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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领军企业，我们利用我
们的资源、全球性覆盖范围和专
业技术来推动耐火材料行业的	
变革，从而使我们的客户得到更
多收益

Stefan Borgas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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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 Magnesita 是耐火材料行业的全球领军企
业。我们拥有全球最广泛的覆盖范围以及最具
创新力和可靠性的产品和服务。我们还提供了
最稳健的供应和质量安全，这要归功于我们特
殊的垂直整合——从采矿到生产到全方位的服
务解决方案。 

我们是
RHI Magne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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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亿欧元
2017 年调整后的	预计收入

超过 120000 种
个性化产品

	

耐火材料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全球所有
高温行业工艺中。没有耐火材料，就没
有钢铁、水泥、石灰、有色金属、玻璃、
能源、环境和化工行业的存在。

耐火材料可以在 1200 摄氏度以及
更高温度的极端条件下保持牢固和稳
定。在材料燃烧、熔化、被火焰侵蚀、
烧制、熔合和成型的过程中，安全地包
覆材料。并且保护熔炉、窑炉等设备免
受热、机械和化学应力损坏。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这些极限应用场
景提供解决方案。为了给我们的客户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我们生产了超过 
120,000 种产品。这些产品包括耐火
砖、衬料混合物，以及滑动水口、喷嘴
和塞子等流控制产品。这些产品的使
用期限从一天内数个周期到 10 年之
久都有。我们用来制作这些耐火材料
的基础材料是菱镁矿和白云石，这些
性能卓越的材料本身也需要做巧妙的
处理：电熔镁砂的熔点在 2800 摄 
氏度以上。

 耐火材料可以在	1200		
摄氏度以及更高温度的极	
端条件下保持牢固和稳定。

我们有 
   重要的 
     工作要做…

我们面临的挑战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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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非常 
  重视领军者 
    地位

领军者并不仅仅意味着最大最强。对
我们来说，领军者地位就是要利用这
些优势来为我们的行业设定创新的步
伐，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们并没有把市场领军者的地位当做
理所当然。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推动耐
火材料行业以及依存于耐火材料行业
的其他行业的积极变革来保持我们的
领先地位。借助我们的卓越资源，我们
不仅要致力于改善客户的运营，还要帮
助他们提升业务绩效。

 领军者并不仅仅是要
成为最大最强。对我
们来说，领军者地位意
味着要利用这些优势
来为我们的行业设定
创新的步伐。

26%  
水泥, 石灰, 玻璃, 
有色金属 和其他
制造业

74% 
钢铁

细分市场总收入

我们行业的领军企业



与客户的合作越紧密，我们对客户的影
响就越大。因此，拥有一个遍布全球的
办公室、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对我们
以及对客户都很重要。我们将继续扩
展全球业务范围以便更加贴近客户。

与客户距离更近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
可以对他们的需求做出更积极的回
应，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倾听客户，从
而了解他们的关注点、文化和工作方
式。同时还能让我们对可以带来更好
建议、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新思维和想
法保持足够的警觉。 

卓越的资源和专业技能优势给我们带
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生产和产品销售
范畴。我们还为全球范围内的客户提
供覆盖项目、材料规格、热学研究、数
值模拟、采矿的跟进和技术支持以及
耐火设备的维修和机电服务解决方
案。

欧洲
北美

亚太

南美

23% 收入

2 个国家

6 个国家 
1 个研发中心

17 个国家 
1 个研发中心

3 个国家 
1 个研发中心

20% 收入

15% 收入

18% 收入

24% 收入

我们因您的需要 
   而存在

中东/非洲

9 个国家 
2 个研发中心

35 个
主要生产和原材料基地

超过 70 个
销售代表处

超过  180 个
向全球发货的国家

8 9全球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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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创新做到 
 1200摄氏度 
以及更高
 温度领域

在 RHI Magnesita， 创新往往发生在极端条件
下。盛放和倾倒高温液体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当
液体是 1200 摄氏度或更高温度的熔融金属
时，这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挑战。我们借助先
进的科学和技术（材料学、机器人学、传感器、大
数据和机器学习）来推动极端温度条件下的工业
工艺转型。我们拥有超过270位研发专家，是行业
内最大的研发团队。 除此以外，我们拥有超过
340位技术工程师和专家，在现场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咨询，为其开发并制定创新的解决方案。

