利益，同
时也注重维护物流服务使用者和用户的利益。我们通
过物流促进行业间的相互联系，加强技术转移。

汽车行业在萨克森–安哈特州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BEATE RICHTER :  大众、宝马和保时捷就在我们的家
门口，因此州内有不少金属和塑料领域的供应商。

一些小型公司在特种车辆领域取得成功，具有高度的
灵活性和创新性。

联邦州在汽车行业的核心竞争力是高性能复合材料、
塑料技术和轻型结构。在这些领域，我们拥有着大量
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得益于这一优势，萨克森–安哈
特州汽车行业未来将在电动汽车方面开辟崭新的发
展领域。

www.invest-in-saxony-anhalt.com/logistics

物流不仅仅是 
储存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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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台注塑机生产大大小小的塑料零件。

随着高尔夫系列的更新换代， 
Thomas Brüsch 和他的 
SLM-Kunststofftechnik GmbH 塑
料技术有限公司也迎来了企业的发
展。从原先的７台注塑机到如今超
过 50 台，从最初的5名员工到现在
的 230 名，公司逐渐成长为一个雄
心勃勃的大团队。今天， SLM（立
体光刻模具）代表着全球汽车行业
所使用的高品质塑料零件。

“无论是高质量的双组部件、紧固
件、通风格栅，覆盖件还是散热器
格栅，我们的机器能够制造不同样

合技术发展的最新标准”，Thomas 
Brüsch 解释说。除注塑机以及各种
尺寸的多部件和堆叠模具之外，企业
还采用了最先进的超声波振动焊接
系统。为了降低物流成本，SLM 直接
在厄比斯费尔德（Oebisfelde）的工
厂内建立了塑料颗粒料仓库。

位于马格德堡平原边界的厄比斯费尔
德（Oebisfelde）距离位于下萨克森
州沃尔夫斯堡的大众汽车工厂不到 
15 公里。这是SLM选址在此的主要原
因，而且 SLM 在这里拥有充足空间，
可供企业未来扩建工厂。

充分挖掘潜力并且获得全新视角，-
Thomas Brüsch自年轻时就对此着
迷。他很早就明白，他想自己当老板。
完成汽车修理学徒的学习后，他走
进了高校，获得了技术工商管理的学
位。这位 45 岁的老板也想给公司的

件良好的培训基地。此外，企业还设
立了绩效奖金，并提供海外实习四周
的机会。”

SLM 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企业刚刚
新造了一个大型仓库。但 SLM 的发
展不仅局限于此。
 
www.slm-kunststofftechnik.de

式、形状和尺寸的部件。最小部件
仅有 5 克重，最大重达 1.2 公斤”，
总经理 Brüsch 说。除大众这一大
客户外，SLM 还为西亚特、奥迪、
宝马、奔驰、保时捷和兰博基尼供
应配件。此外，SLM 还是众多跨国
企业——例如麦格纳（MAGNA）
、佛吉亚（Faurecia）、SMP 和瑞好
（REHAU）的系统供应商。 

“为了在行业竞争的高压下生存下
来，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在技术发
展的最前端。除对员工定期进行
培训外，我们的生产设备也始终符

实习生提供扎实的培训，为他们创
造进一步的发展空间。除工具和工
艺工程师等职业外，SLM 还为公司
管理培养销售人员。 

总经理介绍到：“我们与员工和客户
保持着长期的情感维系，这是家族
企业成功的秘诀。因此，我们也为
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留用机会高、条

这一切都始于七台机器和五名员工。1998 年创立公司时， 
Thomas Brüsch 仍是一名学生。他的第一个客户是大众汽车， 
让这家小企业为大众高尔夫 4 系列制造塑料零件。

强大的团队：生产经理 Gunnar Kasprzyk 和总经理 
Thomas Brüsch。

4 5

MAHREG AUTOMOTIVE – 供应商网络

MAHREG Automotive 是 1999 年在萨克森–安哈特州建立的

创新集群，由 170 家公司和研究机构组成。增强区域供应商的

创新和效率是该集群的中心任务。MAHREG 的目标是通过信

息与合作以取得更多的创新。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在于科研机

构、服务提供商和制造商之间密集的知识和技术转让。萨克

森–安哈特州将成为开发和生产用于替代性、节能驱动系统的

轻型汽车零部件中心。

www.mahreg.de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职业职业：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模拟专家

