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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飞利集团简介

右图为邦飞利集团董
事长兼常务董事 Sonia 
Bonfiglioli 女士。

我谨在此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非常荣幸
地邀您了解邦飞利集团所经历的发展变革。
现今世界变化万千，我们要把这些变化和挑
战转化为机遇。这不仅是我父亲的毕生信
念，也是他老人家终其一生付诸热情和决心
的伟大实践。 

感谢父亲的激励和启迪，如今，邦飞利集团
的业务遍布全球，我们采用最先进的工艺，
为客户设计创新的应用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还在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领域
进行投资，不仅为客户提供产品，更提供完
整的系统解决方案。 

如今，我们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邦飞利完
全有能力不断赢得潜在客户的信赖。对于所
有邦飞利的客户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
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董事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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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和使命

邦飞利集团致力于为工业、工程机械及可再
生能源行业设计并制造创新、可靠的动力传
动及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积极主动、勇于承担；通过迅速及时、
客户至上的服务，在全球鼓励并推动共同的
可持续发展。

愿景和使命

这就是邦飞利集团的价值观，它指引企业
向前发展的方向，也鞭策我们成为最好的
自己。
我们不断探索极限，
依靠理念、尖端产品和优异性能，
全力以赴冲破限制，树立新的标杆。

我们不断探索各种各样的文化、宗教和经
验，将多样性转变为资源。
同时，我们还追寻可持续经济增长，与身
边的环境和谐共存。
我们把这一切称为“尊重”。
我们全心全意，做好每一件事，
只为改进自身，为他人树立榜样。
这是因为，团队效率与个人能力密不可分。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责任”。
我们培养人才、学习知识，
只为与所有人分享，共同走向成功。
这是因为我们渴望“共赢”。
这就是邦飞利。
我是邦飞利人！

价值观

控制

创新解决方
案

工程机械

动力传动

可持续发展

可靠性

可再生能源

责任
愿景和使命

工业
动态服务

客户导向

挑战

尊重

责任

共赢



Power, Control
and Green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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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只
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凭借逾半
个世纪的经验、能力和专业积淀，我们能够
综合运用电子、液压和机械技术将其他能量
转化为动力，造福人类。

邦飞利集团面向全球客户提供卓越的动力传
动和控制解决方案。

邦飞利集团设计、制造和销售品类齐全的减
速电机、驱动系统、行星齿轮箱、电机、伺
服电机、变频器、逆变器等产品。我们的解
决方案广泛应用于全球的工业、工程机械和
建筑领域，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品质并提
高工作效率。

发展动力传动，造福人类

Power SolutionS



Power, control
and Green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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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控制就是为“动力”这匹“野马”套上
缰绳，加以驯服和利用。邦飞利集团设计、
开发和制造的动力控制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
全球诸多行业，包括重工业、可再生能源行
业、工程机械行业及精密电子行业等。

我们的理念来源于密集的行业培训和深厚的
专业经验积淀。

邦飞利集团重视和感激每一位员工的付出，
充分尊重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这使得我们
能够建立一个紧密团结的国际化大家庭。我
们拥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通过与客户通力
合作，共创财富和福祉，为他们树立竞争优
势和创造实质性的业绩。

动力和能源控制

Control SolutionS



Power, Control
and green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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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SolutionS

化石能源的日渐枯竭和全球气候的巨大变
化无不昭示着未来的能源供应必须依赖于
太阳能、风能及潮汐能等环保能源。另一项
明智的举措是回收生物质能源，将垃圾变废
为宝转化成为清洁能源。邦飞利集团一直致
力于投资发展绿色经济和可再生能源，凭借
卓越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而蜚声国际。我们
丰富的机械和电子技术经验及知识不仅让我
们能够开发出集成解决方案和整体系统，设
计和制造大型发电设备，将宝贵的能源输
送到电网使用

尊重环境是邦飞利集团开展各项业务所秉持
的根本原则。
我们遵循最严苛的国际质量标准，采用高
度自动化的生产系统，并制定严格的节能
政策，这些都充分彰显出我们尊重环境的
坚定原则。

尊重环境的理念不仅贯穿于我们集团上下，
还激励我们加大对环保型创新的投入，因
为我们坚信对未来的投资才是最好的投资。

坚持发展与环保并重



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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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

