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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宝亚创 充满能量
斯宝亚创是一家依靠创新驱动的德国家族企业。在产品开发及生产的过程中，我们自

始至终专注于为您的家提供环境友好，性能高效，应用便捷的产品。我们充满能量，

已经准备好塑造未来！

我们自1924年开始开发高效能产品，并专注于将电能作为我们
的主要能源供给。›如今，通过可再生能源获得的电能与日俱增。

我们依赖全球3300多名员工，从产品设计到生产的全过程中在各
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最终呈现给您生活热水、取暖、通风以及制
冷领域高效创新的产品。›得益于我们丰富的产品线，斯宝亚创可
以为您的家庭提供适合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当前及未来的需要。

在位于德国霍尔茨明登的总部，我们建设了能源学院，这是一
个谨慎利用资源以实现可持续建设的项目，也是斯宝亚创专
注于绿色科技的体现。›能源学院是一座培训和交流中心，它将
高品质建筑和先进的交流科技结合在一起。›作为正能源（Plus 
Energy）项目，能源学院每天产生的能源大于其每天消耗的能
源。›这也践行了斯宝亚创“充满能量”的品牌承诺，使斯宝亚创
的承诺转化为实践。

未来属于

环境友好

性能高效的

建筑服务产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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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E 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紧凑型即热式电热水器DHC-E可靠地提供一个或多个出水点供
水，在温度范围以内，可保持热水温度精确稳定。

EHS C 50/80 储水式电热水器
EHS C 50/80储水式电热水器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热水。我们
采用特殊的干粉搪瓷涂层和整体发泡一次成型技术，确保产品
使用寿命。›其外观采用精致烤漆，简约时尚，完美适配家庭环境。

公寓 
节省空间并满足舒适度
我们提供简单、高效的公寓生活解决方案。由于空间非常宝贵，无论房间大小以及浴室的数量多少，直

热式取暖器和即热式电热水器都可以为房间提供紧凑式的解决方案。只有在需要时才对空间供暖，对

水加热，避免了用水用电浪费，为用户节省费用。

同时购买斯宝亚创不同领域产品

如热水器和新风装置

享受产品组合优势

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储水式电热水器

具有热回收功能的机械新风装置
斯宝亚创新风装置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通过热回收系统，减少
热量散失。›集中式新风系统可以覆盖多个卧室以节省空间，而
对于无法安装管道的房间，我们也可以提供分散式新风装置。

具有热回收功能的新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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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 IL 单相即热式电热水器
DHC-IL即热式电热水器，具有触摸控制按钮和3个记忆温度设
置按钮，精确控制温度，操作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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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热水热泵

CK Premium 速热电采暖器
以其高品质的设计和高热量输出而出众，
非常适合需要短时间内快速加热的房间。

公寓
节省空间和提供舒适度

房屋供暖

房屋供暖

WWK 223 生活热水热泵
它是独立住宅的理想选择，快速与传统的生活热水
水箱相比，它可节省高达73.5%的能耗。

空气源热泵

CNS – 对流式电采暖器
CON – 对流式电采暖器
斯宝亚创有多款电采暖器可供选择，既有智能电控
采暖器也有操作便捷的旋钮式采暖器，无论那种都
具备节能省电的优点，可以放心使用。

HPA-O 4/8 CS Plus CN 供暖及热水两联供空气源热泵
HPA O 4/8 CS Plus CN热泵运行噪音极低，甚至可用
于空间狭小的地方。›先进的变频技术确保其高效
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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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水式电热水器 具有热回收功能的新风装置

公寓 
产品选择

单相电即热式热水器

以下为在公寓项目中广受欢迎的产品示例。

VLR 70 S/L 新风装置
VLR 70 S/L分散式新风装置可以为100m2以内的房间提供新鲜空
气。›它可以安装在新建和翻新的公寓里。›其热回收功能可以将
热量从室内空气中提取出来，并传递到吸入的室外空气中，可
减少高达90 %的热量损失。   

