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色、快速、可靠
Kiefel 服务

A Member of Brückner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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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证提供所有原装部件，以及最

短交期

   我们可让维修专家上门服务

   我们还可维修您的旧设备

为您的设备提供最佳的维修和维护

是 Kiefel 服务部的主要目标。让您的机

器保持正常运转，保持高生产率和低折

旧率是我们一流服务的宗旨。

   我们保证您的系统初次顺利启动

   我们提供高质量的在线和电话技术 

支持

成型: +49 8654 78-615 
连接: +49 8654 78-625

+49 8654 78-613
+49 8654 78-627
upgrade@kiefel.de

成型: 
+49 8654 78-612 
+49 8654 78-620
+49 8654 78-622

连接: 
+49 8654 78-624 
+49 8654 78-629
+49 8654 78-630

+49 8654 78-607
+49 8654 78-608
+49 8654 78-611

+49 8654 78-602
service@kiefel.de

e-Portal 热线: +49 8654 78-660
eportal@kiefel.de

汽车 / 冰箱

改装 / 升级

包装 

医疗 

运输 

服务台 

网上平台 

您将获得的 Kiefel 服务
我们时刻为您待命！ 

客户服务   您的 Kiefel 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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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Kiefel 为您的操作和维护人员提供培

训，让他们了解最新技术标准，还可优

化 Kiefel 机器的使用。我们提供定制和

以需求为导向的讲解计划，专为您的人

员提供实践性培训。

原装 Kiefel 部件

原装 Kiefel 部件和耗材采用同样一流的

技术和专门知识制造，保证您的机器可

靠工作，以合理的成本快速交付。

e-Portal 在线部件平台

e-Portal 在线部平件台是安全、个性化

的全天候在线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详

细的装配图以及直接的部件咨询服务。

库存政策

我们的库存和咨询服务确保始终可以供

应关键部件。借助我们精选的备件，无

论何时发生故障都可保障关键部件有备

件可供更换，让您安心无忧。

改装和升级

使用标准化改装套件和订制升级能够帮

助您将 Kiefel 设备始终保持最佳效率，

并充分利用创新成果。

搬运 Kiefel 机器

如果需要搬动 Kiefel 工厂系统，我们可

随时提供帮助，确保您获得专业拆卸和

搬运指导，并在新的场所顺利安装并重

新启动。

服务热线

经验丰富的服务人员为您提供关于所有

技术问题的电话支持和专业知识。

初始启动

我们专家级的 Kiefel 服务团队有助于确

保您的新设备尽可能顺畅地启动。

运行检查

由于机器故障引发的不可预见性的

生产停滞造成的代价是最高的。通

过 Kiefel 进行定期监控和维护，可将此

类风险降至最低。

无忧服务协议

定期检测、24/7 的派遣服务、技术人员

抵达时间有保障、以及服务折扣，全方

位保障您的利益。

Kiefel 服务一览 

生产监督

我们的技术人员保障您的生产线顺畅运

转。我们在保持生产线运转的复杂任务

中提供支持，直到您自己的人员掌握了

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维修服务

我们的专家级 Kiefel 服务团队在此待

命，为您解决技术问题，从而您的系统

可以尽快地再次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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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Kiefel 服务专家提供专业协助

   我们还对较旧的 Kiefel 设备提供服务

支持

   免费拨打 Kiefel 服务热线

服务热线 

您享有的优势：

我们的专家服务团队为您提供快速而可

靠的支持。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一流

的电话服务都能时刻提供帮助，确保一

切问题迅速而可靠地得到解决。如果您

急需部件，我们的服务人员也可保障迅

速将其送达。这一切都将机器停机时间

降至最低。 

周一 - 周四：7.30 am to 6 pm
周五：7.30 am to 4 pm

免费服务热线  
德国当地时间

让你触手可及 

我们的服务：

   贴心交付，安装 Kiefel 机器

   在服务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完成专业 

初始启动

   根据合同规范检查是否正常工作

   为各参数的调整提供支持

初始启动 

您享有的优势：

专家级的 Kiefel 服务团队有助于确保您

的新设备尽可能顺畅地启动。我们在您

的场地供应、装配 Kiefel 机器，并使其

运转。我们还十分乐意就正确操作机

器为您的员工提供培训，以成功启动 

生产。

成就一个好的开始 

Kiefe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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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定期运行状况检查：由原始制造商进

