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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专业服务 ：
全方位提高您的设备效率

一体化服务专家
服务并非只存在于元件或设备发生故障时。力士乐的服务贯穿产

品的整个使用周期 - 从生产计划到延长设备运行寿命，我们能够提

供全方位服务。帮助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我们追求

的目标。

当您在日常工作中需要操作多样而复杂的机器和设备，一个专业的服务伙伴对您尤为重
要。力士乐既深入了解液压和机电一体化技术，并对您所处的行业了如指掌，可专业而
及时地为您的机器和设备提供保养、维修或者翻新等多元化服务。

减少停机时间和成本
得益于力士乐的模块化服务理念，您可降低设备保养和维修的时间
与成本。力士乐作为传动与控制专家，精通传动与控制技术的专业
服务人员可快速诊断您的设备故障，从根本解决故障难题。

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可确保力士乐服务团队能及时地响应您的需
求。同时，快速的物流也保证了原厂备件的及时抵达。

另外，通过一体化服务理念，我们可以让您的机器和设备在整个
生命周期享受全方位服务，如维护保养、油质检测等，在故障发
生之前将其排除，从而减少设备的停机时间；力士乐提供的翻新
服务可以将老旧的设备用先进的技术重新武装，实现更高的生产
效率和更低的能源消耗，从而减少您的设备总拥有成本。

24/7 服务热线：
400 880 7030

投诉邮箱：

Service.Hydraulics@boschrexroth.com.cn

一体化服务专家

 一体化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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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厂备件，品质取胜：
全球供应链保证最快物流速度

原厂备件的快速供应在机器设备的保养或维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您的设备处
于生命周期的什么阶段，力士乐的服务团队都乐于为您提供与之配套的原厂备件服务，
同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保证最快速度将备件递送到您指定地。

降低成本
力士乐服务工程师将协助您制定易损件清单，在满足您的设备日
常运营所需的同时又不产生过多备件库存，有效降低您的仓储和
物流成本。

原厂品质
我们承诺，您将收到全新的原厂备件，完全避免采用劣质或者错
误配件的损失和风险。同时，相关技术文档会一并发送给您，帮
助您快速准确地安装备件。

您得益于：

▲

 原厂品质

▲

 客户化定制常用备件库存

快速物流
无论哪里需要力士乐备件，您身边的力士乐备件服务工程师与力
士乐全球物流网络协力确保备件的及时抵达。

常用备件库存
设备出现故障时，您或许在为采购哪些备件而感到困惑。经双方协
定，力士乐可为您提供常用备件库存，并提供相应的备件清单，从
而帮助您在替换和安装过程中快速、简便地寻找到正确的备件。

原厂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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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件范围

1. 液压泵 
2. 液压马达
3. 液压油缸
4. 开关阀
5. 高频响比例阀
6. 阀台阀座
7. 系统

18. 动力站
19. 蓄能器
10. 过滤器
11. 油处理                  
12. 风力发电机组
13. 液压刹车单元
14. 减速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原厂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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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服务：
维修后元件同享12个月质保期

根据力士乐全球统一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并结合我们的原厂配件，我们为您的故障
元件提供专业的维修服务，使其恢复至卓越的性能表现。

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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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乐遍布全球的维修中心配备有最先进的维修设备和最高质量
的标准检验体系。在维修过程中，我们只使用原厂配件，确保您
的维修后元件能拥有和新品一样的质量保证。我们专业和经验丰
富的维修服务人员为您提供高效且负责的维修服务。 同时，所有
维修后的元件可重新享受和新品同等的12个月质保期。

此外，我们根据最前沿的生产标准升级您的元件，让其拥有更高
的生产力，提高能源效率，并保证满足其最新的质量标准体系，
同时协助您大幅降低维修成本。

您得益于：

▲

 专业而迅速的维修服务

▲

 先进的维修设备

▲

 维修后元件享有与新元件同等的12个月质保期

▲

 紧急停机维修服务

 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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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服务：
服务专家随时待命

