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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皮尔特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Pierte Pipe system Technology Co.,ltd
Add: Suzhou Wujiang seven are Lake Development Zone found the road

Tel: 0512-63801672    Fax: 0512-63803672

本印刷品仅供参考。本公司有权随时更改产品设计和规格。本印刷品所载信息就产品及其特殊用

途之适用性、适销性、品质或任何采购协议条款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或承诺。

This print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product design and specifications at any time.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shall create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y or condition, whether applicable, 

merchantability, quality, or condition of any purchase agreement, to the products and its special purpose.

地址:苏州市吴江七都临湖开发区创立路

电话:0512-63801672   传真:0512-6380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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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框内容做凹凸+UV
注:红白黑整条做凹凸+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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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管业创建于2001年，注册资本2000万，是一家集科研、创新、开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历经18年跨越式发展，企业目前员工1000多

名，并已发展成拥有皮尔特管业（上海）有限公司、苏州皮尔特管业科技有限公

司、皮尔特管业云南分公司、皮尔特管业重庆分公司、皮尔特管业福建分公司、皮

尔特管业宝鸡分公司与皮尔特管业陕西（西安）生产基地等多家实力雄厚的分公司

与生产基地的大型集团化运作型企业，专业从事塑料管道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

务与销售、家庭装潢、工程策划与预算、发展住宅成套技术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作为推动中国塑料管道发展的先行者，皮尔特管业自创业以来，一直秉承“团结、

进取、求实、创新”的企业精神和“以品质拓展市场，以服务提升价值”的经营理

念，引领了塑料管道界的改革浪潮，为城市的基础建设和家居安全饮水做出了巨大

贡献。

皮尔特管业一直注重人才培养，拥有专业的科研及生产团队。依托雄厚的技术力

量，企业与上海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等多家知名院校构建科研合作

关系，并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CE欧盟认证、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GB/T28001-2011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谁，并荣获“中国塑料管道协会会员”、“国家建筑材料行业协

会理事单位”、“高新技术企业”等众多荣誉称号。公司凭借优异的产品质量、健

全的营销网络和雄厚的技术实力，在行业内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市场基础。

皮尔特管业始终坚持质量树品牌的原则，以PDCA系统为科学指导，导入SQC现场

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推进皮尔特现代化发展进程，将追求卓越“挑战零缺陷”作为

企业发展目标，并且融入每一个工作细节。以技术革新为核心，以绿色健康、低碳

环保为产品理念，斥巨资引进国际先进的德国自动化生产线、注塑成型机及技术工

艺，高薪聘请国内，外理念先进、造诣深厚的管道专家团队助阵企业技术研究和项

目开发工作。凭借比肩国际的研发平台及优秀人才团队，不断创新产品性能、完善

产品结构。公司先后推出高端“给水管路系统”、“排水管路系统”、“暖通供热

系统”、“电工管路系统”等诸多优质系统化管道产品，并拥有多元化的产品结

构，主营涵盖：建筑用PP-R冷热水管材管件、高端PP-R管材管件、新型自洁抗

菌复合管、PET直熔防爆自净管、高品质聚丁烯PB管材管件、PVC-U排水管材

管件、PVC红蓝分色电工管、PVC电工阻燃穿线管、PE-RT地暖管、配套集分

水器设备、活性炭阻光管、三层增强阻光管、聚乙烯PE给水管、PVC加筋管、

HDPE双壁波纹管、HDPE钢带增强波纹管、聚氯乙烯黑色加筋管等全系列管道

产品及水暖五金、洁具卫浴、开关插座等衍生产品，形成水电一体化集成解决方

案，全力满足市场的高端需求。

目前，公司已建立完善的营销网络，拥有几十支素质全优、专业性与高效性兼具的

精英营销团队，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长三角经济圈为依托，规划全国性战略

大格局，凭借多样化的产品生产及全面周到的品牌服务，集结高水平的产品设计、

研发、技术创新力量，配合规模化生产优势，以领先科技和先进管理，缔造高品

质、环保、低碳、绿色的专业产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营造安全水

电系统环境。

公司创建于2001年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01

注册资金二千万
Registered capital of 20 million

在职员工一千余名
More than 1,000 employees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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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1999年——皮尔特管业创始人团

队在上海开设第一家五金店，在多

年的发展中赢得了市场的信赖与客

户的认可，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口

碑基础；

2003
2003年——6月份正式注册皮尔

特管业，江苏生产基地开始投产；

2004
2004年——通过优胜劣汰，皮尔

特管业不断开拓市场，先优化品牌、

升级市场、推动整个行业的升级。

2008
2008年——皮尔特管业力邀影视明

星任泉先生为品牌代言人，实现品

牌的跨越升级，向一线管道品牌迈

进；

2010
2010年——皮尔特管业组建专业的

营销团队助力，打造销售精英团队，

央视广告全线铺开，皮尔特集团正

式成立；

2014
2014年——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

皮尔特调整品牌战略，开始转型家

装市场，水暖卫浴产品陆续上市；

2015
2015年——会议营销在全国多个

城市展开，取得了佳绩；

2016
2016年——皮尔特实行渠道整合，

整体布局，企业战略规划，同期成

立家装事业部；

2017
2017年——皮尔特配合市场营销模

式，形成水电一体化集成解决方案，

全力满足高端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2018
2018年——品牌品牌升级、互联

网推广、央广投放、相继拍摄企业

微电影、企业宣传片……

www.pierte.com

KEEP�MOVING FORWARD 我们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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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兴衰，关键在人。皮尔特管业一步步通过竞争在市场上赢得立足之地，依靠