右图为邦飞利集团创始人 
Clementino Bonfiglioli 
先生 (1928 – 2010)。

左图：20 世纪 50 年代的
邦飞利工厂。

为满足工程公司对农业机械和摩托车（当
时迅速发展的两大行业）的辅配件及精
密零部件不断增长的需求，Clementino 
Bonfiglioli 先生于 1956 年在博洛尼亚创立
了这家时至今日仍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

Clementino Bonfiglioli 是一位真正的开拓
者。
公司成立短短数年之后，他便决定开发和生
产全新的产品，设计出 RAE 系列两级行星
齿轮箱并获得相关专利。这些产品逐渐从
当地市场走向全国市场，获得越来越多客
户的好评。1975 年，蓬勃发展的邦飞利收
购了 Trasmital 公司。如今的 Trasmital 已
经成为生产行星齿轮箱的领军企业，其产
品广泛应用于挖掘机、道路施工机械和风
力涡轮机中。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邦飞利集团
成功迈向国际市场，并依托持续的产品创新
能力，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全资子
公司和生产厂。
新千年见证了邦飞利集团的进一步发展
壮大，先后收购了电子控制系统领导企
业 Vectron 和高精度低背隙齿轮箱制造商 
Tecnoingranaggi。

邦飞利集团在成立 50 周年之际重申了对
国际化和绿色经济的承诺，巩固了集团
在国际市场的主导者地位。Clementino 
Bonfiglioli 先生 2010 年去世后，他的女儿 
Sonia 女士（当时已成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开始接管集团，继续巩固和推动集团在
全球的发展进程。

深厚根基助力发展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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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只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才能成就真正的领导
企业。正因如此，邦飞利集团一直热心参与
社会项目，并致力于为其服务的行业开发
环保型技术。
邦飞利集团秉承创始人 Clementino 
Bonfiglioli 先生的信念，从创立伊始便致力
于履行社会承诺，充分发挥年青人的创新能
力，为公司和全人类造福。
邦飞利集团始终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一贯坚
持为年青人提供就业和学习机会。我们开发
的创新型解决方案清晰地定位于今日年青人
将要开创的未来。
邦飞利集团对其子公司和生产厂所在的国
家和地区的当地社区怀有更强烈的责任感。

集团决定通过扶贫助困和为年青人提供发展
机遇等行动来为创建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
实质性的贡献。我们已经开始通过在全球
开展多个公益项目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
项目包括在印度建立 Cheerfutureland 儿
童之家，资助越南 Pho Cap 学校，参加意
大利 Leonardo Committee 协会项目，赞
助一支德国曲棍球队，与英国 Warrington 
Wolves 慈善基金会合作促进社会团结，以
及其他诸多公益项目。
我们认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对集团和
对未来最好的投资，邦飞利集团的全球承诺
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全球承诺



CheerFutureland
BonFiGli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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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正是“铸造明天”这一理想，催生了邦飞
利 2008 年启动的 CheerFutureLand 项
目。同时，项目的顺利实行，离不开邦飞
利与 NAMASTE’ 和 PREMA VASAM 达
成的协议。前者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后者
则位于印度，专注于残障儿童和孤儿的养
护。该项目为弱势儿童提供了步入社会、
开发技能、发挥自己全部潜能的机会。
得益于各界友人与其他企业的慷慨解囊，
邦飞利在印度金奈建立了一所儿童之家，
为 45 名来自极度贫困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

带去爱心关怀，在家一般的环境中，为他
们提供文化和情感支持。
邦飞利同时还为 Prema Vasam 的主要场
所提供支持，扶持 180 名男女儿童，为其
提供理疗、职业治疗和学业援助等特殊关
怀。
CheerFutureLand 项目将邦飞利分享印度
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决心展
现地淋漓尽致。集团已在该国建立了多处
大型生产设施，为将来的繁荣发展垫定了
坚实基础。

铸造明天



生产基地

印度
Mannur

印度
Bangalore

印度
Chennai

越南
ho Chi Min

巴西
São Paulo

意大利
Forlì

意大利
Vignola (Mo)

