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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乔治费歇尔
215 年 瑞 士 品 牌         Adding Quality to People’s Lives



管路系统 成型方案 加工方案

品牌和历史 塑料管路产品
创新和研发技术史

管路系统生产经验 中国市场开拓历程

双百年
欧洲工业巨头
始于 1802 年，一大集团，三大事业部

215+ 60+

150+ 20+

瑞士乔治费歇尔（Georg Fischer，简称 GF）创立于 1802 年，总部设在瑞士沙夫豪森，并在瑞士证券交易所（SWX Swiss 

Exchange）上市。作为一家全球运营的集团，到 2019 年底 GF 在 33 个国家 / 地区设立了 142 个分支机构，包括 56 家工厂。GF

集团专注于三大核心业务：GF 管路系统、GF 成型方案和 GF 加工方案，在全球雇佣约 14,000 多名员工。



百年传奇
时间才是最好的证明

时间
时间

时间



1802
GF 的历史从此开始

1864
GF 进入管路系统行业

1903
GF 成功上市

Johann Conrad Fischer 在 瑞 士 沙 夫 豪

森创建工厂。他也成为欧洲大陆成功铸

钢的第一人。

GF 开始生产铸铁管件，成为欧洲第一

家工业化生产铸铁管接头的公司。

俄 罗 斯 沙 皇 亚 历 山 大

一世拜访 GF 位于瑞士

的冶炼厂。

GF 在瑞士证券交易所成

功上市 , 距今 GF 已经上

市 110 多年了！

沙皇的礼物
两圈钻石围绕着一颗 12 克
拉的紫水晶。

1814
来自沙皇的礼物



1920 年代
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

GF 产品被用于当时远东第一

大水厂⸺上海杨树浦水厂

的建设，这是有记载的 GF 在

中国第一个项目。

1957
率先生产塑料管路

1998
在中国上海建立管路系统全资生产基地

第一家生产 PVC 和 PE 材质塑料管件的

生产基地在德国 Singen 正式投产。

1988
无缝焊技术诞生

2008
在中国北京建立管路系统全资生产基地

GF 研 发 出 BCF 无 缝

焊接技术。



1988
美国

Signet Scientific

1998
德国

DEKA

2011
美国

Harvel

2013
土耳其
Hakan

2012
美国
IPP

2016
印尼

PT. Eurapipe

2008
瑞士
JRG

2000
澳大利亚

IPS

2017
北美

Urecon

2008
加拿大

Alfa Plastic Lnc

2019
美国
GSC

2008
美国

Central Plastics

2020
巴西
FGS

GF管路系统
在全球范围进行大量优质资产收购

GF 成为这个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网

络的一份子。

2016
加入联合国契约组织

2020
GF 扬州超级工厂奠基

GF 管路系统中国第三家全资

工厂在扬州奠基。



品牌优势
历经考验的品质才是最好的保证

全球统一生产标准
无论是第 1 米还是 100 万米，我们的品
质始终如一。

产品检测
从原料到成品，GF 有着严苛的产品检测
流程，完备的检测设备和标准使得我们
的产品安全性更高。

认证原料
GF 始终坚持瑞士品质，选用成熟的、有国
际认证的管道级原料，拒绝任何回收料。



物流仓储
GF 在全球有着完善的物流体系，WMS

货物管理系统和产品追溯系统，确保每
一个产品都有据可查。

全系统一站式采购
从管材、管件、温控系统以及相应的连接技术，
GF 都能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