TARAKOS 开发用于生产

和物流的规划软件

图像全现：在 tarakos 虚拟世界中，一副 3D 眼镜可以创造
透视和远视效果。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潜力潜力：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6 7



虚拟现实 (VR)

简而言之：tarakos 程序员可为物流环节和生产设施
提供动画模拟。

更安全和高效，能源成本更低。

“我们的软件产品并非是只为专
业人士设计、难以触碰的高端应
用程序。它们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
需求。这些软件产品可用于有效操
作、经济高效的采购、直观操作，
并可简单集成至现有用户 IT 架构
之中。使用者只需要几个小时的学

可进入式”的过程再现，往往决定
了是否实现项目，还是将项目从议
程中移除。通过这项技术，我们能
够显著降低因技术和企业规划错
误带来的风险。

HERBERT BEESTEN 及其员工为复
杂的制造流程提供虚拟规划、模拟
和可视化 3D 软件解决方案。建立
生产工厂或物流中心前，投资者和
企业可以使用 tarakos 软件包进行
工厂模拟。大型项目在实施前，3D 
流程可视化系统已经成为不可或
缺的工具。使用这一系统的优势非
常明显：准确规划、更高的生产率、

习和训练，即可运用该程序开展工
作。这一程序好比是一种在屏幕上
玩的乐高积木”，Herbert Beesten 
解释说。

Tarakos 软件包提供行业特定的数
据库，包含超过 500 个动画样式
的物流和生产对象，如机器人、高
货架、装配线、堆垛机、箱子、楼
梯、当然还有人。生产线、装配线
及运输过程可通过“拖放”得到
多样化的数字化映射。可针对每
一个模块设置性能、速度及相应
的周期时间。视频将播放整个生
产过程，用户可选择俯瞰角度或
地面平视角度。借助 3D 眼镜，虚
拟场景可在观众的身边“飞过”，
令人印象深刻。这种可视化的、“

“  创新并不一定意味着必

须创造一些全新的东

西。创新也意味着让事

务变得更加适用、更加

可用或更加便宜。”

HERBERT BEESTEN
Tarakos GmbH 有限
责任公司的总经理

“我们为高管和决策者制作电影”，Herbert Beesten 笑着告诉我
们。Tarakos GmbH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正坐在马格德堡前贸易港
口区域一座仓库改建的办公大楼内。当 Herbert Beesten 望向窗
外时，他看见一台废弃的起重机。tarakos的产品目录里也包含起
重机，但产品只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在屏幕上。

“我们客户不仅来自传统生产和物
流领域。培训公司、传动技术设备
制造商和规划商也属于我们的用
户群体。与客户保持紧密联系对我
们非常重要。通过培训和深入的协

虚拟现实指的是计算机实时生成的交互式虚拟环境中表现并同时感知现实

及其物理特性。

“虚拟现实”一词由作者 Damien Broderick 在其 1982 年出版的科幻小说

《The Judas Mandala》中提出。

在创建虚拟世界时，您可定义一些必须得以满足的要求，例如可信度、交互性

和保真度。

受访者：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潜力潜力：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8 9



Tarakos 系统提供的模拟
让详细规划成为可能。

工业 4.0

汤玛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革命性地发明了

蒸汽机，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流水线作业和机械化

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改变，John 
Parson的第一台数控机床迎

来了信息技术的曙光，在他们

之后，我们现在身处于第四次

工业革命之中。

在工厂规划软件领域，工业

4.0带来了所谓的“物联网”，

其结果是一座“智能的数字

化工厂”，工厂中的机器和设

备可通过互联网进行通信，由

此可改善材料的流动。

在所谓的科学港，弗劳恩霍夫工
厂运行和自动化研究所(IFF)与
Herbert Beesten的办公室仅一步
之遥。IFF与 tarakos 以及马格德堡
大学的计算机视觉系有着密切合

不仅大型企业使用 tarakos 软件，
中型企业对这一软件的需求更大。
例如，Burger Küchenmöbel GmbH 
厨房家具有限公司计划利用tara-
kos 程序规划新的生产工厂。