的正是一大批志同道合、不惧艰险、勇于担当的人。在皮尔特管业推进管理变革

和战略转型的过程中，无数皮尔特人将精彩年华和满腔激情倾注在品牌发展事业

上，推动了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也在皮尔特管业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人生印记。他

们中，有伴随企业从危机走到今天、贡献卓著的创业楷模，有近年来公司评选出

的恪尽职守、忘我拼搏的劳模，有扎根一线、默默无闻的普通员工，他们在本职

岗位上，既创造了丰富的物质价值，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他们身上，汇

聚着皮尔特人的优秀闪光点，体现了皮尔特“做人做事”文化理念塑造人、感染

人的人才队伍建设成果。

凝聚力量 展现风采 

STAFF STYLE 

员工风采

归属感，

是彼此间的信任

是彼此间的心有灵犀

更是彼此间的齐心并肩

皮尔特管业·有你心连心

在这里，

我们希望每一位皮尔特人，

都是物质的充沛者，

更是精神的富有者。

皮尔特管业·有你更丰富

我们希望，

共同成就皮尔特的同时，

也能够成就每一位皮尔特人，

只因为你们就是我们。

皮尔特管业·有你才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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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世纪锤炼
沉淀铅华 载誉而行
PRECIPITATING LEAD   

中国管业十大品牌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江苏省名牌优质产品证书

AAA级信用企业证书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苏州市知名商标证书

产品质量合格证书

江苏省著名商标证书

全国文明单位表彰证书

我们致力于水电一体化产品领域的研究和开发，以卓越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人类居住品质，在行业内，我们建立了生产规

模庞大的生产基地，拥有一大批国际顶级的生产设备，成为中国管道行业的佼佼者，也得到了市场和消费者的多方肯定，

荣膺行业内多项实力大奖，给予了皮尔特多年坚实发展的肯定与认可。

资信等级证书 国家认可委员会 百年家居网推荐品牌

环境认证证书 新型专利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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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POWER
INTEGRATION CONCEPT 
水电一体化理念

给水管路系统
Water supply pipeline system

 暖通供热系统
Heating system

卫浴洁具系列
Sanitary ware series

电工管路系统
Electrical piping system

排水管路系统
Drainage piping system

开关面板系列
Switch panel series

水电作为装修隐蔽工程中的最核心部分，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

皮尔特管业总结十余年行业经验，正式推出水电一体化服务，以管道为主

体，实现净水家居、电力系统等相关配套设备、设施、附件等，从而组成一

个全新的系统化产品体系，实现家装水电一体化集成解决方案。

皮尔特管业针对目前家装行业隐蔽工程各系统施工环节割裂、无可量化标准

规范的弊端，以家装水电为核心，专注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透明

化的隐蔽工程系统产品服务，实现家装强电、弱电、给水、排水一站式全包

入户，并进行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施工、一体化售后服务，全面系统的解决

家庭装修水电隐蔽工程难题。

As the core part of the concealed project of decoration, hydropower can be described as 'leading one body and 

moving the whole body'. Therefore, Perot Pipe Industry has summed up more than ten years of industry 

experience,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integrated hydropower service, and realized the water purification home with 

the pipeline as the main body. , power systems and other related equipment, facilities, accessories, etc., to form 

a new systemized product system, to achieve integrated integration of home improvement hydropower 

solutions.

Perot Pipe Industry is aiming at the drawbacks of the separation and non-quantitability standard of th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the concealed engineering system in the home improvement industry. With the home 

improvement hydropower as the core, the company focuses on providing standardized, professional, refined 

and transparent concealed engineering system products and services. Home improvement, electricity, weak 

electricity, water supply, drainage, one-stop all-inclusive, and integrated design,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after-sales servic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home decoration 

hydropower concealed engineering.

用心做水电  好管特安心

专注标准化隐蔽工程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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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屋净水处理设备系统解决方案

阻垢除氯型沐浴宝

设计小巧玲珑，使用使命长；

更换滤芯很方便，旋下瓶身直接抛弃换新旋上即可；

亚硫酸钙、KDF、食品级MMSAP阻垢滤料填充，阻垢能力更强，安全无毒；

阻垢保护器

设计小巧玲珑，使用使命长，标准可过滤30吨原水；

更换滤芯很方便，旋下瓶身更换里面滤料即可；

食品级MMSAP阻垢滤料填充，不改变水的特性，安全无毒；

智能漏水保护器

实时监管，能实时检测水质、流量、压力并实时进行排污控制。

漏损监测，能基于各种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监测家庭各用水单元场景漏损异常。

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区分：离家模式和在家模式；实现全方位的智慧家庭用水监测。

三种预警、爆管预警，滴漏预警，一般漏损，保证用水安全。

实时上传数据，可实现数据的密集采集。

低功耗无线传输

Whole house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system solution

阻垢保护器
阻垢保护器

阻垢除氯型沐浴宝

智能漏水保护器

智能过滤器

精品闸阀

水表

阻垢保护器

阻垢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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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PP-R臻白阻光管系列在普通PP-R管的基础上复合一层阻光自洁

保护层，采用高分子聚合工艺，令管壁更光滑，不透光、不易滋生细菌、

不结垢、有效防止青苔在管道内壁附着，具备良好的抗菌与自净功能，时

刻保护家人的健康饮用水安全，创造健康用水环境。

The Pilt PP-R white light-shielding tube series is compounded with a layer of light-blocking self-cleaning 

protective layer on the basis of ordinary PP-R tube. The polymer polymerization process is adopted to make 

the tube wall smoother, opaque and less prone to bacteria. It does not scale, effectively prevents the moss 

from adhering to the inner wall of the pipe, and has good antibacterial and self-cleaning functions. It protects 

the healthy drinking water of the family and creates a healthy water environment.

