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首永明公司发展历程袁白手起家袁风雨兼程袁
建厂初期只有 10余名员工袁 年产值不足百万元袁产
品仅有简单的橡胶制品遥2000年年初袁公司转型袁开
始生产加工钻机和泥浆泵配件袁 步入地勘设备制造
行业遥随着地勘行业的转暖袁公司董事长吴永周和总
经理王占明审时度势袁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向好节点袁
果断决策袁实施产品升级袁上马生产主机袁首台主机
NBB250/6型泥浆泵应运而生遥 从生产第一台泥浆
泵开始袁公司的产品定位就是高起点尧高品质尧坚持
自主创新道路袁创出永明天源品牌遥

2006年年底袁 公司的发展进入重要转折期袁企
业迁至任县省级经济开发区遥进区伊始袁公司洞察市
场袁把握煤炭能源大开发的有利时机袁紧锣密鼓袁筹
资生产岩芯系列钻机遥从 2006年到 2012年袁公司生
产的各类岩芯钻机达到 1000余台 渊套冤袁 并形成了
TXJ系列尧THJ系列和 XY系列多种岩芯钻机产品遥

永明公司咬定市场不放松袁 适时开发市场适销
对路的产品袁从选型尧设计到生产尧销售袁各个环节严
格标准控制尧严格要求尧严格把关袁公司决策层初心

不改尧砥砺前行尧跨越发展袁实现企业的升级蜕变遥
2008 年袁公司员工达到 300 余人袁产值尧利润双翻
番袁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先进加工设备的投入力度袁平
均每年设备投入不低于 2000万元遥永明公司的发展
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袁先后有省尧部尧行业等
各级领导来公司视察观摩遥 河北省原省长张庆伟在
调研永明公司的过程中告诉随行人员院野发展是硬道
理袁河北永明艰苦创业尧锐意创新袁希望公司能成为
行业的标杆和民企的明星遥冶

不断创新发展袁坚持做强做大遥2008年袁正逢煤
矿建井冻结市场快速发展时期袁 公司抢机遇尧 辟市
场袁拓展产品品种袁投产水源工程钻机袁在传统钻机
设备基础上超前设计袁 丰富产品品种袁 进行技改革
新袁创立永明品牌袁大胆冲破钻机制造同质化竞争局
面袁 工程钻机由初始钻深 1000米快速发展至 4000
米袁形成水源钻机系列产品遥2009年袁安徽省煤田地
质局三队领导率队到公司考察袁 对永明钻机给予高
度认可袁 一次性定制 TSJ-2600型水源工程钻机 8

套袁 崭露头角的永明水源工程钻机一
炮打响遥2008年至 2013年袁公司销售
水源工程钻机用于煤矿冻结井施工中
的数量不少于 200台 渊套冤遥 同期袁在
野气化山西冶战略的指导下袁煤层气开
发市场发展迅猛袁2012年袁 仅销售至
山西省境内的水源工程钻机就达到了

100余台遥 永明水源钻机和岩芯钻机
先后获得河北省优质产品尧 名牌产品
和中小企业名牌产品称号袁 为跨越发
展奠定了基础遥

产业转型袁企业是主体曰产品
升级袁创新是关键遥2012年袁整个行业
走势出现巨大波动袁 受经济形势下行
影响袁地勘行业面临严峻挑战遥公司稳
中求进袁逆势而上袁决定挥师进军石油
机械行业遥 石油钻井是地勘钻采行业

的标杆袁石油钻井装备标准高袁技术含量高袁附加值
高袁只有向石油机械标准看齐尧技术深度融合袁产品
才能有质的提升遥因此袁公司决策者们率领永明全体
员工又一次迈向新的征程遥 公司聘请石油行业知名
专家作为企业技术顾问袁 与中国石油大学开展石油
设备研制战略合作遥从 2013年开始袁全员进行美国
石油协会 API技术与管理标准培训袁2015年一次性
取得 3个美国石油协会 API产品标识认证袁 分别为
API SPEC 4F渊井架尧天车尧底座冤袁API SPEC 5DP渊石
油钻杆冤和 API SPEC 7K渊绞车尧联动尧泥浆泵冤产品
认证袁是目前中国地勘行业拥有美国渊国际冤石油协
会认证证书最多的石油装备制造企业遥