 ›高效的热回收效率：92 %（差动模式下）
 › PM2.5过滤效率：97.6 %

 ›低噪音：24.7dB（第三档风速）
 ›差动换气模式，可以有效的保证室内外静压平衡
 ›一拖多控制：三种控制单元，最多可以控制8台设备
 ›多种滤芯可供选择，更换及检查机芯非常便捷容易
 ›特别设计的外壳，在强风地区仍可有效使用
 ›具有CNAS证授权实验室出具的证书，证书号：NCSA-

2018SA-0173

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VCR 180 E CN 新风装置
VCR 180 E CN集中式新风装置是提高每个家庭舒适度的解决方
案。›该产品不仅回收了空气中大约90 %的热量，还回收了一半
的水分，营造最佳室内气候。

 ›全热回收，热回收效率高（显热回收效率：89 %；显热回收效
率：60 %以上）›
 ›前置过滤箱PM2.5过滤效率达：99.6 %

 ›达到欧洲A级能效，高效节能
 ›配置有电机恒风传感器，保证在额定静压下风量不衰减
 ›具有预加热功能，防止低温下结霜
 ›内置浮子开关，防止冷凝水过多造成的漏水问题
 ›具有CNAS证授权实验室出具的证书，证书号：NCSA-

2018ZX-0235

EHS C 50/80 储水式电热水器
EHS C电热水器，相比起即热式系列，它拥有更大的出水流量，可
在短时间内快速填满浴缸。

 ›干粉搪瓷涂层，附着更均匀，坚固更耐用
 ›智能感应 4S 防护系统，多程监控，使用无忧
 ›特级加粗阳极镁棒，保护内胆，净化水质
 ›高密度超厚聚氨酯保温层，立体保温更节能
 ›沐浴温度最高可至 75 °C

DHC-E 8/10/12单相电即热式热水器
电子控制装置可确保设备根据进水温度和选定的热水出水温度
自动调节。›热水温度可变可调。›加热管外套经过压力测试的铜
套管，确保其亦可适用于软水区域。

 ›德国原装进口
 ›微电脑恒温控制，无级功率调节
 ›温度调节范围30 ~ 60 ℃，温度刻度指示
 ›紫铜发热系统，发热效率高，水电分离式设计，额定承压10bar

 ›超低启动流量：1.4升/分钟, 低水压也适用
 ›太阳能联合工作模式
 ›防尘、防溅水保护、防烫伤保护功能
 ›超温断路保护、发热系统防干烧保护

DHC 8/10 IL 单相即热式电热水器
触摸控制按钮和3个存储设置可提供精确的温度，易于控制。

 ›系统LCD显示屏
 ›紫铜发热系统,发热效率高，水电分离式设计，额定承压10bar, 电
子恒温，温度记忆功能(M1, M2, M3)

 ›无极温度控制
 ›具有流量调节器
 ›防护等级I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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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Trend 对流式电采暖器
CNS Trend完美地融入周围环境，提供舒适供暖。›整合式控制器
可通过多种功能设置确保舒适，如一周定时器和开窗检测，体
现了产品的高效率和高品质。

 › QR快速反应不锈钢加热元件，升温迅速，3秒可达25°C度
 ›无风扇自然对流，恒温恒湿，不干燥
 ›空气循环流动，全静音
 ›精准度0.7K，快速达到需求温度
 ›热转换率高达99%，高效节能
 ›电子温控，7天多段编程，定时器模式下自动计算预热时间，
无需等待

WWK 223 生活热水热泵
WWK 223是整合式生活热水热泵，可向多个出水点供应生活热
水。›紧凑型设备安装快速简便。›搪瓷金属外壳和高质量材料确
保了在户外安装使用，也能拥有较长使用寿命和操作安全性。

 ›热泵高效工作时，热水最高可达65 °C

 ›使用免维护电流阳极，提供最大的安全性和经济效果
 ›智能界面可以增大光伏发电自用量
 ›采用弹簧式Rollbond换热器，可以在整个使用寿命内提供最
大的安全性并使设备始终处于高水平的能效状态。

