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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飞翔天空
· 制作韩国自研运载火箭Nuri号“心脏”的人 

· 韩华PROUD.视频亮相纽约时代广场

新闻资料

· 韩华Q CELLS在PVEL和DNV GL发布的2019光伏组
件可靠性记分卡中 荣获最佳性能奖

·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携手印度IT巨头威普罗（Wipro）
正式进军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全球韩华消息
让我们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韩华集团及旗下子公司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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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watch the video, please go to : 
www.hanwha.com/zh/meettheteam-aerospace

获得质量认证的运载火箭正在组装中

Lim Sungmoon 班长  

Q. 您是怎么加入韩国自研运载火箭项目的？

大家好！ 我是韩华Aerospace KSLV班班长Lim Sungmoon。 
(*KSLV: Korea Space Launch Vehicle , 韩国型运载火箭) 

我是在韩华Aerospace推进装置生产部生产技术Team担任技术2Part长的
Kim Jonghan次长。

我是在推进装置生产部技术2Part工作的Lim Younghun课长。

Kim Jonghan 次长 
2011年的时候，部门长问我要不要加入这个项目。之后就参与了韩国自研
运载火箭的研发工作。曾参与过KSR系列火箭的零部件开发工作，而运载
火箭是能够将卫星送入太空轨道的，与之前的KSR系列是两码事，因此对
我来说这份工作很有魅力。
(*KSR：Korea Sounding Rocket，韩国型探空火箭）

Lim Younghun 课长 
在韩国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发初期，因为反复修改设计而面临了困难。发
动机做完燃烧试验后如果表现不佳，就要修改设计方案，需要不断地维
修，或拆解零部件后重新制作。

Meet the team

韩华 Aerospace Nuri号Team

· Jonghan Kim / 次长 : 
 韩华Aerospace生产技术Team/KSLV班，推进装置生产部技术2Part

韩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太空运载火箭“Nuri号” 2018年11月28日
试射成功。 
韩国15年研发航空航天技术的结晶制作“Nuri号”运载火箭心脏的
人

Lim Sungmoon 班长
老实说，运载火箭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概念，没有一项正确答案。我最早
参与的是涡轮泵开发工作。周边的有些人曾用讥讽的口吻反问“这能做到
吗？”“我们能成功吗？”等问题，但我当时觉得这份工作值得一试，于是加
入Nuri号运载火箭研发工作，取得了试射成功这一成果。

韩华飞翔天空

制作韩国自研运载火箭Nuri号“心脏”的人

2018年11月28日，在罗老航天中心试射成功的运载火箭Nuri号，为梦想成为“航天强国”的韩国民众送上了希望，让人

们看到了韩国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Nuri号将于2021年正式发射成功的可能性。

在韩国唯一制作太空运载火箭发动机的韩华Aerospace昌原工厂，有11名工程师和11名生产负责人全新投入发动机研

发。

就好像在人体内推动血液循环的心脏，能使运载火箭飞向太空的推力是由

发动机传递的，因此发动机就是运载火箭的心脏。

· Lim Sungmoon / 班长 : 
 韩华Aerospace生产技术Team/KSLV班，推进装置生产部技术2Part

· Lim Younghun / 课长 : 
 韩华Aerospace生产技术Team/KSLV班，推进装置生产部技术2Part

Kim Jonghan 次长  

Lim Younghun 课长 

Q. 在研发太空运载火箭发动机的过程中曾遇到哪些困难或挑战？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meet-the-team-hanwha-aerospace-kslv-2-engineers.html
http://www.hanwha.com/zh/meettheteam-aerospace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meet-the-team-hanwha-aerospace-kslv-2-engine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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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发射，运载火箭被送到发射场地

韩国航空航天研究所（KARI）负责人和推进装置生产部员工成功组装一段式火箭75吨级发
动机

Q. 太空运载火箭的“韩国自主研制”有何意义？

Q. 在制作发动机时，“精密技术”代表什么意义？

Q. 为了确保2021年成功发射Nuri号，目前正在做哪些努力？

Q. 点燃您工作热情的“烟火”是什么？

Kim Jonghan 次长 
只有仅靠国内技术自主研制卫星、运载火箭、航天发射场，具有独立进入
太空能力的国家才能加入太空俱乐部。以后加入太空俱乐部时，我想有系
统地汇整出我们的技术，打造出我们的后辈不用向往发达国家的研发环
境。
（太空俱乐部Space Club：具备自主研制人造卫星、运载火箭、航天发射场能
力的国家才能加入的俱乐部）