质量体系认证
瑞士 SGS 是全球知名的检验、鉴定和认证机构，
是公认的质量和诚信基准。



高端品质 全球共享
覆盖全球的网络，可以随时为您提供高品质服务

北美
North America

南美
South America

欧洲
Europe

亚洲
Asia

大洋洲
Oceania

中东
Middle East

奥地利

美  国

英  国加拿大

意大利 瑞  士

印  度

澳大利亚

中国上海

中国北京

土耳其

荷  兰

德  国

丹  麦

马来西亚

遍布 33 个国家 拥有 142 个分支机构 分布在全球共 56 个
生产基地

全球拥有 14,000
多位员工

巴  西



GF管路系统中国
为您提供洁净水源

中国区首个全资生产基地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专业的生产设备

进口纯原料

60 多年塑料管路产品创新和研发技术 20 多年本土
化服务。

瑞士 SGS 认证、英国标准技术委员会、德国 DVGW

饮用水认证等众多认证。

Battenfeld，Krauss Maffei，Cincinnat 等 众 多 国 际
知名生产设备。

陶氏化学、巴塞尔、北欧化工等进口原料，拒绝使用
回收料。

1ST

GF上海工厂



瑞士联邦主席为投产剪彩

专业的检测设备

中国的第 10家工厂

大型仓库及售后服务中心

时任瑞士联邦主席多丽丝 . 洛伊特哈德出席北京工厂
落成典礼，并为开业剪彩。

2014 年获得 CNAS 国家实验室认证，具备第三方实
验室检测服务。

在中国的第 10 家工厂，主要生产使用于不同民用系
统的各种塑料管路系统。

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和资源共享，确保可以随时为
您服务。

10th

GF北京工厂



产品质量险常年续保不断档，保险详细内容请见保单证明。

亿元质保
品质保障，放心购，任性买！

2亿元产品质量保险

快速鉴别管道真伪

免费拍摄保存管路图

约 2 亿多元产品质量保险，保障您的产品安全运行。

关注官方微信，输入防伪码，快速辨别管道真伪，
让您购买无忧。

免费上传存放地暖管路施工图，手机号即可访问下载。

 

盖章有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8号 10-13楼 

电话： +86-400-8866-338 

传真：+ 86-21-62485164 
 

 

保险证明 
 

险种 ： 公众及产品责任险 

保险期限 ： 2019年 1月 1日-2019年 12月 31日 

被保险人 ：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赔偿限额 ： 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欧元 30,000,000相当于人民币 237,211,800 

司法管辖 ： 全球 

地域范围 ： 全球 

内容 ：  

 

 兹证明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名下所有产品均在我司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 

 该保险保障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

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员或其他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由受害人在保

险期间内首次向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法应由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

统有限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该保单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赔偿

限额为人民币 237,211,800 

 

 

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签发本保险证，以证

明本公司按最终签发的正式保单条件予以承保。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本公司的责任以正式保险单所载

各项条件为准。 

保单号 : 10229003900617718978

验真码 : 9g4nRv6e6SVSzSfW86

 

盖章有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单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8号 10-13楼 

电话： +86-400-8866-338 

传真：+ 86-21-62485164 
 

 

保险证明 
 

险种 ： 公众及产品责任险 

保险期限 ：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被保险人 ：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赔偿限额 ： 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欧元 30,000,000相当于人民币 234,507,900 

司法管辖 ： 全球 

地域范围 ： 全球 

内容 ：  

 

 兹证明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名下所有产品均在我司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 

 该保险保障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

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员或其他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由受害人在保

险期间内首次向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法应由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

统有限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该保单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赔偿

限额为人民币 234,507,900 

 

 

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签发本保险证，以证

明本公司按最终签发的正式保单条件予以承保。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本公司的责任以正式保险单所载

各项条件为准。 

保单号 : 10229003900387892745

验真码 : 992w59cxbSP4WYDvzC

 

盖章有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8号 10-13楼 

电话： +86-400-8866-338 

传真：+ 86-21-62485164 
  

保险证明 
 

保单号 ： 10229021900317261651 

险种 ： 公众及产品责任险 

保险期限 ： 2017年 1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被保险人 ：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赔偿限额 ： 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欧元 30,000,000相当于人民币 222,315,000 

司法管辖 ： 全球 

地域范围 ： 全球 

内容 ：  

 

 兹证明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名下所有产品均在我司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 

 该保险保障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戒商品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

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戒操作该产品戒商品的人员戒其他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戒财产损失，由受害人在保

险期间内首次向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法应由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

统有限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该保单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赔偿

限额为人民币 222,315,000 

 

 

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签发本保险证，以证

明本公司按最终签发的正式保单条件予以承保。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本公司的责任以正式保险单所载

各项条件为准。 

批单号：30229021900074469071

验证码：JhHHZFj3ys2N423g7h

 

盖章有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8号 10-13楼 

电话： +86-400-8866-338 

传真：+ 86-21-62485164 
 

 

保险证明 
 

险种 ： 公众及产品责任险 

保险期限 ： 2019年 1月 1日-2019年 12月 31日 

被保险人 ：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赔偿限额 ： 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欧元 30,000,000相当于人民币 237,211,800 