Herbert Beesten 出生于 1953 年，
他已经在盘算如何安排自己退居二
线，完成企业的管理权交接。这位
总经理坦言：“有序的管理权交接
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最好的情况是
我一步步逐渐退出”。这家企业并
不缺少潜在的收购投资者。有来自
于中国和美国的客商一直在询价和
商谈中。但 Beesten并不会仓促行
事，急于抛售公司，他希望 Tarakos
能有一条清晰的发展路线。因为他
十分清楚，在付诸行动之前，首先
应当准确规划。这家企业的名称 
tarakos 来自象棋开场时的用于，而
它将Herbert Beesten引向了成功。

www.tarakos.de/en/

作。Beesten这位土生土长的敏斯
特人说：“他们为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也为他们解决问题。我们的客
户从这些合作中受益匪浅。马格
德堡的不少员工接受过良好的教
育，特别是在计算机可视化和传动
技术方面，他们为产品开发贡献了
自己的核心知识。”。20 世纪70 年
代，Beesten作为年轻的电气工程
师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还参
与了热泵的研发工作。今天他成为
工业4.0 这一场数字化生产革命的
先锋人物。

2000 年，Beesten 创立了 Tarakos
公司 ，当时这家企业还坐落在
马格德堡大学的校园之中。而现
在，tarakos已经拥有13 名员工。

马格德堡科学港

科学港是由邻近的马格德堡大学和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

一同组成的马格德堡科研中心。科学与研究机构纷纷聚集在

这座弃用的贸易港口。早已经入驻的研发机构与新建的机构

形成交集，携手合作。如今，弗劳恩霍夫工厂运行和自动化研

究所(IFF)、马克-普朗克复杂技术系统动力研究所和应用研究

与技术转让中心的“实验工厂”都已进驻科学港。2006 年，

弗劳恩霍夫工厂运行和自动化研究所的虚拟开发和培训中心

（VDTC）在此揭幕，该中心是一个具有高科技实验室的现代

虚拟技术研究中心。昔日的两个旧粮仓改建成为“智库”，为

创新型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办公空间。马格德堡大学在科

学港建立了“交通和物流领域定位与通讯技术实验室和测试

场”，此实验室和测试场属于欧洲伽利略项目的组成部分。

www.wissenschaftshafen.de

商，我们与客户共同解决所遇到的
问题，找到优化的可能”，总经理
解释说。由于可视化软件应用范围
非常的多样化，因此tarakos的客
户群体也很广泛：大众、宝马、戴
姆勒等汽车制造商，伍尔特、西门
子和宜家都是我们的客户。企业研
制的软件不仅在德国得到广泛使
用，也在美国、中国和迪拜等国家
为客户提供服务。Beesten说：“企
业的海外业务约占 30%。特别是
在中国，市场对我们的软件产品有
较大的需求。

在全世界受到青睐：总经理Herbert Beesten将软件
远销中国乃至迪拜。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潜力潜力：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1 0 1 1



KILENDA

NERICON 工程与设计

未来：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初创

更快的增长
来自萨克森–安哈特州的企业
如何大展宏图？

自动为本
来自萨克森–安哈特州的全新解决方案

自动化与通信研究所 | www.ifak.eu/en

仅仅需要十年，德国道路上就不再会经常看到交通事故和交通堵塞。这是 马格德堡自动化和通信研究所
在一项交通出行研究中所得到的结论。

自 1991 年以来，自动化与通信研究所（ifak）一直致力于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各种应用领域中的研究。交
通和辅助手段是研究课题中的重中之重。目前研究的重点聚焦自动驾驶。自动化与通信研究所受德国联
邦内政部的委托，具体调查了车辆、基础设施和数据云之间自动交互的潜力：其实有许多技术今日本可
以实现，但却并没有问世，这主要归因于必要通信基础设施的缺失，而且道路使用者对此缺乏足够的接
受度。

THERMHEX WABEN有限公司 | www.thermhex.com

汽车应当越变越轻。但与此同时，价格不能因为重量减轻而升的太高。哈勒（萨勒河）实现了上述目
标——感谢带有蜂窝技术的专利轻质夹层材料。

ThermHex Waben有限公司首先通过内部价值展现实力：企业生产的、由聚丙烯制成的低成本热塑性蜂
窝芯可用于内饰、帽架和车辆后备箱底面，还可用于加固金属片和纤维复合材料部件。企业首次以连续制
造过程的形式生产了蜂窝芯。标准空间密度为每立方米 80 公斤或更轻，核心厚度为 3 至 30 毫米。

AMBULANZ MOBILE GMBH & CO. KG | www.ambulanzmobile.eu

保证提供及时的救援，救人于水火：坐落于舍内贝格的 Ambulanz Mobile GmbH & Co 公司制造 医疗
救护车、救援车和急诊车辆。在很多情况下，这家企业都是抵达目标地点的第一名。

