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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给 停机

任何机会

故障

交付世界水平的运动控制产品和解决方案意味着在产品成功售出后仍要积

极提供专注细致的客户服务，坚持不断地为客户解决遇到的问题、应对面

临的机遇挑战并帮助客户获得最大的生产效率。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制造市场中，机器性能在确定成本底线时起着举足轻重
TM的作用，而穆格全球支持服务（Moog Global Support ）是帮助您设备日

复一日不间断运行的关键。

只有穆格全球支持能够提供优质快速的交付服务，具有所需的知识专长，

提供全球一致的服务，从而确保您的设备从始至终正常运行。我们的维护

和修理工作方式与宗旨就是与客户密切协作，尽可能消除停机故障，提高

生产效率。根据所需服务的地点与行业，穆格将直接或通过经过穆格授权

的当地经销商提供这些专业服务。

注重性能效绩

TM穆格全球支持（Moog Global Support ）是我们对客户

所作出的一个郑重承诺，旨在通过我们训练有素的技术

人员和授权的经销伙伴向客户提供世界水平的专家修理

和维护服务。 凭借只有领先的制造商才拥有的可靠性以

及全球性分布优势，我们为您提供可信赖的服务和专

长，使您的机械和设备以应有的性能平稳运行。

有了穆格全球支持，您可获取与帮助您提高生产效率的

专业人员合作所能享有的一切优势：

与穆格经过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合作，您可享有以下

优势：

让您的关键机械和设备以最佳性能运行，从而减少

停机时间

确保产品的可靠性、通用性及长久的工作寿命，

保护您的投资

优化您的维护活动，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升级替换

充分利用我们灵活的服务满足您设备和装置独特的

维护要求

由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使用原装设备制造商零部件

开展的修理服务，以满足最新的规格要求

备件产品的库存管理，防止意外停机

根据您的需要和要求定制灵活的维护计划和程序，

如更新升级、预防性维护、年度/长期合约、定期

培训、故障分析

穆格专业人员现场服务，提供更快捷的调试、设置

和诊断

享有可靠的服务，确保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拥有稳

定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质量



提高生产率的合作伙伴

如果您的伺服阀或作动器需送交修理，那么经过维修后

的阀或作动器必须能和新的产品一样发挥功用。这就是

穆格全球支持的承诺。我们提供高质量的维修服务、专

业的技术技能以及世界水平的客户服务，最大程度地缩

短停机时间，确保高水平的工作性能。

我们的修理服务以我们在运动控制领域保持领先的设计

专长和经验、可靠产品以及与客户密切的合作为基础。

不仅如此，全球实施的质量管理系统则进一步确保每一

次维修后的设备或部件达到最新的技术规格要求，使其

能够和新产品一样工作和运行。穆格产品备件信息和标

准全球共享，使我们能够为您提供原厂的服务品质。

穆格伺服阀和伺服比例阀被应用于全球最严苛的运动控

制应用之中。无论您的维护和维修工作中要求进行检

验、清理、标定抑或是部件更换，穆格是唯一能够既提

供所需的技术专长和全球产品数据库，又能使用原厂配

件确保维修质量的供应商。

伺服阀和伺服比例阀

此外，我们可提供最新

的阀设计来帮助您对装

置中的旧阀升级换代，

从而使您充分利用改进

性能，并保证稳定的货

源供应。

在燃气、汽车测试、冶金、蒸汽及风力发电机应用中，

穆格作动器在实现最高机器性能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而我们提供可满足用户特定需求的定制服务。穆格的

