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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粉末冶⾦
零件质造服务商

耐强以超⾼温烧结技术为本
超快速换型能⼒与服务体系为驱动
为汽⻋零部件供应商
提供⾼精密、⾼性价⽐的粉末冶⾦
产品质造解决⽅案

耐强粉末冶⾦成⽴于1995年，是⼀家专业从事粉末冶⾦机械零件研发、⽣产、销售的
⽣产型企业，产品⼴泛应⽤于汽⻋、摩托⻋、缝纫机、纺织机、柴油机、电动⼯具及家
电等产业。⽬前公司占地⾯积20800m²，拥有管理团队30多⼈，优秀的销售团队6⼈，
⼀流的研发团队15⼈，专业的质量管理团队23⼈。我司具备产品设计、制造、组装、检
测、实验等全套的⽣产和服务，为客⼾提供成本、效益最优化的⼀站式解决⽅案。

秉持“超越客⼾期望，成为⾼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愿景，耐强坚持以⾼质
产品、优秀服务、⾼性价⽐满⾜客⼾需求，不断跟踪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动态，加强产
品研发⼯作，积极引⼊先进的专业化、⾃动化⽣产设备，配合完善的检测机制与设
备，全⽅位保障产品稳定的质量与交期。

未来的耐强，会继续践⾏“⾛技术创新之路，持续服务社会！”的企业使命，将“客⼾为
先、精进创新、坚韧信实”的价值观作为前进动⼒，向着智造未来持续迈进。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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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第磊
耐强粉末冶⾦创始⼈
总经理

1995年，时年28岁的林第磊迎来了⼀⽣中最重要的事业，创办了耐强的前⾝-华联
粉末冶⾦制造⼚。相对于国外的蓬勃发展，当年国内的粉末冶⾦⾏业市场处于刚起
步阶段，市场、⽣产资料、⼯艺技术等都处于摸索阶段，但林第磊依然⼗分看好粉末
冶⾦的产业发展前景，毅然投⼊。

“如何解决⽣产？”成为了企业创办后⾸个要解决的棘⼿问题。没有资料、没有设备，
百感交集的他，怀着热忱踏上了奔波的旅途，⾏业的冷⻔超出了他的想象，屡屡碰
壁已成常态。最终，位于宁波的东睦公司伸出了援⼿，林第磊得到了⼀份珍贵的⽣
产资料，这份资料也成为了耐强打开粉末冶⾦制造的敲⻔砖。

2003年，粉末冶⾦市场在国内得到⻓⾜发展，耐强开始进⼊上升期，但⽼旧的机械
设备已⽆法满⾜客⼾的产品需求。彼时，⼀台先进的机械压机价格是公司⼀年半的

利润，在资⾦投⼊的问题上，公司内部出现了巨⼤的分歧。⾯对阻⼒，林第磊⼒排众
议买下了机器，帮助耐强的产品品质迈⼊了新阶段。

2007年，耐强业务增速，需要再次引⼊机械压机⽣产线，但庞⼤的资⾦压⼒让⼯⼚
陷⼊了困境，⾯对左右为难，多年良好合作的压机制造⼚抛出了橄榄枝，短时间内
出借3台机器，并允诺可以先⽤后付，从⽽解决了⽣产的燃眉之急。⾄此，耐强迎来
了真正的跨越式发展！

2019年，耐强品牌迎来全⾯战略升级，将以更加积极与专业态度迎接市场的挑战，
⽤耐强的拼搏精神指引企业持续发展！

拼搏就是耐强

品牌故事



耐强深知制造型企业的担当与责任
唯有不断精进
坚持⾛技术创新之路
才能在⾏业变⾰的浪潮中存活
为中国⾼端制造升级贡献⾃⼰的坚实⼒量



企业发展史企业发展史

2007

⽣产基地⾯积扩张
⽣产灵活性提⾼

2008
新增500T机械压机设备

2010
⽣产基地⾯积⼆次扩张
产能持续提升

2012
通过TS-16949质量体系认证

2003
第⼀台机械式⾃动成型机上线

2005
公司年产量突破1000万件

2006
耐强品牌投⼊使⽤

1995
华联粉末冶⾦制造⼚成⽴

2004
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4

耐强品牌完成战略升级

全新⽣产基地投⼊建设

2016
占地20800m²的新⼯⼚投⼊使⽤

2018
全⾯推⾏精益⽣产管理制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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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砥砺发展
耐强正带着“拼搏”的标签
⼀步⼀步茁壮成⻓
每⼀个阶段都是⼀个新的起点
我们将不断“拼搏”�进取
争取成为粉末冶⾦⾏业的“标杆”�企业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