作为行业中规模最大的公司之一，这家拥有 280 人的企业每年向客户交付 1400 台车。公司根据客户要求
量身打造，并将大部分创新力量投入到提高驾驶安全性的研究中。不仅对于患者，也对于员工，
这都是非常重要。在各项测试中，Ambulanz Mobile公司自我要求超过行业标准。它也是第一家使用可回
收材料生产内饰的公司，并将蓝光技术直接与 LED 灯集成到车辆顶部。

汽车是一种个性的表达方式。汽车应当具有个性、 
独一无二，同时兼顾环保的诉求。与此同时， 
市场变成一条赛道，新产品的开发周期不断缩短。 
通过NERICON公司可以让制造商更快抵达目的地。

这个来自 Gardelegen 的年轻工程公司全称为“NERI-
CON engineering & design”（NERICON工程和设计）
。自 2012 年建立以来，这家企业致力于为原型车辆、
测量车辆和研究车辆设计功能组件。公司的产品组合
包括被动冷却式全 LED 大灯以及档位选择器的各类
新设计方案。大众汽车是公司的重要客户，双方建立
了可持续的伙伴关系。这家企业的成员还在安哈特应
用技术大学求学时，大众汽车已经为他们打开了创业
的大门。Nericon 正在开发可用于 1:1 原型上的 自创 
3D 打印机。| 

www.nericon.de

完成一项项的任务能让一个人逐渐成长。孩子快速成
长的这一事实点燃了两个马格德堡大学生的商业构
想：他们是德国第一家为婴幼儿出租服装的公司。自
从这个想法落实为行动后，企业发展异常的迅速。

从 100 到 3000：Kilenda在线商店目前提供大量的产
品，其中许多为环保产品。超过 2000 名客户在这里
租赁服装并通过邮寄方便的寄回家中。Kilenda 每天
的接单量达到 100 单，企业雇佣了 15 名员工完成 IT 
开发、市场营销和发货。数以千计的标码货架和一套
特别的电脑程序能够减轻仓库的管理工作。企业发
展两年后的资产负债表：这里有人想变得更大更强。|  

www.kilenda.de

NERICON 还为这款电动车完成了方案研究。

Hendrik Scheuschner（左侧）和 Patrick Trübe 
创立了Kil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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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NDELHAUER 自行车

弗劳恩霍夫-试点工厂中心 PAZ

萨克森–安哈特州内有 5 个港口和众多
的转运站，连接了 

600 公里的内河航道。

州内高
校的 
大专业不断输
送物流领域的
接班人。在过去的十年间，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的销售额增长了  

34%， 
从业人员人数增 
长了 

38%.

全长 3100公
里的铁路构成了世界上最
繁忙的铁路网络之一。

在货运方面，全州拥有  多公里的

发达公路。

萨克森–安哈特州运输和仓储行业的从业人员有 

46000 名。

超过 260 
家汽车行业的供应商已经
入驻该州。

成功数据：
您已经了解 
了吗？

11000

一个越来越多围绕
车轮转的团队。

也许、会有、自行车链条
萨克森–安哈特州的轻量化制造不断取得成功

Schkopau 的研究重点：成型、
悬垂、压制和注塑于一体

更多动力、更加舒适、互联网直连：所有一切都在方
向盘上实现要实现一系列的附加功能，我们就要在汽
车上安装额外的部件，这会让汽车变得更重，也会导
致更高的能耗和排放。因此，制造商需要轻质结构。

位于 Schkopau 的弗劳恩霍夫实验工厂中心与来自业
界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用于聚合物基轻质结构的材
料。想法是：用高性能塑料取代金属——前者能够达
到同等强度，但重量更轻。研究重点在于玻璃纤维和
碳复合塑料，希望能获得可以经济高效批量生产的创
新材料。为此，客户可以使用弗劳恩霍夫实验工厂中
心从实验室标准到试验规格的各类设备。| 
 
www.polymer-pilotanlagen.de/en

没有必要发明新的自行车轮？四名马格德堡的大学生
却持有不同的意见。2009 年，他们以齿带代替自行车
链条，让自行车变得更漂亮，也让骑行风格变得更为
美观，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城市单车文化。在此之
后，他们凭借单车走向了世界。 

