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福管路 产品和服务

50多年来，西德福集团不断发展、生产和销售管路
工程设备以及液压元件，为工业机械和设备工程提
供服务和维护。

目前我们可提供的标准产品已达4万多种，另外根据
客户标准或基于我们内部开发，也提供许多特殊和
系统的解决方案。

除了移动和工业液压机械，典型应用还包括商用车
和专用车、铁路运输和能源技术。同样，西德福产
品也适用于海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及加工、
食品和化学工业。

所有西德福产品都按照相关的国际标准进行测试，
并接受内部更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管理。此外,许
多项目已获得由各种国际认证机构发布的认证证书
和批准，证明了其产品的优异质量和性能。

西德福在全世界18个国家拥有独资生产基地、分销公
司和仓库，紧密的销售网络使我们能最大限度地贴近
市场和客户，并提供优质服务。

质量管理体系 – ISO 9001:2015
环境管理 – ISO 14001:2015
安全管理 OHSAS – 1800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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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德福管路 产品和服务

元件
各类用于紧固和连接管路、钢管和软管的元件，由
西德福完全自主开发和制造，产品全面而又能完美
地互相匹配，适用于移动和工业液压及许多其他行
业。

西德福管夹
适用于安装管路、钢管、软管、线缆和其它组件的
元件和系统

VOSWINKEL快速接头
钢珠式连接, 螺纹式连接和组合板连接，实现液压管
路的连接和关断

西德福管路连接件
公制管路连接件和附件，符合ISO和DIN标准；安装
机器，模具与设备

西德福阀
手动操作球阀以及流量控制阀，用于流体介质的调
节、截止和关断

西德福法兰
整体法兰和四螺栓多片法兰
符合ISO和SAE标准；齿轮泵法兰

西德福测试
测压接头，测试软管和附件，适用于压力监测、系统
排气和采集液体样本

VOSWINKEL软管接头
软管接头和套筒，适用于液压应用中的所有通用软管

客户定制解决方案
根据客户的需求或我们的自主研发——从样品到大
规模生产

为了完美地相互匹配使用，西德福产品采用统一的高
品质设计标准和生产。

西德福锌镍镀层

大部分碳钢产品的表面镀层以高品质的西德福锌镍镀
层为标准形式，若有需要，其它产品也可提供。
这种锌镍镀层提供了最可靠的表面保护，远超之前的
市场标准——甚至在运输、使用和安装元件后——并
且符合所有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

系统

服务

客户定制产品的生产和预组装，液压管路系统、单元
和模块的预安装：

广泛的附加服务,为客户创造可衡量的附加值：

管子处理
• 碳钢无缝精密管(Zistaplex®, Zista® 密封，镀
锌，磷化，未处理)， 不锈钢和特殊材料
• 多种管路直径和壁厚
• 最佳的管路准备，从切割、去毛刺到清洁；自动
化精密弯管
• 钢管加工后进行清洁，以达到特定的清洁等级和
需求
• 管端封口和保护

管子加工
• 卡套安装
• 管端扩口和成型
• 焊接、钎焊、修补焊
• 预安装其它系统元件
(管夹、法兰、球阀、分配器等等)
• 将若干单独管路组合安装在复杂的单元和模块上
• 封口或配备保护帽以保护管路连接件及其它连接部件

软管总成
• 所有软管皆适用于液压系统
• 软管接头有内部限位保护功能
• 软管切割、剥胶和清洗能做到最佳准备
• 按照标准或客户要求进行测试
• 清洗工艺，为达到特定的清洁度标准或要求
• 软管接头封口和保护

咨询
• 独立的应用咨询和工程
• 考虑技术和经济标准，积极挑选合适的元件
• 分析和优化现有状况，设计和开发新系统和模型
• 现场装配培训课程和研讨会

采购供应
• 提供单个协调的采购解决方案
(例如：网上商店和电子数据交换)
• 使用独立的供应模式 (例如：通过使用专门设计的
装货箱，为客户或其供应商的生产线，提供从仓
库的定制部件到看板物流、即时交付组件、系统、
单元和模块)

• 优化择取供货计划和数量
• 独立包装
• 客户指定标志和符号部分,包装以及装货箱

镀层
封闭层
钝化层
锌镍层
钢体

我们的实力 – 您的优势

我们的实力 – 您的优势

我们的实力 – 您的优势

• 一站式采购所需组件
• 通过减少供应商数量以及集中采购订单和发货
而获得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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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减少客户从单一供应商采购元件所需的采购和存
储费用
• 减少安装时间，增加效率
• 消除装配失误，提升安装安全性
• 由单一制造商承担各类管路连接点之间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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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机器和设备的效率及性能
优化物料流程
减少总体成本带来可观的附加值
全球范围内，通过西德福分公司以及严格的授权
分销网络和系统合作伙伴，获得采用统一的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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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口或配备保护帽以保护管路连接件及其它连接部件

软管总成
• 所有软管皆适用于液压系统
• 软管接头有内部限位保护功能
• 软管切割、剥胶和清洗能做到最佳准备
• 按照标准或客户要求进行测试
• 清洗工艺，为达到特定的清洁度标准或要求
• 软管接头封口和保护

