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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fos介绍

●  成立于 1945年，丹麦

●  年产量超过1600万台水泵

●  年销售收入超过26亿欧元

●  全球超过 16,000 员工

●  56 个国家建立销售公司

●  22 个生产工厂

●  超过600家服务合作伙伴

格兰富中国售后服务介绍

●  全国在10个城市设立售后服务点

●  全国有超过60家服务合作伙伴

●  4-24售后服务政策

●  4 – 格兰富和服务中心的协调员

    在4小时内与客户安排现场服务, 
    并电话通知请求方。
●  24 – 收到服务请求，服务人员必

    须在24小时内到达当地的现场，

    或者离开前往异地的现场

网络 快捷 专业 经济

Grundfo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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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富苏州     
  

格兰富（苏州）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位于苏州工业园区内，是格兰富集团在亚太地

区的主要制造基地, 生产制造厂区面积达2.15万平方米；办公区域达7300平方米，截至2011年
12月，员工人数为582人。在苏州地区初始投资金额总计1.33亿元人民币，并于2007年增资1.3
亿元人民币。主要负责产品部件生产、产品组装、销售支持、及供应链管理等。格兰富苏州

公司主要为中国以及亚太区生产和配送各式高质量的水泵、水泵系统、马达以及水泵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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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每一台水泵进行精细的测试与检测。目前已成为格兰富集团内，除

丹麦与匈牙利工厂以外全球第三大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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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同类型的水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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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给他们带来的帮助。

格兰富无锡

自1996年进驻中国以来，格兰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但我们从未

放慢发展的步伐，我们一直致力于为中国的客户提供更加高质量的产品。基于这个理念，格

兰富于2006年初收购了总部位于美国休斯敦附近的，并在中国市场拥有广泛知名度的PACO水

泵，使其成为格兰富的全资子公司，正式更名为格兰富水泵(无锡)有限公司。

格兰富水泵(无锡)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新区，生产制造厂区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办

公区域达3500平方米。截至2011年12月，员工人数为159人。主要生产用于暖通空调等系统的

大型循环水泵，产品系列包含有卧式双吸泵KP，立式双吸泵KPV，以及端吸泵LF：负责PACO
系列产品的生产及研发，并为格兰富其它公司生产制造各种部件。

PACO品牌的加入，补充完善了我们在商业建筑领域以及工业领域的产品系列，为客户提

供了更多的产品选择余地。在中国人民大会堂，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二期等国家

重点项目中都有不凡的表现。

格兰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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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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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兰富水泵中国研发中心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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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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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主要从事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技术

改进，领域包括电机、硬件、流体动力、机械辅助系统支持和集团数据整合等。多项技术项

目、水泵设计和全方位高科技的研究工作是该部门为格兰富集团发展将承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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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fos
世界级的生产和测试设备

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格兰富水泵(无锡)有限公司

水泵性能测试

●  拥有8台遵循ISO9906标准的高水泵性能测试台

●  确保每一台CR/NB/NK/TP水泵及水泵HYDRO系     
     统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性能测试及耐压测试

质量保证

●  3台三坐标测量机

●  4台Scanmax 式坐标测量机

●  检测数据即时上载至中央数据库，实现在线统计过程控制

●  长期制程能力分析为生产制程的持续改进提供有力保证

CED 涂装

●  CED涂装工艺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树脂涂膜，加强

铸件耐腐蚀性能

●  涂装所使用材料完全符合欧盟相关饮用水安全要求

使用世界顶级品牌机床(MAZAK, OKUMA)，
达到了高精度的要求

●  高效率 S – Speed， high speed
●  强动力 P – Power，high power
●  高精度 A – Accuracy，high precision
●  省空间 C – Compact，less space
●  重环保 E – Environment，higher e�ciency gives lower impact

机加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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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富
认证证书

1998年获得ISO9001
管理体系认证

1999年获得

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2006年获得

OHSAS18001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中国节能产品认证

ISO Certi�cation – ISO 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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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CM

SP

NKG/NBG

PACO

格兰富
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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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富CR/CRI/CRN泵为立式多级离心泵。其管道式结构确