专家级技术人员根据需要始终使用穆格设计和制造的替

换部件以确保您的作动器功能如新。

作动器

从制订定期停机期间的

维护计划、到实施可修

护程序、到确定全面的

修理安排，穆格所提供

的服务最大程度缩短停

机时间，节约成本。

穆格还提供众多其它的运动控制产品，包括径向柱塞泵

（RKP）、伺服电机以及运动控制电路与装置。无论是哪

种产品，我们的技术支持都可帮助您的机器平稳运行。请

与您当地的穆格办事处或授权经销商联系了解更多详情。

更多产品的相关服务

绝对的物超所值。

我们帮助您提升机器的性能和生产效率。

更短的停机时间。

让您的装置始终平稳的运行是我们的首要目

标，因此，我们遍布全球各地的支持团队随时

待命响应您的关键维修要求，以确保最快的交

付服务。

优异的维修质量。

我们严格遵守穆格的质量标准，确保您的产品

维修后象新产品一样发挥功用。

强大的技术实力。

穆格及我们的授权经销商网络拥有丰富的运动

控制经验和应用知识，完全满足您的需求。

为何众多的设备维护人员

寻求穆格的帮助？

超越维修以外的客户关怀

作为领先的运动控制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穆格所拥有的

技术专长保证我们能够处于最佳位置为您提供恰当的升

级产品和选择方案，在无需重金投资新系统的情况下确

保设备的生产力。穆格团队可直接或通过穆格授权的经

销商网络提供满足客户特有需求的定制维护合约，包括

维修、培训、现场支持以及其它服务。

主要的服务项目包括：

作为领先的运动控制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穆格所拥有的

技术专长意味着，我们最具资格和实力为您提供适合的

升级产品和选择方案，在无需重金投资新系统的情况下

确保设备的生产力。穆格可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

满足客户特有需求的定制维护合约，包括维修、培训、

现场支持以及其它服务。预防性维护项目也适合那些希

望得到妥善保护以免意外停机事件的发生并同时拥有维

护规划能力的客户。

综合服务计划

穆格在您产品的出厂保修期满后的一整年（或等同的工

作小时数）内延长提供产品的全面保修服务。该计划适

用于穆格产品如伺服阀、泵、伺服作动器、伺服驱动器

以及伺服电机等。

延长产品保修期计划

通过上述各种服务计划、定期的维护访问以及停机期间

的有计划维修方案，我们帮助客户节约成本，使设备长

期有效地运行。我们奉行用户第一、客户至上的工作方

针，这意味着我们将到客户现场协助客户进行装置调

试、故障诊断以及专人培训。

此外，我们也为您提供电话支持以及电子和打印文档资

源服务，包括工作手册、图纸、软件和其它在线资源。

我们按照您的时间表工作，在紧急情况下可在24小时内

给予响应和回复。

您可依赖的服务

为节省成本提高生产力

问诊把脉

位于北美的一家主要的汽车燃料电池和储气罐制造商对

于其伺服阀更换成本之高难以理解。由穆格的当地经销

商以及工厂技术人员组成的穆格团队不但帮助该客户解

决了难题，也大大降低了相关成本。

帮助查找其吹塑成型机上的68个伺服阀为何在一年的时

间内就需要更换的原因。确定如何大幅度降低客户在更

换部件方面的投资及缩短相关的停机时间。

客户要求

在穆格经销商以及工厂运营经理的密切配合下，穆格进

解决方案

穆格快速诊断出问题根源并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客户

在12个月的时间里节省了大量成本支出，包括大大减少

所需的部件数量，缩短停机时间，以及提高设备效率。

取得成效

由于穆格团队快速的交付服务和创新的问题解决方式，

该制造商决定继续使用穆格专业技术服务以作为其整体

效能持续改善体系的一部分。

行了测试从而确定造成问题的罪魁是所使用的油液而非

伺服阀本身。在安装了一套由穆格经销商推荐的高效滤

油系统后，公司将一年内需要更换的伺服阀数从68个减

少到6个。



无论您在何处均能及时获得所需的支持服务

由全球各地的技术专家组成的穆格团队，时刻准备与客

户密切合作，确保其系统以最佳状态运行。从单一产品

到整个系统乃至相关软件，我们与客户共享我们的运动

控制专长和经验。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不断的提供更好

的系统和可靠的设备。

例如，我们建立的用户论坛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和升级软件

并提供给所有的客户进行使用。产品设计的改进同时也反

映到我们提供给客户的替换零部件中。这都充分反映了我

们对客户在系统工作寿命内提供支持服务的承诺。

穆格全球支持服务在全球超过26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提