皮尔特臻白阻光管系列
多一层 更安心！

PPR WHITE LIGHT BLOCKER

产品特点
Product advantages

原料采用进口食用级PPR环保原材料，把控品质

源头。内层为阻光自洁层，净水功能性与环保健康

性兼备。

进口原料 环保健康

管道韧性高，耐热和抗蠕变性强，在正常的条件下

使用，寿命可达50年以上。

性能卓越 寿命更长 
对于水中的大多数离子和建筑物内化学物质均不起

化学作用，不会生锈，不会腐蚀，不会滋生细菌。

极耐腐蚀 不腐不绣

品质原材料的加入，提高了管道的耐静压强度和耐

高温性能，也提高了管路系统的安全系数，能够安

心无忧选择和使用。

耐压耐温 安心选择
管道内自我洁净，自我净化，24小时深度净化水

质，管内表面形成活性氧，使细菌不能发生能量代

谢而死亡，从而使管材达到抗菌效果。

活性抗菌 持久自洁

引进尖端技术与电子模式技术热熔器，接口效果完

美；管件则采用高精62#铜件，抗压抗变形，稳定

性极佳，确保管与管之间密闭紧合，杜绝渗水。

尖端技术 滴水不漏
管内层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具备高度阻光功能，管道

内不透光，使管道内的水不易滋生细菌，确保管壁

永不生青苔。

高度阻光 不生青苔

尖端的制管工艺降低了管道的膨胀系数，增强了管

道的刚度，减少了因热胀造成的管道变形及下垂，

更为平整、美观、高档。

抗压工艺 美观高档

阻光自洁层

PP-R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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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双层纳米抗菌管精选进口PPR原料，内层为抗菌A+层，有效解决管壁内水垢及杂质的附着,有效防止管壁结垢,保证输送

水的健康与安全。

The Perot double-layer nano antibacterial tube is made of imported PPR raw material, and the inner layer is antibacterial A+ layer, which effectively solves the adhesion of scale and impurities 

in the tube wall, effectively prevents scaling of the tube wall, and ensures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transported water.

皮尔特纳米A+抗菌管
长效守护您的健康用水

NANO A+ ANTIBACTERIAL TUBE

常规的水管道在经过长期的使用后会在管道内壁附着杂质及滋生微生

物,附着的微生物将演变成有害细菌停留在管壁上,经过长时间的繁殖不断

形成菌群,这时水质将受到影响。皮尔特PPR纳米抗菌管是在管道内层加

入5%的日本 ONPURES银离子无机抗菌剂,从而使管道内壁具有长期长

效广谱抗菌功效,从而破坏细菌与微生物生存环境,便管道内壁保持自

洁,提高饮用水的卫生日本 ONPURE无机抗菌剂中的银离子因化学性质

活泼而保持相当高的活性并可从无机物载体中缓憬释放、游离至基体材

料的表面,当与细菌体内带负电的活性酶产生库仑引力而强烈吸附,并与酶

蛋白中的活性基团SH、NH等发生作用,使蛋白质凝固,从而可破坏细胞合

成酶的活性,使细胞丧失分裂增殖的能力而死亡,细菌死亡后,银离子再次

与其它细菌结合,因此具有长效的性能。

抗菌原理
Antibacterial principle

产品特点
Product advantages

管道内壁白色抗菌层具有高效广谱杀菌功效，该产

品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表明，对大肠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的抗菌率达90%以上，是真正的康居产品

有益健康。

高效抗菌

产品集抗菌、节能、卫生、自洁于一体，各种卫生指

标均达到国家　标准，可直接用于纯净水输送系统。

环保健康

该产品韧性高，耐热和抗蠕变性强，在正常的压

力和温度下使用，使用寿命可达50年。

使用寿命长

产品导热系数仅为金属管的二百分之一，用于热水

管保温节能效果极佳。管材管件采用同质热熔连接

融为一体、永不渗漏。

保温安全

PP-R层

+抗菌A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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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层为晶瓷阻光层，有效防止光线照射，降低水中的活性氧离子，防止青苔的滋

生，减少污垢与杂质的堆积。

晶瓷阻光更放心

内层为抗菌层，内壁缓慢释放活性银离子，有效消除水肿病病菌危害，管壁更光滑、不

附着杂质、不结垢、不滋生细菌与藻斑，有良好的抗菌与自净功能。

抗菌自净

结构解析
Structural analysis

皮尔特三层复合抗菌管引进先进管道复合技术，借助于高分子粘合剂复合而成。阻光隔氧层与

抗菌层的综合优势，提升产品性能，提高水体保护功能。管道卫生无毒、耐腐蚀、密封性能

佳，具备更高的强度和更好的耐温性能，适用于多种水环境系统。

The Pilt three-layer composite antibacterial tube is introduced with advanced pipe compounding technology and is compounded by polymer 

adhesive. The comprehensive advantages of the light-blocking oxygen barrier layer and the antibacterial layer improve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improve water body protection. The pipeline is non-toxic, corrosion-resistant, and has good sealing performance. It has higher strength 

and better temperature resistance and is suitable for a variety of water environment systems.