保水泵可直接安装在进出口同一水平线上且管径相同的水平

管路系统中，这种设计使泵的结构和管路更为紧凑。格兰富

CR泵有不同的泵规格和不同的级数以满足所需的流量和压

力。CR泵适用于广泛的用途，还可以用于宽广的多样系统

中。CR泵由电机和泵单元两个主要部件组成，电机为按照

欧洲标准设计的格兰富电机，泵单元由优化的水力部件，各

种不同的连接件，一个外筒，一个泵头和其他零件组成。

格兰富CRE/CRIE/CRNE泵为在CR/CRI/CRN基础上配用变频

电机构成，属于格兰富E泵家族。CRE和CR的区别在于配置

电机，CRE配用内置频率控制器，电机为按照欧洲标准设计

的格兰富MGE或MMGE电机。频率控制器确保连续控制泵

的转速变化，使泵设定在任一工况运行成为可能。连续控制

电机速度变化的目标是按给定需求调整泵的性能。采用变频

器调节泵的性能，具有节能，增加舒适性及控制和测量泵的

性能的优势。

CR/CRE
立式多级离心泵

CR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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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封

独特、可靠的集装式机械密封。平衡性的机

封形式，在高压力下最大限度减小磨损，一

体式的结构操作组装更加简单安全高效，

SiC/SiC的动静环组合延长机封使用寿命。

轴

高精度的不锈钢泵轴强度增大，并在轴端

装有加强型锁紧环，增强轴向锁紧力。减

少震动，延长机封及轴承的使用寿命。

轴承腔体

装有碳化硅轴承，是滑动轴承的一

种，靠输送的介质冷却润滑，不需

加油及日常维护，中间轴承为了稳

固长轴，耐磨性较高，耐发热。

腔体组件

最佳的锁紧系统，坚固的止推环，减小每级力矩。

铸造泵头

不锈钢铸造工艺保证高质量，无

沟糟无焊接，更好的抗腐蚀，同

时留有传感器接口，可接干转保

护器，安装容易，使用放心。

铸造基座

无焊缝及沟槽，增加抗腐蚀性能，

与不同的管路连接，达到最佳的效

率和应对空气处理温度变化产生的

应力，最佳的适应管路应力能力。

电机

格兰富自主研发生产的MG/MGE电
机，高效率，低噪音，低振动，免维

护。与泵头匹配性达到最佳，使水泵

效率达到最高。

叶轮

精密的激光焊接技术，保证每

片叶轮的强度和性能，达到最

佳的效率和最好的NPSH。

外筒密封

与传统纸垫型密封相比，O型圈密封对

温度变化，压力脉动以及外力的产生的

影响不敏感。

传感器LiqTec
25% 的泵故障由干转引起，传感器LiqTec可提供

安全可靠的干转保护。容易安装，使用安心，适

用于任何液体，电机 PTC 控制，低成本。

与传统形式相比结构坚固，操作安全，平衡

型的结构使机械密封在高压力下减小磨损，

无碰坏静环密封面不影响密封面，减少磨

损。傻瓜型装配使安装操作更加安全，容易

快速维修，缩短停工时间。

传统O形圈机封 传统橡胶弯座机封 集装式机封

维修便捷

低噪音

高效率 高稳定性

免维护

CR/CRE
立式多级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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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
入选目录

格兰富CR多级离心泵入选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首批高效节能清水离心泵推广企业目录  
日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公布了首批“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

能清水离心泵推广企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登上《目录》的共有五家泵类企业。这

意味着，凡购买入选企业的相关泵类产品，即可得到国家给予的节能补助。这对于广大消费

者而言，无疑是个非常利好的消息。从《目录》中获悉，格兰富的CR多级离心泵，有282个型

号入选《目录》，是上榜泵型最多的一家企业，也是其中唯一一家外资企业。

入选门槛高，节能要求严 

根据日前颁布的实施细则指出，入选的高效节能水泵须符合相关节能要求，比如：满足国家

标准GB 19762《清水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现行有效版本，产品能效达到节能评

价值。对于入选企业也有相关规定，比如：企业需具有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产品销售、安装、