Kim Jonghan 次长 
精密技术就是“很难的技术”，需要非常高深的技术实力。液体火箭和运载火
箭的精密技术比起普通的精密技术更保守，要经过更严格的流程进行精密
加工和组装，而且还要经过很多次的验证和检验，反复不停地确认。

Kim Jonghan 次长 
目前组装QM发动机，这是三段式火箭75吨级发动机的质量认证样机。QM
发动机组装结束后，将组装于2021年正式发射的FM发动机。为了将我们
所构建的流程有系统地适用于FM发动机组装上，所有部门都专心致志地工
作。
 （*QM：Qualification Model，旨在验证设计或性能的认证用样机）
（*FM :   Flight Model，实际发射的卫星或火箭）

Lim Sungmoon 班长
无人能做到、只有我能做到的信心点燃我的工作热情。

Kim Jonghan 次长 
进入公司以后，通过各种项目积累经验，以及为了完成任务而我自己本身
积累经验的那些“时间”就是我的“烟火”。

Lim Younghun 课长 
我的“烟火”是对工作的责任心。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并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承
担责任的心态激发我的工作热情。

韩华Aerospace, 加油！

关于韩华Aerospace的更多消息，请点击这里查看一下 >

Lim Younghun 课长 
由于前面没有一条可鉴之路，有时会感觉很迷茫。但我所开辟的这条路将
会成为韩国运载火箭项目的标准，是为后辈们开辟前路，这个想法成为我
的动力，让我更周密细致地制作可用于参考的资料。

 www.hanwha.com/zh/aerospace&mechatronics

https://www.hanwha.com/zh/products_and_services/aerospace-mechatronics.html
https://www.hanwha.com/zh/products_and_services/aerospace-mechatron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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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举行的韩华PROUD.活动在各位的大力支持下圆满落下帷幕。

韩华PROUD.活动为庆祝韩华集团成立66周年而举办，遍布全世界的数百多名韩华人分享了身为韩华大家庭成员的自豪感，并与世界各国
的同事进行了交流。

为了弘扬大家所分享的自豪感，把所有参与作品制作成一部短视频并在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播放！

韩华生命保险越南公司的韩华国际新闻记者Tang Hoang Quoc Thai和韩华Azdel的Andrew Anderson向我们分享了亲临纽约时代广场观
看视频的心得。

              韩华 PROUD.

庆祝集团成立66周年

视频亮相纽约时代广场

t

感谢各位的踊跃参与！

韩华PROUD.第二季活动，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能够听到大家的故事，感到非常幸福。没有大家的辛勤苦劳，
就不会有今日的韩华。

我们把在此次活动中表现最出色的6位参与者的精彩故事制作成视频，
供大家欣赏。

请点击下面网址，听听看每一位的精彩故事。

在各位的积极参与和高度关注下，韩华PROUD.活动获得亚太区公关行业最高荣誉——2019 PR Awards Asia企业内部沟通类铜奖。

继2018韩华PROUD.活动之后，我们正准备更精彩的第二季活动！敬请各位关注！

Vũ Ngọc Duyến
韩华生命保险

越南公司

 Hussein Haythem
Abdulreda

韩华建设伊拉克法人

金海花
韩华化学（宁波）

有限公司

Christoph Lenz
韩华Q CELLS德国

Andrew Anderson
韩华高新材料Azdel

Kirsty van den Bulk
韩华Techwin

欧洲法人

To watch the video, please go to : 
www.hanwha.com/zh/hanwhaproud-nyctimessqaure

韩华飞翔天空

www.hanwha.com/zh/lifeathanwha

http://www.hanwha.com/en/hanwhaproud-nyctimessqaure
https://www.hanwha.com/zh/careers/list/people-at-hanwha-in-vietnam.html
https://www.hanwha.com/zh/careers/list/people-at-hanwha-in-iraq.html
https://www.hanwha.com/zh/careers/list/people-at-hanwha-in-china.html
https://www.hanwha.com/zh/careers/list/people-at-hanwha-in-germany.html
https://www.hanwha.com/zh/careers/list/people-at-hanwha-in-usa.html
https://www.hanwha.com/zh/careers/list/people-at-hanwha-in-uk.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live-from-times-square-in-new-york-its-hanwha-proud.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live-from-times-square-in-new-york-its-hanwha-proud.html
https://www.hanwha.com/zh/news_and_media/newsletter/monthlycolumn/live-from-times-square-in-new-york-its-hanwha-proud.html
http://www.hanwha.com/zh/lifeathan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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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携手印度IT巨头威普罗
（Wipro）正式进军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 与印度IT巨头威普罗（Wipro）签署代理商合作协议