意大利 • Bonfiglioli Riduttori 
(Calderara di reno, Bologna) 
铸造切齿厂
HDP、HDO、300 系列装配厂

意大利 • Bonfiglioli Riduttori 
(Vignola, Modena) 
减速机装配厂
精密齿轮箱制造装配厂

意大利 • Bonfiglioli Riduttori 
(Forlì) 
行星齿轮箱制造装配厂

意大利 • Bonfiglioli Mechatronics Research 
(rovereto, trento) 
无刷电机和精密齿轮箱生产

德国 • Bonfiglioli Vectron 
(Krefeld) 
逆变器厂

斯洛伐克共和国 • Bonfiglioli Slovakia 
(Považská Bystrica) 
大型齿轮箱制造厂

欧洲

印度 • Bonfiglioli Transmission 
(Chennai) 
行星齿轮箱制造装配厂

印度 • Bonfiglioli Transmission 
(Mannur) 
减速机制造 装配厂

印度 • Bonfiglioli Renewable Power 
Conversion India 
(Bangalore) 
光伏逆变器组装

越南 • Bonfiglioli Vietnam 
(ho Chi Minh) 
Electric motor plant

中国 • Bonfiglioli Drives Shanghai 
(Shanghai) 
光伏逆变器组装

亚洲

巴西 • Bonfiglioli do Brasil 
(São Paulo) 
行星齿轮箱制造装配厂

美国 • Bonfiglioli USA 
(hebron, KY) 
行星齿轮箱制造装配厂

美洲

美国
hebron (KY)

意大利
rovereto (tn)

中国
Qing Pu (Shanghai)

德国
Krefeld

斯洛伐克共和国
Považská Bystrica

意大利
Calderara di ren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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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飞利不断的发展将资源和技术带到了全球
各地，这一切得益于邦飞利集团的战略决
策：使用集团自有的资源为现代化生产厂提
供资金支持。

邦飞利集团尊重多元文化，遵从国际公认的

质量认证标准，并致力于尽量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这使得集团旗下的工厂拥有全球最优
质的工作环境。
我们具备卓越的工艺创新能力，采用最新一
代的智能生产设备，确保准确快速的产品交
付，能够从容应对客户的各种需求。

此时此刻，
至少有一座邦飞利工厂正在为您而运转

邦飞利全球分布



子公司

美国 印度西班牙 越南巴西 新加坡南非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澳大利亚 
Bonfiglioli Australia 
2, Cox Place Glendenning nSw 2761 
locked Bag 1000 Plumpton nSw 2761 
Ph. (+ 61) 2 8811 8000 - Fax (+ 61) 2 9675 6605 
www.bonfiglioli.com.au

巴西 
Bonfiglioli do Brasil 
travessa Cláudio armando 171 
Bloco 3 - CeP 09861-730 - Bairro assunção 
São Bernardo do Campo - São Paulo 
Ph. (+55) 11 4344 2323 - Fax (+55) 11 4344 2322 
www.bonfigliolidobrasil.com.br

加拿大 
Bonfiglioli Canada 
2-7941 Jane Street - Concord, ontario l4K 4l6 
Ph. (+1) 905 7384466 - Fax (+1) 905 7389833 
www.bonfigliolicanada.com

中国 
Bonfiglioli Drives (Shanghai) Co., Ltd. 
#68, hui-lian road, QingPu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201707 
Ph. (+86) 21 6700 2000 - Fax (+86) 21 6700 2100 
www.bonfiglioli.cn

法国 
Bonfiglioli France 
14 rue eugène Pottier 
Zone industrielle de Moimont ii - 95670 Marly la Ville 
Ph. (+33) 1 34474510 - Fax (+33) 1 34688800 
www.bonfiglioli.fr

德国 
Bonfiglioli Deutschland 
Industrial, Mobile, Wind 
Sperberweg 12 - 41468 neuss 
Ph. +49 (0) 2131 2988 0 - Fax +49 (0) 2131 2988 100 
www.bonfiglioli.de

Industrial, Photovoltaic  
europark Fichtenhain B6 - 47807 Krefeld 
Ph. +49 (0) 2151 8396 0 - Fax +49 (0) 2151 8396 999 
www.vectron.net