生产过程中，每一秒的意外停机都意味着经济损失！您身边的力士乐专业服务团队随时
待命。当您的设备出现意外停机，只须一个电话，他们会携带专业的工具和部件，第一
时间赶到现场，快速诊断故障原因，并给您带来满意的解决方案。最大程度提高您的设
备运行时间是我们现场服务工程师的使命。

现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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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设备非常庞大而复杂，那么设备进行维修和保养则要求
您的技术人员具备综合的传动和控制技术能力，并融会贯通。这
或许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挑战。作为传动与控制专家，力士乐的现
场服务团队精通传动与控制技术，以最快的速度为您提供一站式
的服务。除了维修和保养以外，我们还提供设备调试、故障诊
断，现场技术支持等服务。

力士乐的服务网络覆盖全球 80 多个国家。在中国，服务网络遍
布全国五大区域服务中心，拥有一支逾 180 名人员的专业服务团
队。另外，约 40 名来自力士乐服务伙伴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样
可为您提供快速而专业的服务。

项目管理
造纸、港口等大型设备如果遭遇突然停机，客户面临的可能是每天
愈百万的重大损失。力士乐现场服务不但提供专业的技术知识，还
提供大型项目的管理。力士乐可提供 7×24 小时的专业驻场服务，
帮助您的设备正常运行，避免因停机造成的重大损失。

您得益于：

▲

 48 小时内抵达服务现场

▲

 系统优化，延长设备使用寿命，提高生产力

▲

 精准快速的故障诊断

▲

 专业有效的故障解决方案

▲

 专业的工具和检测报告

项目管理服务内容

▲

 制定设备检查标准

▲

 制定项目管理计划

▲

 制定液压系统、电气系统、管路系统的改造方案

▲

 配合客户监控方案实施进度和质量

▲
 配合客户人员实施现场检修

 现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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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改造：
让您的设备重生

老旧的设备和过时的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您现在的生产需求？力士乐将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运用到您的现有设备中，通过替换关键零部件、系统升级及改善设备系统架构，为您的
设备提高使用寿命的同时，提高生产力和能源效率。

设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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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乐 4EE 高能效理念

随着能源成本日益攀升，环境保护意识日益增强，提高能
源效率逐渐成为当今工业关注的焦点。力士乐 4EE 高能效
理念为您揭示在生产过程中各种传动与控制技术的潜能，
在不影响产品性能与生产力的情况下，利用多技术集成的
方法，提供一系列的高能效产品与解决方案，实现低成
本，低污染，高能效的目标。

力士乐 4EE 高能效理念贯穿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该理
念包含四大支柱，有效提升各类机器、工厂以及行走机械
的能源效率。

尽管通过维修和日常保养，您的设备仍旧可以正常运转，但是随
着使用年限越来越长，它们的生产效率也许无法满足您日益增长
的生产需求，而采购一台新的设备往往意味着一笔高昂的开支。

力士乐服务团队可以全面分析您现有的设备系统，通过更新元件
和技术，系统升级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提高设备的生产效率，降
低能源消耗。

能源系统设计 高能效元件 能量再生 按需使用能源

进行系统的全局分析、

设计、仿真和咨询

应用于机器的全生命周期

确保产品和系统达到

最佳的效率

实现过剩能源的再生

与储存

根据需要使用能量，

待机模式

概念设计 产品设计 工程设计 试运行 生产/运行 更新改造

 设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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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翻新：
更经济迅速的元件采购方案

力士乐翻新元件在出厂之前都经过全面的检测和翻新流程，并经过严格的质量测试和认
证。翻新产品享有和新品相同期限的保修服务。而相较采购全新元件，采用翻新元件可
大大降低您的采购成本。

翻新
当设备里的元件磨损严重或有潜在故障时，及时更换意味着将设
备故障扼杀在发生之前。除了采购全新的元件外，您还可以选择
力士乐的翻新元件。您只需将您需要更换的元件返回给力士乐，
同时，我们提供给您翻新的元件供您使用。

