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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上海宝马

特利马克与特利马克（徐州）带着很高的期望来参加2010
宝马展。过去的展会已为我们带来了对产品的关注， 客
户项目和提高了市场知名度。2010上海宝马，可以肯定地
说，超出了我们最高的期望！ 
 
首先我要感谢众多的OEM合作伙伴驻足关注我们的新产
品并维系相互间的合作关系，只有这一切才使我们能在业
务上取得成功。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并欢迎我
们在此次展会上结识的众多新朋友。我们衷心希望我们的
合作关系可以共创一个成功的未来。 
 
展会的五天期间我们一直都很忙碌。超过150,000人员参加此次展会，也有许多人到
访特利马克展位。此次展会推出的五款新产品充实了KeyOne Plus的产品系列，能够
帮助客户实现“整车一把钥匙”的应用，这一点已经通过雷沃小型液压挖掘机的实
现得以证明，这是一款世界首辆完整拥有Key One Plus功能的工程机械。其它OEM
商开始了解我们Key One Plus系统的优点并期待能实现在他们的设备上。 
 
如宝马展上所表现的，未来几个月特利马克将会非常繁忙。对于这样的机遇我们非
常的激动，我们将不断推广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为客户带来更高的安全性，更多的灵
活性和选择。积极推出使他们的设想成为现实的产品。 

 
Ron Priestley 
总经理 
特利马克（徐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sales@trimarkcn.com 

通达X系列产品将包括:
30-0575X机棚锁
50-1400X单转子逻辑闩锁
80-0600X机罩锁
90-0800X内部释放把手
40-0650X 按钮把手

在上海宝马展推出的特利马克新产品

特利马克继续扩展通达X系列产品， 包括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上的闩锁，把手和门
禁系统。 通达X系列为您提供一系列品质优秀、表现出色和高性价比的门禁系统解
决方案。特利马克，作为市场的领先者，我们推出通达X系列产品，此系列产品具
备市场所需的功能特性和多种选择性，符合更多客户对于门禁系统的需求，也更符
合产品兼容的价值理念。

通达系列的其它优点:

为您的机车提供特利马克系统配套的通达 X 系列整套的门禁系统  
准入控制 - 使用特利马克的 KeyOne Plus 锁定方案，包括支持一辆机车 - 一

把钥匙的能力。  
配套 - 特利马克全球联保服务让您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免去后顾之忧  
便捷 - 特利马克的通达 X系列将在位于江苏省徐州市的特利马克中国公司进

行生产。 
如需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我们的中文网站或直接联系我们。 

在2010上海宝马展期间我们推出了以下产品：



在网上寻找关于特利马克及
公司产品的更多信息？ 
请查看以下国际网站链接：
特利马克中国 
www.trimarkcn.com 
特利马克欧洲 
www.trimarkeu.com 
特利马克美国，您可以在首
页上方的灰色菜单中的最右
面找到"其它特利马克公司
网站" 
www.trimarkcorp.com 

 

补充报道 
特利马克始终坚信要成为世
界一流的公司，必须聘用世
界一流水平的人员，使用世
界一流的工具: 

Pro/ENGINEER是对产品三
维CAD设计的标准，具有业
界领先的生产工具，能在设
计，研发和制造上实现最佳
的方案。结合
Pro/ENGINEER 
CAD/CAM/CAE解决方案让
TriMark的设计速度比任何
方式都快，同时最大程度的
增强创新、提高质量，最终
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产品。 

Windchill 是一种产品数据管
理软件，被用于在特利马克
全球四个站点统一获取工程
数据，参与工程过程。特利
马克将改进全球协作，工程
变更和控制的管理，门禁系
统机电一体化和新产品设计
的扩展和更改。我们希望
Windchill能够大幅提高我们
在工程同步和全球协作上的
研发效率，并且实现全球共
享和知识的全球化转移。。

30-0575X重型机棚/侧门锁， 该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高振动以及要求大力开
关的厢门和面板上面  

50-1400X单转子逻辑闩锁与内外门把手结合使用  
90-0800X内释放把手  
80-0600X机罩扣锁， 广泛应用于发动机机罩  
40-0650X KeyOne Plus按钮把手 

请使用我们的网站或者联系我们来获得更多的通达X产品信息。 

电话: +86 516 8793 6119  
传真: +86 516 8773 0058  
电子邮件：sales@trimarkcn.com 
网址:http://www.trimarkcn.com

福田雷沃与特利马克很荣幸向您介绍世界首辆拥有KeyOne 
Plus整车一把钥匙技术的工程机械车辆!
KeyOne Plus的特点 — 便利与安全

特利马克提供整车一把钥匙锁定解决方案。 
简单-“整车一把钥匙”-允许原始设备制造商重组钥

匙码序而无需按制造要求预先订制锁芯及五金件。  
全面-模块化的KeyOne Plus 锁定方案能够拓展到除

驾驶室和厢门之外还包括点火开关，油箱盖的钥匙码使
其统一起来。  

质量-汽车风格锁特征具有一个高质量的快闭门系统和周边防水的密封圈，可以减
少水与灰尘渗透进入锁体内部。  

安全-容许使用广泛的钥匙码。为起到全面安全的保护，KeyOne Plus能做到每台
车都是用不同的钥匙码。  

维护-通过提供给原始设备制造商，分销商，服务技师和终端用户锁芯以使其选择
调整安全等级和便利性。  

便利-无需拆解任何门禁五金产品即可更换KeyOne Plus锁芯。 

特利马克很荣幸在这里宣布Kendra Knowlton 加入我们的质量
管理团队：（2011年11月）

特利马克公司很荣幸宣布Kendra Knowlton晋升为



 

 
 

特利马克将参展
CONEXPO-CON/AGG 
2011 
 
特利马克将参加2011年3月
22-26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
的CONEXPO – 
CON/AGG展览。 
 
2011年CONEXPO – 
CON/AGG将是一届国际工
程机械行业的盛会。每三
年举行一次，此次展览将
展示本行业最新的设备， 
产品， 服务和技术。本次
展会主要特点有： 
 

2000多家展商  
为大家提供了解行业信

息，行业发展方向，以及
技术交流的平台  

集中展示各种产品和技
术 
如果您参加ConExpo展览
会，欢迎莅临特利马克展
台与我们的工作人员交流
以及了解我们最新的产品
和技术。 我们的展台在
#30812. 