· 韩国第一家进军印度市场的协作机器人公司

· 销售网络从欧美和亚洲扩大到印度，力争成为全球领先的协作机器人公司

韩华集团旗下人机协作机器人制造商——韩华精密机械公司2日透露，日

前与印度IT公司威普罗（Wipro）签署代理商协议及协作机器人项目合作协

议。

在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威普罗集团总部举行签约仪式，韩华精密机械公司

机器人事业部部长Ra Chongsung常务、威普罗基础设施工程首席执行官

Pratik Kumar等双方领导出席。双方就结合韩华精密机械公司的人机协作

机器人制作与研发技术及威普罗的销售网络联合开展业务合作达成共识。

通过此次协议，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携手威普罗抢占印度市场先机，在当地

构建销售网络，并将韩华的协作机器人导入威普罗未来拟推进的多种制造

商工序自动化项目内。

威普罗是世界第三大软件外包公司，预计今年的销售额达84.7亿美元、净

收入13亿美元、总市值116亿美元，员工人数超过17万。

在此次签约仪式上，威普罗基础设施工程首席执行官Pratik Kumar表示：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在制造业方面，人机协作机器人是多种

工序自动化的最佳解决方案。在全世界众多协作机器人制造商中，我们之

所以选择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是因为韩华在协作机器人行业拥有最高水平

的技术实力和制造优势。”

此次业务合作将成为韩国协作机器人领先企业和印度IT巨头建立双赢合作

机制，携手开辟印度新兴市场的首个案例。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机器人事业部部长Ra Chongsung 常务表示：“通过此

次协议，能够让韩华人机协作机器人正式进入印度市场，对此感到非常高

兴。今后将继续加大对机器人项目的投入，将销售网络从欧美、亚洲扩大

到印度，致力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领先人机协作机器人制造商。”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2017年3月在韩国首次推出人机协作机器人HCR-5，不

断扩大产品阵容（HCR-3、HCR-12），同时加快全球化布局，步入中国、

东南亚、欧洲、美洲和印度等市场

韩华精密机械公司机器人事业部部长Ra Chongsung常务（左）和威普罗基础设施工程高级副总裁G.Sundararaman（右）签订协议

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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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制造商之一韩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韩华Q CELLS”或“公司”)，在PV Evolution Labs(PVEL)与DNV GL联合发布

的2019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中，韩华Q CELLS被评选为最佳性能奖。 这

是韩华Q CELLS连续四年蝉联最佳性能奖榜单。

PVEL是世界领先的太阳能行业可靠性和性能测试实验室之一。 作为独立的

实验室，PVEL每年对领先的太阳能制造商所生产的光伏组件进行测试，并

根据测试结果每年发布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 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被

公认为是针对光伏组件可靠性，最全面的公开测试结果评比之一，荣获最

高性能奖(此项殊荣被授予给排名靠前的公司)象征着被业界公认为产品的高

质量和可靠性的典范。

Q CELLS荣获2019光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最佳性能奖颁奖现场

韩华Q CELLS在2019年凭借高性能单晶半片电池组件Q.PEAK DUO系列荣

获了最佳性能奖。Q.PEAK DUO系列组件采用了公司具有专利保护和特有的

钝化技术制造，这是Q.ANTUM技术的核心关键。为了提升产品质量和可靠

性，Q.ANTUM技术结合了其他尖端技术和安全特性，如出色的抗PID(电势

诱导衰减)，抗LID(光诱导衰减)和抗LeTID(光照和高温诱导衰减)性能，热斑

保护和质量追踪Tra.Q™激光识别码，以防止伪造。

韩华Q CELLS的首席执行官金熙喆 (Charles. Kim )先生表示：“再次被权威

测试实验室PVEL评为最佳性能奖，我们深感荣幸。韩华Q CELLS卓越的研

发能力源于德国，一直以来不遗余力地供应高品质的可再生能源产品和服

务。为了实现更高的客户价值和全球太阳能产业的增长，在产品质量和可

靠性方面，韩华Q CELLS将持续致力此，以追求更高的卓越成就。”

新闻资料

韩华Q CELLS在PVEL和DNV GL发布的2019光
伏组件可靠性记分卡中 荣获最佳性能奖

· 公司的Q PEAK DUO高性能组件系列被PVEL和DNV GL评选为最佳性能奖，这一殊荣标志着韩华Q CELLS蝉联四年最

佳性能奖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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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ik Hanwha）”活动期间，为了让驾驶员认识道路安全和投保的重要性，
开展了各种活动。比如，为了吸引更多眼球，在穿梭于雅加达的最拥挤的高
速公路的服务区设置宣传展区。