针对有一定订单规模的客户，力士乐可向其回收老旧或者破损的
元件，并按照严格的翻新流程，对元件进行全面检测和翻新，例
如清洗、拆检、更换有缺陷的零件、测试、组装、油漆、封装，
在通过质量检测后以优惠的价格再次向其进行出售。在保证产品
性能的同时，极大降低客户采购成本。

目前提供翻新服务的产品为油泵、马达等轴向柱塞单元。

您得益于：

▲

 提高机器运行寿命

▲

 现货供应(根据具体型号)，缩短交货周期

▲

 节省成本

▲

 翻新时采用原厂配件

▲

 翻新后元件享有与新元件同等的12月质保期

同等质保，同等品质
由于经受了严格的质量检测，翻新元件享受和全新元件同等的质
保期，而价格却低于全新的元件。

元件翻新



13 元件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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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化服务：
助您一一攻克复杂挑战

我们的客户遍布多种行业，因为面对的设备和挑战也各不相同。通过提供定制化服务，
我们可以满足客户的多种服务需求，提高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降低设备的总拥有成本
和能源消耗。

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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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乐根据您的实际需求，提供多样而及时的定制化服务。比如管道改造与设计施工、设备
的维护保养、油品与状态监控、专业的技术和维护培训、定制化的服务框架协议等。
联系我们，了解更多定制化服务。

管路工程

从液压工程、电气工程、管路工程到系统工程，越来越多的客户
将一整套工作都交由力士乐来完成。他们只需要面对一个供应商
即可完成整套工程，从而提高效率。

力士乐具有丰富的管路工程经验，依托于力士乐生产车间强大的技
术优势，可以实现管路设计、制造、安装、冲洗、检测以及改造。

服务内容

您得益于：

▲

 项目的一体化管理

▲

 高品质的管件与密封

▲

 完善的施工方案与质量控制

▲

 专业的测试设备

▲

 专业的管路预制设备与清洗工具

▲

 管道工程设计

▲

 液压管路制造、安装、冲洗、检测

▲

 旧设备管路的改造

管路工程 丨 定制化服务



16

维护保养

力士乐专业服务团队可对您的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及时发现设备
运行中存在的隐患，将潜在问题控制在萌芽期并及时遏止，避免
设备突然故障停机，保障您的设备长期稳定运行。防患于未然，
从而助您获得更多效益。

服务内容

▲

 检查系统的振动和噪音

▲

 检测软管的磨损及损坏

▲

 检查系统泄漏情况

▲

 检查泵、马达的容积效率

▲

 电气运行参数下载、检查、分析与系统升级

▲

 设备运行工况、数据在线记录、分析

▲

 风力发电叶片早期损伤监测、结冰监测

您得益于：

▲

 提前发现设备隐患

▲

 保障设备运行的可靠性

▲

 降低设备运行成本

▲

 帮助客户培养专业点检团队

力士乐售后服务工程师可定期为您的力士乐元件或设备进行维护
保养，通过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随时监控液压系统的运行
状况，检查、记录设备的各项主要参数，追踪记录系统的运行状
况，并根据数据进行分析判断，为客户提供图表分析报告，使您
对设备当前的内部状况一目了然。

注：“维护保养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和服务次数按照客户实际需求有所不同。

定制化服务 丨 维护保养



17

油质检测

独具特色的油质检测服务
油液是液压系统的血液。当液压系统崩溃时，油液污染往往是故
障的根源。力士乐为您提供优质的油液检测服务。我们出具的油
质诊断报告清晰易读，对愈 25 个检测数据进行判断和评估。检
测指标主要包含添加剂粒子、元件磨损粒子、粘度等。其诊断结
论、建议以及红、黄、绿三色状态等级均针对行业和设备的特点
出具。

