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weiss-technik.com

积极创新
Test it. Heat it. Cool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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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 
伟思技术

世界各地的工业领军企业都在选择伟思技术创新并可靠的技术用于研究、开发、生产和质

量保证。

我们热衷于开发个性化的高科技解决方案，成为 “工程师的工程师”，使我们的客户让他们的

产品更好，更耐用，更安全，并将其技术愿景变为现实。

作为崇德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受益于稳健的财务状况，长期的定位和全球市场准入。

发现一切背后的原因。Test it. Heat it. Cool it.

亲爱的客户，

Peter R. Manolopoulos

总经理（主席）
行政和技术
崇德集团董事会成员

Peter Kuisle

总经理
销售与服务 
Weiss Umwelttechnik 
Vötsch Industrietechnik

Dirk van Manen

总经理 
销售与服务 
Weiss Klimatechnik

环境模拟‧热技术‧气候技术‧围阻系统

Test it. Heat it. Cool it.



创新带来 
增长

值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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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合作伙伴 
为了创新的未来

强大的全球 
影响力

我们的创新 数据，事实，背景信息

积极促成

我们的材料和工程技术使我们成为

技术领导者。这与我们的务实和前瞻

性的行动一起，为客户寻找新的增长

点和潜在目标铺平了道路，使客户能

达到目标并且超出预期。

勇于创新

我们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创新。这促

使我们不断给客户提出建议，给他们

新的想法和推动，确保他们在未来的

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团结合作

我们相信企业家精神和个人对客户的

承诺而非匿名的公司结构，这使我们

成为成功实现目标的可靠合作伙伴。

伟思技术是崇德集团国际技术中心的一部分，是其四大分部中的第二大

分部。

  40个分支机构

  15个国家

  22家公司

 超过 2200名员工

 2017年投资 2530万欧元

营业额（单位：百万欧元）

2013 274.2

2014 275.3

2015 310.7

2016 342.2

2017 370.7

  1913年成立

  63.9 % 的股权比例

  61个分支机构

  29个国家

 超过 8000名员工

崇德集团 
数据

伟思技术 
数据

（预期）

伟思技术 
业绩



98

始终 
在您身边

伟思技术遍布全球

15 22 40

伟思技术
遍布全球

个国家 家公司 个分支机构

莫斯科

新德里

孟买
普纳

海德拉巴

加尔各答

金奈
班加罗尔

北揽府

槟城

新加坡

上海
太倉

北京

汉堡

赖斯基兴

斯图加特

索嫩比赫尔

欧登多

维也纳

马真塔

巴林根

胡德

蒂尔

利德凯尔克

法兰西岛大区

圣梅达尔代朗

埃布韦尔

拉夫伯勒

圣保罗

大急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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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Karl Weiss就战略性地致力于新想法和创新。快速电子水份分析仪 “Hydrorekord”，可快速

地对食品、木材、纸张和纺织品进行可靠测量。最重要的是，设备和所有配件完全匹配专门设计的木

箱。测量精度和可移动的演示和应用使 “手提箱” 在几年内成为经济奇迹 “伟思” 的畅销商品。即使在

今天，伟思技术也凭借创新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以谋发展，通过战略性收购和自身发展来不断扩展产品

组合。始终展望未来 !