Schindelhauer 自行车设计已经囊获了多个奖项。研发
团队正在稳步发展，企业的产品组合和全球经销商网
络也在不断扩充。对于这一款自行车精湛的锻造技艺
而言，贵在典藏的质量，而非一款大众化的普及产品。
产品在很多方面彰显着华贵的气质。Schindelhauer 自
行车设计轻便、快速、美观，极具科技感。两个轮子之
上的纯粹主义有人说，所有两轮的产品终将失去市场
地位，面对被淘汰的命运。而结果却是：两个轮子成
为了世界一流。公司除了位于柏林的工厂，还在采尔布
斯特（Zerbst）有一个装配工厂。 |
 
www.schindelhauerbikes.com

突破：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关键数据1 4 1 5



联系： 
研究能力和网络

事物的进化和发展
坐落于马格德堡的BENJAMIN GMBH 
公司希望通过“流体物流”打破僵硬

的模式

Lars Bergmann 思考迅速，并且能够看到事物
的方方面面。未来的物流和生产流程也应该
有这样的灵活性和动态性：他正带领  
benjamin GmbH 公司着手研究一种技术解决
方案，让仓库中的物品自行完成组织，并行完
成处理流程：这就是所谓的“流体物流”。

这咋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任何数量的运输设备都可以
在空间内自由移动。所有一切都能同时发生，操作完
成精确度高，并且朝向各个方向，对于每一项要求自
我完成实时的适配。在机场，每个人都能立即拿到自
己的行李箱；在一个大型的物流公司，所有的订单都
能得到同时处理。耐心站队，等待轮到自己——这种
情况很快就会过时。

公司创始人 Lars Bergmann 自信地说：“这不是未来
的梦想。” 但这会引起大混乱吗？“不会，就像井井
有条的蚂蚁巢穴一样。正相反，这套系统非常高效“，
这位科班出生的经济学和经济信息学专家自信地微笑
着。多年以来，他在地下室用线圈和磁铁做着各类实
验，作为外行人，他钻研书本，从中汲取这方面专业的
知识。Bergmann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作为学生
的他对教授呆板的解决方案感到不满意。教授上的
那门课有关如何优化生产流程。而如今，这位马格德
堡人对如何优化生产流程有着一个响亮流畅的回答，
那就是：流体物流。从物流公司的仓库、生产设施和
百货商店，到日常生活中的全新服务，这一解决方案
有彻底改变世界范围自动化流程的潜力。 

流体物流可能会改变全球范围内的物流流程。

讲台：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 未来市场 交通与物流：关系1 6 1 7

高等学校和校
外研究机构

知识转移和研
究基础设施

集群和网络

Otto von Guericke University Magdeburg (OvGU):  
Faculty of Process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www.vst.ovgu.de  
Facul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ww.fmb.ovgu.de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Material Flow Technology  www.ilm.ovgu.de 
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ww.iesy.ovgu.de; www.eit.ovgu.de  
Faculty of Computer Science  www.cs.uni-magdeburg.de
Martin Luther University Halle-Wittenberg (MLU):
Chair of Production and Logistics I www.prodlog.wiwi.uni-halle.de

Harz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hs-harz.de

Magdeburg-Stenda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hs-magdeburg.de

Anhal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hs-anhalt.de

Merseburg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hs-merseburg.d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ynamic Complex Technical Systems, Magdeburg  www.mpi-magdeburg.mpg.de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Factory Operation and Automation (IFF), Magdeburg  www.iff.fraunhofer.de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the Microstructure of Active Agents and Systems IMWS, Halle  www.imws.fraunhofer.de

Institute for AutoMobility Expertise GmbH (IKAM), OvGU  www.ikam-md.de

Institute for Auto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 V. (ifak)  www.ifak.eu

WTZ Roßlau gGmbH  www.wtz.de
Industrial Laboratory for Functionally-optimised Lightweight Design, Magdeburg-Stendal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www.funktionsoptimierter-leichtbau.de
Polymer Competence Centre Merseburg (KKZ)  www.kkz-halle-merseburg.de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Applied Polymer Research (PAZ)  
www.polymer-pilotanlagen.de
Fuel Cell Laboratory and Test Stations and Battery Test Stations, OvGU  www.feit.ovgu.de

GALILEO Test Field for Transport Saxony-Anhalt, OvGU  www.galileo.ovgu.de

Satellite Navigation Saxony-Anhalt e. V. (Sanasa e. V.)   www.satnav-forum.de

Mobility Data Marketplace (MDM)  www.mdm-portal.de

Network Competence in Mobility (COMO) – OvGU  
www.automotive.ovgu.de/Projekte/Competence+in+Mobility.html  www.emv.ovgu.de
MAHREG Automotive  www.mahreg.de