司法管辖 ： 全球 

地域范围 ： 全球 

内容 ：  

 

 兹证明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名下所有产品均在我司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 

 该保险保障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

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员或其他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由受害人在保

险期间内首次向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法应由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

统有限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该保单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赔偿

限额为人民币 237,211,800 

 

 

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签发本保险证，以证

明本公司按最终签发的正式保单条件予以承保。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本公司的责任以正式保险单所载

各项条件为准。 

保单号 : 10229003900617718978

验真码 : 9g4nRv6e6SVSzSfW86

 

盖章有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单号：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8号 10-13楼 

电话： +86-400-8866-338 

传真：+ 86-21-62485164 
 

 

保险证明 
 

险种 ： 公众及产品责任险 

保险期限 ： 201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 

被保险人 ：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赔偿限额 ： 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欧元 30,000,000相当于人民币 234,507,900 

司法管辖 ： 全球 

地域范围 ： 全球 

内容 ：  

 

 兹证明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名下所有产品均在我司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 

 该保险保障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

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员或其他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由受害人在保

险期间内首次向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法应由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

统有限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该保单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赔偿

限额为人民币 234,507,900 

 

 

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签发本保险证，以证

明本公司按最终签发的正式保单条件予以承保。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本公司的责任以正式保险单所载

各项条件为准。 

保单号 : 10229003900387892745

验真码 : 992w59cxbSP4WYDvzC

 

盖章有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常熟路 8号 10-13楼 

电话： +86-400-8866-338 

传真：+ 86-21-62485164 
  

保险证明 
 

保单号 ： 10229021900317261651 

险种 ： 公众及产品责任险 

保险期限 ： 2017年 1月 1日-2017年 12月 31日 

被保险人 ：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赔偿限额 ： 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欧元 30,000,000相当于人民币 222,315,000 

司法管辖 ： 全球 

地域范围 ： 全球 

内容 ：  

 

 兹证明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名下所有产品均在我司投保了“产品责任保险”。 

 该保险保障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戒商品在承保区域范围内发生意外

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戒操作该产品戒商品的人员戒其他任何人员的人身伤亡戒财产损失，由受害人在保

险期间内首次向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依法应由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

统有限公司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该保单每次事故及年度累计赔偿

限额为人民币 222,315,000 

 

 

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同意签发本保险证，以证

明本公司按最终签发的正式保单条件予以承保。如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本公司的责任以正式保险单所载

各项条件为准。 

批单号：30229021900074469071

验证码：JhHHZFj3ys2N423g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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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ield晶盾

