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佶缔纳士是Gardner Denver集团的一个分部，NASH和elmo作

为世界上领先的液环泵、压缩机和真空系统的供应商，有超

过100多年的历史。

你可能以前听说过纳氏工程，西门子/elmo,或纳西姆,现在我们是一家，叫佶缔纳士。 

我们制造液环泵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如何使它们运行得更好，我们提供最好的

NASH服务，知道如何使他们运行更长时间。

对于下面这些NASH, Garo和西门子/elmo液环泵/压缩机系统，我们可以提供特殊的NASH服务：

2BE1.. 2BE3/4.. 2BE5..  2BV 2BG1.. 2BK.. HP 

Garo                 CL/AT 904 SX TC XL SC 

我们在亚太的服务中心位于：

．中国博山   ．中国上海  ．中国广州

．韩国首尔   ．新加坡    ．澳大利亚悉尼   ．印度普钠

我们富有经验的服务技术人员在我们在服务中心或现场检查您的泵。您不妨一试。

当然，我们也对所有的液环泵提供最好的纳士服务，不管制造商是谁。

我们提供最好的NASH服务，使产品可以运行更长时间。

我们设计液环真空泵和压缩机系统已经超过100年。

对每一款型号泵，我们都提供最好的NASH服务

地点

高效的服务中心

一个简单的佶缔纳士公式：

我们的专业技能

+ 我们的承诺

= 您的受益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运用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有效维护维修您的设备（液换真空泵、压缩机、多级离心风机），您将从中受

益。

我们的专业技能：

超过 100 年的真空系统和压缩系统的经验

我们的真空和压缩系统的经验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我们不仅能对您的设备及系统有总体宏观的鉴别能力，也能对您的

设备及工艺过程细微之处提供专家级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的承诺： 

一个服务中心结合以专业技术人员的全球覆盖服务网络

佶缔纳士设有世界范围的服务中心网络，配备有最新的技术和装备。

我们完全胜任的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专业技术人员还可以为您提供现场服务。

您的受益：

享受专业的服务、维护及维修

有了我们的服务,您的设备运行将会处于最佳状态. 您将从我们富有经验的专业服务人员以及现代化装备的服务中心受

益，这包括：

·往来运输服务：我们可以为您安排产品从您工厂到服务中心的往来运输

·服务中心的快捷服务

·服务中心精良的设备

·所有磨损件更新后，我们保证维修泵能力会提高到全新同型号泵能力的95% 

·采用原配套厂商零部件和原图

·提高了灵活性，延长了系统的使用年限

·工厂保证的泵的性能

·一个电话/联络，将获得所需的所有优质服务

·数十年经验的服务专家

我们位于中国的服务中心地址

博山服务中心

佶缔纳士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博山经济开发区纬五路18号

上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团路200号

(位于登福机械 (上海 )有限公司院内 )

广州服务中心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北云庆路1号

(位于广东吴泰钢结构有限公司院内 )



佶缔纳士服务中心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液环泵/压缩机/风机专业维修服务

佶缔纳士服务中心
液环泵及多级离心风机的能力中心

佶缔纳士服务中心
卓越服务，值得信赖

服务中心网络分布 服务中心可以提供的服务包括:

客户所得:

服务中心能力一览 淄博 上海 广州

覆盖区域 北部区域 东部区域 南部区域

维修产品涵盖 全部 全部 全部

服务中心面积 500m2 800m2 1200m2

测试能力 全部 不能 部分

行车起吊能力 20T 10T(20T) 10T(20T)

特殊衬层 能 能 能

内窥镜检查 能 能 能

加工能力 全部 车床和钻床 外协

叶轮热装炉 有 有 有

静平衡 有 有 有

动平衡 有 有（外协） 有（外协）

零备件库存 有 有 有

周转泵 有 有 有

设备维护保养和解体大修

富有经验的，经过专门训练的维修人员可以处理各种泵型。 我们了解泵及压缩

机所有配合尺寸和调整间隙，以及每一台NASH 泵、NASH 压缩机、GARO 压

缩机、HOFFMAN 风机以及LAMSON风机的装配技术参数。专业化的服务加上

最适宜的维修是保障您的生产系统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

零件拆检

检查每台拆开的泵或风机各零部件，查看尺寸的准确度以及损坏情况，确定最合

适的维修方案。

清理除垢

零部件上有沉积物或结垢能引起相当程度的性能衰减。维修过程中我们会给予恰当地清理，依据具体沉积物性状，将有针

对性地采用化学的方法或者物理的，如喷丸、高压清理等方法对结垢予以清除。

原装零部件更换

维修中心根据区域的装机数量和运行时间，设定必要的备件库存。原装备件保证产品

的性能。

零件修复

焊补，镶嵌，填充等多种修复工艺供客户选择。结合客户的预算，我们将会对零部件

进行回用或修整。先进的加工设备能够保证零件的重要尺寸满足图纸的公差要求。专

业的焊接技术允许我们对轴进行堆焊，对泵体、叶轮进行焊修。

泵体衬胶或衬不锈钢

客户的生产工艺有可能改变，处理腐蚀性介质，或系统变更，改成闭环系统操作运

行，工作液有颗粒物质存在等等。这些有可能同原来选型时提出的工艺条件不一

致。 我们对泵的下列专业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有效延长灰铸铁的使用期限和提高其使