公寓 
产品选择

房屋供暖

以下为在公寓项目中广受欢迎的产品示例。

房屋供暖 生活热水热泵

CON Premium 对流式电采暖器
在整合式控制器的辅助下，可使用每周定时器精确控制舒适温
度，可设置7天、5天、周末定时供暖，或一键设置10至120分钟自
动供暖。›如果房间开创通风，则加热器会自动关闭。

 ›无风扇自然对流，恒温恒湿，不干燥
 ›空气循环流动，全静音
 ›弧面设计，增加了辐射热，表面温度更均匀更高
 ›电子控制，可设置7天多段编程，自动计算预加热时间，无需
等待
 ›防护等级IP24，防水防尘，居浴可用

空气源热泵

HPA-O 4/8 CS Plus CN 空气源热泵
高水温可确保全天候提供满足需要的生活热水，制冷功能可在
炎热的天气中营造舒适的室内环境。›产品从整套系统解决方
案，到根据设计将热泵与斯宝亚创各型号缓冲水箱和生活热水
水箱灵活结合，一应俱全。›将大部分必要的系统技术集成一体，
可以有效节省空间，并实现快速安装，安装后环境外观整洁。

 ›超宽工作温度范围，低至-20°C，出水温度最高可达60°C

 ›高效变频技术，压缩机转速完美匹配供热需求，在寒冷冬季
也能保证高出水温度
 ›达到欧洲能效最高级A++，在气温7°C及水温35°C条件下，能
效比达到4.76

 ›极低的工作噪音，声压级（5米）小于35dB (A)，适合于密集型
建筑
 ›较宽的蒸发器翅片间距，减小了结露可能性，配合高效节能
的智能化霜程序，保证产品无结霜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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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K 20 Premium 速热电采暖器
斯宝亚创速热电采暖器凭借其切向风扇，成为同档次产品中
最静音的（静音模式下）。›整合式控制器可通过多种功能设置
确保舒适，如一周定时器和开窗检测功能，体现了产品的高效
率和高品质。

 ›裸线加热技术，与空气直接接触加热，迅速升温
 ›内置静音离心式风扇，空气瞬间加热，且噪音低
 ›优异的外观设计，典雅的造型，获得红点设计大奖
 ›电子控制，7天定时,可以在定时器模式下自动计算预热时
间，无需等待
 ›具有10-120分钟短时舒适模式定时功能，高效节能
 › 12小时断电缓冲设置
 ›防护等级IP24，防水防尘，居浴可用
 ›欧盟EMC认证无有害电磁辐射
 ›全极开关，零线火线同时断开，安全可靠
 ›符合欧盟ErP及“RoHS”要求



节省空间

靠近使用位置 可分阶段交付

节约能源

花费精准

按需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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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最小化 收益最大化 
请采用分散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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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
华悦海棠住宅项目
三亚 | 高端公寓

应用产品:›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C 8 EL

公寓
居民区煤改电项目
天津 | 普通公寓

应用产品:›电采暖CNS 150 FG  |  CNS 200 FG

该楼盘属于高端精装项目，购买该楼盘的人群主要以中高端收入群体为主，消费比较注重品
质，所选的产品多是知名品牌电器，斯宝亚创即热式电热水器凭借着品牌及产品优势成功入
选。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该

›为落实节能减排工作，改善大气环境，政府实施煤改电项目。›环保节能、性能稳定是该项目首
要考虑的问题。

公寓 
案例分析
斯宝亚创为国内外众多公寓项目提供了高能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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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
武汉市都市礼寓公寓
武汉 | 高端公寓

应用产品:›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C 10 EL

公寓住宅
海逸豪园
香港 | 高端公寓

应用产品: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B  |  单相电即热式电
热水器DHC

公寓
渣甸山名门公寓
香港 | 普通住宅和商业合体结

应用产品:›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C-E 8  |  三相电即热
式电热水器DHE 21 SL›（含遥控）

公寓住宅

香港 | 高端公寓

应用产品:›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E 18/21/24 SLi  |  单相
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C-E 8/10