全系皆为阻氧管，防护性能极大提升

GF晶盾防渗氧管的优势 三层结构阻氧
GF 晶盾家装管的防渗氧层可以减少系统金属件的腐蚀，延长锅

炉、分集水器、散热器片等金属件的使用寿命。

防渗氧层能阻止微生物及藻类的生存，减少其附着在管壁；减

少金属件的水垢生成。保证水流通畅，增强散热能力，减少燃

气费，更加节能环保。

GF 晶盾管氧气渗透量为 0.045g/m3·d，远低于规范要求的 0.1g/

m3·d。（欧洲标准 DIN 4726 的防渗氧管材，测试系统温度为

40°C 时，以 d20*2.0 规格的管材为试样，通过管材表面透过的

氧气应小于 0.1g/m3·d 或 0.32mg/ m2·d。）

三层结构阻氧管阻氧层在最外层，内层 PE-RT 基材承压，不改变

管材原本壁厚，承温承压性能更优。

三层结构阻氧剥去 EVOH 层后可进行热熔连接，更便于后续因为意

外造成的渗漏维修。



iDiamond晶钻

GF晶钻管路优势：美国陶氏化学原料生产
抗低温性，适合高寒天气施工，无脆裂。

生产过程中无需交联，生产工艺可控，管材质量稳定可靠，且

原料由厂家提供直接生产，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更高。

瑞典 Bodycote 实验室认证：材料 50 年运用无拐点（拐点指在

相同温度条件下，一定年限后承压能力急聚下降），杰出的抗

老化能力。

PE-RT 具有散热性好，传热速度更快，耐温耐压性能优秀。

晶钻家装管采用美国陶氏化学 Dowlex 2388 原料生产，耐温耐压性

能更高。Dowlex 2388 是行业公认的高等级 PE-RT 原料，GF 与陶

氏化学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也是率先将 PE-RT 引入中国市场

的厂商之一，由此给中国用户带来了全新的采暖产品。GF 中国区

是整个集团中 PE-RT 等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供货给全球市场。

陶氏化学原料，更耐温、更耐用



iRoyalty晶尊

更少结垢，更耐腐蚀

超高性价比 GF晶尊管路优势：
GF 晶尊家装管采用国际认证的进口纯原料生产，从原料到生产、

检测精益求精，完全满足家装用户的性能需求，在保证使用品质的

同时，又有着极高的性价比。

性价比更高，耐温耐压性能优秀，即使高寒天气施工，也不会

发生脆裂。

不使用回收料，且原料由厂家提供直接生产，对原材料的性能

要求更高。

瑞典 Bodycote 实验室认证：材料 50 年运用无拐点（拐点指在

相同温度条件下，一定年限后承压能力急聚下降），杰出的抗

老化能力。



PE-RT莫兰迪黄

PE-RT 莫兰迪黄管路优势：PE-RT莫兰迪黄
性价比更高，耐温耐压性能优秀，即使高寒天气施工，也不会

发生脆裂。

不使用回收料，且原料由厂家提供直接生产，对原材料的性能

要求更高。

瑞典 Bodycote 实验室认证：材料 50 年运用无拐点（拐点指在

相同温度条件下，一定年限后承压能力急聚下降），杰出的抗

老化能力。

柔韧性，回弹性能强，对于高层建筑可提前预制，且全系采用

统一品质产品，使用范围更广。

GF PE-RT 莫兰迪黄采用陶氏 2388 纯原料，不使用回收料，莫兰

迪黄是 PE-RT 可以做到同一品牌同一材质完成生活用水管、采暖

主管、地暖管、散热器连接、水机空调全系配置的管材。可提供

d16-110 的全系管材管件，特别是大口径主管路系统在大宅系统中

的运用，同品牌同材质增强终端业主信任度。

柔韧性强，抗蠕变能力优



PB

更耐温，95° C 下长期使用

塑料中的黄金 PB管路优势：
PB 产品以塑料行业的软黄金而知名，1964 年德国开始工业化

生产并应用于管材，1965 年 GF 第一套 PB 管路系统在奥地利

塑料研究所安装使用至今。

上世纪 70 年代，GF 与壳牌合作开发，将 PB 引入管路产品工

业化生产。在此后的几十年内，PB 管路系统的应用得到了不断

的推广，在建筑内的散热器采暖连接管路系统、地面辐射供暖

系统以及生活冷热水管路系统中表现突出。PB 具有优于其他塑

料管材的耐高温、低蠕变性能，并且柔韧性能突出，可在较低

环境温度下施工。

高温条件下抗压能力更强： 同一应用条件下，比其他塑料管材

使用管壁更薄、通量更大，全系采用统一品质产品，使用范围

更广。

系统耐久性：可耐 95℃高温，整个管路系统在 70 ℃水温 10bar

压力下可连续保障使用 50 年。

柔韧性好、抗震，对超高层抗风摆，对不规则建筑适应性强。

可选防渗氧产品，有效减少金属件的腐蚀，延长锅炉、分集水器、

散热器片等金属件的使用寿命。



Multilayer Pipe

铝塑复合管的优势明装采暖的不二之选
五层结构：交联聚乙烯、胶粘剂、铝、胶粘剂、交联聚乙烯，

内外层均为硅烷交联聚乙烯材料，交联度 72%。

铝层采用对接焊工艺，厚度超过规范要求，加强了管道的耐温

耐压能力，热膨胀性远低于纯塑管材，明装布管不变形更美观。

耐多种化学腐蚀，优秀的耐温、耐压性能，对比塑料管道，拥

有较低的热膨胀性。

专利设计的一体式六通，优选欧标 CW617N 黄铜，表面镀镍；

大通径，减少压力损失，无胶水不内漏。