皮尔特三层复合抗菌管
多重防护，洁净更安全

NANO A+ ANTIBACTERIAL TUBE

晶瓷阻光层

新型抗菌层

PP-R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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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Product advantages

北欧化工进口PP-R专用原料，连接无刺鼻异味，

稳定安全，健康环保；

优质原料

Borealis imported PP-R special raw materials, connecting odorless, stable 

and saf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产品颜色持久鲜亮，防晒阻光防紫外线；

高品质色母

Lasting bright color of the product, sun protection and UV protection;

瞬间使用水温可达95℃长期使用水温可达75℃具

有良好的保温性能，是一种理想型的室内冷热水

管道。

耐高低温

Instant use of water temperature up to 95℃Long-term use of water 

temperature up to 75℃with good insulation properties, is an ideal type of 

indoor hot and cold water pipes.

热熔接口内壁采用防过度热熔材料溢出设计，确

保最大水流量；

匠心设计

The inner wall of the hot melt interface is designed to prevent overflow of 

over-heated material to ensure maximum water flow.

抗老化性强，正常使用寿命至少50年以上，适用

范围广；

超长寿命

Strong anti-aging, normal service life of at least 50 years, wide application 

range;

磨具精准度高，设计制作精细，管壁光滑，不会

产生水流噪音；

精巧模具

Abrasives with high precision, fine design, smooth wall, no water noise;

The Pilt Shangpin red home decoration porcelain tube adopts automatic processing, and the utility material is used 

to ensure the good quality of the pipeline. The copper parts are made of high-quality precision copper, which is free 

from heavy metal hazards. The pipe is smooth and flat, wear-resistant and corrosion-resistant, to prevent leakage 

and leakage. Innovative multi-stage sealing water tank process,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mold bonding process, 

effectively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aging cracking of pipe fittings.

皮尔特尚品红家装瓷化管采用自动化加工，扎实用料保证管道好质量。铜件

采用高品质精工铜件，无重金属危害。管道光滑平整，耐磨耐腐蚀，杜绝渗

漏漏水。多段式封水槽工艺创新，改变传统模压接合工艺，有效防止管件老

化开裂现象的发生。

皮尔特尚品红家装瓷化管
长效守护您的健康用水

 DECORATION PORCELAIN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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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美国进口色母料配方，颜色持久鲜亮，超强抗

晒防紫外线，强紫外地区室外可直接使用，有效解

决PPR老化褪色问题，同时有效隔氧阻光，防止管

内生苔藓影响水质并堵塞管道。

结构解析
Structure analysis

为PPR增强芯承压层，加厚内壁，厚度均匀，光滑细腻，有效减

少水压阻力，令水流更流畅，使用更安全。

中层

For PPR reinforced core bearing layer, thicken the inner wall, uniform thickness, 

smooth and delicate, effectively reduce the water pressure resistance, make the 

water flow more smooth, use more secure.

为纳米抗菌层，24小时强效自洁抗菌功效，抑制藻类细菌滋生，为管道

系统提供洁净、安全的技术保障。

内层

It is a nano-antibacterial layer that has 24 hours of powerful self-cleaning antibacterial 

effect, inhibits the growth of algae bacteria, and provides clean and saf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pipeline system.

外层

U.S. imported masterbatch formula, long-lasting bright color, 

super anti-sun anti-ultraviolet radiation,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the strong ultraviolet region outdoors,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aging and fading of PPR, and effectively block 

oxygen and block light to prevent the pipe moss from affecting 

the water quality and blocking the pipeline .

专利管件
采用62优质黄铜无毒无害高品质精工铜件，达到卫生要求，可以满足嵌

件的生产加工要求，无重金属危害，使用更安全，水质更健康；

The use of 62 high-quality brass non-toxic and harmless high-quality refined copper 

parts, to meet the sanitary requirements,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embedded parts, no heavy metal hazards, safer use, and healthier 

water quality;

多段式封水槽  不惧漏水
采用多段式封水槽工艺创新，改变传统模压接合工艺，铜塑材料增加咬合

面积，使得产品不再受双面材质物理特性的影响，有效防止管件老化开裂

现象的发生，杜绝管壁渗漏。

The use of multi-stage sealing Flume technology innovation,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mold pressure joint technology, the copper plastic material increases the bite and area, 

so that the product is no longer affected by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ouble-

sided material, effectively preventing the aging cracking of the pipe parts, and eliminating 

the leakage of the pipe wall.

四层电镀 18道工艺
经过四层电镀，细致紧密。复杂的滚镀工艺，铜嵌件电镀经过18道严密工

序，均匀性好，铜塑结合处光滑平整，高耐磨、耐腐蚀，杜绝渗水漏水。

After four layers of electroplating, meticulous and tight. Complex rolling plating process, 

copper inlay electroplating through 18 strict processes, good uniformity, copper plastic 

combination of smooth and flat, high wear resistance, corrosion resistance, prevent 

water leakage.

特有“加强筋” 牢靠安全
特有四条“加强筋”，可增加管件与混凝土的牢固性，旋转龙头时不会损

坏管道，杜绝安全隐患。

There are four "reinforcement bars" that can increase the firmness of pipes and 

concrete. When rotating the faucet, it will not damage the pipes and eliminate safety 

hazards.