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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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垂直��应⽤多元

耐强以粉末冶⾦⽣产技术为核⼼，追求⼯艺持续创新。在应⽤产品领域保持多元化，
满⾜客⼾定制化需求。

产品主要包括商⽤⻋⾃动调整臂配件、刹⻋系统、发动机配⽓系统配件、摩托⻋配件
以及电动⼯具、园林机械配件等产品。

商⽤挂⻋

汽⻋��

摩托⻋��

电动⼯具��

园林机械

其中调整臂配件为我司特⾊产品，产量占我司⽣产总量的50%，为中国70%的调整臂
制造商配套⽣产，多年被中国最⼤的调整臂制造商“隆中控股”评为“最佳供应商”。

摩托⻋配件主要为南亚主机⼚配套⽣产，部分产品全年连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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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条式调整臂

⻮条式调整臂共有4个粉末冶⾦部件，分别是⻮条、⻮轮、离合器、蜗杆轴套。其中⻮
轮、⻮条、离合器为性能要求极⾼的部件，密度均达到7.2g/cm³。

原材料来⾃全球最⼤的粉末冶⾦材料供应商--瑞典赫格纳斯，以⾼温烧结为核⼼⼯
艺，设置7道制造流程，4道性能流程检验，保证出库产品合格100%。

⻮条式调整臂作为明星产品，年制造量可达200万套。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16   17



A2
S-ABA�双涡轮式调整臂

S-ABA双涡轮式调整臂共有4个粉末冶⾦配件，分别是单向离合⻮轮、传动锯⻮轮、调
整⼩⻮轮、控制臂⻮轮。其中单向离合⻮轮共有7中不同规格的⻆度间隙，采⽤赫格纳
斯材料，并使⽤温模压制的⾼密度⽅案，使其⼯作扭⼒可以达到45Nm以上，性能⾼
于同⾏业20%以上。调整⼩⻮轮共有12种不同⻆度间隙。

整个系列产品共有7种制造⼯艺，4道性能检验流程，从⽽保证产品的可靠性。此类产
品年出货量达200万套以上，分别供应万安科技、湖北中翰、德信万通等调整臂制造
商，占据全国70%以上的份额。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18   19



A3
S-ASA�⾃动间隙调整臂

S-ASA调整臂共有3个粉末冶⾦配件，分别为离合器、⼩⻮轮和⻮环。和普通⼆代不
同，隆中⼆代没有使⽤单向离合⻮轮和传动锯⻮轮。产品采⽤9道制造⼯艺，4道性能
检验流程，得益于⼯艺优势，在保证产品性能的同时使产品具有更好的尺⼨稳定性与
美观性，从⽽保证产品合格率。

耐强对隆中集团供货量达到500万套以上，⽬前耐强独⽴研发了S-ASA⾃动间隙调整
臂关键部件--⼤斜⻮轮，产品集耐强核⼼⼯艺于⼀⾝，性能可完全替代传统钢件，在提
⾼⽣产效率的同时为客⼾提质降本。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20   21



A4
型调整臂

在⾃动调整臂的⼴泛应⽤下，⽬前BD型调整臂主要供应售后市场，耐强主要供应
BD型调整臂中的粉末冶⾦配件。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22   23



A5
美式调整臂

美式调整臂⼤致有4个粉末冶⾦配件，分别是离合器静⽚、离合器动⽚、调整衬套和臂
端衬套。我司共⽣产有4中不同款式的离合器静⽚动⽚，采⽤烧结硬化和⾼合⾦材料
制作。共有7道制造⼯艺、4道检验流程。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24   25



