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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富，只为创造美好生活
格兰富是世界领先的水泵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我们提供最先进的水泵解决方案，只为塑造最美好的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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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 服务全球

 公司全球雇员达16,000多人

 在45个国家设有82家分公司

 年产量超过1,600万台水泵装置

 2009年营业额为170亿丹麦克朗(约210亿元人民币)

从公司成立至今的65年时间中，格兰富专心致力于水泵相关的技术、产品以及全方位的

解决方案，覆盖到建筑行业、区域供暖/供冷、水务、工业等多个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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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格兰富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泵类产品供应商，
成立于1945年，总部设在丹麦边昂布(Bjerringbro)。

除水泵产品外，我们还开发、生产和销售经济节能的马达

和先进的电子产品。由于组合了电子控制单元，我们的产

品更加智能化，可以智能感知用户对水的需求，并自动与

之相适应，从而大大减少了对能源和水的消耗。

我们的水泵总是根据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而设计，可以灵活

地适用于任何地方。从南极探险队的饮用水供给、荷兰郁

金香的灌溉、德国垃圾填埋场的地下水监控到埃及旅店中

的空调系统，我们将高效节能的水泵解决方案送至全球各

个角落；我们更通过完善的专有技术、深入地研究和产品

开发、不断创造新产品，引领潮流，满足节能经济需求，

减少对环境的压力与影响。

我们已成为水泵行业的领头人，
引领整个行业的技术、产品、方案、服务发展趋势。



格兰富始终具备前瞻性的战略眼光，
这使得我们能始终领先对手，引领整个行业发展：

我们不仅是水泵厂商，更是思考者和积极实践者，帮助整个社会及地球环境可持续性绿色发展。

当别人还在激烈竞争时，我们已开始思索合作共赢，

融入更多创新技术，致力于为人类提供发展所需的全

线泵类产品。

格兰富创造价值，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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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此设计了满足未来需

求和达到环保标准的产品及

系统，并通过了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大部分

产品都达到欧洲节能标准。

我们有为地球上最贫穷的地

区提供安全用水的LIFELINK
(生命链)系统；可以更好、

更快处理废水的BioBooster
分布式移动废水处理应用系

统……我们为解决水资源短

缺、能源及天然资源管理不

善、基础设施效率低下等问

题，提供各种出色解决方

案，成为环保楷模。

我们始终坚信，帮助社会可

持续性发展、培育环境绿色

发展的行为，同企业自身的

增长并不矛盾，企业和社会

相互依存。我们坚信，要创

造格兰富的价值，必须先为

我们服务的市场、国家、社

会创造价值。

创造更清洁、绿色、充满活力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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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别人还在研发产品技术时，我们已开始获得顶级设计大

奖，并持续专注于新材料与新工艺的研发—我们绝不放过

产品的每一个细节，让水泵给客户带来全方位的吸引力。

当别人还在考虑公司成长时，我们已开始思索如何对整个环

境与人类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从产品的无数细节入

手，确保产品拥有高品质同时，更加高效、安全、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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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始终认为，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造福整个社会和人类，保护并改善我

们的生存环境。作为世界领先的水泵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我们致力于成功地

开发、生产和在全球范围内销售高质量的水泵及泵系统，为提高生活质量，改

善生存环境而贡献力量。

心存远见  执着创新

责任

负责任是我们做事的

基础。我们认为，

我们对格兰富人有责

任；对格兰富的创新

精神有责任；对周围

的世界也有责任。无

论我们做什么，我们

确信自己已经拥有坚

固持久的基石。

顾客认同我们是性能卓越，重视环保的高质量水泵的制造商与合作伙伴；

员工认同我们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工作环境，为他们的专业和自身发展提供了令

人满意的机会和尊重个人意愿的工作环境；

社会认同我们所提供的是负责任的产品，遵守法律，信仰民主，尊重传统，保

护环境，同时与所有人或物维持良好的关系。

公司愿景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格兰富总能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我们最核心

的企业价值观却从未动摇过。历史证明我们的企业模式是成功的，我们一直追

求创新，我们一直高瞻远瞩，我们一直恪守职责。

公司
价值观

责任>远见>创新─这3个词语一直是格兰富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但其实，责任>远见>创新，就是格兰富。