咨询
• 独立的应用咨询和工程
• 考虑技术和经济标准，积极挑选合适的元件
• 分析和优化现有状况，设计和开发新系统和模型
• 现场装配培训课程和研讨会

采购供应
• 提供单个协调的采购解决方案
(例如：网上商店和电子数据交换)
• 使用独立的供应模式 (例如：通过使用专门设计的
装货箱，为客户或其供应商的生产线，提供从仓
库的定制部件到看板物流、即时交付组件、系统、
单元和模块)

• 优化择取供货计划和数量
• 独立包装
• 客户指定标志和符号部分,包装以及装货箱

镀层
封闭层
钝化层
锌镍层
钢体

我们的实力 – 您的优势

我们的实力 – 您的优势

我们的实力 – 您的优势

• 一站式采购所需组件
• 通过减少供应商数量以及集中采购订单和发货
而获得成本效益

3

西德福管路 产品和服务

西德福管路 产品和服务

•
•
•
•

• 减少客户从单一供应商采购元件所需的采购和存
储费用
• 减少安装时间，增加效率
• 消除装配失误，提升安装安全性
• 由单一制造商承担各类管路连接点之间的责任

www.stauffline.com

www.stauffline.com

4

www.stauffline.com

提高机器和设备的效率及性能
优化物料流程
减少总体成本带来可观的附加值
全球范围内，通过西德福分公司以及严格的授权
分销网络和系统合作伙伴，获得采用统一的高品
质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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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来，西德福集团不断发展、生产和销售管路
工程设备以及液压元件，为工业机械和设备工程提
供服务和维护。

目前我们可提供的标准产品已达4万多种，另外根据
客户标准或基于我们内部开发，也提供许多特殊和
系统的解决方案。

除了移动和工业液压机械，典型应用还包括商用车
和专用车、铁路运输和能源技术。同样，西德福产
品也适用于海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以及加工、
食品和化学工业。

所有西德福产品都按照相关的国际标准进行测试，
并接受内部更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管理。此外,许
多项目已获得由各种国际认证机构发布的认证证书
和批准，证明了其产品的优异质量和性能。

西德福在全世界18个国家拥有独资生产基地、分销公
司和仓库，紧密的销售网络使我们能最大限度地贴近
市场和客户，并提供优质服务。

质量管理体系 – ISO 9001:2015
环境管理 – ISO 14001:2015
安全管理 OHSAS – 18001:2007

元件

Cover

系统
德国
德国总部Werdohl-Ehrenfeld
Walter Stauffenberg GmbH & Co. KG
Im Ehrenfeld 4
58791 Werdohl
Tel.: +49 2392 91 60
Fax: +49 2392 91 61 60
E-Mail: sales@stauff.com

物流中心 Neuenrade-Küntrop

生产基地Plettenberg-Ohle

VOSWINKEL Meinerzhagen

STAUFF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globally available through 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and a tight
network of authorised distributors and
representatives in all major industrial
regions of the world.
You can find detailed contact information at

www.stauff.com

澳大利亚

意大利

俄罗斯

STAUFF Corporation Pty Ltd
Tel.: +61 2 4271 9000
sales@stauff.com.au

STAUFF Italia S.r.l.
Tel.: +39 031 65 84 94
sales@stauff.it

STAUFF LLC
Tel.: +7 495 276 16 50
sales@stauff.ru

巴西

加拿大

泰国

STAUFF Brasil Ltda.
Tel.: +55 11 47 72 72 00
stauff@stauffbrasil.com

STAUFF Canada Ltd.
Tel.: +1 416 282 46 08
sales@stauffcanada.com

STAUFF (Thailand) Co., Ltd.
Tel.: +66 2 721 73 23
sales@stauff.co.th

中国

韩国

美国

STAUFF China
Tel.: +86 21 68 18 70 00
info@stauff.com.cn

STAUFF Korea Ltd.
Tel.: +82 51 266 66 66
info@stauff.co.kr

STAUFF Corporation
Tel.: +1 201 444 78 00
sales@stauffusa.com

法国

马来西亚

英国

STAUFF S.A.S.
Tel.: +33 2 54 50 55 50
direction@stauffsa.com

STAUFF South East Asia Sdn Bhd
Tel.: +60 3 5637 7888
sales@stauff.com.my

STAUFF UK Ltd.
Tel.: +44 114 251 85 18
sales@stauff.co.uk

印度

新西兰

越南

STAUFF India Pvt. Ltd.
Tel.: +91 20 67 31 4900
sales@stauffindia.com

STAUFF Corporation (NZ) Ltd.
Tel.: +64 9 271 48 12
sales@stauff.co.nz

STAUFF Vietnam Ltd.
Tel.: +84 8 3948 1041
sales@stauff.com.vn

爱尔兰

波兰

STAUFF Ireland
Tel.: +44 28 92 60 69 00
sales@stauffireland.com

STAUFF Polska Sp. z o.o.
Tel.: +48 58 660 11 60
sales@stauff.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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