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合作伙伴，面向 
液压连接技术

www.voss-fluid.net



VOSS Fluid 是流体连接技术方面可靠的供应商。从量身定制的单个组件到即装型液压管道：我们

的产品满足最高要求。我们对细节极具热情，从而促进我们不断优化产品。  我们将不断扩展咨

询、工程和物流领域全面的专业知识。这让我们具备可持续的实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VOSS Fluid 业务遍布全球：除了我们设在德国的总部外，我们还在法国、波兰、意大利、西班牙

和中国设有生产基地。  遍布世界各地的销售合作伙伴补充了我们的关系网。  这让我们能始终贴

近客户。

VOSS 汽车公司 (VOSS Automotive) 和其他九家海外子公司同样也隶属于VOSS控股公司。我们一

起组成的VOSS 家族的总部位于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维佩尔菲尔特 (Wipperfü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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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信任  超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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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我们拥有 80 多年的流体技术专业知识经验以及对细节的忠爱，因而与众不同。  我们在众多应用领

域位列榜首。为固定式和移动式液压系统领域客户提供达到最高标准的产品服务：连接系统和高质量

组件。  我们借此树立了行业标准。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客户和合作伙伴成功地建立持久关系。



公司成立之初便给人以深刻影响 

 

我们公司的成立可追溯至 20 世纪 30 年代。  创始人兼公司命名人 Hermann Voss 于 1931 年

开始生产黄铜材质的家用水阀。1953 年，Hans Hermann Voss 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项目：这家新

创公司专门面向机械制造和汽车制造生产管道连接件。  1999 年，公司进行了组织结构调整。因

为汽车和流体业务领域的市场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将两个业务部门独立出来。  从 20 世

纪 50 年代至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流体技术发展产生了影响，并在性能和泄漏安全方面不断提

高我们的质量标准。  

VOSS 数字 紧密联合 

 

功能安全和泄漏安全始终是 VOSS Fluid 的首要任务。我们全力关注每一款产品——从卡套到止 

回阀和法兰连接件。  除了各种标准件、预装配设备以及即装型液压管道和一流的软管接头外，我

们还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定制解决方案。  无论是定制一件还是定制十万件：我们从不降低我们的

质量标准。  相反，我们向客户保证每个组件都具有决不妥协的优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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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不断变化 

 

我们不会选择停滞不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从一家单纯的组件制造商成为

了流体技术的系统合作伙伴。VOSS 产品应用于众多行业领域。实际上，凡是使用液压的地方，几

乎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身影。  为确保挖掘机和夯土机，农业机械和输送系统始终顺利运行，VOSS 

Fluid 自己就可以提供所有合适的液压系统和组件。

56 个国家的 54 个销售合作伙伴

平均每天 2,800 个订单项目

年均 1 亿个组件，均经过 VOSS 表
面涂层 (VOSS coat) 电镀工艺处理

件可订购商品

2003 年
VOSS Form SQR 管材成型系统
成功推入市场

2017 年
VOSS Lok 40 双卡式替代
产品推入市场

1953 年
开始生产用于机械制造和
汽车制造的管件连接件

2015 年
VOSS Ring M 卡套系统 
推入市场

1931 年
Hermann VOSS阀门工厂成
立

2010 年
欧洲最现代化的电镀厂投
产运营

1972 年
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和
西班牙成立 VOSS 分公司

2016 年
通过即装型液压管道扩展
服务范围

1998 年
在市场上推出软密封卡
套 ES-4

2016 2019通过收购意大利 ”Larga“ 公
司，扩展了软管配件的产品
品种

年
在波兰和中国设立更多的 
VOSS Fluid 销售和生产基地

2007 年
将具有最高的防腐蚀性能
锌镍表面推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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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

我们不仅生产高质量的液压连接组件和系统，  而且提供优质等级的服务。VOSS Fluid 为客户提

供完整的配套服务，从项目咨询到工程设计再到个性化物流服务一应俱全。我们有针对性地设计这

种全面的服务组合，旨在挖潜用户的节省潜力，并启动优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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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咨询  
 

每个项目都将面临自己的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分析和咨询纳入我们的服务。  我们根据结

果确定理想的方向，并帮助客户为他们的汽车和机器选择正确的产品。我们始终关注设备的总拥有

成本 (Total Cost of Ownership)，旨在推荐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优选的 C 类零配件管理 

