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化空气集团
在中国
全球工业与医疗保健领域
气体、技术和服务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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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空气集团
在中国

液化空气进入中国

目前设有近

90
家工厂

液化空气集团 —— 全球工业与

氧气、氮气和氢气是生命、物质及能源不可或缺的小分子。它们象征着液化空气的科

液化空气集团早在1916年就进入中国，70年代开始向中国提供空分设备，经过多年的

医疗保健领域气体、技术和服

学疆域，自集团1902年成立以来，始终位于其业务的核心。

稳步发展，目前在中国设有近90家工厂，遍布40多个城市，拥有逾4000名员工。集团

遍布

在华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工业及医用气体的运营，工程与制造业务，以及全球市场与技

40

务的领导者，业务遍及80个国

液化空气集团的宏伟目标是领导所在行业，实现长期业绩，并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公

术部和上海创新园从事的创新业务。公司业务已覆盖中国主要的沿海工业区域，并继

家/地区，员工约66,000人，为

司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战略旨在实现长期盈利性增长。这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的卓越运

续向中部、南部和西部地区拓展。

360多万名客户与患者提供服

营、选择性投资、开放式创新和网络化组织。通过员工的全心投入与不断创新，液化

务。

空气集团顺应能源与环境转型、医疗保健及数字化领域的变革，为所有利益相关方创

液化空气通过创造卓越绩效和履行责任追求盈利性增长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并保持在

造更多价值。

中国的行业领先地位。依托于集团的长期战略与全球资源，公司聚焦能源、环境、高

拥有逾

科技和医疗保健等领域，以迎接挑战并创造新的市场机遇。凭借专业团队的全力支持，

4,000

2018年，液化空气集团的销售额达210亿欧元，其中保护生命与环境的解决方案所占
销售份额超过40%。液化空气集团在巴黎泛欧证券交易市场上市（A类），同时是法
国指股CAC40指数、欧元区斯托克50指数及富时社会责任指数成员企业。

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信赖的服务与高附加值解决方案，同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多个城市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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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持续发展计划

液化空气一直致力于可持续增长，尤其是控制自身及客户的二氧

液化空气集团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计划(CSP)涵盖：

化碳排放。2018年，液化空气宣布了全球性的气候目标，范围涵

- 清洁工业解决方案

盖资产、客户和整个生态系统。针对生产、运输和服务等业务，

- 清洁运输解决方案

液化空气致力于在2015年碳排放的基础上，到2025年将碳强度

- 促进当地发展的举措

降低30％。

社区共建 — 液空关爱计划
液化空气致力于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保护生命与环境、同时支
持社区的建设与繁荣。液化空气中国推广名为“液空关爱计划” 的
一系列企业可持续发展项目，包括“儿童安全讲座”，“马拉松急
救志愿者”，年度植树活动“绿色行动”，以及为边远地区学生捐
赠再生电脑的 “液空电脑教室”等项目。

液化空气集团
可持续发展战略
液化空气致力于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安全与
道德是我们的两大前提。
安全
液化空气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致力于确保生产运行对员工、客户
以及当地居民是安全的。集团在全球推行工业管理系统（IMS），包
括所有工业装置的技术程序和标准及相应的审计程序，以持续改善工
业运行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环保水平。同时，我们还大力推动基于个
人责任意识的安全文化建设，从而铸就液化空气组织层面和个人行为
层面的双重安全堡垒，始终保持和不断提升安全业绩。此外，液化
空气还致力于持续改善员工工作环境，通过制订相应的职业健康安
全政策、工作程序和作业标准，不断加强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管理。

液化空气同时致力于推动氢能发展。
氢气在帮助社会解决能源转型挑战方
面具有惊人的潜力，不仅为能源结构
引入了可再生能源，还能帮助化石燃
料的最终用途实现脱碳。液化空气在
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倡导成立了氢能

道德
在开展业务时，液化空气坚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尤其是在人权、劳
动者权益和环境领域。我们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融入当地的
文化与传统，同时通过实际行动传承液化空气的价值观。