该活动得到了巨大的反响，免费赠送的保险证书也很快就没了。韩华生命保
险（印尼）有限公司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消费者认识投保的重要性，同
时营造更安全的驾驶环境。

印度尼西亚

Hanwha Life

Hanwha Q CELLS

Hörmann Solartechnik公司的RitaHörmann总监表示：“作为太阳能安装
商，我们已经充分体验到韩华Q CELLS产品的卓越性能和耐久性。为了驱动
我们自己的太阳能系统，毫无疑问地就要使用韩华Q CELLS德国公司的组
件。”

韩华Q CELLS德国公司为霍曼（Hörmann）实现建造能源自给自足房屋的
梦想而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感到自豪，希望这幢房屋能够成为德国其他屋
主的表率。

德国

韩华Q CELLS德国公司

全球韩华消息

让我们看看来自世界各地的韩华集团
及旗下子公司的消息。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正值印尼国内重要节日开斋节之际，宣传道
路安全及驾驶员保险的重要性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正值庆祝斋月（阿拉伯语叫“拉马丹”）的最后
一天的开斋节（Eid al-Fitr）之际，进行了为期14天的“韩华是旅游的安全伙
伴（Teman Mudik Hanwha）”活动，并向民众免费赠送可使用的个人意外
保险1万张。随着印尼人旅游旺季的到来，通过该活动，积极推广了保险的
重要性。

在开斋节期间，印尼全国各地的伊斯兰教信徒为了和家人团聚共度节日，人
们纷纷踏上归乡路。因此，道路上的汽车和大巴数量要比平时更多，在此期
间交通事故发生率也呈现急剧增长之势。

韩华生命保险（印尼）有限公司在进行“韩华是旅游的安全伙伴（Teman 

韩华Q CELLS的能源自力更生型住宅荣获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优秀创新
成果联邦奖”

住在楚斯马斯豪森的霍曼（Hörmann）一家生活在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的私
人住宅。通过使用韩华Q CELLS供应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和燃料电池，从供
电、供暖到充电，家人所需的电力全部来自于太阳。这就证明了普通家庭房
屋也可以确保零碳排放的能源供给，即不仅不需要依靠外部电力来源，且
不排放二氧化碳。凭借于此，该项目因其创新成果获得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
颁发的联邦奖。

霍曼（Hörmann）是位于德国楚斯马斯豪森的太阳能安装商Hörmann 
Solartechnik公司的业主兼运营人，对市场上的许多太阳能系统的优缺点
了若指掌。与此同时，作为韩华Q CELLS德国公司的Q.PARTNERS伙伴，非
常清楚修建与家人居住的房子时应该选择哪个太阳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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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Hanwha Engineering&Construction

是在产业、技术及其他领域具有优秀业绩的发达国家。伊拉克将韩国作为
榜样，学习和借鉴韩国的发展成果。”

此次活动安排了韩国流行歌曲（K-Pop）歌唱比赛等多种游戏和竞赛活动。
韩华建设伊拉克办事处向冠军颁发了丰富的奖品。

驻伊拉克大韩民国大使馆张璟旭大使表示：“韩伊两国外交关系十分密切，
此次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合作关系。”

韩华Q CELLS德国公司分管欧洲销售的Kim Maeng Yoon总经理表示：“提
升屋主对太阳能的接受程度至关重要，这次能与我们的Q.PARTNERS进行

合作，深感荣幸。同时，我也祝贺我们的合作伙伴Hörmann Solartechnik
公司实现家庭式能源自给自足的目标。”

韩华建设伊拉克办事处

韩华建设伊拉克办事处参加在巴格达举行的韩国文化活动

韩华建设伊拉克办事处参加从6月20日到21日在伊拉克巴格达由驻伊拉克
大韩民国大使馆主办的韩国文化活动，与数百多人一起加深了对韩国的认
识。

该活动是为了庆祝韩国和伊拉克建交30周年、进一步加强两国友谊而举办
的。驻伊拉克大韩民国大使馆张璟旭大使、伊拉克政要以及多位中东国家
外交官等重要人士出席活动。

在活动期间，韩华建设伊拉克办事处的展区很受欢迎。向到访展区的参观
者介绍了韩华建设正在推进的伊拉克新城开发项目。伊拉克新城项目是以
低廉费用供数十万伊拉克民众居住的大规模住宅开发建设项目。

参加此次活动的所有嘉宾都对韩华建设伊拉克办事处的快速发展和喜人业
绩感叹不已。他们均表示，对伊拉克民众来说，比斯马亚新城是国家重建的
象征，也是未来的希望。

伊拉克Al-Wataneya Coalition联合发言人Maison Al-Damalju表示：“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