“Hydrorekord" 是伟思技术的  

第一款畅销的实用性手提箱。

始于 
手提箱

我们的历史

1956 年 Karl Weiss公司在德国吉森建立， 
生产物理测量设备

1964 年 搬迁到德国赖斯基兴，并改名为 

Karl Weiss KG

1978 年 Karl Weiss KG成为了德国霍伊黑尔海姆 
崇德集团的成员

1979 年 更名为 Weiss Technik GmbH

1984 年 成立 Weiss Klimaanlagenbau GmbH

1986 年 位于赖斯基兴的姊妹公司进行经营

  •  Weiss Umwelttechnik GmbH –  
模拟系统 – 测量技术

  •  Weiss Klimatechnik GmbH –  
设备和工厂工程

1995 年 收购德国巴林根市的 

Vötsch Industrietechnik GmbH

1997 年 收购法国 Secasi Technologies S.A.和

Servathin S.A.S.的多数股权

1998 年 投资德国索嫩比赫尔的 

BDK空气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1998 年 收购英国设计环境有限公司

2001 年 收购德国胡德的 GWE有限公司， 
洁净室技术

2004 年 成立伟思富奇环境试验仪器（太仓） 
有限公司

2004 年 收购英国 SANYO Gallenkamp PLC的 
环境模拟部门

2005 年 收购法国法国 Climats S.A.和 

Sapratin Technologies S.A.公司

2008 年 收购美国环测公司及其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中国的子公司

2011 年 在印度海德巴拉成立 Weiss Technik  

India Private Limited公司

2015 年 收购 Imtech Deutschland GmbH & Co.,KG
公司的汽车测试解决方案部门（ATS）

2016 年 与德国汉堡的供应商 A+H Adsorb 

Luftentfeuchtungssysteme的 
专家一起把空气除湿产品补充进产品组合

2016 年 在泰国北榄府成立 

Weiss Technik Thailand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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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启发灵感 
卓越聚焦未来

我们的员工

“ 从第一次询价 
到最终交付产品， 
始终让客户觉得受 
到关注是很重要的 ”

Patricia Melton
销售助理

伟思技术作为技术复杂的设备和系统的供应商，训练有素的员工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不断地寻找新的团队成员：他们喜欢国际化项目和跨学科的多

样化活动。我们的期待很多，但我们能提供更多。

作为崇德集团的一部分，我们也承诺─遵从路德维希 · 崇德的领导─实现可持续发

展并保持独立性，也即为了员工的利益以及公司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的发展战略使我

们成为可靠的雇主。我们每年都会重新验证我们这个战略有多么成功。一次又一次，我

们超越自我，拥抱成功的员工。

我们与大学和学校等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推广青年人才。在 “培训日”，我们为年轻人提

供了亲身体验伟思技术和参加许多不同领域活动的机会。

凭借广泛的培训和资格认证措施，我们为员工提供个人发展的前景─无论是在德国

还是在任何一个全球分支机构，无论是熟练的工人还是管理人员。另外我们还提供灵活

的工作时间和有吸引力的办公环境。

为伟思科技工作意味着成为一个坚定的、有能力的国际团队的一部分。

“ 在Weiss Umwelttechnik， 
我每天都有所作为， 
这是能保证未来的 
创新文化的一部分 ”

Stefan Angerbauer
标准化团队负责人

好员工永远有未来─ 

现在就申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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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客户 
每天创新

客户反馈

“我们选择伟思技术北美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因为他们有能力提供高质量的、符合GMP 和 FDA 标

准的稳定性测试解决方案，并且这些解决方案已经被领先的制药公司使用了多年。伟思技术的解

决方案采用节能高达50 % 的竞争系统的能效标准，使我们能够显著节省能源成本。"

美国 Mayne制药公司总裁 John Ross

“我们一起很好地解决了难题。同样，富奇技术的环境模拟产品的巨大优势和可靠性也是我们多年

来信赖的基础。"

KFE-Kompetenzzentrum für Fahrzeug und Elektronik总经理 /市场和销售部负责人 Tobias Möller

“客户服务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也向我们的供应商提出同样的要求。Weiss Umwelttechnik 从

我们的角度以特殊的方式实现了这一目标。而且得益于全面的维护，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很快解决。"

Osram SP服务全球负责人 Sammr Nasrallah-Goldberg

“Weiss Klimatechnik 用不寻常的 IT 冷却解决方案和一流的现场支持说服了我们，特别是创新的

冷却系统对我们的服务器机房来说是完美的解决方案，因为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房间的几何形状，

同时运行效率非常高。因此，我们是慕尼黑第一家使用伟思技术 CoolW@ll的数据中心供应商。即

使再过几年的扩展阶段，我们也对这一决定感到满意。"

EMC HostCo董事总经理 Gunter Hahn

“我们多年来一直使用富奇技术的回火炉。经过验证的标准模型已经被精确地调整以满足我们特定

的工艺要求。发展总是意味着对话。我们很高兴在我们最重要的领域，富奇技术最新一代的回火

炉能和我们一起再次大幅度改进。"