B1 球碗球座类、底盘悬架系统配件

球碗球座类采⽤烧结硬化材料制作，改⼯艺的显著优势就是能保证球⾯的真圆度，从
⽽保证产品的疲劳强度。

我司共有200多种该类产品，球径从22-49不等。分别供应利中、津⼒等客⼾。年总出
货量达1000万件。



B2 摩托⻋配件

摩托⻋配件主要分为单向器和减压阀，都属于摩托⻋减压系统配件。

单向器分6个部件组成，其中主体为粉末冶⾦制品，采⽤合⾦材料制作。⽣产横跨11道
⼯艺流程，包括尺⼨全检项⽬2道，性能检验项⽬3道。⽬前仅单向器年出货量可达
600万套，与隆鑫、新⼤洲、本⽥等国内外知名品牌达成战略合作。

耐强拥有独⽴的减压阀组装⽣产线，共有9种不同规格的减压阀组件，由阀座、⻜块、
铆钉、转销、拉簧、滚针六个组件组成，其中阀座和⻜块为粉末冶⾦制品，采⽤合⾦材
料制作。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28   29



B3
汽⻋发动机进排⽓带轮、链轮、⽔泵带轮等

作为最早应⽤在汽⻋上的粉末冶⾦配件，该系列产品主要供应售后市场，适⽤于市⾯
⼤多数主流⻋型。

共有近百种凸轮轴带/链轮、曲轴带/链轮产品⽅案，系列产品⼀般采⽤Fe-Cu-C材料
制作，部分链轮有⻮部⾼频处理要求。

该类产品⼀般只需要“混粉-压制-烧结-浸油-包装”简单的5道⼯艺即可完成，⽐传统
的铸造件有显著的⼯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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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ABS系统

耐强⽣产的粉末冶⾦ABS⻮圈是电⼦防抱制动装置中⼀个关键性零件，他的性能与
装置灵敏度有着重要关系。

完全替代钢制⻮圈产品，且优于钢制⻮圈的传导，主要⽤于各类汽⻋的ABS防抱死系
统，各类技术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和⾏业标准，也可根据客⼾要求⽣产各类ABS⻮
圈。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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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电动⼯具

随着汽⻋逐渐的⾃动化、智能化，耐强看好汽⻋电动⼯具的市场发展，因此独⽴开发
了两个系列的电动⻮轮箱，主要适⽤于汽⻋⾬刮器上。

该产品采⽤烧结硬化材料制作，得益于深厚的调整臂配件制造经验，⻮轮箱的性能、
尺⼨精度以及⻮轮精度等级均⾼于市⾯普通产品。

其⼯艺流程与调整臂产线相似，分7道制造⼯艺、5道尺⼨性能检验流程，部分⾏星架
使⽤滚针压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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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汽⻋减震器

汽⻋减震器配件为常⻅的汽⻋零部件。该系列属于功能件，对密度、强度的要求不⾼，
⼀般采⽤Fe-Cu-C材料制作，其⼯艺与粉末冶⾦⾃润滑含油轴承相似。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40   41



C3 多元化应⽤

耐强深耕粉末冶⾦制造技术，能够为客⼾在多元化的产品领域提供定制化服务，满⾜不同的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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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粉末冶⾦
零件质造解决⽅案



超⾼温烧结⼯艺

配套⽇本⽟川⾼温推杆炉
烧结温度最⾼可达1300度

⽇本⽟川⾼温推杆炉

⾼合⾦粉末冶⾦原料
制品精密度、纯度⾼

智能温度电控系统 ⾼合⾦粉末冶⾦原材料

配备智能温度电控系统
灵敏度⾼��温度控制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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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温烧结

粉末冶⾦产品压制以后，合⾦元素只是粘附在铁粉表⾯的。通过烧结以后，合⾦才
会发⽣扩散。⽽且温度越⾼，合⾦扩散的⾯积就越⼤，制品的强度就越⾼。

⾼温烧结可以减少甚⾄消除材料偏析对制品的影响，是提⾼制品强度的重要措施，
通过⾼温烧结，可以使⼀部分氧化物还原，提⾼合⾦的扩散率和增加成分的均匀
性，可以使孔隙充分球化及孔间距增⼤。