委员会，旨在加快氢能经济发展，实
现零排放氢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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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市场
通过签订长期供气合同，液化空气投资建设大型空分装置及管
网，降低客户投资风险，确保项目的安全与可靠性。依托于强大
液化空气为不同行业的客户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与技术，包括

的工程整合和项目管理能力，先进的数字化运营中心和工业管理

工业和特种气体、能源方案、应用技术和服务，帮助客户提

系统、以及丰富的专业化运行经验和最佳实践，液化空气能够实

升业绩的同时降低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现最优化的工艺整合，为客户创造长期价值。

化工

能源

运用先进的专业技术为化工行业客户提供安全可靠、有竞争力

随着世界人口增长与经济扩张，全球能源需求提升。液化空

的氧气、氮气、氢气和一氧化碳等，并帮助化工行业客户实现

气致力于开发可靠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现有化石燃料

增效降耗、提高产品质量、优化工艺、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尾

储备的采收率、开采非传统能源、安全地加工产品、及制造

气，同时减少环境足迹。

更清洁的燃料。

全球

35 个国家运营
374 套空分装置
在

50 套合成气装置

冶金
提供从高炉富氧到表面保护等不同应用领域的创新供气解决方
案，有助于客户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同时

18 套热电联产装置

优化关键资源（如焦炭、铁矿石、金属废料和能源）的使用，实
现节能减排。

9,400 公里的供气管道
跨越 30 个国家

超过

中国

19 个省市运营
41 套大型空分装置

在

更多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11 套管网系统
全长超过 200 公里

运营

https://industry.airliquid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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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玻璃制造