售后服务及用户信息管理系统等。从节能标准提高以及对上榜企业的严格规定来看，国家对

节能环保相当重视，企业不再能轻易蒙混过关。因而入选此次目录，在节能环保方面具有相

当大的份量，无疑是对入选企业和产品的肯定。格兰富CR多级离心泵的入选，有力证明了CR
在节能高效领域的领先地位，同时也印证了格兰富公司的行业翘楚地位。 

创新铸就经典，节能在所不辞 
格兰富著名的CR系列泵，拥有许多创新性特点，独一无二，经典隽永。CR几乎是当今市场上

使用范围最宽广的多级管道泵，可满足各种各类不同场合使用，提供多种多样为客户特别定

制的产品类别，同时为全球用户提供极佳的可靠性和最低的用户成本。而如今，入选国家节

能目录的CR泵，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其无以伦比的高效节能。全面而较小规格的电机

选择，超乎想象的水力性能，数以百计的泵型选择，艺术化的水力制造技术和加工工艺，所

有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确立了格兰富CR系列泵的经典地位；默默无闻的节能特性，成就CR
泵节能高效的高尚情操。 

节能推广期限：2012年11月1日起至2013年10月31日 
推广补贴实施细则：http://www.sdpc.gov.cn/zc�/zc�qt/2012qt/t20121123_5151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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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CME泵是非自吸卧式端吸多级离心泵。CM泵配工频

电机，而CME泵电机内置频率控制器。CM/CME泵配机械

密封。为了满足各种各样客户的不同需求，根据所需流量

和压力的不同，我们提供不同尺寸和级数的CM泵。

CM系列水泵具有结构紧凑，可靠性高，维护方便，性能

范围宽，噪音低等特点。

CME采用格兰富MGE电机，内置频率控制器。频率控制

器确保连续控制泵的转速变化，使将泵设在任一工况点运

行成为可能。连续控制电机速度变化的目标是按给定需求

来调整泵的性能。

完整的性能范围

CM/CME泵配3 种材料形式: 
●  铸铁(EN-GJL-200)CM-A
●  不锈钢(EN1.4301/AISI304)CM-I
●  不锈钢(EN1.4401/AISI316)CM-G
●  6种 规格: 1, 3, 5, 10, 15, 25
●  电机范围 从 0.25至 7.5 kW
●  温度范围 从 -30 至 +120°C

 Q                        32m3/h

 H                        133m

 30 120

                   16bar

CM1 CM3 CM5 CM10 CM15 CM25

14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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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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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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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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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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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CM
卧式多级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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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封

Sic材质可以有效改善干转能力，降低粘连。锁定静环的设

计热量从密封环传递到电机法兰。装配时无需特殊工具。

轴

马达与泵轴直接连接，左旋紧配合，可靠的

连接，同轴结构紧凑性。

停止环

与锁定圈组成锁紧系统，保证同步

旋转，提高效率。

六角衬套

方便拆卸

花键轴

轴径尺寸均匀，保证同轴度

结构紧凑

先进的工艺和技术，使之与相同

系列的泵相比较，CM泵的某些型

号尺寸减少了30%以上，但是并

没有带来性能上的降低。

CM
卧式多级离心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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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富潜水泵SPA/SP系列适用于原水给水系统，灌溉

系统，泵送地下水以及增压系统。格兰富完整的泵范

围，提供很宽的产品系列，提供的潜水泵能效范围从1
到280t3/h。该泵系列包括很多泵的型号，并且每个尺

寸的泵都有不同级数的产品，以满足所有工作点的需

求。

格兰富提供了一整套泵和电机，标准情况下，这些产

品均为不锈钢DIN W.-Nr.1.4301(AISI304)制作而成。这

样在泵送普通轻微含氯的冷水时就可以提供很好的抗

磨损能力，并且降低了收到腐蚀的危险。

由于使用了不锈钢，所以重量更轻，这样更便于操作

该泵，因此设备的费用更低，并且降低了安装和维护

的时间。此外，由于该泵的不锈钢材质具有很好的抗

磨损能力，所以在维护之后泵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SP 深井潜水泵

SP
潜水泵、电机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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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轴承