用服务期限：对泵体、泵盖衬胶层； 或者对泵体、锥体、圆盘、泵盖衬不锈钢板，

可保护零件免于固体颗粒的冲蚀或者腐蚀介质的腐蚀。

转子动平衡

动平衡检查保证转子高速运转的平稳性

零件热处理

零件焊补修复后通过热处理消除焊接应力

95% 以上性能保证

所有磨损件更新后保证能达到原设备的性能。

质量保证

作为一家被认证的公司，质量对我们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我们的维修磨损

件以及备件提供一年的质保期。

合理的价格

维修的成本基于规定的工作步骤。我们拆开您的泵或风机，检查零部件以确定是否可

能对零件进行维修或者必须进行更换。你会收到一详细的报价，其中详细描述了所有

缺陷，并附有损坏零部件的数码照片。 邀请客户到我们的拆解现场检查可以帮助我们

的客户更好地做出决定。

周转泵服务

采用佶缔纳士的周转泵方案会让您的系统停机时间最短。在您需要的时间，我们可以

为您提供修过的或新的周转泵，能恰好满足您的工况要求。我们将根据您的特定性能

参数（速度、材质、单端机封或双端机封，及许多其他选项）组装相应的周转泵。在

组装过程中，我们采用新的或用过的库存件。

当地化维修

分布于各区域的维修服务中心方便区域客户的产品维修，节省运费。

经验丰富的专业维修人员，先

进的设备和工具，规范的工艺

控制，原装备件确保您的返修

设备关键性能达到全新同型号

设备的95%水平。

机械运转及性能测试

根据客户的需求，对维修后的真空泵、压缩机、风机在测试台进行综合性能测试。 若

所有特定的零件更换成新的零件，我们能够保证该维修的产品的吸气能力或风量达到新

设备的95%水平。如需要，产品的测试也可以在客户的现场进行

喷漆

泵在修完后发货前进行重新喷漆。 在喷漆时，会询问您的特定要求，例如颜色，漆层

厚度等等。

同时，我们可以为您的NASH产品进行改造和翻新，并提供包括指导安

装，调试和故障诊断及处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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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宜的维修是保障您的生产系统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

零件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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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中心根据区域的装机数量和运行时间，设定必要的备件库存。原装备件保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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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补，镶嵌，填充等多种修复工艺供客户选择。结合客户的预算，我们将会对零部件

进行回用或修整。先进的加工设备能够保证零件的重要尺寸满足图纸的公差要求。专

业的焊接技术允许我们对轴进行堆焊，对泵体、叶轮进行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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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工作液有颗粒物质存在等等。这些有可能同原来选型时提出的工艺条件不一

致。 我们对泵的下列专业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有效延长灰铸铁的使用期限和提高其使

用服务期限：对泵体、泵盖衬胶层； 或者对泵体、锥体、圆盘、泵盖衬不锈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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佶缔纳士是Gardner Denver集团的一个分部，NASH和elmo作

为世界上领先的液环泵、压缩机和真空系统的供应商，有超

过100多年的历史。

你可能以前听说过纳氏工程，西门子/elmo,或纳西姆,现在我们是一家，叫佶缔纳士。 

我们制造液环泵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我们知道如何使它们运行得更好，我们提供最好的

NASH服务，知道如何使他们运行更长时间。

对于下面这些NASH, Garo和西门子/elmo液环泵/压缩机系统，我们可以提供特殊的NASH服务：

2BE1.. 2BE3/4.. 2BE5..  2BV 2BG1.. 2BK.. HP 

Garo                 CL/AT 904 SX TC XL SC 

我们在亚太的服务中心位于：

．中国博山   ．中国上海  ．中国广州

．韩国首尔   ．新加坡    ．澳大利亚悉尼   ．印度普钠

我们富有经验的服务技术人员在我们在服务中心或现场检查您的泵。您不妨一试。

当然，我们也对所有的液环泵提供最好的纳士服务，不管制造商是谁。

我们提供最好的NASH服务，使产品可以运行更长时间。

我们设计液环真空泵和压缩机系统已经超过100年。

对每一款型号泵，我们都提供最好的NASH服务

地点

高效的服务中心

一个简单的佶缔纳士公式：

我们的专业技能

+ 我们的承诺

= 您的受益

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运用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有效维护维修您的设备（液换真空泵、压缩机、多级离心风机），您将从中受

益。

我们的专业技能：

超过 100 年的真空系统和压缩系统的经验

我们的真空和压缩系统的经验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我们不仅能对您的设备及系统有总体宏观的鉴别能力，也能对您的

设备及工艺过程细微之处提供专家级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的承诺： 

一个服务中心结合以专业技术人员的全球覆盖服务网络

佶缔纳士设有世界范围的服务中心网络，配备有最新的技术和装备。

我们完全胜任的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专业技术人员还可以为您提供现场服务。

您的受益：

享受专业的服务、维护及维修

有了我们的服务,您的设备运行将会处于最佳状态. 您将从我们富有经验的专业服务人员以及现代化装备的服务中心受

益，这包括：

·往来运输服务：我们可以为您安排产品从您工厂到服务中心的往来运输

·服务中心的快捷服务

·服务中心精良的设备

·所有磨损件更新后，我们保证维修泵能力会提高到全新同型号泵能力的95% 

·采用原配套厂商零部件和原图

·提高了灵活性，延长了系统的使用年限

·工厂保证的泵的性能

·一个电话/联络，将获得所需的所有优质服务

·数十年经验的服务专家

我们位于中国的服务中心地址

博山服务中心

佶缔纳士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博山经济开发区纬五路18号

上海服务中心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团路200号

(位于登福机械 (上海 )有限公司院内 )

广州服务中心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北云庆路1号

(位于广东吴泰钢结构有限公司院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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