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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的故事

对于自动化机械操作，我们又爱又恨！
eZ-Axis的创始人，Gert Jan Brouwer与Robert Dean并不是因为热爱自动化机械操作
（他们当然还是热爱的）才建立这家公司，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不得不应对其他供应商
或制造商的产品、机器、设备和系统存在的种种缺陷，这让人很苦恼。通过总结其他人
（有时候也有自己的）的错误和经验，他们创建了一套easy（eZ）易于使用的设备和
系统，然后还建立起了可以获取这套自动化机械运动（Axis）设备的全球网络（Axis）
。

公司名称可以说明一切：eZ-Axis通过位于全球坐标轴上触手可及的办事处为客户提供一
系列简易途径来操作易于使用的自动化机械设备。

Gert Jan与Robert自从2000年在美国演出飞行效果公司—ZFX Inc初次见面之后就一拍
即合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时Gert Jan正着手建立ZFX欧洲分公司。他们二人都是
在当时市面上的设备效果不尽人意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需求开发自动化机械运动产品
的Gert Jan开发了eZ推车，Robert开发了eZ葫芦等一系列产品来填补他们自身工作的
特殊需要。

在业内其他公司也开始开发同类产品之后，他们便创建了eZ-Axis——拥有各个维度全面
的综合效果设备。他们的工作理念非常简单：秉承长期合作与互惠互利的原则处理每一
宗业务，愿意与同样对安全，创意，质量和匠人精神饱有激情的客户一道努力打造好产
品好效果。

真诚的，

Robert与Gert Jan

GERT JAN BROUWER, 创始人

Gert Jan于1998年创建了Frontline吊装与机械运

动公司；在过去十年间他对吊装机械安全方面的

兴趣越来越浓厚。出于安全方面的共同意识，ZFX

与Frontline两家公司很自然地建立起了合作伙伴关

系，ZFX欧洲分公司于2001年应运而生。除了担任

ZFX欧洲分公司的CEO之外，Gert Jan也为ZFX演

出飞行系统通过欧洲各政府部门的认证做出了卓有

成效的努力。

在标准化领域，Gert Jan是荷兰国家NEN-NNI

演出活动吊装工作组的负责人，此外，他还是

CWA15902工作组的创始人之一，该组织与欧洲

娱乐演出行业共同制定了欧洲CEN葫芦吊挂与承重

设备工作组协议。在将CWA15902转换成欧洲标

准CEN TC433的过程中，Gert Jan同时兼任荷兰

代表团主席与荷兰王国投票代表。

他对高效且安全运行的吊装装置充满热忱，这种热

情促使他设计了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吊装活动场地：

喜力音乐厅、鹿特丹阿霍伊场馆与阿姆斯特丹齐戈

体育馆，都是世界上最高效、最安全以及最符合人

类吊装工程学的场地。

Gert Jan身高192公分，是个典型的荷兰人。他喜

欢带着摄像机周游世界，记录山河自然美景。在荷

兰国内时，他喜欢带着妻子Yvonne和狗Happy一

起去森林徒步远足。他们的儿子Robbert Jan今年

19岁，刚刚开始在荷兰军队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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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JN BEVERWIJK, 中国区域总经理