该项目公寓装修豪华高档，要求产品体积小巧，不占空间，且对安全性能要求高，加上公寓不适
用于燃气热水器，即热式电热水器是最好的选择。›斯宝亚创即热式电热水器热水充足，加热时
间快，温度舒适，使用方便，极大满足用户需求。›

›海逸豪园项目位于九龙黄埔湾畔，是香港的高端海景住宅。›对生活舒适度要求较高，斯宝亚创
即热式热水器即开即热、出水量大、水温稳定，完美满足业主需求。

项目位于香港的豪宅集中地之一渣甸山，采用斯宝亚创三相电及单相电热水器共计1290台，为
业主提供高质量生活热水，用户反馈良好。

项目为5层裙楼加上部两栋塔楼，两栋塔楼共计288套公寓，项目选择斯宝亚创单相电及三相电
热水器共计149台。

公寓
案例分析
斯宝亚创为国内外众多公寓项目提供了高能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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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A-O 13 CS Premium CN供暖及热水两联供空气源热泵
用于室外安装的HPA-O 13 CS Premium CN空气源热泵，即
使在明显低于冰点的温度下，也能提供一流的能效。›高
水流温度可确保传统散热器的正常使用。

别墅 
提供最大化的舒适生活
斯宝亚创拥有众多产品来满足家居舒适性的高要求，同时节约能源和成本。

空气源热泵

三相电即热式热水器 

DHE SLi 三相瞬时热水器
DHE SLi舒适型即热式电热水器始终将水加热到精确的
设定温度，提供卓越的舒适性能。

VCR 350 E CN 集中式新风装置
出色的静音表现，使得壁挂式VCR 350 E CN新风产
品成为别墅的绝佳选择。›可选FEB遥控器，方便操
作所有功能。

具有热回收功能的新风装置

生活热水热泵

WWK 303 生活热水热泵
独立式住宅的理想选择，›与传统生活热水水箱相比，
可节省高达76%的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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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
产品选择    
以下为在别墅项目中广受欢迎的产品示例。

HPA-O 13 CS Premium CN  空气源热泵
为减少对邻里的影响，低运行噪音对室外安装热泵至关重要。››
运行中的热泵越安静，离最近的建筑物所需的间隔就越小。››
为满足大面积生活区域的供暖和制冷，最多可将6台热泵串联
安装。

 ›超宽工作温度范围，可低至-20°C，出水温度最高可达65°C

 ›创新的喷气增焓技术保证了在低温环境下的高出水温度
 ›高效变频技术，压缩机转速完美匹配供热需求，在寒冷冬季
也能保证高出水温度
 ›高效节能，达到欧洲能效最高级A++,在气温度7°C及水温
35°C条件下，能效比达到5.09

 ›极低的工作噪音，声压级（5米）小于34dB(A) ，适合于密集型
建筑
 ›较宽的蒸发器翅片间距，减小了结露可能性，配合高效节能
的智能化霜程序，保证产品无结霜
 ›德国极简设计，高端家电级别产品外观

 空气源热泵

生活热水热泵

具有热回收功能的新风装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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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DHE 18/21/24 SLi 和 DHE 27 SLi 即热式电热水器
DHE SLi热水器的4i技术可根据所有外部因素进行调整，将出水
温度保持在恒定水平。›数字多功能显示器始终显示设定的水
温。›绿色背光显示该设备正在高效运行，›还可以随时显示精
确的能源和水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

 › 4i智能控制系统
 › SPA›健康沐浴功能，可另选四种独特出水效果
 ›防浴缸“满溢”功能›，保持浴缸水温恒定
 ›环保节约ECO装置，预接太阳能工作模式
 ›无线遥控器，遥控距离25米（可穿墙）
 ›具有水温记忆功能
 ›可设置水价、电价，查询热水器所用水费、电费