但是我们的创新并不会止步于此。创新是  
RHI Magnesita每一个人秉承的理念。 

“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企业文
化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于人事、财务、客户服务部
门，还是研发和生产部门，无不例外。 

对于资本密集、行业竞争激烈的客户来说，奥镁
的领先技术与我们不断通过创新工艺、商业模式
和客户关系来为客户创造价值的重心相匹配。因
此，我们所有人以团队为单位工作，提高工艺流
程速度，为客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更多收
益的解决方案。

3700 万欧元 
年度研发投资

超过 19000 个 
精确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配方

1900 个
全球专利与持有的专利应用

极致创新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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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仅占客户产品成本的大约 
2% 到 5%，但是产品的稳定性（供应
和性能）至关重要。一次疏漏发货或产
品故障就可能导致整个工厂关闭。

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疏漏。所以我们已
将 RHI Magnesita 打造成业内垂直整
合最全面的公司。

耐火材料产品的原材料是天然矿物
镁、白云石和经过海水处理的镁砂等。
我们的资源包括全球最好的白云石储
备矿，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极高等级的
供应安全与质量控制。在一个不稳定
的全球市场环境中，它还有助于稳定
成本，确保给我们的客户带来长期价
格竞争力。

全面垂直整合意味着我们可以对端到
端客户服务承担重要责任，并完成定
制解决方案——从原材料的生产延伸
到安装和管理服务再到已使用材料的
再循环。

10 个
主要原材料基地

高达 98.2%
我们在巴西庞巴矿石的产品纯度

第一名
全球品质最优的镁矿石

不留任何	
	 	 疏漏

采矿解决方案 1 3

 我们不能留下任何疏漏。所以我们已
将	RHI Magnesita	打造成业内垂直
整合最全面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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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社区和环境

我们已率先应用技术在不伤害人或环
境的情况下有效地制造耐火材料产
品。通过数字化、遥控化、自动化和使
用新材料，我们持续努力令工厂更加洁
净，更加环保。

我们为整个业务过程设置了高等级的
质量和环保标准。我们已建立起一个
一体化的管理体系，来确保在集团范
围内始终如一地满足质量、环保、职业
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高标准要求。

服务客户

我们是创新科技领域公认的行业领军
者。但是为了给客户带来成果，必须有
效地将技术实现转化。 

这一切必将由人来操作完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重视人才的原
因。我们重视吸引并保留顶级人才，我
们鼓励开放、具有创新思维和主动性
的领导风格，我们提倡价值理念和决
心能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合作文化。我
们取得辉煌成果的强大团队由脚踏实
地、积极乐观、活力向上的同事组成。

许多同事在现场和我们的客户一起共
事，帮助优化耐火材料的使用，并制定
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我们以成为他
们友好、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而自豪，
工作中他们智慧、积极、容易相处。

我们在年报中定期透明地报告我们的
可持续性绩效。除了与当地社区积极
合作，我们的许多生产基地都有开放
日——我们发现，在了解了我们的工
作方式后，当地的支持和尊重有了显
著增长。

作为端对端服务的一部分，我们还帮
助客户以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式来使
用我们的产品。我们正在与领先的大
学和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新的天然和合
成原料以及再循环概念，以利用现在
和将来使用的耐火材料。

以人为本 
 为我们的 
客户服务

超过14000名
员工

超过 270 个
研发专家

超过 70 个
国籍

超过 450 个
每年从当地社区招募的学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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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refractory industry

RHI MAGNESITA
公关部

Wienerbergstrasse 9 
1100 维也纳 
奥地利

rhimagnesita.com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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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I Magnesita 是耐火材料行业发展的驱动力。	
我们在超过35个国家拥有14,000多名专业的员
工，	这使我们成为高档耐火材料产品、系统和
服务的全球领军企业。	这些耐火材料可支持钢
铁、水泥和玻璃以及众多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高温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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