 

您的需求是我们的标尺。  因此，我们会根据需求检查客户方整个供应链的优化潜力。VOSS Fluid 

开发了用于高效 C 类零配件管理的智能物流解决方案。  优点：降低了流程和库存成本，缩短了

订货周期，提高了可支配性。

VOSS 表面涂层 (VOSS coat) — 质量的保护层  
 

可靠的防腐蚀保护对我们组件的功能和使用寿命至关重要。  因此 VOSS 表面涂层 (VOSS coat) 

是我们的标准。  我们在 维佩尔菲尔特的电镀能力中心开发并完善了高品质的 锌镍合金，这意味

着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最大的过程安全性。

熟能生巧 

 

经培训员工能够通过有效的训练能够及早发现潜在错误可能性。  VOSS Fluid 定期组织装配培训和

质量评审。参加者围绕产品的专业装配进行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  质量评审期间，我们会检查所

有相关过程、材料和工具。  两项活动秉承相同目标：更少的错误，更快的结果和更低的成本。

维佩尔菲尔特的工程设计 

 

“精益求精” – 我们经验丰富的员工在工作中都不遗余力地践行这一句座右铭。  我们的使命：

最大功能性和最高安全性。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反复对成熟产品进行测试。我们不随波逐流——我

们是趋势的引领者。  我们的优势之一便是根据客户需求开发个性化定制产品。所用的所有单个组

件彼此完美匹配，因此具有 VOSS 产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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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思考

对标准提出质疑。  绝不懈怠，着眼于未来。  今天便已经着眼于未来的挑战。  这是典型的 

VOSS 思维方式。我们承担责任：保护环境和员工健康。  

我们促进并支持：定期培训和扎实的职业培训。因为对我们来说，平等对待是理所应当的事。  我

们着眼未来进行产品开发。  因此，我们不仅投资先进技术，还投资提高员工的专业知识。由此，

先行性解决方案应运而生，例如：我们的 VOSS 表面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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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行动 

 

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行为的核心。  尊重自然并尽可能地保护自然，这是我们优先考虑的企业目标。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还对资源节约型技术以及员工培训进行可持续地投资。  为此，VOSS Fluid 

不仅严格遵守法律要求，而且还根据公司创始人的原则制定了最高标准的合规指南。

我们的员工让与众不同成为现实 

 

我们成功的基础？  我们的员工！  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想要携手实现更多目标。因此，协作配

合，忠诚和尊重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通过继续培训或内部研讨会进行有针对性的促进和支持，从

而为每个人提供良好的前景和个人就职机会。 

我们致力于以对员工公正的方式满足员工的诉求，从而构建我们的合作。从促进健康措施到公

休——对于任何有利于我们同事福利的举措，我们都持开放态度。当然，劳动安全和健康保护对我

们也很重要。

员工们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在 VOSS 认真工作。  我们支持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模式，以实

现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这也让我们的员工从中获得力量和动力。

具有前景的培训 

 

企业成功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员。  为了将其提早整合到我们的企业文化中，并根据其才能提供帮

助促进，VOSS 自己对员工进行培训。这为大学生和工厂学生创造了最佳的录用和就业机会。  我

们多次以雇主身份以及凭借培训方案受到嘉奖，这不是毫无理由的。  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VOSS 数字

连接信任超前思考 

 

我们实现完美连接的秘诀：激情、经验和关注细节。  我们将全面的专业知识融入我们产品

系列的每个元素中。  由此带来量身定制的系统解决方案和值得信赖的优质服务。  为了能

够为您提供最佳质量和个性化解决方案，满足您未来行业的需求，我们 VOSS 始终先行一

步思考。  同时，我们认真对待自己的责任——并且始终如一。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为可持续的环境保护做贡献，并支持我们的员工发展其个人技能和优势。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改进我们的服务和产品。  我们能为您做什么？ 

10

> 40 %

ø 90

VOSS 有 10 个培训职业

的员工有其他技能

每年发放 ø 90 个实习机会
（从中学生 – 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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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士液压 (VOSS Fluid) 有限公司 

Lüdenscheider 大街 52-54 号 

51688 维佩尔菲尔特 (Wipperfürth) 

德国

电话. +49 2267 63-0

fluid@voss.net 

www.voss-fluid.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