在当今钻探装备领域袁无论是绿色资源勘探袁还
是石油钻采袁电动钻机是业内公认的先进钻井装备袁
它利用模块化设计袁运用变频交流电驱动技术袁实现
钻井智能化遥 但一台 5000米交流电驱动钻机造价
5000余万元袁让多数地勘单位望洋兴叹袁而河北永
明正是看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袁2012年立项研发

电动钻机袁 采用石油电动钻机技术袁研
制电动钻机系列遥2013年袁 永明公司电
动钻机研制成功并投放市场袁新型钻机
改原来手把控制钻机模式为 TPC集中
操控袁司钻置身司钻房中袁通过触摸屏
操作袁十余项钻井参数一目了然袁同时
收集积累了钻井原始信息资料袁为钻井
大数据管理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遥在保
证生产制造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尧电
控集成系统选用国际一线品牌的前提
下袁河北永明科学合理设计尧优化生产
工艺尧降低制造成本袁将电驱动钻机的
采购价格降低了 40%袁受到地勘单位的
热捧遥

无论在 4500米高原地区袁 还是在
中原大地袁无论是地质工程施工袁还是

绿色资源勘探袁电驱动钻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佳绩遥
2016年袁湖北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在钟祥市地热
井施工中袁 使用永明公司生产的
DB30 型电动多功能钻机施工地热
井袁 钻深 2860米袁 达到了设计能力
2000米的 143%袁 充分证明了电驱动
钻机的安全可靠尧品质优异遥该系列
钻机是永明公司根据国际最先进的
石油 DB系列钻机设计理念研制袁采
用变频电机独立驱动袁融合电子信息
化技术袁 实现了钻井的数字智能化尧
高效节能化遥首台电动钻机是为淮北
矿业集团大口径井施工量身定制的

DB-3000型电动钻机遥该钻机在施工
现场一亮相袁即展示出新装备尧新技
术尧新材料尧新工艺的显著特点袁引起
业内专家和同行们的极大关注遥中国
地质调查局顾问张伟评价河北永明

电动多功能钻机代表了国内钻井装备的先进水平遥
中核地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姜德英称赞电动
钻机必将成为核工业系统及全国地质系统勘探的首
选机型遥

历经 7年的深入研发袁借鉴各门类高端技术袁推
进机械制造工艺提升袁博采众长袁聚沙成塔袁河北永
明电动钻机发展成为 5个系列尧 近 20个品种产品袁
包括多功能电动钻机系列尧电动水源钻机系列尧电动
岩芯钻机系列尧电动石油新能源钻机尧电动直驱顶驱
钻机系列袁 其中电动直驱顶驱钻机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遥 在全国地热钻探技术及钻探现场施工管理研讨
会期间袁来自全国的 500余名行业专家尧领导目睹了

正在地热工地施工的 DQS-35型稀土永磁直驱顶驱
钻机现场实际操作运转的优异表现遥DQS-35顶驱
钻机施工千米用时 2.5天袁开孔直径 445毫米袁得到
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浴

创新无止境袁勇攀新高峰遥2014年袁永明公司领
导瞄准了石油机械装备行业的第三次革新要要要顶部
驱动钻井装置袁走访多家科研机构尧石油院校尧施工
单位袁经过调研袁从液压顶驱和电动顶驱两大类中选
择了电动顶驱遥目前袁电动顶驱最为先进的就是电动
直驱顶驱装置袁而在世界范围内袁能够实现电动直驱
顶驱系列化生产的厂家还不足 5家遥 公司筹资 1000
万元专用经费袁 研发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电动直驱
顶驱钻井装置袁经过 24个月的不懈努力尧攻坚克难袁
取得圆满成功袁 型式试验指标均达到或超过预期要
求袁 在第一勘探局地热施工现场袁 开孔直径 445毫
米袁纯钻进时间一天内钻井深度达到 500米袁实现了
智能数字化尧节能高效化操作袁成为地勘行业转型升
级首选产品袁其核心的关键技术获得多项国家专利遥