双螺纹设计 杜绝渗漏
特有双螺纹设计，在缠绕生料带时可防止打滑，接合更严密，防止跑冒

滴漏。

Unique double-threaded design, when winding raw material tape can prevent slipping, 

more tightly joined, to prevent running leakage.

三道倒锲形，三重保障
特有三道倒锲形设计，紧密咬合PPR材料，三道关卡防渗漏，防爆管。

Unique three inverted design, close bite PPR materials, three levels of leakage, 

explosion proof 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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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观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产品兼具美观与使用。

韧性好，耐热和抗蠕变性强，在正常的压力和温度下

使用，使用寿命可达50年。

造型出众 美观实用

产品特点
Product advantages

常规的水管道在长期的使用后会在管道内壁附着杂质及滋生微生物，附着的微生物将演变成有害的细菌停留在管壁上，经过长时间的繁殖不

断形成菌群，这时水质将受到影响。

皮尔特自洁抗菌复合管抗菌作用强，抗菌层原料用一定比例抗菌母料，通过配方形成加入PP-R原料内，在管的内壁形成无机纳米银层。抗

菌层缓慢释放银离子，银离子进入细菌内部，降低细原生物活性酶的活性，抑制和破坏细菌的活性和繁殖再生，达到杀灭细菌的作用。

有效抗菌防止管内细菌滋生

皮尔特自洁抗菌复合管是在普通的PP-R管的基础上复合一层无机抗菌保护层，它缓慢释放活性银离子。内壁过水层采用高分子聚合工艺技

术，管壁更光滑、不附着杂质、不结垢、不滋生细菌与藻斑，有良好的抗菌与自净功能,同时延长使用寿命。

皮尔特自洁抗菌复合管
活性抗菌"净"无止境

SELF-CLEANING ANTIBACTERIAL COMPOSITE TUBE

采用长效释放的抗菌成分，在整个管道使用寿命期间

都可以保持良好的自洁功能，防霉性能保持用水安全。

管内自洁 卫生环保
采用先进技术，品质表里如一。从光洁度良好的外

观到稳定良好的耐温耐压性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品质安全 性能稳定

产品导热系数仅为金属管的二百分之一，用于热水管保

温节能效果极佳。100%优质进口原料，与先进工艺完

美结合，管材管件同质热熔连接融为一体，杜绝渗漏。

保温节能 安全可靠

【银离子杀菌四部曲】

第1步：损坏细菌的细胞膜

第2步：阻止细菌呼吸；

第3步：阻止细菌摄取实物；

第4不：阻止细菌细胞分裂。

银离子通过以上简单四步，即刻杀灭细菌，简单有效，健康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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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PP-R原料层，无毒无害，热熔不产生

刺激气味，管材光滑细腻，质感出众；

银系无机抗菌层，缓慢释放活性银离子，有效消除水肿病病

菌危害，时刻保护您的健康，创造优质水生活；

中层

Silver inorganic antibacterial layer, slow release of active silver ions, 

effectively eliminate edema disease damage, protect your health at all 

times, and create a quality water life;

外层

Imported PP-R raw material layer, non-toxic and 

harmless, hot melt does not produce irritating odor, 

the pipe is smooth and delicate, and the texture is 

outstanding;

结构解析
Structure analysis

专利球型暗阀
皮尔特专利球型暗阀令塑件与铜件实现一体化设计，解决了纯金属暗阀与外

丝接头进行机械连接的漏水隐患。全铜球型阀芯，长期使用不漏水，密封性

能极佳。同时，手轮采用三层电镀工艺,防腐蚀，耐摩擦外观靓丽。

◎仿汽车操作杆手轮设计，机械抛光，精工品质

◎加长装饰盖，增加可操用空间，实际安装更方便

◎全铜暗阀芯，抗老化，耐高压，使用寿命长

◎升级加大加厚铜球，密封性能更显著

专利铜包塑管件

◎采用北欧化工顶级专用原料

◎铜包塑专利，永不脱离，杜绝漏水隐患

◎采用国标R螺纹设计，密封性能更加优越

◎62欧标铜，无铅无铁，严防重金属超标

皮尔特专利铜包塑管件规避市面普通铜件“塑包铜”易脱落的难题，管件结

构采用“铜包塑”专利设计，由金属嵌件包围塑料，大大提高了咬合力，有

效解决铜件长期使用中脱离塑料的难题，零缝隙，永不炸裂。

专利多功能双活接闸阀

◎不惧高温，使用安全

◎灵活牙口，应对自如

◎100%通水，保障稳定水压

◎全铜阀芯，密材式闸板专利，实现机械硬密封

皮尔特专利多功能双活接闸阀能与多种管道连接，灵活应对各种管路系统，

精准调节水流控制。密闭式闸板专利，采用全铜接触件，结构简单、密封性

能好，操作简便、易实现快速启闭。

专利全铜阀芯闸阀

皮尔特专利全铜阀芯闸阀采用提拉式楔式阻断结构，真正保障管路系统的

水量100%不变，解决了行业内因使用截止阀严重不能保证实际的输水量的

严重缺陷。极大的提升了管路的通水量，保障了水压的稳定。

◎北欧化工顶级专用原料

◎100%通水，保障稳定水压

◎全铜阀芯，密材式闸板专利，实现机械硬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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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色可选:绿色/红色/黄色

