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成就品牌

  我们的技术。您的成功。
	 泵 n 阀 n 服务



信任: 我们的品牌承诺泵	    阀     服务      个目标

0302 承诺

两个符号，三个字母：泵、阀和	KSB	在主题和视觉上都紧密相连。在需要输送、控
制或切断流体的地方，客户完全信赖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产品。KSB	品牌承诺提供合
适的建议、优异的质量和最大的可靠性，确保在全球提供值得信赖的服务。

推动成功的技术。这就是我们的承诺。欢迎与	KSB	合作。



在客户需要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能保持事情的顺利运转。我们在客户需

求的位置抽取流体 – 或将其安全地控制在阀后面。竞争对手当然也会尝

试做同样的事情。与 KSB 有差异吗？我们善于为几乎所有流体和应用寻

求解决方案，以自己的节奏适应极端温度和压力。而且我们知道，每种

易爆或有毒介质都有其不同的材料和安全性质。不一定是液体：我们还

使用特殊泵以水力输送沙石和矿石。在市政公共设施和工业厂房中使用

的 KSB 产品，就像在摩天大楼、电站、矿井或油井中一样多。

打造高效工厂的节能解决方案

我们以经济的方式满足客户需求，许多产品都可提高客户的能源效率。

这源于精确的设计和选择、高效的液压系统和超智能电机。我们也定制

产品，通过 FluidFuture® 概念分析每个客户的个别设备的节能潜力，以

特殊的自动化产品实现节能。我们有 2600 名服务专家，全球随叫随

到，确保客户工厂以经济的方式运转，帮助他们顺利开展业务。

我们的工程是非常 明智的举措

我们专心倾听客户的需求。他们要在全球输送流体，我们要为各种情况提供精确适合的泵和阀，有时需要标
准产品，有时需要完全定制的解决方案。

在	Frankenthal	工厂检查多级	CHTD	高压泵

专业   			质量				 			可靠				    KSB

0504 理想



们成为领导企业的原因	来自多方面 标准化	      定制      基于系统      同一家提供商

KSB	制定其他企业遵循的标准，其泵和阀引领质量和通用性的方向。客户依靠我们精
确满足其需求	-	从工程到系统效率服务。 

KSB	的一流产品

可以销售的人很多，但只有专家才能提供最佳的建议。当客户遇到复杂

的任务时，我们从第一天就开始与其合作。无论他们是需要规划指导、

特殊设计的组件还是调试帮助，客户都能找到大量与 KSB 合作的理由，

还会在 KSB 这里发现满足其他方面个别要求的许多方法。我们生产许多

标准泵和阀 – 以适合各应用的材料、液体系统和驱动器精确满足客户需

求。同时，我们的现代自动化产品确保最佳可用性和高效运行。

0706 产品组合



水输送

■n 抽取 

■n 处理
■n 淡化
■n 输送
■n 灌溉

六大应用领域	    100 个场景	     900 款产品	     专业知识您可以找到适用于 任何环境的技能

KSB	可以提供几乎适合所有应用的泵和阀，例如工业过程、水输送或能量转换。全球各地的客户使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保持企
业发展。

能量转换

■n 石化燃料动力工厂

■n 核动力工厂
■n 可再生能源

水处理

■n 市政/工业废水输送
■n 市政/工业废水处理
■n 雨水积蓄

固体颗粒输送

■n 采矿 
■n 油砂开采
■n 砾石输送

建筑设备

■n 空调
■n 消防
■n 采暖
■n 增压
■n 排水

工艺过程

■n 辅助工序
■n 一般过程工程
■n 热水/热传递

■n 化工/石化
■n 油气
■n 海上应用

0908 技术环境



一流的模拟软件帮助我们优化泵和阀的流水作业，客户可以享受到更高

的能源效率和更低的运营成本。

智能自动化产品将产品的生命周期成本降至最低，同时改进其可用性。

比如 PumpMeter – 一种绘制和分析负荷曲线的监测设备。

处理的流体各种各样，因此需要丰富的材料知识。内部实验室需要开发

具有杰出防磨损和防腐蚀性能的新材料。为达到此目的，我们的材料专

家使用世界一流的化学分析以及金相和机械研究方法。

我们工程师在行业研究活动的三大核心领域远远超出当今市场的要求，

他们预测趋势，调整技术，在项目立项的范围内开发永不过时的商业模

式。比如我们的 SALINO® Pressure Center，其创新的设计打开了从海

水提炼饮用水的新领域 – 既经济又高效。

液压      自动化      	材料	     440 个研发人员

SALINO®	Pressure	Center	的液压设备

创意：效益的起点

顶尖科技和创新产品不是偶然的。KSB	成功的背后，是众多专家辛勤的研发工作。他
们的目标：设计可以使用多年的节能泵、阀及相关系统。
卓越的产品源于创意	–	我们工程师将其创意转换成液压、自动化和材料科技中的领先
产品。他们与国际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开展基本研究。	