行专业检查

   在部件和规定的服务上提供折扣价

   Helpline Plus：维修专家全天候待命
   维修技术人员 24 小时内上门（欧洲）

Kiefel 服务

我们的服务：

   以预先安排的间隔进行的定期机器检

查确保符合 Kiefel 检查表标准。

   检查的计划和执行由我们全权负责

   基于实践证明的检查清单的特定维护

建议措施

   配合无忧服务协议的运行状况检查：

部件和规定的服务提供折扣优惠

运行检查 

您享有的优势：

没有什么问题的代价比故障机器造成的

生产非计划中断更高。Kiefel 运行状况

检查提供的定期而专业的检查将这一风

险降至最低，提升您机器的可用性和生

产率。它还让您始终了解 Kiefel 设备的

当前状态。

保证最佳性能 

无忧服务方案 
为您分忧 

Kiefel 服务   

您享有的优势：

通过每年订购至少一种运行状况检查，

最大程度提升您机器的可用性和生产

率。此外，您还可在部件和规定的服

务上享受折扣价。借助可自由选择的  

Helpline Plus，维修专家全天候为您待

命，让体验和安全性最优化。您还可自

由地选择保障合格人员按时抵达的服

务，立即解决您的技术问题。我们很乐

意为您起草无忧服务协议。

我们很乐意根据您的机器提供报价。

为了提供最佳服务，请注意您的机器类型和 ID 号。

电话：+49 8654 78-602  ·  service@kiefel.de  ·  www.kiefel.com/service

可自由选择的

备选方案：

每年至少 1 次 

运行状况检查

在所有部件和 

规定的服务上 

提供折扣优惠

维修专家可达到 

全天候待命

维修技术人员  

24 小时内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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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享有的优势：

让我们根据最新的技术标准培训您的操

作和维护人员，优化您 Kiefel 机器的使

用。我们提供以需求为导向的讲解计

划，专门为立即进行实践应用而设计。

借助我们的定制计划和直接在机器上进

行的示范，所传授的知识将面面俱到。

我们专业的培训师团队帮助消除维护和

操作错误，降低代价高昂的停机几率并

提升工厂生产率。

我们的服务：

   根据最新的技术标准提供培训

   个性化的培训计划：我们根据您的 

机器配置和人员知识水平定制培训

   以需求为导向的实践性讲解计划

   具有丰富经验和技术知识的专业培

训师

   可带走的培训文档

   涵盖所讨论主题的证书

培训 
先行一步 

我们的服务：

   针对部件确定的技术支持

   充足的原装部件库存

   最短的交付时间

   同时为新旧机器供应部件

原装 Kiefel 部件

您享有的优势：

我们以单一来源提供全系列部件，具备

只有原始设备供应商可以保障的质量和

可用性。此外，我们帮助您根据自身需

求确定合适的部件，并确保尽快交付。

快速交付原装 Kiefel 部件保障将系统停

机时间降至最低。

周一到周四：

在我们的德国总部，最晚可在下午 2 点

之前接受订单，并在当天发出库存部件

部件订购 

旨在确保您的系统可靠运转 

周五：

在我们的德国总部，最晚可在上午 11 点

之前接受订单，并在当天发出库存部件

Kiefe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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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享有的优势：

我们以精选的供应部件帮助您优化关键

部件的库存，无论何时发生故障都可保

障关键部件有备件可供更换，让您安心

无忧。供应内容包括耗材、关键部件和

需要特殊交付方式的组件。我们可制定

一组个性化建议，并由您自己决定将哪

些部件纳入库存。我们还提供定制的财

务备选方案。

您享有的优势：

Kiefel 的门户提供安全、个性化的 24 小

时部件在线平台。通过从初始总机视图

单击来细化至单独部件，平台以用户友

好的方式让您找到所需的部件。详细

的装配图、分解图以及最新的手册在机

器维护上节省宝贵时间。享有直接提交

咨询的便利并轻松获得报价。还可便利

地搜索最新机器文档或更新自己的用户 

数据。门户的各种功能都将帮助您节省

时间和金钱。

我们的服务：

   部件库存

   优化库存的咨询服务

   保证关键组件的最高可用性

   根据客户情况定制支付方案

我们的服务：

   24 小时在线访问

   先进的部件目录

   直接进行的部件咨询服务

   详细的装配图、分解图以及部件照片

   最新的手册

   机器文档

   所提咨询的历史记录

   时事通讯

库存策略 e-Portal：在线部件平台 
我们建议 — 你们决定 在恰当的时间获得适合的部件 

Kiefel 服务   Kiefe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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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以固定价格提供的标准化改装 / 升级

   特定于客户的改装 / 升级

   由合格的 Kiefel 专家快速而可靠地实

施改装 / 升级

   我们将根据您的日程适时调整

   与以前的型号相比，具有高达 30% 的

价格优势

Kiefel 是您理想的合作伙伴
   经验丰富：我们的翻新 / 升级部门成

立于 2006 年，每年执行 120 个以上

的翻新和升级任务

   知识深厚：拥有自己的编程人员和机

器设计人员

   范围广泛：有 30 多种标准翻新和升级

方案供选择

   定制解决方案：特定于客户的翻新和

升级

改装和升级 

您享有的优势：

使用标准化和定制的改装套件和升级方

式，可改善您 Kiefel 设备的效率，并额

外扩大应用范围。例如，改装 / 升级可

延长您部件的使用寿命、改善机器可用

性并在长远的角度上节省成本。我们确

保您的机器符合最新的技术标准。

符合最新的技术标准 

Kiefe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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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te an maschine