Freudenberg SealingTechnologies战略模塑开发负责人 Pascal Penoty

“新的外科部门设计为效率最大化。这意味着所有的区域都必须是多功能的，所有的手术室都必须能执行相同的操作。

日内瓦的 Clinique des Grangettes 决定采用伟思 Klimatechnik 的洁净空气手术室顶蓬，因为这些产品以其出色的可

靠性和高性能著称。"

MedPlan项目经理 Michael Hemmerle

“在一个老旧的、非常狭窄的建筑物里，你已经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并安装了一个功能齐

全的无菌实验室 / 细胞学实验室。使用 “伟思魔杖”，不仅让建筑者感到惊讶，而且在验收时也让上

巴伐利亚州政府感到惊讶。"

德国 Prien公司老板 Herbert Reuther 博士

“我们已经与伟思技术一起合作定制了几台热循环试验箱。每个项目他们都提供了优质的试验箱、

卓越的客户服务和可靠的支持以满足客户每一个要求，尤其是还有使我们的业务更加高效的最先

进的技术。"

美国 LLC Uchiyama市场与发展部设计工程师 Alex Heffer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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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伟思技术和富奇技术，您可以完美定位未来。我们一起为您提供最全面的产品组

合，个性化的完整解决方案以及无与伦比的全球客户接近度。

我们通过合作来支持公司的研究、开发、生产和质量保证

积极创新

公司分布

环境模拟

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创新和安全环境模拟设施的首选。在快速运动中，我们的

测试系统可以模拟世界以及太空中的所有影响因素：温度、气候、腐蚀、沙

尘或综合应力测试，并且具有非常高的重现性和精确度。

热技术

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设计师开发、计划和生产高品质、可靠的热技术系统，

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包括加热和干燥箱、微波系统和工业炉。

气候技术、空气除湿、洁净室

作为洁净室、气候技术和空气除湿的领先供应商，我们始终如一地确保人员

和机器的最佳气候条件。可用于工业生产过程，医院，移动手术帐篷或信息

和电信技术领域，从项目规划到实施。

洁净空气和围阻系统

凭借数〸年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我们保证最严苛的清洁空气和围阻解决方案。

我们全面而创新的产品范围包括屏障系统、层流系统、安全工作台、隔离器

和气闸。



工业解决方案

工程师的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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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汽车工业解决方案

• 符合 COI-9的热工艺生产设备，工业烘箱和 

红外烘箱

• 环境模拟系统包括从小型试验箱到具有太阳辐射、

腐蚀和振动等综合功能的步入式试验箱

• 电机、变速箱和驱动组件的测试台

• 洁净室气候系统和设备，测量室

• 用于生产蓄电池的空气除湿系统

• 安全工作台和分离器

• 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汽车工业正在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创新概念来生产节能减排的汽车，但是要求性能更

强，更具安全性和更具娱乐性。同时，若要推进无人驾驶车辆的发展，若要成功实现这

些目标，无论是谁，都必须现在就着眼于未来的汽车发展趋势开始研发工作。

使用伟思技术的环境模拟系统、加热技术和洁净室，完全没有问题 ! 我们可以模拟气流、

海拔高度、温度波动、振动和压力，以及风化与腐蚀过程。我们塑造各种材料并保持空

气洁净 ! 使用我们的技术，您可以进行所需精度等级的各种测量。上车，出发 !

使用伟思技术，把竞争对手抛在脑后

从零到未来 
极致安全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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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电子行业解决方案

• 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 用于储能设备如锂离子电池的 ATEX-保护试验箱

• 用于太阳能电池板的气候和温度试验箱

• 符合 ESD和 EMC的气候试验箱

• 洁净室加热和干燥箱以及连续烘箱

• 用于防尘和喷水测试的 IP试验箱

• 洁净室空气调节系统和设备以及测量室

• 用于高灵敏元件生产的空气除湿系统

• 安全工作台和分离器

未来是数字化的：像物联网、汽车超级计算机、眼球追踪、可穿戴设备和3D 打印这样

的愿景已经成为现实。这些发展都基如传感器、光电元件和处理器等电子元件，只有它

们的交互才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数据收集和处理。

我们专门为满足最高要求的电子行业开发了解决方案，确保组件在从电子玩具到卫星

控制的所有应用中都表现出色。接通的时间到了 !