1110 研究与发展



满足客户需要有出色的绩效，因此我们需要技能出众、热爱工作的员

工。KSB 为员工提供鼓舞人心的环境和调动积极性的挑战。我们的业务

遍及全球，职能部门众多，拥有许多有吸引力的职业发展道路。国际项

目提供更多的个人发展空间，全面的培训计划帮助每个员工学习新技能

和成长 – 例如我们的特殊泵应用专业认证课程。

 

被关注的工作

承诺和绩效并非来自偶然。在 KSB，它们来自我们坚持公司文化的方

式。员工在工作环境中有家的感觉，每天都有收获。坚持管理和协作原

则意味着我们与其他员工坦诚沟通、提供反馈、认可绩效。我们还希望

员工在其职业与私人生活之间享受到明显的平衡。KSB 支持弹性工作时

间、预防性保健和休闲计划

Horst-Jürgen Baulig  

销售员，水管理

“对我来说，KSB 意味着活力和开发

的不断创新。但让我们与众不同的

是，在创新的同时保持个人风格。” 

Oliver Schuster 

团队负责人，定制设计

“我在 KSB 做过许多不同的工作，而且一直是

产品经理和开发工程师，现在，我是标准泵定

制设计的团队负责人。这些不同的工作使我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今，我正在通过内部

课程将这些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同事。”

Beniamino Pitrone  

团队负责人，机械生产

“我 15 岁时就到 KSB 做切割机操作员学徒，

在这里已经待了 22 年。今天，我已经是 Eta 泵

系列机械生产的团队负责人，为此我深感自

豪。”

Ilona Schutschenko  

采购

“KSB 有许多不同的培训机会。采

购工作中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是有机

会与很多其他部门合作。”

Markus Spuck  

KSB	服务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曾在 KSB 工作，我决定跟

随他们的脚步。在这里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

事，公司虽然是一家全球性企业，却一直保持

亲切的家庭氛围。”

出色团队协作的成果	:	Etanorm

KSB跨领域的团队造就了成功的产

品，2013 年采用新型设计的世界畅销

标准泵就是一个典型的示例。

多元化	     个人		  可靠	    KSB 作为雇主打开机会之门的公司

KSB	是一家国际企业，公司活动丰富多彩。我们认为，公开和互信可以帮助人们开
发其最大潜力。

对 ETA 系列的成功做出了贡献的 KSB 员工。

1312 员工



在 KSB，承担责任有许多形式。比如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我们帮助学

校和幼儿园激发下一代对科技的兴趣 – 因为兴趣是学习关键技能的第一

步。我们是德国“Wissensfabrik”（知识工厂）行业网络的共同创始

人，支持开发帮助年轻人学习实践知识的项目。在亚洲，KSB CARE 扶

助基金资助数百位儿童上学，并且帮助建设或改造教室及其他设施。在

巴西发起了一项特殊倡议，为年轻人的未来就业提供一定的培训。在一

个为期两年的计划中，他们将在上学的同时获得第一手工作经验，学习

实际技能。

重视环境保护	

作为一家制造企业，KSB 致力于保护自然资源。当我们建设工厂或对工

厂进行现代化改造时，环境保护是第一考虑要素。我们尽可能降低排

放，减少对人类和自然的影响。我们在 Jundiaí（巴西）和 Nashik（印

度）的工厂是利用可再生资源发电的样板工厂。

教育	     环境     社会		    创造未来责任：我们尽心尽力的原因

KSB	与客户和员工一样，也在服务于整个社会。我们承诺遵守联合国全球契约，促	球社会、环境和
经济公平。

KSB 支持巴西年轻人的教育

1514 承诺



在您身边：全球无处不在

KSB	生产装配基地

KSB	销售服务中心

16,000 名员工      家公司      160 个服务中心	     以客户为中心

KSB	数十年来的思维和运营始终着眼于全球。我们的生产遍及五大洲，在	21	个国家有制
造工厂，建立了严密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客户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

1716 业务足迹



明天的成功离不开今天的规划和投入。但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还

需要保持灵活。这样，我们就可以应对市场的变化，根据需要调整战略

项目。将公司战略转变成企业成功需要目标明确、积极性高的员工。他

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互相交流，与客户及合作伙伴积极沟

通。信任、诚实、负责、专业、感恩是我们企业文化的基础。

所有权结构是 KSB 进一步独立发展的重要保证。KSB AG 普通股的控股

方是 Klein Pumpen GmbH，而 Klein Pumpen GmbH 基本上完全归 

KSB-Stiftung [KSB Foundation] 所有。KSB-Stiftung [KSB Foundation] 

