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服务 – 您的优势
KraussMaffei中国售后服务

Engineering 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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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ssMaffei售后服务
专业、迅速对应、以客户为中心

KraussMaffei服务一览

客户满意, 是我们奉行的首要原则. KraussMaffei的
服务团队始终致力于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 为您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 无论您在何处, 只要您有需要, 我
们都会快速为您提供帮助.

维修

培训

技术客服

翻新

零部件

再配置

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我们的服务团队为您的机器和系统操作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 除高效的零部件物流和服务热线这些普通
服务外, 我们也提供财务建议和新应用测试等特殊服
务. 实际上, 我们将为您提供一套根据您的需求准确
定制的服务包. 联系我们, 让我们为您制定解决方案.
您可以选择以下任何一种或者全部的服务项目:
– 组装和调试
– 零部件
– 培训
– 翻新
– 机器再配置
– 检修和改装
– 二手机器
– 维修
– 能源咨询
– 远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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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成功就是我们的目标
KraussMaffei高性能注塑成型
机在全球树立了行业标杆. 但
是, 优质的产出同样取决于全
面的服务组合.

零部件
无论您何时何地有需要, 我们都将以最大
的供货能力和最快的发货速度为您提供全
球服务. 这得益于高效的物流系统和密集
的服务中心网络. 通过在中国的服务支持
基地, 无需费时的海关手续, 我们就能快速
地供应最重要的服务部件. 因此, 可确保您
高水平的连续生产.

您的优势:
– 最重要的零部件快速交货
– KraussMaffei原装零部件由德国设计, 部
分在中国制造, 保证了高度的功能可靠性

检修和改装
在生产流程、成本节约和作业效率方面,
您是否有兴趣尝试从全新角度考虑? 谁说
非得买台新机器不可! 不妨试试另一种投
资: 现有机器的更新和转换. 即使过时的注
塑成型机也可以加以改良和更新, 给您的
KraussMaffei注塑成型机一次机会, 让它
为您更好地服务. 毕竟, 技术永不止步.

您的优势:
– 处理量的提高带来更高生产力
– 流程的优化带来更高的产品质量

机器再配置
当您需要对工厂进行更改, 包括对工厂或
全球范围内的机械进行重新配置时,
KraussMaffei是一路伴您左右的服务伙伴.
从注塑成型机的卸装、包装和运输, 再到
重新安装和重新调试, 都由我们的专家来
完成. 机器启用前全面的安全检查并不是
我们提供支持的终结, 只要您一个电话,
我们的培训专家和生产支持团队将立即为
您提供上门服务.

您的优势:
– 再配置服务包经济高效
– 有效地规划和沟通节约时间
– 现代自动化和改良技术相结合

售后技术服务
作为塑制品加工商, 投资新注塑
成型机时, 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服
务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并且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过程. 这
些服务应该贯穿机器的整个工作
寿命, 最佳地满足客户在每个使
用阶段的需要.

我们的理念
KraussMaffei的售后服务不仅为您提供以
解决方案为导向的各种服务和产品, 而且
在各项传统服务项目上也相当出色, 例如
故障检修、零部件供应和咨询. 由此建立
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合作机制, KraussMaffei
的售后服务实现了最佳组合, 各方面满足
了客户的需要, 并且保证了合作的持久和
成功. 对话和合作关系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以下服务
– 故障检修
– 零部件识别和运送
– 故障补救
– 服务协调
– 咨询和建议
– 远程支持
– 以及更多 …

期待为您效力
欢迎与我们联络.
热线电话: 4001014110
(周一至周五, 8:00 – 22: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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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ussMaffei集团
已在中国市场十年以上

克劳斯玛菲
KraussMaffei独一无二的全球性集团旗下强大品牌
横跨注塑技术,反应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系
统解决方案和工艺解决方案
无论是在注塑技术, 反应技术还是在动化
领域, 克劳斯玛菲这个品牌代表塑料加工
行业引领全球的跨行业系统解决方案和
工艺解决方案. 几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充满
激情地投身于塑料机械制造领域, 具有丰
富的技术底蕴, 勇于创新, 这是我们的优
势. 作为跨行业的系统供应商我们为您提
供模块化和标准化的设备以及个性化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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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重庆
深圳

无懈可击的销售和服务
在KraussMaffei总部以及上海和深
圳销售和服务办事处, 接受过高度
训练的销售和服务团队能迅速有效
地对应客户咨询的各种问题, 满足
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 KraussMaffei
密集的国际销售和服务网络以及位
于奈菲尔的项目工程专家是这些销
售和服务团队的坚实后盾. 训练有
素、经验丰富的服务工程师采取当
地配置方式, 只需一份简短的通知,
他们就能为您提供上门服务.
www.kraussmaffeigroup.cn/kraussmaffei

滁州

上海
海盐

我们的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及世界各地, 为
我们与国际客户成功地建立业务联系创造
良好的基础. 我们通过接近客户能尽快地
解答您提出的问题和疑问. 无论是涉及产
品要求还是生产要求, 我们都与您共同制
定技术上和经济上最有利的解决方案. 如
您有需求, 请您检验我们的设备制造技术
和让我们的专家为您制定个性化的整套
服务.

如果您在机器, 设备和过程方面有问题和
需求,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客服部, 应用技术
部和售后维修部的员工会快速反应, 有能
力对您提供支持. 通过我们的Life-CycleConcept (生命-循环-概念)我们开发出完善
的定制服务项目, 它将陪伴您的机器和设
备度过整个的生命周期. 我们的研讨会结
合实践, 独具个性并且形式灵活, 您也要充
分利用! 我们可以在您那里或是在我们的
销售办事处和客服部专门为客户组织培训.

KraussMaffei集团
综合性专业知识和技能
独一无二的特点: 技术3
KraussMaffei集团作为全球唯一的供应
商拥有品牌KraussMaffei, KraussMaffei
Berstorff和Netstal, 我们具备塑料和橡
胶加工设备的重要技术: 注塑技术、机械
手、反应技术和挤出技术. 集团公司旗下
拥有30多个子公司和10多个生产厂以及约
570个贸易和售后服务合作伙伴, 业务遍布
全球各地. 我们因此是您资深而全面的合
作伙伴. 您将分享我们丰富和业内独特的
专业知识.
更多信息请见:
www.kraussmaffeigroup.com

KraussMaffei集团在全球设立代表机构.
设有子公司的国家标为浅蓝色. 在白色区域中,集团通过
570多个贸易和售后服务合作伙伴代理各项业务.

我们的服务——您的竞争优势
KraussMaffei集团服务在中国

我们集团的服务贯穿客户工厂机械和系统的整个生命
周期: 从投资前的系统咨询和策划, 到首次运转和安
装、维修以及针对机械广泛采用的现代化措施. 我们
经营的是一个全集团层面, 拥有特定品牌和产品服务
团队, 能为客户量身定制各种服务包. 这也与客户是否
选择标准产品或个人系统解决方案无关.

www.kraussmaff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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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零部件的销售、塑料和橡胶制品加工机器和系统
的维修服务包外, KraussMaffei集团提供的服务远不
止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