GF 铝塑复合管执行 GB/T 18997 标准及 ISO 21003: 2008 标准，将

塑料和金属的优点结合起来。得益于塑料的柔韧性和金属的稳定性，

它具备宽泛的使用条件。长期的使用寿命使得它成为明装采暖管路

系统的理想选择。

铝塑结构，耐温、耐压、低热膨胀



PE-Xb

柔韧耐用，抗划伤性能优，抗应力开裂性佳

交联聚乙烯 PE-Xb管的优势
PE-X 即交联聚乙烯，GF 的 PE-Xb 采暖管由高密度聚乙烯作为

原材料，采用交联技术将聚合物相互连接形成稳固的三维网状

化学键，具有极强的物理性能，尤其是超高的耐温耐压性能，

而且具有极好的材料记忆性，弯折后可通过加热恢复。

GF PE-Xb 管材具有记忆性，在折弯后加热到一定温度下可自行恢

复蠕变性小，在高温条件下热变形相对较小。

抗划伤性能优越，划痕不超过壁厚 10% 的情况下不影响管道的正

常使用。良好的抗低温性，适合高寒天气施工无脆裂机械强度和密

度更高，内壁更光滑，减少水阻。

管件采用加长设计（用铜量更重），增大了管件和管道接触面，连

接更可靠。



Intelligent

GF温控产品的优势GF智能温控系统
液晶温控器：PC+ABS 材质，3.5 英寸显示屏，有不编程、编程、

485 协议三种可选，防抱死，联动输出。

分集水器：优选欧标 CW617N 黄铜，本体为热锻一体成形，一

体式配件组合，避免渗漏，内置流量调节阀，调节冷热均匀。

分室恒温中央控制器：避免壁挂锅炉或空调主机频繁启停，减

少无效燃烧，有效按需输出，节约燃气费用，延长锅炉使用寿命。

热电执行器：德国原装进口，拥有初始安装功能，不需调试，

即插即用，快捷 360°全角度安装，无需寻找螺纹，安装更便捷

GF 推出的恒温控制系统，可以实现更智能的独立分时分室温度控

制，在方便节能上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由此，客户不管是选择 GF

地暖管路系统还是暖气片采暖管路系统，均可以享受到安全、健康、

美观、节能的生活体验。

智能温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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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认证
众多权威认证是GF产品质量的保证

澳洲饮用水安全认证

荷兰给排水认证

SGS 质量认证

西班牙标准化和认证协会

德国塑料认证

德国饮用水认证

瑞士燃气和水认证

英国饮用水安全认证

联合国契约组织成员

德国质量体系认证

美国食品与饮用水认证

瑞典 Bodycote 国际认证



德国标准化学会认证

法国船级社认证

美国海岸警卫队认证

加拿大标准协会认证

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认证

比利时水工业认证

法国标准化协会认证

法国国家实验室认证

挪威船级社认证

UL 美国保险商试验所认证

德国建筑技术研究院认证

美国船级社认证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认证

瑞典技术研究协会认证

俄罗斯国家标准认证

德国船级社认证

德国船级社认证

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认证

中国国家认可实验室认证

英国标准协会认证

国际 NSF 认证

韩国卫生安全认证

英国船级社认证

韩国船级社认证

法国卫生认证机构认证

中国船级社认证

国际电工委员会认证

挪威科技协会认证



DOW 2388原料

美国陶氏化学（DOW）成立于1897年，是一家在创新的化学

品、塑料、农用化工产品领域具有领导地位的全球企业，其产

品广泛应用于建筑、水净化、造纸、药品、食品等领域。陶氏化

学研发的Dowlex 2388是业内公认的优质PE-RT管道原料标

杆，性能极为优越，保证了GF产品的高品质。

巴塞尔原料

利安德巴塞尔（BASELL）总部在荷兰的Hoofddorp，是世界上

最大的聚合物、石化产品和燃油公司之一，是全球聚烯烃技

术、生产和市场的领导者。BASELL不断开发的创新型的材料

和技术，其率先工业化研发了聚丁烯（PB）材料，并与GF合作

应用于管路系统市场，产品性能业内备受推崇。



SGS认证

瑞士SGS是前世界上最大、资格最老的第三方从事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跨国服务品牌。凭借卓越的专业经验和服务诚信，SGS认

证证书已经成为众多跨国公司、贸易商评估和甄选供应商的重要标准。通过SGS认证通常意味着标准更高、管理卓越、品质长期稳定，

在国际贸易中也更容易获得信赖。



联合国契约组织成员

GF 已正式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The UN Global Compact），成为其组织成员。通过参与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全球企业可持续