皮尔特PET直熔防爆自净管

长效守护您的健康用水

PET STRAIGHT MELT EXPLOSION-PROOF TUBE

皮尔特PET直熔防爆管，是皮尔特自主研发的新型铝塑复合管道专项技术，该管道产品采用复合工艺制造。中层金属铝质层除增强管材各项

物理性能外，更有效的增强该产品对水体的保护能力，优越的100%阻光性能，可完全杜绝水体中微生物的光合作用，避免水体藻化、氧化

等二次水体污染发生。外层PP-R保护层，采用100%进口优质原料及色母料加工制造，有效提高分子聚合能力使管材冷热水温差适应能力

大大增强，达到93℃高温通水无异变，无需冷热水分流。

复合技术使管道在保温、抗冻、抗压、抗冲击等物理性能方面比普通PP-R管道提高2倍以上。新型PAP直熔铝塑抗菌稳态管道专项技术，

突破传统一剥二熔的繁琐熔接工艺，升级为一次性直熔连接，节约施工时间，降低施工难度与成本，是铝塑稳态管道的升级换代产品。

VS普通铝塑复合管 皮尔特PET直熔防爆自净管

普通铝塑复合管接头为非铜材质，连接易漏水和

等壁厚稳态管塑铝结合处容易渗水，造成外层破

裂等问题。

皮尔特PET直熔铝塑抗菌稳态管熔接方式和PPR完

全相同，为同材质热熔焊接连接，连接部件合为一

体，具有保证接头不渗漏的安全特征。无需剥皮、

焊接成熟度高比其他复合类管道施工更加便捷。

热熔
对比

普通铝塑复合管承压部分主要集中在外管层，承

压能力低，安全性能下降。

由于其独特的结构，拥有三道承压层，内管层，铝

层，外管层构成三道强大防线，抗压性能更高更

强，三道结构，加倍承受，耐压安全。

结构
对比

普通铝塑复合管由于铝层与塑料层线性膨胀系数不

同，常常由于粘合不牢固，受环境温度和介质温度

变化影响，容易脱开导致出现管材破裂现象。

皮尔特PET直熔铝塑抗菌稳态管采用独特的生产加

工技术，使塑铝结合处100%粘合，不留一丝缝隙，

剥离强度更高，从根本上杜绝了结合处脱开的情况

发生，塑铝结合，无缝安全。

工艺
对比

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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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解析
Structure analysis

增强管材物理性能外，阻光防垢，增强水体保护；

中层——金属铝质层

Imported PP-R raw material layer, non-toxic and harmless, 

hot melt does not produce irritating odor, the pipe is smooth 

and delicate, and the texture is outstanding;

由PE-RTII型材料制成，耐温耐压

能力更强，抗菌环保；

内层——新型抗菌层

Made of PE-RTII type material, it has 

strong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resistance, and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进口优质原料及色母料，95℃高温通水无异变，

无需冷热水分流。

外层——PP-R保护层

Made of PE-RTII type material, it has strong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resistance, and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产品优势 
Product Advantages

由于管道中间有金属层容易被探测，所以，当管道敷设与墙内或地下时，能为后期

施工寻找合适位置且不破坏原有管道提供便利。

管材可探测，防施工破坏

O2 O2 O2

O2 O2
O2 O2 O2

阻氧优越 卫生无菌

O2 O2 O2

O2 O2
O2 O2 O2

抗扭曲性能好 

PET直熔防爆自净管有三层结构，中间

的金属铝质层为整个管道核心骨架，这

种结构完美结合了金属管材的刚性和塑

料管材的卫生性和密封性等优点。

三层结构，层层保障
中间金属铝层隔绝外部空气，阻隔管

道外部氧气渗入，抑制管道内细菌存

活滋生，保证管材内水的卫生健康，

防止无形的二次污染。

铝层阻氧，卫生无菌 
线性膨胀性能接近于金属材料，管道安装

使用时无明显热胀冷缩，外形更笔直美观。

在高温热水、暖通领域、户外明装管道应

用上优势明显。

抗扭曲性能好 

管道外层可防止中间铝层氧化，中间铝

层可有效阻隔紫外线，当管道用于户外

及明装时，无需考虑其他防紫外线措施

能有效保障管道的使用寿命，是太阳能

热能系统，户外施工的理想选择。

抗老化，寿命长 
中间铝层的加入提高了管材的刚性，比普

通PP-R管的承压能力更高；同时，中间

铝层和外敷层的增加使得管材耐受低温的

性能也更优异。

承压力强，抗低温
PET直熔防爆自净管的连接是将内管与同

材质PP-R管件进行热熔承插，形成密封

一体的系统，不会渗漏。

连接安全，防渗漏

适用领域
Field Of Application

1、五星级酒店冷热水供给系统； 2、高端住宅太阳能供热系统；3、家居或公共饮水系统；  4、高端别墅供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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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的铜件采用铜包塑结构设计，采用欧标62铜，无铅无铁，不含

重金属，符合国际饮用水标准。

采用三层凹槽锯齿纹工艺，保证了铜塑的完美结合，杜绝松动渗漏。

Pilt's copper parts are designed with copper-clad plastic structure, using European standard 62 copper, 

lead-free and iron-free, and do not contain heavy metal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The three-layer groove zigzag process ensure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copper and plastic to 

prevent loose leakage.

比普通管件多用料达30%，厚度增加、韧性好、强度高，性能优

异，在较高温度下抗蠕变性能好使用更牢靠，经国家化学建筑材料

中心检测合格。

采用100%进口PPR专用原材料

采用创密封技术

采用五段磨注匙口连接工艺

采用75牙国标工艺技术生产

采用360。全效镶技术工艺

采用欧标微铅铜制

铜件系列 Copper series

It has 30% more material than ordinary pipe fittings, increased thickness, good toughness, high 

strength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It has better anti-creep performance at higher temperatures and 

is more reliable. It has passed the test of National Chemical Building Materials Center.