借助伟思技术，您可以更快地将产品推向市场

睿智步入未来 
确信

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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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

伟思技术的 
航空工业解决方案

• 符合 AMS 2750和 NADCAP的热生产设备， 

工业炉和工业微波系统

• 环境试验系统包括从小型试验箱到步入式箱、 

真空箱、低气压模拟箱、低温箱、煤油气候箱、 

振动和 HALT/HASS试验系统

• 洁净室和测量室

• 用于高灵敏元件生产的空气除湿系统

• 安全工作台

• 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无论是卫星、飞机还是直升飞机：现代飞行器在使用过程中都承受着极大的应力。使用

我们的设备进行成熟技术和新技术的开发、质量保证和生产，保证安全。

我们专门为航空工业设计了解决方案，帮助确保新材料符合所有标准和法律要求。这适

用于所使用的材料和部件以及整个系统。准备好起飞 !

使用伟思技术，成功起飞

成功起飞 
安全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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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制药行业解决方案

• 人员和产品保护，例如安全工作台，隔离器和 

层流工作台

• 洁净室空调系统和设备以及闸门系统

• 洁净室系统 GMP认证

• 符合 GMP和 FDA的稳定性测试系统

• 热风消毒器，加热器和干燥器

• 结合气候测试设备进行材料测试

• 用于药品生产的空气除湿系统

• 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制药行业的目标是开发和生产新药，优化医疗产品，以及个性化的治疗以保护和改善生

活质量。

我们为药物以及活性物质的生产与包装提供符合GMP 规范和 FDA 要求的解决方案，从

开发阶段的稳定性试验、拉伸应力下的包装耐久性试验和包装的无菌充填，直至洁净室

环境下的最优化无菌生产。我们的安全工作台和作业场所为人员和产品两方面提供必

要的防护。请确保安全 !

伟思技术符合GMP和 FDA要求

我们的经验保证 
您的安全

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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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医院解决方案

• 低湍流排量流动的手术室洁净空气顶蓬

• 洁净空气监控系统

• 手术排烟

• 卫生气候单元

• 无菌室

• 组合实验室和吸塑包装洁净室解决方案

• 全工作台，人员和材料气闸

• 洁净室系统 GMP认证

• 热风消毒器

• 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卫生的环境在医院所有区域都必不可少。毕竟，医院里的病原体可能造成感染。凭借手

术室内采用的伟思技术的层流顶罩与洁净空气监测系统，我们在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

险和手术烟雾蒸腾相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医院药房及实验室的洁净室兼容设备

与洁净工作场所，直至热风消毒器，我们在尽心尽力与病原体对抗 ! 维护健康 !

使用伟思技术，您可以保护患者和操作人员

无并发症的治疗 
需要清洁空气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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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医疗技术解决方案

• 用于硅胶和塑料的回火箱

• 符合 GMP规范的加热和干燥箱

• 工业微波烘箱

• 无菌室

• 洁净室空调系统和设备以及测量室

• 安全工作台，人员和材料气闸

• 用于材料测试的组合气候和拉伸试验箱

• 洁净室系统 GMP认证

• 空气除湿系统

• 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人工假体的质量取决于其制造精度。除了用于精密三维坐标测量的符合 GMP 规范的洁

净室技术之外，我们还为人工关节与植入体的制造提供适用的干燥器和干燥炉。伟思技

术支持的安全作业场所确保这些产品加工（例如：抛光作业）过程中的人员与产品防护。

人工假体成品的耐用性与可靠性可以在拉伸实验室内以各种气候条件进行测试。确保

行动自如 !

使用伟思技术的解决方案提高生活质量

从头到脚 
行动自如

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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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生物研究解决方案

• 用于植物、昆虫和科学研究的 fitotron气候试验箱

和气候室

• LED照明，从基本型到高端

• 高精度测量和控制温度、湿度、光照、新鲜空气、

气体等参数

• 功能强大的 SCADA软件，也可用于 Web服务器

• 高品质的灯架和工作台系统

伟思技术的fitotron系列产品包括专门为植物生长、昆虫培育、组织培养、种子及其它

微生物应用领域的科学研究而开发的气候箱和气候室。这些产品可以用于必需对气候

与照明进行精确昼夜控制的所有场合。我们提供的解决方案包括面向大学、公共机关和

行业的系列化生产以及个别定制的气候箱和气候室。您可以持续不断地投入研究 !