发展网络，GF 重申对企业社会责任所做的承诺。



瑞典Bodycote国际认证

瑞士SGS是前世界上最大、资格最老的第三方从事产品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的跨国服务品牌。凭借卓越的专业经验和服务

诚信，SGS认证证书已经成为众多跨国公司、贸易商评估和甄

选供应商的重要标准。通过SGS认证通常意味着标准更高、管

理卓越、品质长期稳定，在国际贸易中也更容易获得信赖。

KIWA认证

KIWA欧洲权威的水和燃气安全认证机构，成立于1929年，总

部位于荷兰的阿佩尔顿，是欧洲在水、能源、食品等检测领域

最权威的认证机构之一。拥有KIWA认证,意味着产品材料性

能和机械性能都满足KIWA的试验要求，证明自己提供的产品

是最优质的。



DVGW认证

DVGW（德国燃气与水工业协会）自1859年成立起就致力于水

气专业的技术，DVGW认证是德国乃至全球给排水方面最权

威的认证。拥有DVGW认证意味着得到德国权威水工业协会

机构的认可，产品材料性能、机械性能和卫生性都满足标准

要求。

英国WRAS认证

WRAS认证是由成立于1927年的英国水务中心WRC-NSF管

理和颁发的饮用水安全方面的认证。WRAS认证是进入英国

市场的必备许可证明，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凡是通过该

中心测试的产品都能确保食用水的安全。



Global Mark澳大利亚产品认证

Global Mark成立于2004年，目前已经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

合格评定机构。Global Mark采用一套国家认可的质量、安全、

环境、风险与审计技巧，通过认证的产品符合澳大利亚、新西

兰，以及相关的国际标准或行业规范。

NSF认证

NSF专注于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领域的标准制订、产

品测试和认证服务工作，是公共卫生与安全领域的权威机

构。NSF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食品安全与饮用水安全与

处理方面的指定合作中心。拥有NSF认证的产品，被授权可以

使用NSF标志，相关产品不会在处理水的过程中向水中添加

污染成份，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GSK RAL德国质量体系认证

欧洲质量协会的重度防腐蚀认证（GSK）是经由德国质量保证

及质量等级研究院（RAL）认可的防腐认证。它在技术上制定

了一系列质量和检测标准，并且定义了产品系统、材料、工艺

和质量的保证条款。通过GSK认证的产品能提供一个高质量、

全面的防腐工艺，符合饮用水的卫生要求。

AENOR认证

AENOR （The Spanish Associ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Certification）西班牙标准化和认证协会，在西班牙，AENOR