为食品行业客户提供全面的工艺支持和服务，帮助客户改善食品质

运用专利技术定制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类玻璃（无论是车窗、餐具还

量、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节能降耗、优化成本。我们的创新型解决方

是智能手机屏幕）不同的生产环节。我们提供高能效的氧气现场制

案满足最严格的食品安全与卫生标准，主要应用于冷冻与冷却、温度

气系统及玻璃制造的应用设备，以改善熔制过程，达到节能减排的目

控制、气调包装、以及食品与饮料的生产。

的。

Nexelia冷却与冷冻工艺解决方案是定制化的优化冷媒解决方案。

Nexelia 热态全氧燃烧技术用于玻璃融化工艺，可节省燃料并降低氧气消耗。

技术与研究

制药和生物科技

前瞻性地预期客户终端市场需求及其对气体与设备的需求，为公共研

拥有在温度控制、惰性气氛保护和气液混合应用领域的先进专业技

究机构、高等院校、工业研究中心、实验室和检测服务供应商提供

术，能够在复杂的生产环境下通过安全的供气方式为客户提供可靠的

适合多种研究和分析应用的优质实验室气体和设备解决方案。同时，

高纯气体产品，满足药品和生物制剂的质量、可追溯性和过程控制的

作为光电行业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我们为高要求的客户提供高纯气

各种要求。

体、稳定的混合气体以及专门的设备和装置。

电子元件组装

环境保护

为电子元件组装企业提供从组装、试验、储存到清洁等各环节的全面

与造纸、印染、纺织、化工等诸多行业紧密合作，开发用于污水和固

支持，协助客户紧跟消费者轻量化、便捷性、质优价廉的需求趋势，

体废物处理的一系列气体解决方案与技术，协助客户满足最严格的环

不断为元件组装与印刷电路板焊接开发解决方案，以实现降低焊接成

保法规要求，这是他们继续生产活动的必要条件。

本、确保焊点质量的目的。

Nexelia水处理解决方案致力于减少可生物降解的污染物并实现污泥减量。

Nexelia电子元件解决方案运用先进的氮气保护和气氛控制技术帮助客户优化产
品品质。

汽车与制造

可再生能源

作为汽车与其他制造行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液化空气的解决方案

液化空气是推动氢能行业发展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专注于氢气的生

覆盖从原材料生产及轻量化、零配件制造和处理、到部件回收的全部

产、应用及加氢站的建设。我们还投身于生物天然气领域，提供沼气

制造流程，推动行业优化工艺，实现可持续发展。

提纯设备与生物甲烷液化技术，帮助客户将垃圾填埋场和废水污泥中

Nexelia激光焊接解决方案可优化焊接质量并降低成本。

产生的沼气提纯出生物天然气，用于发电、发热或作为车用燃料。
蓝色氢能：液化空气承诺到2020年，至少50%用于交通领域的氢气将通过无碳
化工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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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气
主要业务
液化空气致力于设计、生产和供应更高效和更强大的分子与材料，助力
全球最前沿的电子科技企业加速技术创新，推动智能全球化。
液化空气为半导体行业的客户供应超纯载气、电子特气和先进材料，这些气体不仅直接用于芯片制造工
艺，而且为机台设备营造超净的保护环境。在平板显示行业，液化空气提供的电子特气与高纯载气用于沉
淀、蚀刻或功能化制造薄膜晶体管的材料层。与此同时，液化空气近30年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光伏产业走向
可持续、可盈利的成长之路。

作为液化空气集团在中国唯一的电子特种材料中心，中国电子材料中心于2007年成立，2008年正式投产，
又分别于2014年和2017年完成了二期、三期扩产，实现特气生产、混配和充装等一系列功能，进一步加强
了液化空气向电子及相关行业客户提供安全、高效的超纯电子特种气体的能力。

高纯大宗气体（载气）
包括氮气、氢气、氧气、氩气、氦气以及干燥压缩空
气，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制造，可用于生产工艺和惰性
气氛保护。我们同时提供持续气体纯化和在线持续质
量控制服务。

高纯电子特种气体
包括各种高纯电子特种气体与混合气，用于半导体、
平板显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蚀刻、清洁、沉积等工
艺。

设备与安装

先进电子材料

提供电子特气和化学品的输送系统、超高纯管道、监
控系统等设备的设计、生产和安装的交钥匙解决方

运用尖端技术为客户量身定制的创新解决方案，包括

案。

硅氧/氮化物前驱体, 高、低介电常数前驱体, 金属及金
属化合物前驱体等。

全面气体与化学品管理
提供专业的现场服务，保障客户使用电子特种气体与化
学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持续性。

更多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https://www.electronics-airliquide.com/
our-locations-as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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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
液化空气医疗保健致力于各类疾病的相关研究，为患者提
供医疗产品、特种原料以及服务，从医院到家庭关怀和保
护脆弱的生命。

关键数据

液化空气医疗保健全球的

医用气体

家庭医疗保健（维新康）

呼吸治疗设备（液化空气医疗系统公司）

液化空气在医用气体领域拥有领先的生产、运输和管理能

维新康专注于呼吸疾病治疗和输液服务领域，致力于为糖尿

液化空气医疗系统公司为医院提供各类型呼吸机、面罩和雾

力，为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提供安全、高效、可靠和创新的

病、慢性阻塞性肺病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慢性病患者提

化器等设备，为急性和重症病患者提供全面的呼吸治疗和生

气体解决方案及服务，我们为医院提供的气体产品包括医用

供全方位的治疗服务方案，包括高性价比的治疗设备与耗

命支持。

氧、二氧化碳、麻醉气体、医疗设备用气以及医院实验室气

材、24小时紧急救援电话、信息化疾病管理平台、定期患者

体。

教育、患者体验中心及完善的售后随访和培训课程。

16,500 多名员工影响着
1,600,000 名驻家患者的生活，并为
15,000 家医院和诊所提供服务

消毒与防腐（舒美）

特种化学品（赛彼科）

舒美始终专注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消毒、防腐产品及服务，

赛彼科为化妆品、制药、营养、疫苗以及工业市场开发并供应创

致力于帮助人类和产品远离致病细菌和微生物感染。

新的特种化学品，并在动物疫苗佐剂领域奠定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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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身定制的
供气模式
液化空气拥有先进的技术以及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
定制解决方案，并通过四种专业安全的方式配送气体：工业钢瓶、大宗液
体、现场制气和管道输送。