公司理念

远见

有了远见才可能创

新。我们鼓励任何基

于格兰富式的远见，

它让我们坚信每个人

都应该有所贡献与见

解。我们为达到最佳

的解决方案而竭尽所

能。我们思考，并付

诸实践。

创新

创新是灵魂。创新使

格兰富变得独特。我

们出色是由于我们能

为客户提供随需应变

的解决方案。我们从

不畏惧困难并战胜

每次挑战─我们的

智慧要求我们不断前

进。创新是格兰富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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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二本土市场
缔造绿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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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中国 卓越发展

从1994年进驻中国以来，格兰富在中国的快速发

展始终未曾停止。目前格兰富中国拥有员工1200多
名，产品应用在建筑、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

供热、污水处理等多个领域，覆盖所有省市。除中

国大陆市场外，格兰富中国还负责香港、澳门和蒙

古国市场。

格兰富于2010年投资3000万美元在北京正式注册

成立格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这是继各地销售

公司、苏州、无锡、上海安度实等工厂外，格兰富

在中国的又一重要战略布局。未来，我们将在华建

立更多分支机构，进一步扩大生产力、提升销售规

模。

我们看到，气候与环境、水资源紧缺与能源紧缺等

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市场的重要关注点。这与格

兰富发展思路不谋而合，我们前瞻性地进行高能效

产品研发并致力提供绿色环保解决方案。我们参与

了无数的国内重大项目，并提供清洁、高效的各类

水泵及优秀服务。这让我们不断赢得国内客户的信

赖与尊重，也帮助公司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并让中

国成为格兰富集团的第二大本土市场。

获得项目和市场的成功，只是格兰富中国公司目标

的一部分。保护环境、缔造绿色中国才是我们的最

高愿景。作为一家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的水泵企业，格兰富在中国率先引进欧洲A级能效标

识产品，帮助客户大幅降低能耗、节约成本，并成

为首家获得中国节能认证的外资企业。在提供系列

节能变频泵产品外，我们还提供节能审计服务和水

泵审计等服务，进一步降低电能消耗和二氧化碳排

放，实现对环境的保护。



进入中国市场多年，格兰富不断专注于水泵产品相关的各个环节。我们优秀的水

泵产品及服务在各个应用领域都有精彩表现；我们还为客户提供各种创新服务，

解决其后顾之忧。 

汇聚精彩 行业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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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应用领域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商业楼宇建筑、工厂厂房建筑、住宅楼宇建筑领域，覆盖了其中的

空调，供水，消防，排水，循环，区域制冷等用途，在商业楼宇建筑领域中，我们的业务

涉及酒店、写字楼、体育场馆、购物中心、医院等；在工厂建筑领域中，我们的业务涉及

厂房的新建、扩建及改建等项目；住宅楼宇建筑领域中，我们在供水、热水及循环、排水

及消防等各种应用中，提供可靠、舒适及节能的解决方案。 鸟巢、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建

筑成功地使用了我们的产品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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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应用领域

我们的身影也频繁出现在水厂、污水厂的水处理及市政管网建设领域，产品主要应用在污

水和净水的输送及处理。我们还用自己的产品和系统帮助那些大型纸浆、造纸、钢铁、医

药、石油化工、电厂等重工业领域进行污水处理；帮助农业领域用户进行生物质污染的泥

浆处理、临时和紧急排涝洪水、矿区抽水。在我们的服务下，竹园污水厂、白龙港污水处

理厂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些行业客户借助格兰富的优质水泵，为用户提供了纯净的

水，同时通过对污水的再次利用，节约宝贵的水资源。

工业应用领域

在工业领域，格兰富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先者，无论是机床工业、水处理工业、通用及流

程工业，我们都为这些工业领域的用户提供高效可靠的服务，并侧重于工业配套和生产流

程上的产品应用。旗下安度实品牌还提供精确投加的数字计量泵和电机驱动隔膜式计量泵

及其附件，如安全阀、背压阀、脉冲阻尼器等，可按客户具体需求定制成套加药系统。我

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钢铁、石油化工、食品饮料、海水淡化等行业。如一汽丰田，

娃哈哈等。 我们不断发出最强音，引领工业水泵的发展趋势。

新兴行业应用领域

格兰富并不满足于传统的优势行业，我们还在向更多的新兴行业进行拓展。在区域供热领

域，我们不仅为集中供暖系统提供水泵产品，还为客户提供全系统解决方案，帮助用户生

活更加舒适、同时降低能源消耗及CO2排放，如辽宁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期集中供热项