国内首台 5000米电动多功能钻机专家验收会现场

雄关漫道真如铁遥 永明公司在近
20年的发展中袁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
理念袁实践企业两大发展战略遥一是做
钻井装备全产业链制造企业遥 在此战
略的指引下袁 公司不断推出钻机成套
新产品袁 力争做到人无我有尧 人有我
优遥干袁就得干出个样子曰干袁就要力争
一流遥公司投资 8500万元袁建成了华
北地区加工品种最为齐全尧 性能先进
的石油钻杆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袁 全自
动矫直尧全自动超声波探伤尧全线自动
传输尧数控操作袁从而保证石油钻杆达
到或超过美国石油协会 API SPEC
5DP标准要求遥 钻井装备全产业链制
造链接拉动上下游产业链条袁 整合国
际一线行业品牌配套产品袁 为地勘单
位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袁 这就
是永明地质人追求的目标遥

二是发展服务型制造业企业遥
2018年 7月 11日袁 公司成功承办了
全国地热钻探技术及钻探施工现场管
理研讨会遥 本届研讨会由中国地质大
学 渊武汉冤 工程学院和 叶探矿工程
渊岩土钻掘工程冤曳 杂志社联合主办袁
永明公司尧 一勘局尧 水文地质局联合
承办遥 中国工程院武强院士尧 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王贵玲教授等

15 名国内专家作专题报告袁 与会嘉

宾参观了永明公司产品的生产制造和
展示遥 采用国际领先的全数字变频交
流电驱动多功能石油钻机袁 采用国际
先进的 AC -SCR-DC 电动传动技
术袁可实现绞车尧转盘尧泥浆泵无级调
速的智能直流电驱动石油钻机袁 以及
车载钻机尧拖车钻机尧稀土永磁直驱泥
浆泵等产品袁集体华彩亮相袁令与会者
耳目一新尧为之振奋遥大家还现场观摩
了稀土永磁直驱顶驱钻机地热钻采施
工工地和 ZJ50/3150L 型石油钻机羽
状水平多分支井煤矿注浆施工工地袁
一睹永明公司的制造实力和产品实
力袁 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公司践行发展
服务型制造业的战略前进步伐遥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袁 新目标引领
新作为袁 永明公司将牢记习总书记的
指示袁 不辱使命袁 敢于担当袁 以舍我
其谁的勇气尧 爬坡过坎的意志尧 奋发
图强的决心袁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勇
往直前浴 实业报国尧 奋斗永明袁 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献礼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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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报国 奋斗永明
要要要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智能钻井装备开启钻探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院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遥冶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袁
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袁同时袁经济的高速发展与
新能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袁 地勘行业迎来了
大转型尧大变革的历史时期遥踏着铿锵有力的时代步
伐袁 河北永明地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跻身地勘装备
制造强手之林袁从钻井装备制造领域跟跑者尧并跑者
发展成为行业的领跑者袁 率先向着地勘装备的高端
制造前沿冲刺袁展示着领军者的风采遥

河北永明地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华北重要
工业尧 能源基地和京津冀中心城市之一的邢台市任
县省级经济开发区袁 地处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和
邢台商务副中心任县城区接壤处袁高铁尧高速尧国道尧
省道交错穿行而过袁人流尧物流尧信息流袁资源整合得
天独厚遥永明公司在这里崛起尧奋进袁成为河北省产
业集群龙头企业尧高新技术企业尧企业技术中心尧科
技型企业尧诚信守法企业尧信用优良企业和市级文明
单位袁 同时也当之无愧地成为集地勘装备制造行业
及石油尧地矿尧煤炭尧冶金尧有色尧核工业等大型钻井
成套装备科技研发尧设计制造尧经营销售尧服务培训
于一体的创新型企业袁 我国智能化钻井成套装备研
发制造的领军企业遥