使用伟思技术，快速可靠地生长

为您的研究 
提供完美气候

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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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信息技术和通信解决方案

• 用于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

• 服务器机房的再循环空调单元

• 用于高密度区域的串联冷却设备

• 电信设施的自由冷却系统

• 电气开关室和操作区域的温度控制单元

数据中心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化快速增长所需的计算能

力消耗了大量的能量。电力服务器的大部分电能被转化为了热能，相应地，便需要进行

散热处理。因此，许多 IT和通讯负责人决定使用伟思技术的创新空调系统。高效、强大

和个性化的制冷解决方案将使您的数据和计算机中心即使在酷热之下也依旧可以保持

冷静。请开机 !

使用伟思技术的智能空调技术中心

让您的计算机 
保持冷静

信息技术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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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 
国防和太空解决方案

• 帐篷和集装箱空调机组

• 车辆集装箱空调

• 移动军事洁净室和手术室

• 移动式温度控制拖车和集装箱

• 用于雷达和电子冷却的冷却系统

• NBC保护系统

• 用于空间天线的地面卫星接收站的气候系统

• 用于 MIL-STD测试的气候箱和环境模拟系统

全球部署需要为移动指挥中心、诊所、野战医院、车辆、作战站或雷达系统提供创新和

高效的气候控制技术，且必须在所有气候区域内安全可靠地运行。针对太空和国防应

用，我们专门开发了满足最严格要求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我们的产品已在全球范围内

被众多军队和著名的防务承包商和欧洲航天局（ESA）使用多年。时刻准备着 !

使用伟思技术，时刻准备着

当极端 
变成规范

国防



附加价值

始终 
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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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设计

我们的系统和设备具有操作简单、性能误差低、结构坚

固等特点。可以灵活适应您的需求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这确保了高水平的运行安全性和经济可行性。凭借我们

全面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经验，我们提前思考，并在设计

阶段就消除了潜在的干扰因素。

完美制造

质量是我们的每日要务。我们只选用高品质的材料，并

为我们的试验箱内部制造许多优质组件。此外，我们还

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定期进行质量检查。

绝对低维护

设置，通电，开始测试。智能可兼容的控制元件和直观的

用户界面易于操作。维护简单方便，确保最短的维护时间。

我们为客户的每一个任务开发理想的解决方案─无论

是新建筑、改造还是现代化。我们为整个项目提供支持：

从规划阶段到实施到日常使用；包括产品和组件；提供

服务和协商。

伟思技术的设备和系统设定了新标准 伟思技术─您所有情况下的合作伙伴

完美的 
性能、设备和设计

好‧更好‧ 
一起

产品 工厂建设

经验丰富的系统合作伙伴

我们可为您提供在所有关键领域的多年经验。我们根据

客户的个性化要求制定解决方案，包括最初的规划到售

后服务以及个别要求。作为系统供应商，我们确保所有

的组件都完美匹配，并确保系统和设备符合相关规定。

从一开始，我们就考虑到所有的重要细节。我们始终考

虑到方方面面：从地板、墙壁到天花板─360度全方

位的。

利用伟思技术多年的工厂建设专业经验，我们确保在产

品组合中有适合您的解决方案。

投入热情做任何事情。我们的产品采用前瞻性设计，经

过细致装配，并受到精心维护。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让您

能够专注于您的核心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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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思技术─致力于气候和环境

可持续和 
负责任

可持续发展

我们相信，环境和气候保护将带来回报，促进创新并增加客户的竞争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适用于未来的制冷剂，并通过绿色模式