印度 
Bonfiglioli Transmission PVT Ltd. 
Industrial 
Survey no. 528, Perambakkam high road 
Mannur Village, Sriperambudur taluk, 
Chennai - 602105, tamil nadu 
Ph. +91(0) 44 6710 3800 - Fax +91(0) 44 6710 3999 
www.bonfiglioli.in

Mobile, Wind 
Plot aC7-aC11 Sidco industrial estate 
thirumudivakkam - Chennai 600 044 
Ph. +91(0) 44 24781035 - 24781036 - 24781037 
Fax +91(0) 44 24780091 - 24781904 
www.bonfiglioli.in

Bonfiglioli Renewable Power Conversion India (P) Ltd 
Photovoltaic 
no. 543, 14th Cross, 4th Phase,  
Peenya industrial area, Bangalore - 560 058 
Ph. +91 80 2836 1014/15 - Fax +91 80 2836 1016 
www.bonfiglioli.in

加拿大 英国 意大利法国 土耳其 中国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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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飞利全球分布

客户满意度是邦飞利始终秉承的理念。我们
的子公司遍布全球 5 大洲的 17 个国家和地
区，力求通过广阔的服务网络为世界各地的
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每家子公司都可为客户提供快速高效的售前

和售后服务，还可通过当地组装工厂和仓库
确保及时的产品交付。除直接控制的子公司
外，我们还可通过由实力雄厚的授权经销商
组成的广阔网络确保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前
和售后服务。

面向全球布局
只为距您更近从而更好地满足您的需求

意大利 
Bonfiglioli Italia 
Industrial, Photovoltaic 
Via Sandro Pertini lotto 7b - 20080 Carpiano (Milano) 
Ph. (+39) 02 985081 - Fax (+39) 02 985085817 
www.bonfiglioli.it

Bonfiglioli Mechatronic Research 
Via F. Zeni 8 - 38068 rovereto (trento) 
Ph. (+39) 0464 443435/36 - Fax (+39) 0464 443439 
www.bonfiglioli.it

新西兰 
Bonfiglioli New Zealand 
88 hastie avenue, Mangere Bridge, auckland 
2022, new Zealand - Po Box 11795, ellerslie 
Ph. (+64) 09 634 6441 - Fax (+64) 09 634 6445 
www.bonfiglioli.co.nz

南非 
Bonfiglioli South Africa 
55 Galaxy avenue, 
linbro Business Park - Sandton 
Ph. (+27) 11 608 2030 or - Fax (+27) 11 608 2631 
www.bonfiglioli.co.za

新加坡 
Bonfiglioli South East Asia 
24 Pioneer Crescent #02-08 
west Park Bizcentral - Singapore, 628557 
Ph. (+65) 6268 9869 - Fax. (+65) 6268 9179 
www.bonfiglioli.com

西班牙 
Tecnotrans Bonfiglioli S.A. 
Industrial, Mobile, Wind 
Pol. ind. Zona Franca sector C, calle F, n°6 
08040 Barcelona 
Ph. (+34) 93 4478400 - Fax (+34) 93 3360402 
www.tecnotrans.bonfiglioli.com

土耳其 
Bonfiglioli Türkiye 
atatürk organize Sanayi Bölgesi,
10007 Sk. no. 30 atatürk organize Sanayi Bölgesi, 
35620 Çigli - izmir
tel. +90 (0) 232 328 22 77 (pbx)
Fax +90 (0) 232 328 04 14
www.bonfiglioli.com.tr

英国 
Bonfiglioli United Kingdom 
Industrial, Photovoltaic 
unit 7, Colemeadow road 
north Moons Moat - redditch, worcestershire B98 9PB 
Ph. (+44) 1527 65022 - Fax (+44) 1527 61995 
www.bonfiglioli.co.uk

Mobile, Wind 
3 - 7 Grosvenor Grange, woolston 
warrington - Cheshire wa1 4SF 
Ph. (+44) 1925 852667 - Fax (+44) 1925 852668 
www.bonfiglioli.co.uk

美国 
Bonfiglioli USA 
3541 hargrave drive hebron, Kentucky 41048 
Ph. (+1) 859 334 3333 - Fax (+1) 859 334 8888 
www.bonfiglioliusa.com