塑件系列 Copper series

专利球型暗阀专利铜包塑管件

专利多功能双活接闸阀 专利全铜阀芯闸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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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为您带来了质量全优的暖通产品，采用由著名的美国

陶氏化学公司研制开发的进口原材料，是无毒、无味、无嗅

的生态环保型碳氢化合物，且生产过程无须交联，其独特的

分子支链分布结构使其具备卓越的抗裂性、耐高温和抗静液

压强度。

皮 尔 特 P E -R T 地 暖 管 每 个 环 节 严 格 执 行 I S O 9 0 0 1 和

ISO14001执行标准，产品通过5000次热循环测试，保证了

管路的安全可靠性，全面提升家庭采暖舒适度，给予家人品

质的生活体验。

皮尔特PE-RT地暖管
打造温暖舒适的家

PE-RT FLOOR HEATING PIPE

皮尔特地暖系列

全面提高采暖舒适度

绿色环保 
高效节能

安全舒适  
经济实用

产品特点
Product advantages

洁净无垢 
柔韧耐用

便捷热熔 
高性价比

超强导热
散热均匀

超强性能

◎ 豪华智能直屏触摸控制自动排污系统，可任意设置排每天排污

次数，实现全自动保姆值守式排污方式；

◎ 32直径PPR转换接头安装，安装方便快捷，保时捷白豪华防

尘罩设计，色泽厚重，极富质感，豪华智能触摸大屏设计，造型

科技感超强，富有张力；

◎ 外置豪华水温表，直观显示实际入户的管路水温，高端大气；

◎ 第五代全自动水力驱动净水脉冲反冲洗技术，排污更彻底；     

◎ 瓶体采用59-1铜身，并通过NSF,SGS检测，可以经受高温

100℃的高温测试；爆破压力50公斤以上，水锤11公斤15万次以

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地暖智能过滤器

将供暖水中的泥沙铁锈杂质等物质
截留在过滤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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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生活 触手可及

开关采用银镍合金触点,有很强的灭弧作用,低电阻低

温升,防止粘结熔焊现象发生。

银镍合金触点

面板采用防弹胶阻燃PC,耐磨耐刮，色泽稳定，洁

白光泽，具有良好的柔韧性。

防弹胶阻燃PC

开关铜件采用紫铜,插座内部铜件采用磷青铜一次性

压铸而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散热性能。

磷青铜材质

插座安全保护门设计,有效防止儿童单极误插触电,

避免安全隐患。

防触电安全保护门

TASTE LIFE AT YOUR FINGERTIPS

防弹胶阻燃PC材质,专业阻燃测试符合安全阻燃标

准,面板和底座阻燃级别均达到安全标准有效防范火

灾隐患。

整体阻燃级别

产品特点
Product advantages

意式纯正香槟金拉丝工艺，精挑细选，质感浑然天成，

出彩不突兀，适合百变家居风格，营造高雅，舒适环

境，现代简约造型，硬朗线条带来舒心的体验，金属

拉丝细腻质感随处可见，表面表面细腻光亮金属光泽

凸显，富有肌理与质感。

CONCEALED 
wall switch

皮尔特暗装墙壁开关

01 040302

① 86型  特科系列 / 象牙白

② 86型  特工系列 / 香槟金

③ 86型  特恩系列  / 咖啡拉丝

④ 118型  特工系列  / 大板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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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水暖系列

缔造您的舒适卫浴空间

皮尔特水暖系列选用优质铜锭、进口陶瓷阀芯,采用国际最先进的重力浇铸工艺

经精密机械加工制造,浑然天成,坚固耐用。

完美的镀镍工艺,更具耐腐蚀、耐磨、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阀体采用黄铜棒经热锻压而成,表面抛光、镀铬处理,更耐腐蚀、耐磨

独特的外形设计,畅享舒适新生活。

全方位触感
高品质金属五金、手感柔顺,使用便捷,进口阀芯,采用高精度陶瓷片密封,自

动化装配工艺,确保锁紧力完全一致。

智能节水
工艺根据水压自动改变进水面积,水压小时进水面积大,水压大时进水面积小,

使得流量络终达到平衡点,杜绝不必要的水资源浪费。

完美设计理念
采用国际潮流设计,曲线流畅,且清洁方便,使得杂物、污垢无力附着,保持正

常的通水率。

超长使用寿命
高新实验研发,产品具备超强使用寿命,拥有2万次以上的拨动寿命,产品性

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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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大管道