预付费检测套餐服务
预付费检测套餐服务包含油样瓶、样品信息表以及写有收件地址
的防泄漏快递袋。使用检测套餐工具可以快速、方便、清洁地完
成取样。针对不同的油品种类及其应用环境，配备有专用的取样
工具，并设置最适合的检测项目，可以提供最具意义和参考价值
的检测分析和诊断。

使用预付费检测套餐的样品，将会于 48 小时内在中国实验室完
成检测，并由德国工程师出具诊断结论。

您得益于：

▲

 最先进的检测设备和软件系统

▲

 早期分析与判定及时发现设备的异常磨损和失效，预防
    突发设备故障，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

 预防维护并优化换油周期，从而降低设备总拥有成本

▲

 添加剂粒子、元件磨损离子检测，查找故障根源

u  专业的油质检测报告
    和参考建议

u

 专业的油质检测仪器
u 专业油质检测工具箱

油质检测 丨 定制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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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您得益于：

▲

 针对性的专业系统课程

▲

 尖端的培训设备

▲

 线下与线上多种教学方式可选

▲

 了解技术发展趋势

定制化培训
力士乐为客户提供定制化培训服务。根据您的实际业务需求设计相
应课程，提供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培训课程。
 
传动与控制学院
除此之外，博世力士乐旗下的传动与控制学院，在传动与控制技术
知识的传播方面提供广泛的课程选择。传动与控制学院不仅可以为
用户和企业员工提供专业化、一体化的专家级技能培训，还能为各
个等级的教学培训项目配套实验教学设施。
 
学员除了参加液压技术的理论课程，还需要在教学设备上进行实际
操作训练或者液压元件的拆装训练。我们将为学员提供力士乐官方
的液压培训教材，并在培训结束后颁发培训证书。

浏览网址：
www.boschrexroth.com/academy

发送邮件至：
technicaltraining@boschrexroth.com.cn

了解更多传动与控制学院的信息和力士乐培训课程。

定制化服务 丨 培训

我们针对不同程度的培训生，制定了如下的课程： 

▲

 元件技术 

▲

 应用技术

▲

 系统培训

▲

 驱动和控制高级研讨班 

▲
 客户定制课程 

▲

 液压基础培训 

▲

 液压维护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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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框架协议

Bosch Rexroth Hydraulics
博世力士乐液压

Service Frame contract
服务框架协议

服务项目 请选择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备件服务 X 见后页

维修服务 X 见后页

现场服务 X 见后页

设备改造 X 见后页

培训服务 见后页

定制化服务 见后页

甲方：
乙方：
协议编号：

服务框架协议

服务框架协议是力士乐与客户之间达成的长期服务合作承诺。为
满足您的特有需求，力士乐为客户的生产设备提供覆盖全生命周
期的服务管理。

根据客户的元件或系统的实际状况不同，力士乐的服务工程师与
客户共同探讨并制定合理的服务协议，定制您专属的维修、保
养、备件等服务计划。

您得益于：

▲

 用户自定义协议内容

▲

 专享优惠的服务及备件价格

▲

 意外停机更快响应速度

▲

 24 小时到达现场

▲

 现场设备调试与维护培训，提升您的服务团队技能

▲

 优先备货

▲

 原厂备件

▲

 维修服务

▲

 现场服务

▲

 设备改造

▲

 元件翻新

▲

 定制化服务

服务框架协议

服务框架协议 丨 定制化服务

服务框架协议涵盖力士乐所能提供的所有服务种类，客户可以根
据需求选择所需的服务种类和频率，以更优惠的价格享有您自己
的“服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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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中国的服务网络：
第一时间响应您的需求

无论您在哪里，我们的服务都可以及时抵达。24 小时服务热线确保您的服务需求或咨询
得到第一时间的响应，同时，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确保我们 48 小时内抵达现场。

