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技术公司

中国区业务概况

携手共进
联合技术公司是全球建筑与航空领域的领导者。我们大量投资
于全新的技术，开发更佳的方式，让人们的生活安全、舒适、高
效且出行便利。我们把对科学的热情与精密工程相融合，来开
发智能、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推动世界前行。

奥的斯

普惠

全球领先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
道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

全球领先的航空发动机和辅助动力装
置设计、制造与服务商。

中国七个生产基地
三大品牌

在中国设有四家合资公司，从事制造、发
动机大修、客户培训以及销售业务。

位于上海的奥的斯全球高速梯卓越服务
中心

联合技术航空系统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

为商用、军用和航天客户提供先进航空产
品与系统的全球规模最大的供应商之一。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通过一流的
消防安全、安保、建筑自动化、暖 通空
调和制冷系统与服务，推动建筑变得更
加安全、更加智能、更加可持续。

中国商飞 C919 和 ARJ21，以及中航工
业的新舟 60/600、新舟700的主要系统
供应商。

联合技术公司
超过20万名员工

2016年全球净销售额572亿美元
2016年公司和客户资助的研发投
资达到37亿美元
联合技术公司在中国
超过2万名员工

员工奖学金计划 1,2,3
联合技术员 工 奖学金 计 划创立于 19 9 6
年，员工可通过该项目在自己选择的领域
接受继续教育，公司将为其支付费用。

联合技术全球
全球投入 已获得
超过
超过12
亿美元
38500
个学位

开利及富尔达暖通空调与制冷
集宝消防安防

GTS火警探测

目前有

6000

多名在读
员工

中国
投入超过 已获得超 目前有
1500万 过1300 150名
个学位
在读员工
美元

建筑自动化
能源服务
绿色建筑咨询

AdvanTE3C 系统集成

关注我们

微信：
联合技术

www.utc.com

微博：
@联合技术中国

1.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2. 自1996年项目启动始
3. 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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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技术在中国
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助力中国第一架大型商用喷气飞机开发

1888: 奥的斯在香港安装第一部电梯。

2014 年，联合技术航空系统被中国商用
飞 机有 限 责 任 公司 选中为 其开发 的
C919窄体商用飞机提供关键系统，包括
电源系统、应急电力系统、驾驶舱及油
门台控制系统、内外部照明系统、客舱
门紧急制动系统、防火系统、结冰探测
和防冰系统。

1929: 由普惠公司“黄蜂”发动机提供动
力的“洛宁”号飞机在上海和汉口间
提供航空邮政服务。

1937: 开利在上海安装第一台空调。
1973: 第一架装有普惠发动机和汉胜系统
的波音 707 飞机开始服务于中国航
空市场。

1982: 开利作为第一个外国暖通空调公司
在中国投资。

1984: 联 合 技 术 在 中国 的 第 一 家 合 资 公
司——中国天津奥的斯电梯有限公
司成立。

1987: 开利开始在中国运营。
1996: 普惠、成都发动机公司和中航工业共同
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航空合资公司——
普惠艾特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1997: 中国第一家全外资研发企业——联合
技术研究中心 (中国)有限公司成立。
1998: 中航工业和加拿大普惠成立合资公
司——南方普惠航空发动机有限公
司，为商用发动机生产零部件。

2002: 普惠与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
司成立合资公司——普惠中国客户
培训中心。

2007: 联合技术公司与清华大学共同建立
高效建筑研究中心。

2009: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完成对
中国领先的消防报警系统供应商海
湾公司的收购。

2009: 上海普惠飞机发动机维修有限公司
开业，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LEED白
金认证的厂房设施。

2009: 联合技术航空系统在天津设立专用
设施，向中国航空公司提供 MRO 服
务，为OE客户生产复合产品。
2011: 中国 航 空 成 功 使 用普惠 P W4 0 0 0
94 英寸发动机完成中国首次可持续
航空生物燃料试飞。

2014: 联合技术航空系统与中航机电系统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合资企业在西
安投入运营，并于 2014 年底交付第
一组C919 客机电源系统

2014 年，联合技术航空系统与中航机电
系统有限公司各出资 50%，组建了合资
企业西安中航汉胜航空电力有限公司，
为 C919飞机制造电源系统，同时为联
合技术航空系统的国际市场提供产品。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为房地产投资与开
发公司华润置地过去两年在中国新建的住宅
和商业项目提供开利暖通空调和爱德华消防
解决方案。

支持中国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为支持摩天
大楼、地标建筑、酒店、机场和地铁、游
乐园、公寓、别墅和超市的应用提供一
系列创新产品。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的产品在人
民大会堂、东方明珠电视塔等中国最具
代表性的建筑 结构中发挥不可或缺的
作用。

联合技术航空系统为中国商飞 C919 窄体客机
( 2017年首飞) 供应关键系统。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助力领导国
内绿色建筑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绿色建
筑委员会的创始成员。
为中国带来“静洁动力®”

2016 年，GTF发动机包括备选订单在内
的订单数超过了8000 台。自其于 2016
年 初投 入 运营以来，已实现 油耗降 低
16 % 、减 少 5 0 % 污 染 物 排 放 和 降 低
75%噪音轨迹的承诺。
推动中国前行的里程碑式成就
奥的斯为中国很多标志性建筑提供了电
梯和扶梯，包括东方明珠塔、广州塔和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2016 年，奥的斯中
国在中国第二高的建筑——平安金融中
心——安装了SkyRise ®电梯。

四川航空为其订购的 A320neo飞机选择普惠
静洁动力 PW1100G-JM 发动机，成为第一家
直接订购静洁动力发动机的中国航空公司。

在位于上海的奥的斯全球高速梯卓越服
务中心，有专门的工程师和项目专家团队
为中国及全球客户服务，负责SkyRise ®
电梯系统的设计、制造和运输。

2016: 中国南方航空与香港快运航空成为
首批接收由普惠 PW1100G-JM 发
动机提供动力的空客A 320 neo飞机

中国第二高的建筑— —平安金融中心在建设
完成后将安装奥的斯 SkyRise ® 电梯。联合技
术环境、控制与安防旗下的开利等品牌也将提
供产品和服务。

的客户。

2016: 奥的斯计划在上海建立一座高达220
米的全新电梯测试塔，作为奥的斯中
国新建的全球研发中心的一部分。

2016：西子奥的斯更名为奥的斯机电电梯
有限公司，在杭州正式挂牌。

奥的斯
普惠
联合技术航空系统
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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