目和呼和浩特市东区集中供热项目，深受好评。同时，我们为壁挂锅炉制造商、太阳能系

统制造商以及空气源热泵系统制造商提供定制的水泵及控制系统；并且已经在船用泵领域

取得长足进步，并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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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至今，格兰富中国在上海及北京的总部之外，还拥有：

惠及全国
共生发展

分公司：北京、广州2个
现代物流仓库：上海
外高桥和上海嘉定2个 工厂：上海、苏州、无锡3个

办事处：南京、宁波、扬州、青岛、厦
门、济南、成都、重庆、西安、沈阳、大
连、天津、武汉、深圳、蒙古15个 服务网点和代理机构6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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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服务

为确保国内所有客户及时感受格兰富

水泵的价值体现，我们为客户提供各

种服务：4小时响应、400热线电话、

维护保养、延长质保期、在就近区域

进行水泵性能测试……为确保我们提

供服务的优质与高效，我们设立了遍

布全国的服务机构，采用严格的培训

机制和考评机制，所有服务人员必须

经过严格考试后，才可以上岗为相应

产品提供服务，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专

家和精英队伍，为在复杂应用下的故

障提供解决方案。

研发与创新

创新是所有企业不断成长的关键要

素， 我们不断关注针对中国本土市场

需求的研发。

我们的研发中心于2007年在苏州成

立，在这个丹麦总部外的第二大研

发中心里，大约60多名从中国及丹

麦高等学府毕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

孜孜不倦地努力，他们为了保护环境

而不断地在产品节能上进行创新；他

们发挥群体智慧，同大学和高等教育

机构合作，寻找产品设计和功能上的

新创意，为中国市场研制量身定做的

产品；他们背后驱动格兰富中国成为

“智造”企业，成为格兰富集团智慧

创新的重要源泉。

完善的生产线

格兰富扎根中国，为国内用户提供高

质量/高性能的水泵产品。我们专门在

中国设立完善的工厂生产线，生产不

同类型水泵。这大幅缩短了格兰富水

泵从工厂交付到用户的时间，让用户

更快感受到格兰富水泵给他们带来的

帮助。

格兰富苏州工厂拥有现代化且高效的

组装设施、最新的测试系统以及大容

量存储设施，具有批量生产能力，为

确保每一台水泵在出厂后具备优秀性

能，我们在工厂内为每一台水泵进行

精细的测试与检测。目前已成为格兰

富集团内继丹麦与匈牙利工厂以外全

球第三大的工厂。无锡工厂可实现按

客户需求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工作灵

活高效，满足客户日益复杂多变的需

求。

产品及延伸服务满足需求

是什么让客户决定选择格兰富？仅仅

有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点和专业的服务

机制远远不够，必须为客户提供更专

业、更高质量、更节能环保的水泵产

品及延伸服务，满足客户的各种复杂

需求。

格兰富完美地做到这一点，在产品方

面不断积极改进，无论从新材料应

用、水力设计、配用的高效电机方

面，都别具匠心—为降低泵的使用

能耗，我们在产品开发早期就准备好

新产品的环保材料；针对泵的不同部

位，精心选择不同材质，确保材料的

回收率在90%-100%！针对不同应用

领域，采用不同的材料，符合客户特

殊环境需求；我们通过采用特殊的三

维模拟和计算机计算，优化水力几何

特征，降低一切可避免的水力扰动，

提高泵的总效率和性能；我们采用高

效电机，降低水泵运行的热量产生，

延长使用寿命，节省维护时间及成

本。

我们同时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泵系

统及控制解决方案—借助丰富的行业

经验，我们深谙不同行业客户的需求

特色，有能力为不同行业、不同需求

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泵系统以及控

制解决方案。

除了为新客户的新系统提供更优化的

设计、量身定做的泵组及控制解决方

案外，我们还能对老系统进行优化

设计及节能改造，降低能源消耗；我

们通过节能审计和水泵审计等不同方

式，可以帮用户算出全寿命周期成本

及投资回报周期，以及如何用科学的

方法寻找旧泵的替代品。通过延伸服

务，我们帮助客户最大限度地保护原

有投资，提高投资回报率。

毫无疑问，选择格兰富，就是选择了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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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场之外，格兰富的产品同样也在用出色的表现，诠释着企