由公司创办人的后代，是一家非营利组织，主要目的是促进自然科学研

究，培养年轻专家。

我们为自己制定了以下任务： 

■n 在客户心目中超越竞争对手

■n 在有吸引力的市场中保持领先地位

■n 以盈利、可持续方式发展，确保长期未来

价值观		     	目标      战略	     未来明天：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自	1871	年成立以来，KSB	就一直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其战略
目标是保持独立性、实现成功和可持续发展。

1918 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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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成就品牌

KSB Aktiengesellschaft
Johann-Klein-Straße 9
67227 Frankenthal (Germany) 
Tel. +49 6233 86-0 · E-mail: info@ksb.com · www.ksb.com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ksbpump.shanghai@ksb.com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1400号
上海	200245
电话	 +86	21	64302888
传真	 +86	21	64301504

KSB Shanghai Pump 
Co.,Ltd 

ksbpump.shanghai@ksb.com

1400 Jia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5 
Tel. +86 21 64302888
Fax +86 21 64301504

上海分公司

ksbpump.shanghai@ksb.com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1400号
上海	200245
电话	 +86	21	64302888
传真	 +86	21	64301504

Shanghai Branch office

ksbpump.shanghai@ksb.com

1400 Jia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5 
Tel. +86 21 64302888
Fax +86 21 64301504

北京分公司

ksbpump.beijing@ksb.com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凯威
大厦1001室	
北京	100020
电话	 +86	10	85615768
传真	 +86	10	85625769

Beijing Branch office

ksbpump.beijing@ksb.com

Rm 1001A, Gateway 
Plaza, No. 10 Yab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100020 
Tel. +86 10 85615768
Fax +86 10 85625769

成都分公司

ksbpump.chengdu@ksb.com

四川省成都市顺城大街308号冠
城广场27楼D-E单元
成都	610017
电话	 +86	28	85596661
传真	 +86	28	85596200

Chengdu Branch office

ksbpump.chengdu@ksb.com

Unit D-E, 27th 
Floor,Guangcheng Plaza, 
No. 308 Shuncheng avenue, 
Chengdu
Chengdu 610017 
Tel. +86 28 85596661
Fax +86 28 85596200

广州分公司

ksbpump.guangzhou@ksb.
com

广州越秀区越秀南路185号创举
商务大厦1402~1403室
广州	510010
电话	 +86	20	22038360
传真	 +86	20	22038370

Guangzhou Branch office

ksbpump.guangzhou@ksb.
com

Room 1402~1403 Nova 
Tower, No.185 South Yue Xiu 
Road, Guangzhou
Guangzhou 510010 
Tel. +86 20 2203 8360
Fax +86 20 2203 8370

西安办事处

ksbpump.xian@ksb.com

西安市高新产业技术开发区科
技路33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1205室
西安710075			
电话	+86	29	88375225
传真	+86	29	88375250

Xi'an liaison office

ksbpump.xian@ksb.com

Room 1205, Hi-tec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Zone
No.3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a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 Xi’an
Xi'an 710075  
Tel. +86 29 88375225
Fax +86 29 88375250

乌鲁木齐办事处

ksbpump.Urumqi@ksb.com

乌鲁木齐市黄河路2号招商银行
大厦六楼B座
乌鲁木齐	830000
电话	 +86	991	5852585
传真	 +86	991	5852770

Urumqi liaison office

ksbpump.urumqi@ksb.com

Room B, 6th Floor, Building 
B, CMB Bank Building, No. 
2,Huanghe Road, Urumqi
Urumqi 830000 
Tel. +86 991 5852 585
Fax +86 991 5852 770

青岛办事处

ksbpump.qingdao@ksb.com

青岛市香港中路12号丰合广场
B座403
青岛266071
电话	 +86	532	80661151
传真	 +86	532	80661150

Qing Dao liaison office

ksbpump.qingdao@ksb.com

Room 403, Building B, 
Fullhope Plaza
No.12 Hong Kong Central 
Road
Qingdao 266071 
Tel +86 532 8066 1151
Fax +86 532 8066 1150

凯士比香港有限公司

ksb.hongkong@ksb.com

香港	湾仔卢押道21-25号
1801-02室
电话	 +852	21471220
传真	 +852	21471230

KSB Limited HongKong 
office

ksb.hongkong@ksb.com

Unit 1801-02, 18/F, The 
Phoenix
21-25 Luard Road, 
Wanchai,Hong Kong
Tel. +852 21471220
Fax +852 21471230The KSB Newsletter –

don‘t miss out, sign up now:

www.ksb.com/newsle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