VCR 350 E CN 集中式新风装置
出色的静音表现，使得壁挂式VCR 350 E CN新风产品成为别墅
的绝佳选择。›可选FEB遥控器，方便操作所有功能。

 ›全热回收，热回收效率高（显热交换效率：89%，焓交换效
率：60%以上)
 ›前置过滤箱PM2.5过滤效率达：99.6%欧洲A级能效，高效
节能
 ›配置有电机恒风传感器，保证在额定静压下风量不衰减
 ›具有预加热功能，防止低温下结霜
 ›内置浮子开关，防止冷凝水过多造成的漏水问题
 ›德国原装进口，德国被动房PHI项目官方认证
 ›旁通设计：适用于过度季节内外温差不大的时候开启，节
能环保
 ›全热交换器：原装进口高分子材料，可清洗，避免细菌滋生
 ›具有CNAS证授权实验室出具的证书，证书号：NCSA-

2018ZX-0235

WWK 303 生活热水热泵
WWK 303是整合式生活热水热泵，可向多个出水点供应生活热
水。›设备安装快速简便。›搪瓷金属外壳和高质量材料确保了在
户外安装使用，也能拥有较长使用寿命和操作安全性。

 ›热泵高效工作时，卫生热水最高可达65 °C

 ›使用免维护电流阳极，提供最大的安全性和经济效果
 ›智能界面可以增大光伏发电自用量
 ›采用弹簧式Rollbond换热器，可以在整个使用寿命内产生最
大的安全性和始终处于高水平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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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独栋别墅

Gower | 英国
建筑类型：独栋别墅
建设类型：新建
建设年份：2015
居住面积：381m2 

已安装设备：
空气源热泵HPA-O 13 CS Premium

新建独栋别墅

Cannock | 英国
建筑类型：独栋别墅
建设类型：新建
建设年份：2016
居住面积：600m2 

已安装设备：
空气源热泵WPF 20和空气源热泵WPL 15 AS组件

新建独栋与半独栋别墅

Long Ashton | 英国
建筑类型：独栋和半独栋别墅
建设类型：新建
建设年份：2015
居住面积：237m2 

已安装设备：
空气源热泵HPA-O 13 CS Premium与水箱SBS 601 
WP SOL

新建独栋与半独栋别墅

Wales | 英国
建筑类型：独栋和半独栋别墅
建设类型：新建
建设年份：2018
居住面积：约115m2 

已安装设备：
空气源热泵HPA-O 13 CS Premium和水箱SBS 601 
WP SOL组件

这座现代化的新建住宅位于Gower半岛的主要沿海地区，斯宝亚创 HPA-O 13 
CS Premium是理想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室外单元可以承受沿海盐雾。›设备间
内安装有一个200升缓冲水箱和400升的家用热水水箱，该缓冲水箱与太阳
能热系统相连，该房产的低电力需求由太阳能光伏阵列提供。

最初设计和安装一个20kW的地源热泵以取代液化石油气。›在安装接地回路
后，项目中增加了一个附加元件，以应对额外的热负荷。›供热管道将热量从
40米远的机房输送至房屋。

由于该别墅业主对未来能源不确定，斯宝亚创›WPL 25成为其房屋创造能源
的重点产品。›安装后通过地板下的温水加热将空气中的热量传递到房屋。›
斯宝亚创的SBS 601W SOL储热器整合了用于加热的缓冲水箱和生活热水水
箱，为所有热出口提供高流量。

屡获殊荣的威尔士房屋建筑商Harvey Homes of Distinction选择了斯宝亚创
的新型WPL Classic空气源热泵为其位于科尔温湾的Penrhyn Beach开发项目
提供供暖和制冷。›它在开发中安装了斯宝亚创WPL经典空气源热泵。›WPL 
Classic是为建筑商和开发人员设计的一个经济高效、节省空间的集成、易于
安装的系统。

别墅
案例分析
斯宝亚创为众别墅多项目提供了节能可靠的产品系统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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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DHE SLi 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DHE SLi舒适型即热式电热水器始终提供加热至恰好合适
温度的热水。›该设备具有卓越的功能，提供出色的舒适性。