超过

180名
人员的专业服务团队

24小时
服务热线

40名 

服务伙伴

专业技术人员

遍布全国

5大
区域服务中心

48小时
赶赴现场

上海

北京

广州
香港

唐山

武汉

常州

徐州

大连

长沙

成都

青岛

服务中心

区域及现场服务点

第三方服务伙伴

济南

沈阳

宁波

太原

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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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24/7 小时服务热线：
400 880 7030

城市 地址 电话 传真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1369 号 C 幢 1 层
86 21 2218 6377 现场服务    

86 21 2218 6719 维修服务
86 21 2218 6779

北京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南路 6 号
86 10 6782 7226 现场服务     

86 10 6782 7203 维修服务
86 10 6782 7224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门路 17 号
86 519 8817 5192 现场服务    

86 519 8817 5198 维修服务
86 519 8351 5995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 69 号 TCL 文化产业园
办公楼 4 楼 A 座

86 20 3229 9551-168 现场服务        

86 20 3229 9551-168 维修服务
86 20 3229 9528

香港 香港九龙长沙湾长顺街 19 号杨耀松第六工业大厦一楼
852 2263 5203 现场服务        

852 2263 5205 维修服务
852 2742 6057

城市 地址 电话 传真

唐山 河北省唐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厂区路 2 号南北大厦首层 86 315 5920 703 86 315 5928 877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黄龙山北路 6 号 86 1597 292 5928 -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经济开发区漓湘东路 3 号 86 731 8822 7127 86 731 8822 7108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园 B 区 C7 北 86 516 8798 8887 86 516 8798 8807

太原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经济开发区高村灵石路 46 号
(鑫涛实业厂内) 86 354 2469 420 86 354 3207 275

服务中心

第三方服务伙伴

投诉邮箱：
Service.Hydraulics@boschrexroth.com.cn

城市 地址 电话 传真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 147 号森茂大厦 1603 室 86 411 8368 2602 86 411 8368 2702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308 号冠城广场 23 楼 D 座 86 28 8652 7550 86 28 8652 7123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路旗舰大厦 2806 室 86 532 6656 3306 86 532 6656 3331

徐州 江苏省徐州市金山桥经济开发区蟠桃山路一号汇金大厦 602 室 86 516 8798 5803 86 516 8798 5806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漓湘中路 26 号 110 大楼 4 楼
86 731 8292 8519

86 731 8292 8520
-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2 号恒隆中心 9F 86 574 8768 7126/27/28 86 574 8768 7129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10 号卓越大厦 1610 室 86 24 3167 9551 86 24 3167 9576

济南 山东省济南历下区解放路 112 号历东商厦 1707 室 86 531 6789 3358 86 531 6789 4758

区域及现场服务点

 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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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得益于：

     快速恢复设备故障

     降低突然停机概率

     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正规原厂备件

     降低风险和设备总拥有成本

     提高设备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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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香港九龙长沙湾长顺街19号
杨耀松第六工业大厦1楼
电话: (852) 2262 5100
传真: (852) 2786 0733

北京

中国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永昌南路6号
邮编: 100176
电话: (86-10) 6782 7000
传真: (86-10) 6782 7488

大连

中国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
森茂大厦1603室
邮编: 116011
电话: (86-411) 8368 2602
传真: (86-411) 8368 2702

广州

中国广州市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

TCL文化产业园办公楼4楼A室
邮编: 510663
电话: (86-20) 3229 9551
传真: (86-20) 3229 9528

成都

中国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308号
冠城广场23楼D座

邮编: 610017
电话: (86-28) 6520 3000
传真: (86-28) 8652 7123

博世力士乐中国

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333号
邮编: 200335
电话: (86-21) 2218 1111
24/7小时服务热线：400 880 7030
传真: (86-21) 2218 6111
www.boschrexroth.com.cn

以上标明的数据仅用于描述产品。
由于我们的产品一直处在持续的开发中，所以我们的上述信息不能作为针对
特定应用的特定条件或适用性的声明。上述信息的提供不能免除用户进行自
行判断和验证的义务。
需牢记的一点在于我们的产品也存在磨损和老化的自然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