截至2018年，工程与制造中国累计销售
大中型空分设备

130

工程与制造
液化空气工程与制造拥有众多前沿创新成果、

余套

丰富的专利技术及强大的本地工程资源，致力
于为各行各业提供低排放、低能耗和高性价比

工业钢瓶

现场制气

对于要求机动性和/或用气量较少的客户，钢瓶是一种

对于用气量大的客户，液化空气安装、运营和维护定制化现

极为实用的供气模式，能够满足各种生产工艺的要求。

场制气装置，满足不同行业客户对气体多样化的供应和纯度

液化空气的运输车队可根据客户的特定需求，采用单个

需求。我们对现场制气装置的日常运营实施远程监控与管

气瓶或不同容积的钢瓶集装格来供应气体。

理，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和安全性能。

大宗液体

管道输送

对于用气量较大的客户，液化空气通过专用低温液体槽

对于大宗用气的客户和集聚工业园区的客户，液化空气通过

车运送各类低温大宗液体，储存在客户现场的低温储罐

在华铺设的200多公里工业供气管道向化工、石化、炼油和

内以供使用。液化空气提供不同规模的大宗液体供应系

冶金领域的客户连续输送大量氧气、氮气、氢气、一氧化碳

统，并在系统安装、维护和监控领域具有丰富经验，满

以及合成气。我们对管道和制气装置实施24小时严密监控，

足不同行业客户的需求。

确保供气安全可靠。

各类标准产品近

的气体生产装置，助力客户实现安全可靠和有

290

竞争力的运营。
套
液化空气积累了丰富的项目执行经验，开发了一系列成熟的项目管
理流程和工具，可提供覆盖整个项目周期的解决方案，包括交钥匙

业务遍布中国

40

项目或EPC (工程设计、采购和制造) 类型的总包项目、设备销售项
目以及涉及多种技术的大型复杂项目。

多个城市
以及世界各地

液化空气工程与制造业务于1995年进入中国，在杭州投资建造了大
型的工程与制造中心，专注于先进的空分设备、合成气纯化装置、

能够设计并制造制氧量为

150,000
的超大型空分设备。

标立/小时

制一氧化碳装置、制氢装置及其它工业气体装置的设计、工程、制
造和安装业务。

液化空气工程与制造在上海设有另一个重要的工程中心，主要从事
基于鲁奇技术的方案开发和项目执行，如蒸汽甲烷转化和纯化工艺
项目。此外，该中心也为鲁奇专利技术在中国的转让业务提供支
持，致力于为中国清洁能源转化领域提供领先科技。

更多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https://www.airliquide.com/cn
/china/gong-cheng-yu-zhi-zao
更多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https://industry.airliquide.cn/gong-qi-m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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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创新是液化空气战略的支柱之一，使我们能够保持竞争力和开拓新市场。凭借一流
的创新人才和先进设施，液化空气致力于探求气体的新用途，开发尖端技术与解决
方案，通过减少污染、提高能效、优化自然资源应用、开发可替代能源，以应对未
来世界在环境、能源、健康、城市化和高科技领域将面临的巨大挑战。

我们在中国的研发项目与成果：
新型高效纯氧曝气设备开发
固体燃料全氧燃烧技术开发
生物质富氧气化技术研究
用于先进显示的前体材料开发
电子器件组装的保护气氛研究
高效合成气净化技术开发
高速高效焊接技术开发
金属快速渗碳技术开发

研发
液化空气研发团队使我们能与国际知名大学合作开展研究，同时在发
展中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为当地社会提供应对未来挑战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研发活动位于集团战略的核心。液化空气的创新园战略性地部
署于德国、中国、美国、法国、日本，基于三个维度：