R&D Network for Logistics Assistance  www.logistik.exfa.de
BiS-Net Cooperation Network for Fuel Cells in Series  
www.ikam-md.de/de/forschung/projekte/projekt-bis-net-brennstoffzellen-in-serie
Knowledge Network f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Quality Assurance (WFQ)  www.wfq-md.de



Lars Bergmann 是马格德堡 
benjamin GmbH 公司的领头人。

“哈尔登斯莱本制造”（"made in 
Haldensleben"）是一种质量保
证，凭此可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通
无阻。IFA ROTORION – Holding 
GmbH 公司几乎与所有知名汽车制
造商有着合作。作为传动和万向轴
供应商，该公司是欧洲和北美的市
场领导者。

FELIX VON NATHUSIUS 一手促成了这家国际企业的
成功：2014年，他接手父亲 Heinrich 企业管理层主席
的职位。对于IFA 产品如何成为出口热销产品的原因，
他这样解释道：“当客户开发新车时，我们很早就开始
与他们紧密合作。我们必须了解车辆外围设备，以便
制造完美的传动轴。“

轻质结构产品正在逐渐兴起。现在的汽车必须节能且
高效。这一需求让欧洲优质制造商特别倚重IFA 量身
定制的解决方案。除了德国大型汽车集团大众、戴姆
勒、奥迪、保时捷和宝马之外，沃尔沃、法拉利和捷豹
路虎也都是IFA的客户之一。在北美市场上，福特、通
用和克莱斯勒都依靠哈尔登斯莱本的优质传动轴。
在亚洲范围内，现代也是IFA的客户之一。

这一企业群体掀起了一股“世界性潮流”：由工程师
组成的国际项目组开展工作，除了位于哈尔登斯莱本
的总部工厂以外，南卡罗来纳州和上海的办事处也能
直接接洽客户。Nathusius 说到：“我们通过精简、高
效的流程跨越时区和国家边界，为客户提供服务。"

大目标：IFA 计划在 2025 年之前成为德国中部领先
的工业企业，并进入全球前 100 名汽车供应商的行
列。“相信不久之后，报刊头条会带来更令人振奋的
消息”，Nathusius 肯定的说到。

www.ifa-group.com/en/

公开。但汽车、化工和物流行业已经对该技术萌发了
巨大的兴趣。在跨行业物流和生产领域，这些马格德
堡人将不断寻求更多的战略合作伙伴。

www.benjamin-gmbh.de

其基本原理类似在桌面上神奇移动磁铁的硬币。 
Benjamin GmbH 公司通过电磁驱动模块解决了这个
问题，这些电磁驱动模块可以铺设在地板内或地板之
上。它们产生的磁场大小、速度和强度由软件来控制。
系统如同一双神奇之眼，补充了物流对象的群体智
能。为此， Bergmann 的14人团队一直在寻找正确的
材料流算法。

该系统可精确地传输任何尺寸的物体，这个过程中物
体不会相互接触，并可实时响应环境的变化。它更快、
更经济实惠，且更有针对性，同时也能应对重负荷的
挑战。因为流程可并行发生，工厂的一些核心区域例
如仓库、输送和生产等区域可以相互合并在一起。

来自达姆斯塔特欧洲航天研究操作中心（ESA 
Darmstadt）、法兰克福应用大学、布伦瑞克工业大
学的科学家也参与了研发工作。项目赢得了多方赞助，
支持这一大型研究项目的开展。成立于 2008 年的 
benjamin GmbH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为其发明注册了
专利。该公司与法兰克福机场运营公司 Fraport AG 
等主要工业合作伙伴一起，正在努力使其系统变得愈
发成熟。当然目前系统技术还有保密义务，无法完全

到目前为止，物流过程往往采用僵硬的模式。

磁场让物体在空间中自由移动。

萨克森-安哈特州的
优质传动轴

IFA ROTORION 追求国际范
围内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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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GIT GRÜNTHAL
企业客户融资咨询服务

获奖者

BEST
FORM
MEHR /// WERT /// AWARD
FÜR KREATIVE IDEEN

创新成功

2013年最佳形式奖第三名
HOSS传媒和公关有限公司与哈勒交通股份公司
主题 ：哈勒（萨尔河）的“5号技术线 "