是认证领袖，拥有AENOR认证，意味着产品的原材料、制造过

程、产品都得到了AENOR的认可，公司体系也符合标准。



BELGAQUA比利时水工业认证

BELGAQUA是比利时的水工业联盟，是一个专业性协会，代

表了比利时的水工业行业权威。BELGAQUA是一个非赢利机

构，保证与水供应体系相接触设备的安全性是BELGAQUA的

主要任务，他们将如何使用饮用水和保护饮用水质量的相关

信息、建议和推荐传达给专业人员和消费者。

BSI英国标准协会认证

英国标准协会（BSI）成立于1901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全国性

标准化机构。拥有BSI认证，意味着GF相关产品满足英国标准

规定要求，被BSI所认可。



CB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

CB测试证书的企业有利于产品出口用于家庭、办公室、车间

和类似场所的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这类产品在一部

分国家中实行强制性认证，即取得该国的认证合格证书后，

才允许出口到该国。即使在未实行强制性认证的国家中，消

费者为了自身的安全，都愿意购买经过CB认证而带有认证

标志的产品。

FDA认证

FDA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

tration）的英文缩写，它是国际医疗审核权威机构，由美国国

会即联邦政府授权，专门从事食品与药品管理的最高执法机

关。在美国等近百个国家，只有通过了FDA认可的材料、器械

和技术才能进行商业化临床应用和食品加工。



CSA认证

CSA加拿大标准协会（Canad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成

立于1919年，是加拿大首家专为制定工业标准的非盈利性机

构。拥有CSA认证，意味着相关产品符合加拿大标准规定要

求，被CSA所认可,可以在加拿大市场销售。

CSTB认证

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CSTB）是法国标准协会技术合作伙

伴，其为建筑产品及其生产流程提供评估，测试及认证服务；

产品一经获得CSTB认证，就证明它已通过了CSTB严格的质

量检验，并能长期保持产品的质量水平，会使GF在市场竞争

中战胜对手，脱颖而出。



ACS认证

ACS是法国卫生认证机构，全名是（Attestation De Conform-

ité Sanitaire），主要根据AFNOR的标准进行水暖器材类产品

的检测。目前在巴黎和里尔设有相关实验室。拥有ACS认证，

表明产品材料性能和机械性能都满足标准要求，符合相关规

定。

DIBT认证

DIBT是德国建筑技术研究院（Deutsches Institut für Bautech-

nik）的简称，DIBT成立于1951年，是德国和欧洲建筑工程技

术和建筑产品认证的权威。拥有DIBT认证的产品意味着高品

质和高可靠性，是德国和欧洲采购商的首选。



GOST-R认证

GOST-R认证(GOST-R是“国家标准”的缩写，R表示俄罗斯),

即俄罗斯国家标准认证，是一种市场准入强制安全认证，是

一种对俄罗斯制造商和出口到俄罗斯市场的出口商都非常

重要的认证，被视为制造商打开并进入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

市场的护照。拥有GOST认证意味着，国外制造商生产的产品

出口到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独联体国家。

KC韩国卫生安全认证

KWWA是韩国上下水道协会的简称。也是韩国政府为了保障

水质，给国民提供安全放心的饮水环境所设立的综合性机

构。KWWA所进行的认证为卫生安全认证（KC认证，是韩国强

制认证。拥有KC认证意味着得到韩国权威管道协会机构的认

可，产品材料性能和机械性能都满足标准要求，可以在韩国

市场销售。



LNE认证

法国国家实验室(LNE)是欧洲具领导地位的校正，培训，技术

支援，测试和认证机构之一，成立于1901年，其严谨的作风和

高水准的专业水平在欧洲乃至全球均被认可并享有良好的

声誉。产品一经获得LNE认证，就证明它已通过了LNE严格的

质量检验，并能长期保持产品的质量水平。

NF-CERTIgaz认证

NF是法国标准的代号，1938年开始实行，其管理机构是法国

标准化协会(AFNOR)。法国标准化协会指导17个大标准化规

划组（GPN）的技术工作，指导其与规划委员会（COP）的工作

进行协调。每一个规划组有一个战略方针委员会（COS）指导

工作，它集中了相关经济领域的决策者，还负责确定优先开

展的工作，参与寻找资助，以及预定项目的经费分配。



SVGW认证

瑞士燃气和供水工程联合会SVGW创立140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天然气和饮用水工业的安全和可靠性。安全，技术，卫生，

