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鲁夫为您开启新视角



我们发掘
您的潜能

 增进您的竞争优势，我们致力于提升您 的领先地位。

凭借以未来为导向的传感器、识别和网络 解决方案。 

来满足您对自动化的需求 
只为更高效的流程，取得更理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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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式企业已由第4代领导者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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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您的

全球合作伙伴



62 处全球销售子公司及代表处

9 处全球产地



BALLUFF – 
A GLOBAL PROMISE

同中国客户携手-共同开发解决方案



同客户零距离-强化本地支持

3 个销售大区

11 个销售办事处

150 多名员工

北京

沈阳

长春

广州

上海苏州

南京

台中

武汉

青岛

成都

香港深圳

大区销售办事处

区域销售办事处



 成立于2003年-在过去的14年中取得了快速、持续的成长

 总部座落于上海

 仓储中心位于上海的青浦区

 大中华区培训中心

     样品/展示厅    

     培训设施    

     解决方案展车

对中国市场的坚定承诺



 大中华区技术服务中心

     TSM：技术参数、产品替换、产品选型 

     TAS ：技术应用及解决方案 

     ASR：售后技术支持 

           维修及检查

大中华区技术服务中心





 汽车  

 包装，食品和饮料

 金属加工

 半导体

 能源

 塑料，橡胶和轮胎

对许多行业都

聊熟于心
 钢铁和冶金

 生命科学 

 液压驱动技术

 电动驱动技术 

 工厂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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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Balluff GmbH  

Schurwaldstraße 9 

73765 Neuhausen 

Germany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units/sites as listed in the annex 

has implemented and maintains a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cop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ensors, linear and rotary transducers and 

identification systems industrial installation/network technology and solutions for automation  

Through an audit, documented in a report, it was verified that the management system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ollowing standard: 

 

 

ISO 9001 : 2015 

 

Certificate registration no. 

Valid from 

Valid until 

Date of certification 

000279 QM15 

2016-06-01  

2019-05-31  

2016-06-01  

DQS GmbH 
 

   

Frank Graichen 

Managing Director 
  

 

我们永远不会只满足于非常好
对于质量，我们有着我们自己的见解，并将其称之为巴鲁夫质量。我们的高标准高于所有世界各国的现行标准，

它们都已获得认可并通过多次认证。

巴鲁夫质量不只体现在我们的产品上，您也能在我们为您提供的咨询与服务中感受到巴鲁夫质量。

拥有奉献精神的巴鲁夫员工将以他们饱满的热情为您竭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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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E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Balluff GmbH  

Schurwaldstraße 9 

73765 Neuhausen 

Germany 

 

with the organizational units/sites as listed in the annex 

has implemented and maintains a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Scop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ensors, linear and rotary transducers and 

identification systems, industrial installation/network technology and solutions for automation 

Through an audit, documented in a report, it was verified that the management system 

fulfill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ollowing standard: 

 

 

ISO 14001 : 2004 + Cor 1 : 2009  

 

Certificate registration no. 

Valid from 

Valid until 

Date of certification 

000279 UM 

2014-05-06 

2017-05-05 

2014-04-19  

DQS GmbH 
 

   

Götz Blechschmidt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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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彰显品质
在巴鲁夫，您将从我们创新与高效的解决方案中受益：从传感器层到控

制器层都拥有完整而丰富的过程信息。

我们富有竞争力的产品组能确保您的需求不只是获得基本满足，而是被

完美解决。在巴鲁夫认证测试实验室中进行的高加速寿命试验(HALT)保

证了我们每款产品都能以超乎寻常的可靠性为您提供一流的质量。

了解更多我们的产品和丰富经验。





传感器

巴鲁夫在传感器领域的专业知识涵盖全部传

感器技术及相对应的操作原理。无论是位移

检测、目标识别还是流体检测，我们都能为

您的每个应用和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传感器及

系统。

RFID 机器视觉与光学识别

无论是低频(LF)、高频(HF)，还是超高频

(UHF)，巴鲁夫齐全的RFID频带宽度将为您

的应用提供最合适的选择。唯有使用巴鲁夫

技术——全频BIS V处理单元，您的全部系统

方能灵活的相互连接。

即便是面对苛刻应用环境下的超高要求，巴

鲁夫影像处理设备也能保证可靠的质量控

制。在巴鲁夫，您能感受到最大限度的灵活

性，以及易于集成和操作的标准接口所带来

的便捷性。



安全类 连接器工业网络

了解首个将安全与自动化技术融合运用在一

个系统中的安全概念。通过叠加在IO-Link上
的安全性，无论是安全还是自动化领域，您

都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最便捷的处理体验，这

是因为我们的IO-Link不仅能提供传感器/执行

器的详细数据，还能提供安全信息。

为满足您的特殊需求，巴鲁夫为自动化的各

个领域及所有网络提供不同材质，并且是涵

盖各个方面的高品质连接器及双头连接电

缆。

无论您的网络是需要高度的防护等级、温度

等级还是可靠性，亦或是特殊接口及可靠的

连接，巴鲁夫都是您理想的合作伙伴，我们

的IO-Link确保了信息能在不同层级上进行交

换。



电源 附件人机界面

在巴鲁夫的协助下，您能找到可靠且高效的

供电。我们同样也提供带IO-Link的智能电源

解决方案，可以进行预测性维护和扩展诊

断。

细节决定成败：巴鲁夫种类丰富的高品质附

件，为您传感器在设备与系统中的最佳安装

提供支持。您将从便捷的装配与安装、精准

定位，以及设备快速开机时间中受益良多。

我们的信号与显示设备使您在任何时候都能

对生产状态了如指掌，并知晓工具的准确位

置。Smart- Light LED(智能灯LED)的层叠光

线让设备状态及动态变得人眼可视。此设备

最突出的特点是，您无需更改任何机械组件

便可修改设置。



www.balluff.com.cn

使用我们直观的产品搜索器来感受巴鲁夫官网带给您的便

利，产品搜索器使您能轻松筛选操作原理、应用场景、应用

行业、特殊要求，以及比较产品等信息。

您对我们的服务存在疑问、有需要解决的应用，或是向我们

提出您的真知灼见？一直以来，我们都十分乐意接到您的电

话并聆听您的需求。我们期待能有与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寻找合适的巴鲁夫 

解决方案



www.balluff.com.cn

巴鲁夫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800号
云顶国际商业广场A座8层
热线电话：400 820 0016
传真：400 920 2622
邮箱：info@balluf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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