Hoss传媒和公关有限公司与哈勒交通股份公司联合推出的“5号技术
线”方案获得嘉奖：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电车轨道，这一方案让众多公
司和技术设备聚拢在一个平台上。这个多元化的项目让哈勒-萨尔区作
为技术高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并启动了多方的合作。

www.hosspr.de

  
对资助方的支持

自己的想法也许是世界顶级的想法。但对
于那些想要尽快飞到高处的人而言，自
由飞翔往往会陷入空气的旋流中。有经
验的副驾驶有时是无价的。因此，萨克

森-安哈特投资银行为公司提供融资和咨询方案，
让这些企业安全抵达目标地点，通过专家的帮助，
获得企业发展的成功。

在哪些情况下，公司可以从咨询服务中受益？
BIRGIT GRÜNTHAL:咨询在许多方面是有用和有益
的。例如，一家公司想在国外扩张。顾问能够制定针对
具体国家的营销策略，研究各国市场结构，传授出口
方面的专业知识。

投资银行会为此类咨询提供资金支持吗？
BIRGIT GRÜNTHAL:是的，而且是非常乐意。除了促进
企业的国际化转型之外，我们还在营销、组织优化、
人员或风险管理等领域提供咨询。我们所关注的焦点
始终是每个公司管理层所面对的具体问题，包括如何
改善环境保护，或如何增强企业的创新潜力。我们也
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继任者。

谁可以从这一类融资项目中获益？
BIRGIT GRÜNTHAL:据我们了解，中小企业特别依赖
外部顾问的帮助。所以我们也非常关注他们。为此，我
们也非常欢迎希望在萨克森-安哈特州创业的自由职
业者提交资助申请。

投资银行具体如何提供帮助？
BIRGIT GRÜNTHAL:我们按比例资助某一个特定项目。
资助最高可达项目花费的 50%。但是我们最多发放15 
个工作日的补贴，每个工作日的补贴最多 300 欧元。
但这对一个咨询领域，企业可提交多个申请。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BIRGIT GRÜNTHAL:我们需要获得一份针对弱点的最
新现状分析。入选的顾问公司也应该提前准备一份合
理的咨询顾问计划。我们期待着能够为您具体介绍我
们所提供的各种融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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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具卓越影响力的企业”AURA奖获胜者
RELAXDAYS有限公司
主题 ：拥有社会责任的互联网贸易

当哈勒的Relaxdays有限公司设置70个工作岗位时，有远见的总经理Martin
Menz考虑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诉求。这家网络经销商通过一个智能化数字
仓库为房屋、花园和休闲项目提供3000种商品：库存可随时在网上商店的 
B2B 区域内查看，其他的网络市场（例如易趣或亚马逊）则通过“电子数据
交换”（EDI）直接与平台连接。

www.relaxdays.de

2015年雨果·容克斯奖第二名
“应用研究的创新项目”
转子动力研究有限公司
主题 ：模拟软件 EMD

转子运转速度越高，摇摆幅度越大。从内燃机的涡轮增压器到重达 
350 吨的燃气轮机，上述问题可能造成大麻烦。模拟软件 EMD 能够安
全且真实地预测振动，还可以分析其他动态系统（如离心机或变速箱）
的走向和性能。

www.rdu-gmbh.d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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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

2,000 公里 1,000 公里 500 公里

萨克森-安哈特州

吸引力：

萨克森-安哈特州适中的成本结构

确保每个投资者都具有竞争优势：

设施完备的工业区的每平方米平

均价格约12欧元，显著低于德国平

均水平。可用于支持工资成本的资

金比例高达规定工资成本的10%。 

最佳：

萨克森-安哈特州的融资支持率位

居德国各州之首。小型、中型和大

型企业获得融资支持的比例分别

高达30%、20%和10%。

快速：

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与市场有限

公司是一站式机构；高效的决策通

道和超快的落实速度为您进入萨

克森-安哈特州市场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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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寻址、筹资和融资、接洽政府机构以及项目落地方面为您提供免费支持，并且绝对保密。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与

市场有限公司是西欧最佳区域经济发展机构之一，2016年再度荣获康威数据公司（Conway Data Inc.）颁发的“最佳投

资促进机构奖”，为您提供鼎力支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与市场有限公司 
Am Alten Theater 6
39104 Magdeburg（马格德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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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img-sachsen-anhal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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