1250℃超⾼温烧结这是⼀种常⻅的FD−0405材料，左图1120℃常温烧结，右图
1250℃超⾼温烧结。从⾦相上来看，超⾼温烧结的合⾦扩散率明显⾼于1120℃的，
接近了完全预合⾦状态。

1120℃ 1250℃



超快速换型能⼒

成熟的换模执⾏流程
保证模具更换及时性

以极佳的协同性快速投⼊⽣产

快速响应协同执⾏能⼒

设备整体拆装已形成标准化流程
让开发与安装⼯作更加系统化

模块化成型设备管理

模具仓储接⼊ERP管理系统
数字化管理

提升出⼊库效率

ERP数字化模具仓储

优质服务体系

1x24x48�⽆忧售后体系

对客⼾展开技术协助与产品培训
出现售后问题时

能够实现1⼩时快速响应
24⼩时出具解决⽅案
48⼩时内上⻔服务

柔性定制同步开发

以客⼾导向为前提
与客⼾搭建起协作的共赢平台
以极佳的系统⾃动化⽣产

满⾜客⼾的⼩批量、多批次的⽣产需求

快速订单响应

⾼效的销售管理体系与专业团队
保证客⼾在最短的时间内
得到快速、可靠、有效的响应

48   49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

ERP



对于品质，耐强建⽴了独⽴的产品及材料的检测实验室，并且健全了⽣产制造流程
中的质量管理体系。

⽬前公司拥有专业粉末冶⾦检验设施，包括硬度机、密度机、轮廓度仪、投影仪、三
坐标等，并配套粉末冶⾦专⽤检验设备，包括ICP光谱仪、⾼速碳硫分析仪、电镜扫
描机、⾦相机。可有效的控制⽣产品质，同时也可提供可靠的失效分析。

国家钢铁材料测试中⼼
联合实验室

IATF 16949

IATF 16949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独⽴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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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设备
全⾃动化⻋间

精良的设备设施是企业综合实⼒的基础，只有⼀流的设备才能制造出⼀
流的产品。

公司在20余年多元化的⽣产制造经验中，已具备持续的⼯艺改善与创新
能⼒。

到今天，耐强已经实现了对全系列产品制造流程与⼯艺的控制。

公司内部设⽴五⼤⻋间，分别为模具、压制、烧结、机加⼯、包装，均采⽤国
内外⼀线品牌设备。

⾼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

⽣产流程

开模

包装

成型

出货

原料

混粉

采样

后⼯序

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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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间

耐强拥有50台
中国最先进的粉末冶⾦⾃动成形机

19台
16台
6台
2台
7台

15-25T�
60T�
100-160T�
400-500T�
油压机、冲压机

50 台

所有的设备都具备⾃动排列功能
单班产量可达30万件
单⽇饱和产量可达50万件

30 
50 

万件 班

万件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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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间

采⽤⽟川⾼温推杆炉
最⾼烧结温度可达1300℃1300 C 

10�吨�天
⽬前四条烧结炉
单⽇烧结能⼒达10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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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加⼯⻋间

2台 ⾃动倒⻆机

3 条
80 万件� ⽉

⽬前⻋间拥有三条槽环全⾃动线

100 1台 半⾃动驱动轮扳扭⼒机检测机

30 18台 单机数控和传动仪表、台钻

满⾜⼩批量多样化的客⼾需求

包装⻋间

玻璃盘影像筛选机 耐强包装⻋间引⼊先进的玻璃盘影像筛选机，利
⽤⼯业�CCD相机对被检测物进⾏成像，再利⽤图
像处理的⽅式对影像进⾏分析处理，判定被检测
物是否符合设定的参数指标，实现被测物的⾃动
化检测，从⽽降低⼈⼯成本，减少⼈为检测失误，
⼤幅度提升产品的出货品质。

万件 ⽉

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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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强使命
以发展⺠族⼯业为⼰任���⾛技术创新之路���持续服务社会

耐强愿景
超越客⼾期望���成为⾼精密粉末冶⾦零件质造服务商

耐强价值观
客⼾为先���精进创新���坚韧信实

#��拼搏就是耐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