公司占地约 26万平方米袁 固定资产近 8亿元袁
现有员工 600余人袁 专家和中高级技术尧 管理人才
100余人袁拥有各类加工设备 850余台袁其中高尧精尧
尖机加工设备 260余台袁 拥有华北区域内最先进的

钻杆生产自动化流水线遥在省尧部尧市及国内同行对
永明公司的项目观摩中袁 公司董事长吴永周如数家
珍袁向领导和同行们详细介绍永明公司制造的石油尧
探矿工程两大装备板块袁 包括钻机系列尧 泥浆泵系
列尧石油钻杆系列尧泥浆固控系列等四大系列产品袁
尤其是电动钻机尧 顶驱钻机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
关键核心技术袁符合时代需求袁实现操控智能化的创

新产品袁赢得大家的交口称赞遥
科技创新是永明公司发展的不竭动力遥 公司拥

有独立的科技研发机构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工艺部门
及完备的技术管理体系遥 在采用 PRO-E尧UG等国
际先进设计软件的基础上袁公司着眼现代新科技袁前
瞻市场新需求袁不断推出客户满意尧技术领先尧安全
可靠的新产品袁在市场竞争中独领风骚遥

永明公司一贯秉承 野客户至上冶 的经营理念和
野以市场为导向尧以用户为中心尧以质量求生存尧以创
新谋发展冶的企业理念遥在质量管理方面袁制造尧检验
推行 ISO9001颐2008国际质量标准体系袁 执行国际先
进水平的 API SPEC Q1 标准袁产品拥有美国石油协
会 API SPEC 7K尧4F尧 5DP三项国际产品认证遥

目前袁公司已经形成年产 1500台渊套冤整机和钻
具年产 5万吨的规模化生产能力遥公司引进尧消化尧
吸收尧运用当今前沿科技成果袁并采用石油产品技术
指标对公司系列钻机尧 泥浆泵产品进行集成创新和
深度改进袁提高零部件的生产标准与工艺规范要求袁
精细加工尧产品设计和产品品质超越行业标准遥

永明公司凭借精准的检测设施和严密的检测手
段袁保证了产品历年出厂合格率 100%遥公司拥有专
业质检队伍和各类专业检测设施袁包括钻机检测场尧
泥浆泵检验台尧钻机提升力检测台尧制动力检测台尧
固控检测综合台等质检设备袁 泥浆泵设有流量尧压
力尧声音等多项检测袁确保整机出厂各项指标合格遥
公司产品直接服务于国内 960余家单位并远销埃塞
俄比亚尧刚果渊布冤尧印度等国家袁用户满意度高达
98%遥

公司秉承野互惠互利袁共求发展袁造福民众袁奉献
社会冶的宗旨袁强化自我管理水平袁面对新的经济形
势和市场变革袁调整市场布局袁提升产品高附加值袁
大力弘扬野四个意识冶袁努力发展成为管理尧科技尧品
质世界一流的地勘装备制造企业遥

以市场为导向尧 以用户为中心尧 以质量求生存尧 以创新谋
发展浴

做中国的尧 世界的勘探设备
专家浴

让客户满意 袁为员工谋幸
福袁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浴

信尧仁尧智尧严尧搏尧勇遥

互惠互利尧共求发展尧造福
民众尧奉献社会浴

河北永明要要要做中国的尧世界的勘探设备专家

以质量求生存尧以创新谋发展

牢记使命袁砥砺前行

企业精神 企业价值

企业理念

企业愿景 企业宗旨

河北永明自主研发的电动直驱泥浆泵 F-1300D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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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勘局 DQS-30型电动直驱顶驱钻机地热施工中

与中国地大签订战略协议

河北永明固控厂自主开发泥浆
固控成套装备

河北省原省长张庆伟参观河北永明钻具厂

http://www.zmdxw.com
mailto:zhongmeidizhibao@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