Martijn是在一家灯光音响吊装公司旁边长大的，

小时候就跟巡回演出人员一起踢球，帮着公司洗

车，有活动时帮着装车、卸货、推航空箱。到1995

年时，他一路从灯光师，自动化灯光操作员和吊装

工做到了吊装统筹经理的职位。

1998年他跟Gert Jan一起成立了Frontline，共同

努力把公司打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荷兰领先的吊

装公司。2006年开始，Martijn开始探索欧洲其他

国家的演出行业，参与了许多著名的乐队与歌手如

Metallica金属乐队，麦当娜，Foo Fighters喷火战

机乐队，Take That接招乐队和Anastasia阿纳斯

塔西娅等在欧洲进行的巡回演唱会。

2010年，Martijn回到荷兰，开始担任各类电视节

目的技术总监。他为《荷兰好声音》的呈现起了推

动作用，如今《好声音》品牌席卷全球，是最为著

名的电视模式之一。

从2013年开始，Martijn建立了自己的公司—

Dutchrigger，准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探索，在中

国为各家电视台、演艺活动和各家卫视大型直播活

动提供各类服务。近年来，Martijn在中国演出市

场占领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为各类节目和演出提供

设计师、操台手与各类设备。

在成为吊装与机械运动方面的荷兰大师之后，他顺

应时势加入了eZ-Axis网络。

Martijn闲暇时间喜欢跟女友一起探索非洲这片土

地。

ROBERT W. DEAN, 创始人

Robert是土生土长的拉斯维加斯人，仅从17岁开

始就涉足自动化设备与演出飞行领域，在1989年

有了工作初体验之后，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召唤，自

此便全身心投身于这一行业，直至今日。他从最底

层无人问津的工种—跑腿的，门卫清洁工做起，但

是他的猎奇本性与坚持不懈的精神帮助他不断探索

与掌握演出飞行与自动化机械行业的各类知识与规

章制度，加上命运的垂青，他得以与早期此行业非

常优秀杰出的人一起合作，快速成长。

1994年，Robert建立了ZFX，希望能把自己的无限

创意与精力投入到他所热爱的事业上。在公司成立

初期，一切都拮据，头两年他甚至不得不把办公室

放在自己的车库里，不过从此以后公司迅速成长。

虽然Robert骨子里认为自己是属于沙漠的，但考

虑到公司的全面发展，在2006年，他毅然决定把

公司总部从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搬迁至肯塔基州

的路易斯维尔，把营业范围集中在北美，也方便降

低公司的各方面运营成本。在路易斯维尔，他遇到

了生命中的另一半Emily，Robert和Emily共同育有

一个5岁的儿子，名字叫做内华达，因为正如上面

提到过，Robert骨子里与沙漠是分不开的。

做出这次战略性调整之后，公司规模比原先增长了

3倍。多年的坚持和努力有了回报，他如今正心满

意足地在实现自己的“美国梦”（Robert为自己

的“美国梦”感到非常骄傲，虽然他是典型的美国

人，但是他的想法并不是很美式：他用公制的系统

说话与思考）。

在终于一步一步爬到最高处之后，他现在的生活哲

学是“退休的清洁工”。

创始人简介

Shane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不过不是土著

人），来自海边小镇伍伦贡。他曾经做过典型澳大

利亚人会做的事情，21岁时背上行囊去流浪，没有

方向没有目的地，最后停留在英国伦敦。

在伦敦，他是从做本地工人开始工作生涯的，在这

个过程中他快速被演艺行业各种天上地下的事物深

深吸引住。在接下来的17年间，他一往无前努力拼

搏，到现在拥有并运营着自己的TECS演出活动公

司—主营吊装与自动化机械运动，总部设在迪拜。

TECS公司最初也是非常默默无闻的，Shane自己

也是公司什么活都做，包括吊装工人、会计和清洁

工等，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20名全职员工。他对

于演出飞行事业与尖端自动化机械运动设备有着

跟Robert和Gert Jan同样的激情，此外，他们的

经营理念也英雄所见略同，加上他擅长于兼任多

项头衔，因此，由他来监管ZFX阿拉伯市场业务与

eZ-Axis迪拜分公司。

Shane非常熟悉了解此区域的演出活动。过去这

些年，他参与的活动包括教皇本笃十六世（现任天

主教教宗）出访约旦活动，滚石乐队阿布达比酋长

国演唱会，以及一些世界闻名的皇室婚礼活动。此

外，Shane与他的团队还负责了X-Line的吊装，用

一根580米长的飞梭穿过世界上最高建筑—哈利法

塔正前方的迪拜购物中心喷泉。

工作之余，Shane会抽时间带着妻子Suman和他

们的三个7岁双胞胎Zander，Zara和Zoe一起滑

冰，冲浪，滑雪，玩橄榄球，骑自行车或者就在公

园共享天伦之乐。

SHANE MANNING, 迪拜区域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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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背景：
2000年，公司由荷兰Frontline吊装公司代理的ZFX欧洲分公司与美国ZFX飞行设备公司一
起非正式合作成立，正式成立的时间则为2015年。此外，公司在迪拜与中国设立了办事
处，处理全球自动化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订单与租赁业务。

我们出租自动化机械设备，也提供整套自动化设备安装服务与技术解决方案。我们设计
并制造，在现有设备无法完全满足客户所有需求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为客户定制几乎
所有的室内设备，轻松地提供适合的解决方案。