我们的服务：

   一站式购物：完成所有组织和物流 

工作

   根据商定的计划在原场地拆卸设备

   将设备运送至目的地

   在新地点安装机器，并开始初始启动

重新安放您的 Kiefel 机器

您享有的优势：

需要重新安放 Kiefel 设备？我们无疑是

您的最佳合作伙伴。您可以享有我们在

重新安放领域丰富的经验，包括在大

洲之间进行运输的经验。我们可保障

您的 Kiefel 工厂系统得到专业的拆卸、

运输，以及在新场地顺畅地安装和重

启。Kiefel 在整个过程中为您专设一名

联系人员。我们自始至终全权负责。

我们自始至终全权负责 

您享有的优势：

我们的技术人员任由您差遣，保障您的生产线顺畅运转。他们在保持

生产线运转的复杂任务中提供支持，直到您自己的人员掌握了必要的

知识和技能，并会在您的场地驻留商定的时间。无论什么时候您感觉 

Kiefel 机器没有以最高性能工作，都可以联系服务部。

我们的服务：

   对您的操作人员进行生产培训和监督

   为机器附加工具的初始启动提供支持

   安全操作机器

   使工厂生产力最大化

Kiefel 服务   

生产监管 
当您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您身边 

Kiefel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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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fel 全球服务团队
可靠供应商一直伴随于您身边 

Kiefel 服务   全球服务团队 

总部
KIEFEL GmbH
Sudetenstrasse 3
83395 Freilassing
Germany

电话：+49 8654 78-602
service@kiefel.de
www.kiefel.com

布鲁克纳机械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杏林街 95 号
邮编 215027

电话：+86 512 6255 5300
Kiefel.china@brueckner.com

Brückner Far East Ltd.
Jl. Tomang Raya No. 70
Jakarta 11430
Indonesia

电话：+62 21 5660-135
willem.julienne@brueckner.co.id

Packsys Global (India) Pvt., Ltd.
Venus Bldg., 3rd Floor, Kalwa MIDC, Opp 
Dhiga Lake, Thane-Belapur Rd
400 708 Navi Mumbai
India

电话：+91 2261 674816
sonar@packsysglobal.com

KIEFEL BENELUX B.V.
Edisonstraat 111
7006 RB Doetinchem
the Netherlands

电话：+31 314 39 21 76
algemeen@kiefel.nl

Kiefel do Brasil Equipamentos Ltda.
Centro Profissional Morumbi Shopping, 
cj 810, Av. Roque Petroni Junior 1089
04707-000 São Paulo
Brazil

电话：+55 11 3033-5911
patrick.claassens@kiefel.com.br

Brueckner Group USA, Inc.
200 International Drive, Suite 105
Portsmouth, NH 03801
United States

电话：+1 603 929-3900
info@brueckner-usa.com

KIEFEL FRANCE Sarl
16 à 18 Route de Pontault, 
15, Parc d‘ Activités du Moulin
77680 Roissy en Brie
France

电话：+33 1 6029-4032
sav@kiefel.fr

KIEFEL 代理商提供的其他服务。可访问网址查找地方代表：www.kiefel.com。

OOO KIEFEL
Sedovastr. 12, Business Centre „T4“, 
Office 314
192019 Saint Petersburg
Russia

电话：+7 812 334-0523
info@kiefel.ru

欧洲 亚洲 美洲 

我们的服务：

   遍布全球的分公司和服务提供商 

网络：我们可随时以合格的技术人员

提供快速支持。

   专业而高效地执行维修服务

   利用原装高质量 Kiefel 部件，耐磨损

并且寿命持久

维修服务 
我们维修 — 你们生产 

您享有的优势：

如果您遇到我们的服务团队无法通过电

话解决的 Kiefel 机器上的问题，我们将

立即为您派遣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即

使在正常的工作时间之外，也可预先安

排维修和维护服务。我们的团队时刻待

命为您解决技术问题，让您的系统可以

尽快地再次投入使用。



KIEFEL 在塑料薄膜材料加工机设计和制造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公司提供成型与连接技术领域的核心专知。作为各个行业中知名制造商的供应商，KIEFEL 股份有限公司为汽车、医疗技术、冷冻机与包装行业的客户提供竭诚服务。 

KIEFEL 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弗莱拉辛格。此外，还在美国、法国、荷兰、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印尼也设有销售和服务中心网络，销售合作伙伴

遍及全球 60 多个国家。Kiefel 同时拥有3家在各自行业非常杰出的子公司，专注于汽车行业的捷克 SWA 公司，专注于热成型模具的荷兰 Bosch Sprang 公司，专注于模

具及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奥地利 Mould & Matic 公司。KIEFEL 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全球领先的塑料机械供应商德国布鲁克纳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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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FEL GmbH

Sudetenstrasse 3
83395 Freilassing
Germany

电话：+49 8654 78-0 
kiefel@kiefel.de
www.kiefel.com

布鲁克纳机械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杏林街 95 号
邮编 215027

电话：+86 512 62555261 / 62555300
邮箱：Kiefel.china@brueckn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