·

科学——制造有高附加值的分子

·

技术——丰富我们的工艺组合，提升多样性

·

理解用途——帮助客户与患者应对社会挑战

上海创新园于2016年2月正式揭幕。植根于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通
过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通力合作，上海创新园将加强液化空气在亚太
地区的创新能力、拓展相关业务领域，致力于解决能源转换、温室气
体减排、污水处理、城市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难
题。
凭借在先进科技领域强有力的技术经验，液化空气不断开创新

·

液化、超低温液体的储存及配送的定制化方案

的业务领域。我们致力于开发、塑造和孵化新市场，促进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在高科技领域（航空航天与科研市场）

·

提供超高纯气体纯化设备与气体持续在线分析系统，满足电
子行业客户对高纯气体的要求

与能源转型升级领域（氢能与清洁运输市场）开发以用户为导
向，富有竞争力的创新型解决方案。

在极低温领域拥有50多年的深厚经验，为客户提供机械制冷、

·

支持建造加氢站，推动氢能作为清洁能源在交通运输领域的
应用

·

提供沼气提纯设备与生物甲烷液化技术，助力循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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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液化空气视人才为最重要的资源和优势，始终
注重人才的吸引、培养和发展。

人才招聘
液化空气持续向社会招聘优秀人才，还制定了面向应届毕业生与在读
大学生的“凌云”、“扬帆@新高度”、“启航”等校园招聘项目，涵盖个
性化的定向轮岗计划、完善的培训和评估体系。

员工发展
液化空气关注员工自身的发展需求，通过管理发展路径和技术职业阶
梯两条线，尊重不同员工的职业发展选择。同时，我们为员工提供系
统性的培训课程与发展计划，以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雇主品牌
液化空气始终注重雇主品牌的打造，在中国的人才市场赢得美誉：
前程无忧颁发的“中国最佳100”及“中国人力资源企业培训典范”单项
奖，优兴咨询授予的“中国百强理想雇主”称号，威科集团授予的“最
佳忠诚留任实践奖”，“美世人力资源管理风尚评选”颁发的“最佳职业
发展平台奖”等。

22 | 中国主要联系方式

电话

液化空气中国总部
上海市古美路1515号18号楼
200233

+86 21 60903688

邮箱
大工业

cnalch-customer-li@airliquide.com

通用工业

customer.alc@airliquide.com

创新业务

atc.contact@airliquide.com

北京

北京

成都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8号亮马河大厦二座

北京亦庄开发区文昌大道18号 100176

天府大道北段20号高新国际广场B座603室

408室 100004

电话 : +86 10 56916396

610041
电话 : +86 28 85339190

电话 : +86 10 65906797

大同

广州

青岛

大同魏都大道78号富临宝城A座1906-1907室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广州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东路8号 266500

037000

世界贸易中心大厦南塔2001室 510095

电话 : +86 532 86911188

电话 : +86 352 2990137

电话 : +86 20 87679600

上海创新园

沈阳

深圳

上海市闵行区光华路1820号 201111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细河九北街26号 110142

深圳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A座1406A

电话：+86 80355000

电话 : +86 24 25175859

518052
电话 : +86 755 82302013

天津

武汉

天津河西区围堤道125号天信大厦21层 300074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流芳路41号 430205

电话 : +86 22 28408422

电话 : +86 27 81309602

北京 | 呼吸&糖尿病体验店

广州 | 呼吸&糖尿病体验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乙12号双子座大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100号首层夹层自编南

厦地下一B106C

一号

电话 : +86 10 6599 5233 / +86 10 6566 9942

电话 : 020-81816991 / 4009983305

液化空气工程与制造中国区业务
杭州

上海

北京

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28号德力西大厦1号楼20层 310012 （工程）

上海古美路1515号18号楼5楼 200233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8号亮马河大厦二座

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北三里洋石祥路398号 310015 （制造）

电话 : +86 21 60919000

408室 100004

电话 : +86 571 28166118

电话 : +86 10 65906797

请扫描二维码
关注液化空气中国
中国官网
airliquide.com/cn/china
官方微博
@液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