越南 
Bonfiglioli Vietnam 
lot C-9d-Cn My Phuoc industrial Park 3 
Ben Cat - Binh duong Province 
Ph. (+84) 650 3577411 - Fax (+84) 650 3577422 
www.bonfiglioli.vn



经销商

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摩洛哥、南
非、突尼斯

巴林、中国、阿联酋、日本、约旦、香港、
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科威
特、马来西亚、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
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韩国、叙利
亚、泰国、台湾、越南

非洲

亚洲

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比利时、白俄罗斯、
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克罗地亚、捷克共和
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荷兰、
匈牙利、德国、英国、希腊、爱尔兰、意大
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
黑山、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
罗斯、斯洛伐克共和国、塞尔维亚、斯洛
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
乌克兰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
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
都拉斯、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

欧洲

拉丁美洲

加拿大、美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

北美洲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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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您身在何处，总能购买到邦飞利产品。
正是这一宏伟目标推动着我们不断建立线上
和线下增值销售网络。

BEST（邦飞利卓越服务团队）是动力
传动设备领域内最现代化的销售团队之
一。BEST 项目是由我们的首选业务合作伙
伴组建的网络，能够让经销商通过经营邦飞
利产品和服务自主地开发自己的市场。我们
的 BEST 合作伙伴共享我们当地的组装工厂
和仓库，我们的培训课程和工具，以及我们
的宣传活动。制造商和经销商从产品组装阶
段便开始合作，并共同设计新应用，彼此共
同分享技术、经验以及当地市场信息，这有
史以来尚属首次。

在我们所使用的诸多工具中，有一种尤为引
人注目。这便是 MOSAICO 工程电子商务
门户网站，这一工具充分发挥了互联网提供
定制解决方案的潜力。MOSAICO 系统可
引导客户选择和配置感兴趣的产品，并提供
所有相关的技术支持文件。得益于最新的功
能升级，MOSAICO 还能在系统设计流程
中为技术部门提供有效支持。

无论您身在何处，邦飞利产品总在您身边

邦飞利全球分布



BuSineSS unitS
wi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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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牌

wind SolutionS

邦飞利对风能领域的投入不仅顺应市场潮
流，还是我们履行对人类环境、共创美好
未来的承诺。我们早在多年以前便下定决
心走绿色发展之路。今天，我们通过为客
户提供品类齐全、享誉国际的产品重申这
一坚定信念。

得益于邦飞利 Trasmital 的先进技术，我们
能够设计、制造和销售风能设备中使用的关
键零部件。邦飞利 Trasmital 是生产行星齿
轮箱的领军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风力涡
轮机偏航及变桨控制系统。

凭借优质的创新型齿轮箱和变频器产品以及
卓越的服务，邦飞利在风能设备行业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诸多大型的陆
上和海上风力发电站都是邦飞利行业领导
地位的印证，其中包括位于北海的 Alpha 
Ventus 风力发电站，该发电站拥有 12 座
风力发电塔，每座高约 150 米，总发电量
达 60 兆瓦。

驾驭风能，享受绿色能源

• 安装在风力涡轮机中的行星齿轮箱
• 变频器

• 风力发电站
• 海上风力发电站

产品 主要应用

安装在风力涡轮机中的 
700 TW 系列齿轮箱。



BuSineSS unitS
Mobile SolutionS



29

MoBile SolutionS

1975 年，邦飞利收购了 Trasmital 公司。
如今的 Trasmital 已经成为生产行星齿轮箱
的领军企业，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挖掘机、道
路施工机械和风力涡轮机中。这一战略举措

注定要让邦飞利 Trasmital 成为全球优秀制
造商的标杆。依托完善的解决方案、优良的
品质、广阔而高效的销售网络以及灵活的生
产系统，我们大有可为。

提供解决方案，为发展增添动力

用于工程机械的行星齿轮箱:
• 通用
• 轮边传动
• 履带式传动
• 回转装置
• 卷扬
• 混凝土泵车

• 液压绞盘、卷扬
• 混凝土泵车
• 港口机械
• 轮式装载机
• 挖掘机
• 移动式起重机
• 工程起重机
• 采矿机械
• 农业机械
• 液压机械
• 钻机
• 小型挖掘机
• 混凝土搅拌装置
• 升降机