水工业以及环境保护是其主要项目，经过SVGW认证的产品，

必须在质量、安全和使用性能上符合严苛的技术要求。

SINTEF认证

挪威科学和工业研究基金会（SINTEF）成立于1940年，下属

挪威科技协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多学科研究基地，是欧洲

第四大独立的研究机构。SINTEF在卫生、信息通信技术、海洋

活动、材料科学与应用化学、石油和能源、技术管理和建筑建

设领域拥有很高权威性。



瑞典SITAC认证

SITAC总部位于瑞典的东南海岸的卡尔斯克鲁纳，是瑞典技

术研究协会下专门针对建筑产品进行批准认证的机构。SI-

TAC是由瑞典政府指定的在欧洲技术认可组织(EOTA)中的

发言机构，是欧洲的一部分，能发布建筑产品的欧洲技术认证

（ETA）。

VTT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

VTT芬兰国家技术研究中心简称，成立于1942年，是北欧地区

最大的综合研究机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应用材料、能源、化

学工业和环境、食品等。拥有VTT认证，意味着产品经过VTT的

测试要求，符合芬兰相关规定。



中国国家认可实验室认证

GF管路系统北京实验室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正式成为国家认可实验

室。此后，GF的实验室不止可以为GF的产品做检测项目，

也可以作为第三方实验室提供可靠的检测服务，出具带有

CNAS标志的国际认可的报告。

中国船级社认证

中国船级社（CCS）成立于1956年，中国船级社作为交通部直

属事业单位，中国唯一从事船舶入级检验业务的专业机构，

国际船级社协会的正式会员。拥有CCS认证，意味GF工厂具

备相关标准要求生产系列产品的能力，生产产品的原材料、

制造过程、产品都得到了CCS船级社认可，可以用于相关的船

舶上。



美国船级社认证

美国船级社（ABS ，全称：American Bureau of Shipping）成立

于1862年，属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为公共利益和客户需

求服务，通过开发和验证海洋相关设施的设计、建造和操作

标准，保护人命、财产和自然环境的安全。拥有ABS认证，意味

着产品的原材料、制造过程、产品都得到了ABS船级社认可，

可以用于相关的船舶上。公司体系也符合标准。

法国船级社认证

法国船级社成立于1828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检验公司和船级

社之一，国际船级社协会（IACS）创始成员。在全球150多个国

家设有550多个办事处。超过130个国家政府承认法国船级社

作为官方认证机构。拥有认证，意味着产品的原材料、制造过

程、产品都得到了法国船级社认可，可以在相关的船舶使用。



德国船级社认证

德国劳埃德船级社（GL）成立于1867年，是世界最大和历史

最悠久的船级社之一，也是世界头号所有种类集装箱船船级

社，全球有超过30%的集装箱船队和近乎半数的新造集装箱

经德国劳埃德船级社认证。

英国船级社认证

英国劳氏船级社(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缩写LR)也译

作英国劳埃德船级社，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一个船级社，成

立于1760年。其机构庞大，历史较长，在世界船舶界享有盛

名，是国际公认的船舶界权威认证机构。拥有LR认证，意味着

产品的原材料、制造过程、产品都得到了LR船级社认可，可以

用于相关的船舶上。公司体系也符合标准。



挪威船级社认证

DNV是挪威船级社，成立于1864年，作为世界知名的船级社

和国际权威认证机构，拥有DNV认证，意味GF工厂具备相关

标准要求生产系列产品的能力，生产产品的原材料、制造过

程、产品都得到了DNV船级社认可，可以用于相关的船舶上。

美国海岸警卫队认证

美国海岸警卫队（简称USCG）隶属于国土安全部，是美国负

责沿海水域、航道的执法、水上安全、遇难船只及飞机的救

助、污染控制等任务的武装部队。作为维护美国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美国海岸警卫队对供应商要求比普通的客户更为

严苛。GF成为全球唯一一家拥有美国海岸警卫队认证的管路

系统公司。



日本船级社认证

日本船级社NK，在世界船舶较有名气，是国际公认的船舶认

证机构之一。拥有NK认证，意味着产品的原材料、制造过程、

产品都得到了NK船级社认可，可以用于相关的船舶上。

韩国船级社认证

韩国船级社（Korean Register of Shipping, KRS）是一家不以

营利为目的韩国船级社。它提供船舶检验和认证服务。公司

在1960年成立，公司总部位于釜山。拥有KR认证，意味着产

品的原材料、制造过程、产品都得到了KR船级社认可，可以在

相关的船舶使用。



UL美国保险商试验所

UL美国保险商试验所（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始建于1894年，是美国最权威同时也是世界上从事安全试验和签定的机构。

它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的、为公共安全做试验的专业机构。它采用科学的测试方法来研究确定各种材料、装置、产品、设备、建筑等

对生命、财产有无危害和危害的程度，其最终目的是为市场得到相当安全水准的商品，为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得到保证作出贡献。



GF Pip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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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管路系统从进入中国市场开始，高品质产品和成熟技
术在中国立即获得了广泛认可。在民用建筑领域，GF与朗
诗、当代、万科、远洋等地产企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冷热水、
采暖、地源热泵等管路系统产品被应用于全国各种类型的
地产项目。安全的产品、可靠的系统、优质的服务，使得地
产企业持续选择与GF合作打造品质项目。

合作伙伴
众多知名地产企业的选择

在民用建筑领域，GF中国获得广泛认可



迪拜帆船酒店
世界唯一七星级酒店

迪拜塔
世界最高摩天大楼

英国皇家爱尔伯特音乐厅

阿联酋皇宫酒店

海洋绿洲号
世界最大、最豪华游轮

案例集锦
国内外众多经典案例

迪拜棕榈岛
全球最大的人造岛群

不 管 是 全 球 知 名 建 筑，
还 是 国 内 重 要 项 目， 都
有 GF 的身影 ......



三星电子

东京奥运主体育场

美国海岸警卫队

克里姆林宫

鸟巢&奥利匹克瞭望塔

上海中心大厦

国家大剧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