和我们的节能产品来确保尽可能低的能源消耗和排放。节能工艺和经济

运行是关键点。除了对气候保护作出积极贡献之外，您还可以从显著降

低运营成本中受益。

为未来做好准备─新型环保制冷剂

从2020年起，全球变暖潜值（GWP）超过2500的制冷剂都将被禁止使用。

我们用于环境模拟的欧洲标准设备中，已经使用了新型制冷剂 R449A，

其 GWP值仅为1397，即使在2030年之后也仍然可以使用。因此，您的

测试可以有效、经济以及易于维护。我们已经超越了现有的和将来的法

定标准。

我们用于环境模拟系统的绿色模式解决方案节省了超过40 % 的电能，

减少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

除了对气候保护作出积极贡献之外，您还可以从显著降低运营成本中受

益。因此，绿色模式具有双重优势。决定性的因素是系统整个生命周期

的成本，即所谓的总体拥有成本。这特别适用于客户特定的系统。由于

节约的能源成本，较高的初始投资将以绿色模式快速偿还。更低的冷却

水消耗、更少的噪音排放和更低的网络负荷也能带来回报。

我们的能源检查服务用于有效的气候控制。

通过我们的能源检查，您将了解到工厂真正的运行效率。最好的能源是

没有被使用的。除了工厂支持，伟思 Climatechnik 还为洁净室、测量室、

手术室顶蓬、服务器冷却和其它建筑物集成的空调和供暖系统提供能源

检查。我们颁发能源证书，为有活力的工厂优化提供建议措施，并在技

术上实施这些措施。因此，您将符合法规要求，降低您的能源需要，并

节省不断增加的电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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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尽在掌握─面向未来 一张图片胜过1000次测量 始终完全控制 极致智能、直观、安全。

软件和控制系统

S!MPATI使之成为可能 !

我们的环境模拟、热技术和气候工程控制软件已经可以满

足工业4.0的要求。最大的灵活性和联网能力，简单的操作

和可靠性始终保证其易于集成到自动化流程中。S!MPATI

也可以通过附加模块如S!MPATI网页、S!MPATI电子签名、

S!MPATI 条形码扫描和 S!MPATI 监视器以更臻完美。

S!MPATI time labs 可视文档系统

除了捕获传统的测量数据外，数码相机图像也是由特定

的软件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生成，并存储在一个通用的

存档文件夹中。测量数据和图像的综合评估带来了新的

和有价值的发现，尤其是当有特殊事件发生的时候。

更易用的 WEBSeason

通过创新的 WEBSeason 界面，您可以随时随地对您的

测试进行编程、控制和监控。WEBSeason 创造了灵活性

和效率的新维度。

空调系统的智能控制系统 intelli.4

建筑空调系统变得越来越复杂。投资安全需要灵活的、面

向未来的模块化解决方案，并具有可扩展和可更新的软件

和硬件。作为系列产品的一部分，我们将创新的 intelli.4

控制系统安装到所有的气候设备中。开放式控制系统采

用模块化设计，具有多种接口，随时可以轻松扩展。

您的一站式商店

与伟思技术一起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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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得益于我们多年的经验，我们知识渊博的专家随时准备通过电话或到现场为您提供建

议和协助 ─从您的第一个想法开始直到项目的每一步。

维护和服务

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调整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全面维护服务通过固定的、可计算的成本

提供最大的安全性。我们提供各种服务级别，承诺响应时间取决于收到故障通知后24

小时内可到达的位置。

备件管理

我们拥有大量库存，因此许多备件和易损件可以在短时内可靠地得到。为了进一步提高

运行的可靠性，现场可能需要保留一定数量的选定备件。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进一步的

建议。

资格认证和再认证

我们为客户提供安装可靠运行所需的所有认证和再认证，包括 DQ，FAT，OQ，SAT，IQ

和 GMP。

培训

我们定期开展免费的服务培训课程。另外，我们的专家还可以根据客户的特定要求进行

指定时长和指定内容的人员培训。

伟思技术始终在您身边

我们用服务 
来衡量自己

售后服务

我们以服务为导向来思考和行动。客户把我们当作合作伙伴。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团

队，我们为客户提供可长期成功合作的可持续解决方案。

没有人会更快

我们全面的服务网络随时愿意为您服务：仅在德国，就有超过280名员工的售后团队

在进行管理和运营控制以及在帮助热线上，随时供您召唤。专家召之即来 ! 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响应时间并使您的系统可用性提升至最高水平。对您而言

的好处是：您可以指望享有长期的服务可靠性。

能力和专业

速度和可用性是我们服务的第二支柱，是一种能力和专有技术。我们的服务技术人员是

在电子 / 电气工程、制冷技术、调节和控制技术、机械和软件等领域受过一流培训的专

家。凭借全天候待命的专家服务团队，我们能够在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为您提供可靠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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