产品 主要应用场所

安装在行走驱动系统中的 
700 C 系列齿轮箱。

产品品牌



MoBi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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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SolutionS

2012 年，邦飞利集团凭借在环保汽车解决
方案领域内的卓越创新理念再次成为耀眼的
明星。将邦飞利高效动力传动系统应用于混
合动力和电动工程机械，由此开发出具备极
高生产效率的机械，最大程度地节约能源。
这些突破性的发展确立了邦飞利在环保型技
术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开拓了集团的高新技
术商业视野。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邦飞利便一直致
力于开发更新更节能的解决方案，成功设
计和制造出专用于工程机械应用领域的行
星齿轮箱。
邦飞利工程机械业务部持续加大对电动机械
领域的人才、工具和技术投入，并于 2012 
年推出一系列专为混合动力和电动工程机械
设计的产品。

推动创新

• 600F 系列
• 600WE 系列
• 600D 系列
• 600 轮式传动装置
• 500 滚筒传动装置

• 物料运输车
• 空中作业平台
• 轻型车辆
• 混合动力农业机械
• 混合动力混凝土搅拌机

产品 主要应用

安装在物料运输车中的 
600F 系列。

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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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olutionS

邦飞利自 1956 年以来便一直是动力传动领
域的领先品牌。将近 60 年的专业经验积淀
和行业深度理解成就了我们在全球市场的
辉煌业绩。

邦飞利的主要优势包括广阔的国际服务网
络、品类齐全的产品（齿轮箱、电机、变频
器和能量转换系统等）以及优质的服务。所
有邦飞利解决方案均由精通专业知识的人员
提供快速可靠的技术支持服务。

为确保高效提供完全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
工业应用业务部成立了两个部门，以便为其
服务的市场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这两个
部门分别是 Power Transmission Solutions 
(PTS) 和 Mechatronic Drives & Solutions 
(MDS)。

邦飞利的产品能够满足行业各方面的需求。
我们可谓名副其实的一站式商店，可以根据
客户具体需求定制整体和专业的解决方案。
邦飞利的产品涵盖重型齿轮箱、水处理设
备、生物燃气处理设备、采矿设备、包装设
备及各类原材料加工设备。

邦飞利通过旗下三个不同的品牌为各行各
业提供品质优良、性能卓著的产品。邦飞
利 Riduttori 专注于生产技术先进、性能
优异的轻型和重型齿轮箱及电机。邦飞利 
Vectron 生产的高效变频器和伺服系统享
誉全球。邦飞利 Tecnoingranaggi 生产的
低齿隙行星齿轮箱可满足多种工业应用场合
的专业需求。

工业应用产品一站式商店

A 系列螺旋锥减速电
机。.

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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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olutionS

Power Transmission Solutions 部门可以根
据客户的具体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整体解决
方案。该部门可在各个方面为行业客户提供
最大限度的定制服务，以尽量减少客户的总
体拥有成本 (TCO)。
邦飞利持续有针对性的研发投入确立了集团
在产品质量、创新能力和业绩表现方面的国
际领先地位。
今天，邦飞利可以为工业领域的客户提供

包括齿轮箱、减速电机和电机在内的各类
产品，并能够制定全面的整体解决方案。
得益于经过优化的全自动精益生产工艺，
邦飞利每年可在全球 5 个国家和地区生产
逾 2,000,000 件产品。此外，邦飞利还在全
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子公司和经销
网络，每天都与客户进行紧密合作。综合这
些优势，我们不难理解邦飞利为何能够保
证向客户提供最高标准和效率的服务质量。

心系客户

• 同轴式斜齿轮减速电机
• 锥齿轮减速电机
• 蜗轮蜗杆减速电机
• 轴装式减速电机
• 重型齿轮箱
• 机械式变速器
• 三相异步电机
• 单相电机

港口机械、化学和医药工业、包装、配量系
统、铸造和锻造、航空航天系统、自动化系
统、调节系统、净化系统、喷漆系统、食品
工业、重工业、陶瓷工业、图文行业、纺织
工业、木材加工、塑料和橡胶加工、包装系
统、装瓶系统、传送带和码垛机