 
 

登录我们特利马克美国公司
网站即可获得有关公司和产
品及服务的最新信息和新
闻。 
www.trimarkcorp.com

 

 

 

全球质量保证总监。她拥有北爱荷华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任职于特利马克18年， 
为公司各个领域的管理变革带来丰富的经验。  
 
她在ISO内审，贯彻ISO质量标准的文件控制，特利马克RISC团队，确立工作方向并
开展持续改进工作。Kendra在2003年9月完成了她的六西格玛黑带培训并因其杰出的
表现获得TIGER奖。在过去的7年里她一直就任这个职位，而且对于不断改进特利马
克业务流程和系统抱有很大的热情。此外，在办公和生产环境下，本着精益求精的
精神，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六西格玛方法，她指导了多个业务流程来改善项目团队。 
 
Kendra的职责包括管理和领导整个特利马克全球质量团队。贯穿于所有特利马克在
美国，英国和中国的生产基地，这个职位在定义和指导质量保证战略上扮演重要角
色。 
 
让我们共同欢迎Kendra加入特利马克团队。

特利马克全球 能力意味着可以为客户带来更大灵活性

特利马克能够提供创新的门禁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并因此赢得了各种
全球性美誉。此能力使特利马克超越仅仅提供“五金件”的供应商，并利于不败的
市场地位。特利马克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以下原因。 
 
首先，特利马克拥有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设计工程师团队，有能力快速应对您
的需求，最终为您提供专业的“开启钥匙”解决方案。 
 
我们的工程能力包括 : 

利用 3D CAD 提供工程技
术服务  
限定的元素分析  
机械 / 运动研究  
各种各样的产品原型  
产品验证和测试  

 
我们的制造能力包括 : 

快速生产激光和成型设备  
数控车床 / 加工中心  
大批量冲压 / 金属压力成型  
自动的 RoHS 电镀生产线  
无线通信装配和内部质量和检验服务  

 
特利马克提供正确的产品和服务组合，带来更多的灵活性，满足您原型机和生产订
单的紧凑交货期，省去您昂贵的模具和大量的时间。 如果您需要一个安全、简单、
可靠的门禁解决方案，您需要改变您的用户使用界面，使操作者使用更简单，或者
你正在寻找一款牢固的闩锁、把手、铰链以及其它五金件----特利马克团队将利用我
们的专业设计，原型机制造，快速制造的资源和能力为客户服务工作。 
 
土方液压挖掘机在中国非常流行，依靠众多OEM商研发他们的自主品牌促使这款设
备在市场上迅速成长。特利马克在中国成立之初，很快发现一款驾驶室门把手特别
适合于液压挖掘机设备，也是其长期成功发展的关键。美国与欧洲的设计团队因为
太繁忙而接手其他研发项目，时间至关重要。 
 
在中国特利马克的本地设计人才被分配到产品设计上，结合其特点和其他被证明的
特利马克全球产品，依照一些创新理念来减少部件数量和生产成本。设计师团队负
责开发新产品，可以不做任何修改而适应当前应用。中国特利马克设计团队使用
Pro/ENGINEER™ 和Windchill™与美国的设计师们一同工作，审查设计，交换意
见，审阅功能，这些使得030-2300 挖掘机翻板把手成为世界一流产品。学会怎样在
Windchill™中工作和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被认为是设计协作过程中最令人兴奋的副



产品。 
 
030-2300产品是特利马克在工程设
计，学习挑战的团队合作结果，它
的全球推广是对我们全球团队努力
工作的奖励。这仅仅是众多的新产
品之一，它将有助于工程同步和全
球合作，使特利马克设计更快，最
大程度的加快创新和提高品质，创
造出不同凡响的产品，让其全球客
户受益。 
 
我们的全球制造和设计服务为您提
供专业意见，构想和资源，节省您
产品项目研发时间和金钱。特利马
克致力于我们工作人员、程序和产
品，使我们的客户向我们寻求满足
他们门禁系统需求的解决方案。这
些服务包括: 
 
这些服务包括 :  

全球应用专家服务于您的产品和设计体系，确保您的顾客体会到非凡的第一
触觉。  
快捷无忧的物流服务持续保证供应链可以在日新月异的机械制造行业中畅通
无阻。  
世界领先的设备和制造工艺，创造出高质量价格合理的产品  
世界领先的检测设施将提供最过关的产品给“真实世界”，以供验证，这些
设计将经受住最严酷环境的考验。  
专业的项目管理进一步缩短您的工程周期。  

*编者备注：如果您乐意发送此电子时事通讯的副本给您的朋友，同事或合作伙伴，可以使用电子邮件系统的转发
按钮，以最便捷的方式让他们拥有属于自己的副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感谢您阅读特利马克每月的时事通讯，如需了解更多特利马克信息，请联系我们： sales@trimarkcn.com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信息为机密和保密信息，如果您不是指定接受者，任何传播或拷贝此电邮内容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请通知发
件人并删除此信息。此电子时事通讯为特利马克美国的服务。如果您想取消订阅此电子时事通讯，请点击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