DHB-E 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DHB-E水温由三个采用3i技术的传感器实现连续地电子控
制。›这使得水温波动成为历史。

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SHU SLi 储水式小厨宝
如果已经安装了水龙头，或者您已经倾向于某个特
定的设计，那么SHU SLi是安装尺寸较小的水龙头的
最佳选择。›它可以与任何商用测压口组合。

独立厨房

DHM 6 220 单相即热式电热水器
DHM单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为承压热水解决方案。›
这使其可以与传统的承压水龙头结合使用。

洗手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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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
写字楼和酒店    
帮助您的企业在现代化环境中取得成功，我们提供卫生、舒适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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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 SLi 单相电储水式小厨宝
SHU SLi可以连接到各个出水点。›例如，如果你有两个洗脸盆，你不需
要购买两台厨宝，因为 SHU SLi 可以为两个洗脸盆可靠地提供热水。

 ›在›35 °C›至 82 °C›范围内无级调温›
 ›限制出水温度，具有防烫伤保护功能›
 ›节能模式›
 ›超大混合水量

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DHE 18/21/24 SLi 和 DHE 27 SLi 即热式电热水器
DHE SLi的4i技术可补偿所有外部因素，将所需的出水温度保持在恒定水平。数字
多功能显示器始终显示设定的水温。›绿色背光显示表示该设备正在高效运行。还
可以随时显示精确的能源和水消耗以及减少二氧化碳减少排放量。

 › 4i智能控制系统
 › SPA›健康沐浴功能，可另选四种独特出水效果
 ›防浴缸“满溢”功能›，保持浴缸水温恒定
 ›环保节约ECO装置，预接太阳能工作模式
 ›无线遥控器，遥控距离25米（可穿墙）
 ›水温记忆功能
 ›设置水价、电价，查询热水器所用水费、电费

DHB-E 18/21/24 SLi 即热式电热水器
DHB-E SLi的3i技术确保每次精确的温度输送最大化，让淋浴成为一种乐趣。›通过
旋转旋钮可快速实现30℃至60℃之间的精确温度输送

 ›智能控制系统，中央多路供水，电脑恒温
 › LCD显示屏，20 ~ 60℃›智能恒温，温度无级调节精度›0.5 ℃
 ›无级功率调节，根据进/出水温度和水流量自动调节输出功率，省水省电
 ›独有德国“裸线”发热系统，发热效率高，适合不同水质，特别是硬水水质
 ›内置流量检测系统可检测自来水中是否含有气泡，防止发热系统干烧
 ›多重安全保护：防漏电、防超温、防超压、防干烧、安全接地保护，IP25防护等级
 ›电线、水管可明装或隐藏式安装

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

DHM 6 220 单相电即热式小厨宝
DHM自动将水温升高约25℃。›在取水点的分散安装确保了热水的即
时供应，同时热量损失最小。

 ›德国工艺，原装进口
 ›水压控制，点对点供水，节约能源
 ›高效裸线发热技术，内置双重防电墙，发热效率高于99%

 ›多重安全保护措施：防漏电，防超压、防干烧保护、防护等级IP25

 ›安装便捷：机身可正装也可旋转180°倒装，台上台下均可安装，可明
管明线或暗线明管安装

单相电即热式小厨宝

单相电储水式小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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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
产品选择    
以下为在商业建筑中广受欢迎的产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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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广州 | 体育场

应用产品:›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B-E SLi

商业建筑
宁波科技园大楼
宁波 | 办公楼

应用产品:›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E 18/21/24 SL

商业建筑
重庆国际金融中心
重庆 | 写字楼

应用产品:›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B-E 18 SLi

商业建筑
杭州海天一洲酒店
杭州 | 酒店

应用产品:›三相电即热式电热水器DHE SLi

运动会期间热水器需求量大，使用频繁，会后热水使用量明显减少，要求产品品质过硬、安全可
靠、使用方便，还需要体现“绿色、环保、科技”›的特点。

›

 

办公大楼要求提供高性能的热水设备，安全是最重要的，需要品质保证的同时，提供完善的售
后服务，斯宝亚创热水器，安全可靠。

 