产品 主要应用

300 系列行星减速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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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olutionS

邦飞利是全球工业自动化行业的重要参与
者，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而不仅
仅是产品。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工业自动化领
域客户的零风险合作伙伴和高能效解决方案
提供商，确保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这需要我们具备机械、电气和电子领域
的综合能力。邦飞利已经制定和实施了

具有针对性的行动来实现这一目标。设立 
Mechatronic Drives & Solutions (MDS) 
部门便是我们的重要举措。
该部门的目标是充分利用我们的电子技术
优势开发新产品，为客户提供机械电子纵
向解决方案。

MDS，零风险合作伙伴

• 低齿隙行星齿轮箱
• 伺服电机
• 开环变频器
• 闭环变频器
• 伺服变频器
• 再生逆变器

商用暖通空调、机床、包装和标签、食品、
饮料与烟草、纺织、半导体、印刷、智能设
备、材料输送、橡胶与塑料、纸张与纸板、
输送机、水处理，垃圾处理，电梯及自动扶
梯、电子产品及电子产品组装、起重机、木
材加工、医疗和科研、能源生产、可再生能
源、物质转化、采矿、玻璃加工机械、航空
航天与国防，以及制糖厂

产品 主要应用场所

Active Cube 解决方案
和伺服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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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VoltaiC SolutionS

对光伏产业的投资就是对子孙后代美好未
来的投资。随着全球关注的焦点转向绿色
能源，投资光伏产业将确保我们抓住这一
商业良机。

从设备安装到能量转换，邦飞利 Vectron 
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三相逆变器可以源源不断地将光伏面板产
生的电流转化成符合电网要求的交流电流。
全球许多 EPC 和 IPP 纷纷决定在光伏电站
中应用邦飞利解决方案。因此，欧洲、亚
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大型光伏发电站
都能够见证邦飞利的先进技术和优质服务。

将清洁的太阳能用于发电

• 并网逆变系统系统
• 汇流箱
• 电站管理和监控

• 大中型商业光伏发电设备 
• 公用事业光伏发电设备

产品 主要应用

RPS TL 峰值功率 280 至 
1780 千瓦。

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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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根据客户的各种具体应用需求定制开发高效
解决方案是我们的核心任务。我们之所以能
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与客户紧密合
作，倾听他们的需求，并与他们一起改善我
们产品的性能。
邦飞利致力于通过综合运用我们的专业知
识、经验、技术和先进的交流工具为客户提
供最优质的服务，无论是在售前、售中还是
售后，也无论是何种产品。邦飞利采用最严
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这些标准经过七个不
同的国际认证机构认证。 

我们秉持创新理念，建立了由 100 名研发
人员和 5 个研发中心组成的研发团队，并
与多所世界闻名的大学开展合作。
随着业务的扩展，我们越来越多地接触新的
国家和文化，我们充分尊重他们，并与他们
共享通过开发可再生能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
一美好愿景。这一共同的承诺让我们成为客
户现在和未来都能够信赖的可靠合作伙伴。

携手合作，共创价值



事实和数据



43

事实和数据

自 1956 年至今，邦飞利取得了辉煌的发展
成就，确立了在国际动力传动设备市场的重
要地位。发展的眼光和精明的投资是邦飞利
持续取得成功的两大关键要素： 这也正是
邦飞利一直致力于投资新兴国家和地区以及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原因。正因如此，即使
在环境最艰难的时刻邦飞利也能保持兴旺
发展，并在今天引领绿色经济发展的潮流。

目前，邦飞利集团旗下拥有 21 家全资子公
司、13 余家生产厂以及 3,000 多名员工，
销售网络覆盖全球 80 个国家和地区，在工
业应用、工程机械及风能和光伏能源市场上
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

夯实未来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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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figlioli Riduttori S.p.A.
Via Giovanni XXIII, 7/A
40012 Lippo di Calderara di Reno
Bologna (Italy)
tel: +39 051 647 3111
fax: +39 051 647 3126
bonfiglioli@bonfiglioli.com
www.bonfiglioli.com

BR_CAT_CMPRF_STD_CMN_R02_0

自 1956 年起，邦飞利就为工业、工程机械及可再生能源领域
设计并制造创新、可靠的动力传动及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