供。我们知道客户机器安装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而

且穆格产品必须保证在每一设备中都平稳运行。

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

因而我们在流程设计、测试设备以及优秀人才方面进行

了大量投入，以确保我们在每个地方都提供连贯一致的

世界水平的服务。

我们还坚持不懈地投资于各种新服务以满足客户不断变

化的需求。随着技术的进步，停机的损失代价变得更加

巨大，我们将继续与客户密切合作，不断寻找新的途径

使机器更高效地运转。

当您想让机器拥有高可靠性、长久的使用寿命和卓越性

能时，请与穆格的维护与修理专家联系。我们将随时为

您排忧解难，让行业最专业的维修服务团队，通过专业

的知识与专长进行正确的维修，从而推动您的事业不断

向前发展。

从今天开始获得更高的生产力

快速高效的服务

让生产线再次正常运转

当中国的一家钢厂由于热轧生产线上的伺服阀受损而面

临停机带来的巨大损失时，其维护经理请求穆格帮助寻

找答案。

问题挑战

钢厂经理请求穆格帮助钢厂查明所使用的伺服阀为何发

生故障，导致生产线停工并造成巨大的损失。

解决方案

穆格对钢厂生产线中的电液伺服系统进行评估，重点对

其四个主要的工艺过程进行检查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

议。在对伺服阀进行检测的过程中，穆格中国维修中心

的技术人员发现，液压油中的杂质是导致阀的核心部件

包括关键的阀芯和阀套严重磨损的罪魁祸首。在确定问题

起因后，穆格迅速从其自有库存中找到足够的类似替换部

件加快阀的修理。在对液压系统进行清理后，钢厂用穆格

伺服阀产品替换了装置中的所有伺服阀。

取得成效

穆格为客户迅速分析查明液压油杂质问题并及时提供伺服

阀替换部件，从而防止其生产线的长时间停产，进而避免

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的风险。穆格伺服阀的安装大大提高了

生产线的可靠性和尺寸稳定性，而且保持了生产的精度并

获得更高的产品验收率。

现在，该钢厂采用穆格备件服务方案来满足其对长期平稳

无故障运行的要求。



我们为您提供穆格原厂配件，穆格最新的标准规格，

穆格专业的技术服务。

穆格高可靠性的维修

穆格阀是您的设备系统的重要配件其作用相当于您系统

的心脏，穆格以与制造新阀的同样精确的技术提供高品

质的维修服务。

为了保证中国客户能够得到及时服务与支持，穆格于

1995年在上海成立办事处并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如今

已经发展成为集维修，服务，技术支持，设备监测与诊

断，系统更新，油液监测，软件硬件升级等多项服务于

一体的有限公司。

通过我们的服务与支持能有力的保证重工，电厂，测

试，塑机等不同行业客户的设备正常运转。当您需要维

修或保养服务时，请相信我们的专业维修将在最短时间

内恢复您系统原有性能，穆格原装配件、穆格标准规格

和修理程序、穆格专业的维修技师所提供给您的信心承

诺是其他维修机构所无法提供的。我们承诺对维修后的

产品所更换的机械零件提供12个月的保质期。



按照您的需求

量身定制的定期维修方案

为了提高客户系统运行性能，我们为您提供定期的维护

方案和计划，包括检测，清洗，修理和升级，这种前瞻

主动性的做法是穆格原装配件修理和售后市场服务的突

出特点，更是确保最低的非计划停机时间的有效方法。

此外,我们服务专家可以随时为您提供现场服务，协助进

行系统调试，故障检测以及为您的提供员工培训，所有

的这些都为了更好的提高系统运行效率，提高员工的工

作效率。

目前在上海的穆格控制系统（上海）有限公司几乎能够

维修所有穆格工业用伺服阀。我们拥有先进的专为生产

伺服阀而设计的自动测试台，因此完全可以快速准确的

胜任维修所要求的所有测试。测试包括静态性能测试和

动态性能测试，如内部泄漏量，流量增益及其他性能。

所有来自于原厂的配件和专业人员的精确组装让您的阀

拥有和新阀一样性能。

伺服阀和伺服比例阀维修

穆格上海能够为所有冶金，电力和测试行业的客户提供

穆格伺服油缸检测和维修服务。我们的服务范围包括钢

铁行业结晶器振动缸，电厂控制高低压阀门，燃料输送

和旁路阀门的伺服油缸以及测试行业高频响振动油缸。

伺服油缸维修

穆格的RKP数字控制柱塞泵备有各种尺寸，结构，不同

的补偿器和安装法兰。这些元件满足关键的尺寸和材料

要求，从而保证更长的服务寿命和更高的使用效率。

无论是密封圈还是轴承；无论是柱塞还是滑靴，所有的

部件都来自穆格原厂。

数字控制柱塞泵

专业的维修和原厂配件保证维修后的油缸拥有和新品一

样的性能，大大的降低您的设备维护成本停工台时。

穆格高可靠性的维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