业对卓越的不断追求，格兰富为奥运会提供了大量的水泵和控

制设备，在25个应用水泵的场馆中，我们的产品被应用到从鸟

巢、国家游泳中心、国际广播中心到北京奥运村等16个重点奥

运场所，用于供水、供热、消防、废水处理、空调等项目，竭

尽全力地为运动员和观众、工作人员等提供服务。

成就梦想 助力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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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季奥运会在北京盛大举行。在这场代表了人类

体育最高水平的比赛中，所有参赛国家和运动员都有一个

共同的梦想：获得奥运奖牌，实现自己对卓越的追求。

格兰富奥运项目

 国家体育场 
 国家游泳中心 
 国家体育馆 
 国际广播中心 
 首都体育馆 
 五棵松文化教育中心 

 奥林匹克园区 
 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 
 青岛奥运村与奥林匹克帆船中心 
 北京奥运村 
 北京公交 
 潮白河喷泉 

 香港奥运马术比赛场 
 老山自行车馆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网球场

本届上海世博会堪称世博史上的一个传奇：参展规模最大，总共有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

展；参观力度最强，总共有102批副总统以上政要参加，吸引了海内外超过7000万人次的

参观者；展馆展区面积最大，世博园总面积达到5.28平方公里……

对于格兰富而言，在本届世博会上它也缔造了一个新的传奇：格兰富为上海世博会供应了超过80%以上的水泵和水泵系

统，数量高达1000台！这些水泵分散在世博会的各个场馆。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每一台格兰富水泵都在高效、稳定、

安全、节能地运转着，让这些场馆拥有充沛清洁的水源、舒适持久的空气，时刻为参观者展示它们璀璨夺目的美丽。

缔造传奇 服务世博

格兰富世博项目

 世博园喷泉 
 国际参展单位场馆 
 国内馆 
 公司馆 

 主题馆 
 南市电厂 
 香港馆 
 洲际大酒店 

奥
运

项
目

世
博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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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足迹  成功典范

企
业

责
任 大

事
记

高福水泵(香港)
有限公司成立1990

格兰富进入
中国市场1994

格兰富水泵(苏州)
有限公司成立1995

格兰富水泵(上海)
有限公司成立1997

获得ISO9002
质量体系认证1998

获得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1999

安度实(上海)水处理科技
有限公司加入格兰富集团2005

格兰富水泵(无锡)
有限公司成立2006

格兰富中国研发
中心成立2007 SE/SEV泵荣获

中国iF设计大奖

Alpha2循环泵荣
获中国iF设计大奖2009

格兰富中国参与
上海世博项目2010 格兰富(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成立

格兰富中国参与
北京奥运项目2008 SQFlex可再生能源系

统荣获中国iF设计大奖

回报社会 责无旁贷

回首格兰富成长的60多年历程，我们发现除了创新外，企业社会责任是促进企业成长的重

要因素。格兰富有责任回报社会，实现企业应尽的社会义务。将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密切关

联， 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现，并成为此方面典范。

2010年格兰富进行了water 2 life项目，筹集捐款资金，在肯尼亚实施基于

“LIFELINK(生命链)”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水资源项目，为非洲的民众送去清洁的饮

用水，这个项目得到了格兰富中国的倾力支持，大量的格兰富中国员工通过我们

专设的捐款网站进行捐款，帮助非洲人提供水资源，将那些处于死亡线上

的非洲儿童和成人拯救出来。

另外，我们还援助重建希望小学、每年资助贫

困学生……我们从中国公司诞生之时，就决

定坚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尽自己的绵薄之

力，回馈整个社会。

2009年，格兰富中国通过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将SQFlex可再生能源系统捐赠给河北省保定定兴柳卓

乡中学，帮助这所位于贫穷区县的800名学生饮用干净的水。我们将继续在中国实施类似项目，给中

国农村带来更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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