满足洗手及淋浴热水需求，工作日用水量大，休息日及假期几乎不用热水，不适用燃气式及储
水式电热水器。

酒店要求热水设备出水量大，安全快捷，同时匹配酒店装修风格。›并且舒适体验是最重要的，
需要完善的售后服务保证。›斯宝亚创热水器不仅帮助该酒店降低服务成本，而且为游客带来
高品质的沐浴体验，提升酒店服务档次。

商业建筑
案例分析
斯宝亚创为国内外众多商业项目提供高能效产品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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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质量
斯宝亚创活跃在全球120多个国家——
而今这个数字还在上升。这也意味
着我们有能力满足各种各样的气候
以及各地法律要求、满足不同建筑类
型特点和不同客户需求。我们的承诺
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视自己
为当地市场的合作伙伴，并按照当
地的要求行事。为此，我们开发适合
当地市场和生活条件的产品，以确
保合作伙伴的成功和客户的满意。

制造质量
我们的成功与我们的高质量的制造工
艺息息相关。在世界各地，我们均依靠
德国的工程技术，因为我们相信德国一
流的工艺和高素质工人是创造最好的
解决方案的主要条件。斯宝亚创作为
技术先驱者，始终依靠自身自身技术
的先锋性，在全球市场均有出色表现。

产品质量
我们通过公司各个方面的完美配合，
创造出能够定义我们的产品，即能够
满足所有现代化要求以及不同国家、
客户和合作伙伴要求的高质量耐用产
品。因为有了斯宝亚创品牌，我们的客
户可以购买一流可靠的产品和服务。

企业质量
我们是高效管理的德国企业，我们在合规和行为
准则方面有非常高的标准。我们严格的行为准则
和领导准则让我们在道德、合作、伙伴关系和产
品方面有了明确的原则。经过定期验证的国际标
准化组织认证证实，我们的质量系统定期由国
际标准化组织认证，并贯穿于整个公司的运行。

对于我们来说，质量是规范

ISO 14001
我们按照环境管理标准进行持续优化。

ISO 50001
我们一贯记录和管理公司的能源流动，以持
续降低消耗。

BS OHSAS 18001
斯宝亚创的工作始终符合这一职业健康和安全
管理体系。

ISO 9001
我们根据质量管理标准的要求规划我们的业务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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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4年延续至今的辉煌历程

斯宝亚创国际集团由Theodor Stiebel博士于1924年创办于德国柏林，现总部设在德国的霍尔茨明登，是全球建筑服务系统

和可再生能源产品领域的领先企业。

集团在德国、瑞典、斯洛伐克、泰国及中国拥有6大生产基地，在全球拥有26个销售公司，并在12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合作

伙伴和经销商。

2004年，斯宝亚创国际集团进入中国，总部及工厂位于天津，全面负责斯宝亚创中国区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在上海和广州设有分公司，更好地向中国客户提供安全、节能、环保的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
国际荣誉及权威认证

产品安全认证

斯宝亚创在设计领域先后荣获过红点设计大
奖、IF工业设计大奖、欧洲设计大奖并5次被世
界最大最权威的品牌评审机构超级品牌组织›
(The Superbrands Organization)›评选为“德国超级
品牌”。

在产品安全方面，斯宝亚创的产品完全符合欧盟
CE和中国CCC的要求。

13次红点设计大奖

38次IF工业设计大奖

7次欧洲设计大奖

5次德国超级品牌奖

欧盟CE认证

中国强制CCC认证

德国PCBC认证

瑞士SEV认证

海外联盟认证

英国安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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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宝亚创（天津）电器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赛达国际工业城C3›››邮编›300385

斯宝亚创（天津）电器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公司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280号时代E-Park›A1栋901室›››邮编›511400

斯宝亚创（天津）电器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169号1幢902/903室›››邮编›200120

TEL    +86 22 83962077

   

TEL    +86 20 39162209

TEL    +86 21 61069166

官方微信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