格兰富SP 泵轴承为水润滑橡胶轴承

并带有供沙粒通过的方形通道。这不

仅可有效避免沙粒在泵堆积，而且可

避免因其它润滑而带给水质的污染。

进口带过滤器

进口过滤器可防止大于一

定尺寸的颗粒进入泵内。

止回阀

所有SP 泵的出口均装有一个可靠的止

回阀，可防止停泵时的液体倒流，从

而因使水锤作用破坏泵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同时阀的独特设计使其具有良

好的水力性能，可减少通过阀的水头

损失，从而有利于提高泵的效率。

不锈钢材质

泵的主要零部件均用不锈钢材质，其中叶轮、腔体等部件材质

为不锈钢304或316，轴材质为不锈钢431或329，小于37kW的型

号，同时还可以提供不锈钢904L的材质(具体请参照产品目录)。
不锈钢材质经过特殊的加工工艺，不仅保证了泵的高效率和可靠

性，还具有重量轻、耐磨损、寿命长等特点。使用于海水，推荐

使用不锈钢316或904L的材质。另外推荐使用锌阳极保护装置。

符合环保要求

格兰富SP泵的材质符合环保要求，不

会对地下水源形成任何污染，所配电

机为全封闭水润滑潜水电机，也符合

饮用水标准及环保要求。

型号规格齐全、性能范围广

格兰富SP系列深井潜水泵目前共有

19个规格，超过600个型号。可满足

流量范围为0.1到280m3/h，扬程10 
到670m。

高效

格兰富SP系列泵及所配电机的效率

都是世界领先的。这对于供水的经济

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相对设备

的运行成本，其购买成本所占比例是

有限的。而泵本身的工作效率是运行

成本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安装费用低

不锈钢材质使泵的重量很轻，这可

大大降低安装、维修时间及费用。

SP
潜水泵、电机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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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富PACO水泵具有宽广的工作高效区，使水泵在较大的

工作参数波动范围内保高效率，降低能耗，节约客观运行

费用；其独特的双涡壳设计，配置两个对称的分水角，保

持水泵运行特别安静平稳；超长使用寿命的专用机械式密

封以及封闭式的高度动平衡不锈钢（青铜）质叶轮，内衬

青铜质涡壳耐磨环，自润滑式密封轴承，提供可靠的运行

寿命。易拆式设计，缩短检修周期，减小维修空间，降低

维护成本；多支点及短轴设计，提高水泵的工作稳定性，

减小振动，延长轴承及轴封的使用寿命。

工作条件

介质温度标准为0-100℃(特殊-20～135℃)
输送不含颗粒的清水

工作参数

流量范围：      8-14000m3/h
扬程：               4.5-210m
出口直径：      50mm-800mm
叶轮直径：      240mm-1100mm
效率达：          91%
功率：              0.37-3000Kw
电机级数：      2，4，6，8级

KP/KPV
PACO系列中开双吸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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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可调式独立轴承座

轴承座与密封体一体化设计，确保轴承与机械密封精确定

位，使机械密封的检查和更换可以在不拆卸泵盖的情况下

进行。省去轴封更换拆卸水泵本体及管路之复杂工作，水

泵采用的易拆卸设计方式，便可进行日常维护及修理，使

水泵的维修工作量及时间降至最低，节约维修成本。

叶轮

PACO泵使用Francisotpian的设计方法，特

别注重叶轮与泵壳匹配，以产生宽高效区和

低气蚀区。水力平衡的双吸式叶轮与径向

载荷平衡的综合结果，使得PACO泵运行平

稳，振动最小，并减低了运行成本。

泵壳内结构

盒装式机械密封，青铜/不锈钢轴套，不锈钢叶

轮轴，内衬耐磨环，优质轴承，轴承装在最外侧

两端，加油及维护非常方便  更换机封时不需拆

泵体及管路，只需松动螺丝拧下轴承端盖即可。

双涡壳结构

采用了独特创新的双涡壳结构设计，这种水泵的叶

轮出口双涡壳双流道结构，使水泵叶轮出口双流道

完全成为180度几何对称结构，确保了涡壳内两个流

道内流动状态成几何对称，即涡壳内作用力成几何

对称分布，故作用于轴和叶轮上的径向力得到了平

衡，同时大大地减少了水泵内紊流、涡流和回流现

象的发生，改善了流动性能。

KP/KPV
PACO系列中开双吸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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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
实际成本