公司目标：
eZ-Axis致力于为所有客户提供简易途径，获取操作自动化机械设备要求的最佳解决方
案，设备承载着尖端技术却十分简易可用，为客户留下永恒的印象，即为用户与团队产
出高品质、高性价比、高安全系数的合作伙伴关系。eZ-Axis由少数具有工匠精神的技工
与艺术家发展起来，无论公司发展势态如何，我们仍继续延续这家小公司的工作理念，
即把每位客户（与员工）视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聚精会神服务好每
一个订单，完全解决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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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服务内容
+ 工业设计，着重聚焦于自动化机械运动与吊

装作业

+定制化的机械设计与电气设计

+ 车间配有完整的制造/喷水/机器工人团队，
工人们手艺精湛、工作热情高涨

+致力于服务充满艺术理念的设计过程

+ 演艺行业数控葫芦的制作时间快速且质量
卓越

+全球最大的剧院演艺飞行背带制造商

+全球最大的黑色抗氧化绳索制造商

+拥有无限感染人心的工作热情与趣闻轶事

产品介绍
+高速钢索吊挂葫芦

+重型小车与轨道

+数控葫芦

+旋转器

+舞台升降

+转车台

+地面电机与轨道

+手动控制吊装系统

概览
+2000年非正式成立/2015年正式成立

+在三大洲四个国家拥有办事处

+全球拥有100多个全职员工

+ 提供高速钢索升降机、重型小车、数控线葫芦、转车台与舞
台升降（包括控制、软件与控台）的自动化租赁方案

+ 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自动化机械运动设备与服务， 
包含创意想法

+大型活动与剧院作业经验同等丰富

+ 在方案的可行性与不可行性方面经验非常丰富—— 
并了解不同之处

+服务面积涵盖全球55个国家与美国50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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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动：
+ 2016年，阿布扎比酋长国宫殿酒店，《Asi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 Awards亚洲足球联合总
会颁奖典礼》

+Prestige Cruise Line游轮航线之旅

+沙特阿拉伯，Jenadriyah节庆

+2016年，迪拜Parks & Resorts盛大开幕式

+中国澳门，《江苏卫视2016-2017跨年演唱会》

+《Hangover宿醉》3

+美国Imagine Dragons迷幻乐队2013巡回演唱会

+Zac Brown扎克布朗乐队2012年巡回演唱会

+2012年，阿塞拜疆，欧洲歌唱大赛

+2013与2015年Soca Monarch大赛

+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FIFA国际足球联合会冠军赛
闭幕式

+ 2016年，里约热内卢，Holland Heineken House
荷兰奥运会喜力啤酒屋

+中国南京，《江苏卫视2015-2016年跨年演唱会》

+2016年，迪拜四季酒店，三星新品发布会

+上海、纽约与香港，优衣库旗舰零售店

+ 《Arab Idol阿拉伯偶像》MBC（中东广电中心）

还有更多活动：
+ 美国德克萨斯州Prestonwood Baptist Church普

瑞思顿浸礼会

+挪威游轮航线之旅

+ 中国广州，《湖南卫视2014-2015年跨年演唱会》

+ 2011年，Country Music Awards国家音乐颁奖礼

+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海底世界

+荷兰美国游轮航线

+ 美国芝加哥，古德曼剧院 
Goodman Theatre

+美国休斯敦，小巷剧院Allley Theatre

+美国路易斯维尔演员剧院Actors Theatres

+2017年，阿联酋购物中心，迪拜购物节

+美国芝加哥歌剧院Lyric Opera of Chicago

+视听剧院Sight and Sound Theatres

+ 美国华盛顿国家歌剧院 
Washington National Opera

+美国纽约署名剧院Signature Theatre

+ 2017年阿布扎比，加莱利亚商场， 
中国农历新年活动

+首尔世博会，三星展馆

+中国长沙，《湖南卫视2013-2014年跨年演唱会》

参与活动：
+全球《Wicked女巫前传》音乐剧演出

+ 2012-2017年，Vrienden Van 
Amstel“Amstel啤酒之友”，荷兰鹿特丹，

+ JPL《喷气推进实验室》，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
行局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 2016-2017年，阿布扎比法拉利世界，《Winterfest
冬季嘉年华》

+2013年，长沙，湖南卫视《快乐男声》

+ 16年，深圳，浙江卫视《天猫双十一 
狂欢购物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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