为什么专注于购置成本?
●  全球电能消耗

●  10% 被用于水泵运行

●  政策趋向于减少水泵的能耗

实际的案例告诉我们水泵在其生命周

期内的成本可以被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购买价格:      5%
维护成本:    10%
运行成本:    85%

电耗是泵成本中最贵部分。这一简单的事实往往在比较

泵的价格时被忽视，因此值得在此重提。

您可能仍会对泵的采购价格加上维护成本占泵生命周期

内总成本少于15%而惊奇，显而易见地，这意味着电耗成本

占去了其中的85%或更多。所以如果您想省钱，这是您应当

考虑的。

所有格兰富产品将投入最终使用。我们的用户需要长期

的解决方案，而且要求在长期运转中尽可能节省成本。做到

这一点的最可能的办法是降低电耗，这恰恰是我们所做的。

效率提高

我们的研发工作已取得了坚实的成果：泵的效率提高了

10%。这可将CR泵的电力消耗降低15~20%。当您的泵每天

运行数小时，这些改进带来了真实的节省——年复一年。

最新的改进向您提供：

购买价格
 5%

维护成本
 10%

运行成本
85%

泵效率

功率消耗

年总功率消耗

节省电费

CR15-05
71.2%

3.64kW
31886kW

（1.0 CNY/kW）

市场平均值

65.2%
4.1kW

35916kW
4030 CNY/年

17m3/h @ 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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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fos MGE电机
MG电机

Grundfos自行研发生产标准交流异步电机称为MG电机，

MG电机的功率范围从0.25kW到22kW，所有的MG电机均

为铝制定子外壳电机，这意味着更轻的重量、更好的散热

性和更高的效率。电机定子外壳同样采用了先进的CED(阴
极电泳)处理，在金属表面生成了一层环氧树脂。杰出的工

艺，造就了一流的产品，它是高效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超静音变频恒压系统只是个传说吗?
您是否知道外置变频控制的水泵产生的电磁噪音正影响着您

客户的日常休息？您是否还在为这样的噪音投诉所烦恼？有

了Grundfos E泵，您就可以完全将噪音问题抛掷脑后了。

MGE电机不仅仅是“变频器+电机”这么简单，正确的理解

是水泵控制单元+变频器+电机。或者您可以理解为她是为水

泵量身定做的变频电机。

额外的功能：

●  多种通讯模式

●  低流量停机功能

●  内置的Grundfos水泵性能曲线

●  防驼峰曲线功能

●  待机加热

●  设定值影响因子

●  故障显示和记录

●  VDE160抗冲击保护

●  抗电源干扰

●  超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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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E
水泵变频控制器

恒曲线控制 恒压力控制 恒压差控制 自动比例压差
控制(计算值)

比例压差控制
(计算值)

比例压差控制
(测量值)

恒温度控制 恒流量控制

控制模式

Grundfos CUE水泵变频控制器是一种外置式水泵变频控

制装置，它是水泵控制模块和变频器的完美结合。

告别繁琐的变频器设置：只需要简单的16个步骤，您就

能完成CUE的设置。

其它选配件：

Grundfos压力传感器

Grundfos流量传感器

Liqtec干转保护器

Grundfos
压力传感器

Grundfos
流量传感器

Liqtec
干转保护器

设计用于格兰富水泵的
专用变频器

CUE职能

●  为了更好地提高水泵的运行性

●  保证水泵在良好的状态下工作

●  更简洁，更快速度操作和控制

CUE特点

●  更高的防护等级(IP55)
●  更宽广的电源范围(110V-690VAC)
●  更简洁的操作画面

●  更高效的控制

●  更人性化的扩展功能

应用的功能

●  水泵自动PID控制可选

●  小流量停机功能

●  静止时加热功能

●  轴承检测功能

●  水泵电机电流保护

●  自动判断正反转

●  多种通讯接口可选



了解更多格兰富业务，请访问 www.grundfos.cn
我们的网站会提供健全的格兰富产品信息数据库及相关解决方案。

我们格兰富人坚信创新，

创新是我们的生存基石，

过去如此，未来仍将如此。 

世界在不断地变化，

我们也要不断调整，

随之而变，这是实现我们理想的唯一方法。 

1919

Grundfos
格兰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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