超漩式连体坐便器

一次冲净仅需3.5L水

◎节水效果升级

超导水圈，瞬间增压

◎冲水力量升级
陡壁冲洗，超大冲水管径

◎整体优化升级

劲旅虹吸，极速水流

◎冲水速度升级

由于高效能地释放了水的势能和冲洗力，所以单位水量的冲力更

加强劲，一次冲水，即可达到彻底冲净效果，用水却仅需3.5L，

相比普通节水坐便器，每次冲水节省40%。

独创超导水圈，平时圈内蓄水待发按下冲

洗阀时，不用等待水流填充可瞬间完成，

从高位势能到冲洗孔的水压传导和增强，

水能量完全释放，强劲冲出。

全面改进冲水管道，冲水时存水弯能产生

更大的真空，虹吸拉力随之增强，将污物

强劲又迅速的拉进排水弯道，冲洗洁净的

同时更避免拉力不足产生的返流问题。

A.陡壁冲洗，冲力强劲；

B.喷水孔挡板设计，不留污物；

C.超大冲洗管径，冲水更快更流畅。

型号:012

型号:013

尺寸:680*410*760mm

排污中心离墙:300/400mm

皮尔特大管道

虹吸式连体坐便器

大尺寸冲水阀设计

360°喷水冲洗设计

强劲喷射虹吸水设计

优化管道内施釉技术

产品特点
Product advantages

有效汇聚分散水流形成助冲系统

倒流汇水口设计 

左右出水孔,对内壁冲洗干净

双孔超漩冲洗

比起普通产品更有效防止堵塞

大口径排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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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档式排水,用水量6L/3L 双层釉面保护，光滑耐磨 品牌水件，保证产品使用寿命

内壁喷釉，光滑不挂污 超强漩涡，超强洗刷 水道单独设计，无漏水隐患

水封深度55MM以上，超强隔臭 根据人体结构进行开发设计 脲醛盖板配置，耐磨抗压，防静电

将传统的3L/6L坐便器，升级为3L/4.8L超节水型，

此产品每年可为普通三口之家节水约10000L(相

对单档4,8L型坐便器)。

持久的清洗效果令清洗易如反掌。釉面形成超越细

微层次的平滑表面，除了藏污的空隙，形成隔离壁，

离子力层产生反弹作用，彻底杜绝了污垢的黏附。

采用品牌水件装置，大大提高了产品的使用寿命(10万次

以上)，排水阀体可自由选择，双档排水，节水环保。排

水阀提供高、中、低配置选择。

管道内径加大到50mm以上，超过行业标准，水

流通过加粗后的出水口，冲入的水流更多更强劲，

排污更顺畅。施釉后管道内部平滑，避免了污垢

的阻塞。

由坐便器深处的出水口直接喷射漩涡式水流，整体

清洁。具有连续漩回。“静音”、“超强”的冲洗

力，能够彻底、安静、有力地冲洗座便器。

单独的水道设计和使用高质量的耐腐蚀硅胶密封代替传

统翻板，良好的封闭性杜绝了漏水的隐患，冲水比传统

坐便器强大。管径均匀，避免阻塞。

冲水后剩余水封达到55mm以上，形成隔离带，

有效的将恶臭气体隔离开，使得卫生间的空气

不被污染，让您的生活得到"质"的改变。

通过人体功能学而全新开发的造型，更加符合人体

标准，更加体贴、舒适。尊贵时尚的外型，提高了

现代生活气息。

采用进口脲醛材料加工配置, 提高了盖板的耐磨性及抗压

性, 使之更经久耐用。人性化的防静电设计, 更具安全感。



皮尔特淋浴龙头

震撼享受淋浴新体验

皮尔特淋浴龙头主体采用A级铜材一次铸造成型，精密陶瓷阀芯，开启顺滑，永不

滴漏真空电镀工艺，表面光泽如新，耐腐蚀性强。

私人体验的空间，是生活品质的缩影。

密集出水  顶喷花洒
集中出水按摩肌肤，舒缓疲劳，抗摔，耐热，轻便，抗氧化，表面光泽度好。易

洁硅胶出水孔，除污无压力，精细电镀工艺设计，装修风格更显档次。

精密陶瓷阀芯
精选纳米陶瓷片阀芯，手感顺滑，密封性能好，耐磨耐高温。

优质黄铜铸造
主体采用优质黄铜重力压铸成型，表面镀铬光泽亮丽，低铅环保，铜结构严密，

不易生锈，经久耐用。

无缝焊接 一体成型
只有不锈钢材质的顶喷，才能真正的做到无缝焊接，壁厚均匀，抗压力强，拒绝

爆裂，50万次不滴漏，由内而外打造行业领先的高质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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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甲醛  防实木压膜
高温耐压木纹膜，不使用化学涂料，不含甲醛，呵

护家人健康；

选用航天级太空铝材料，通过严谨工序，精心打造，不渗水，耐高温经久耐用。

悬挂式太空铝浴室柜系列

精装你的卫浴空间，让它不在单调

航空级太空铝材
真材实料，采用航空级太空铝材，防水防霉，耐刮

耐腐蚀，重量轻且不易变形，防晒防开裂；

高承重力  质量至上
承重强度高，重量轻却很坚固；优质五金铰链，

低噪音更耐用；

一体陶瓷盆  面面俱到
1280℃高温煅烧陶瓷盆，优质釉面，光滑细腻，挡

水边设计，保持柜体干燥；

高清银镜  漂亮的真实
成像清晰均匀，不变形，去雾能力强，5米开外

依然看得高清；

加大储物空间
加大储物空间，布局合理，满足您的日常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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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万向安装
360度万向安装，6分接口，4吨每小时过水量满足

家庭用水需求；

μm

40μm精密滤网
采用SS316L食品级材质。可以达到铜前置的抗压

水平，爆破压力5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

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自动排污
可任意设置排污时间和天数，实现全自动保姆式排

污方式；

控压精度高
第三代金缸控压技术，控压精度更高自动将水

压控制在正常4公斤以内，保障后端用水安全；

增强型滤瓶
滤瓶采用增强型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采用

BRISK的密改配方，可以经受-30℃的极限抗

冻测试。

反冲洗科技
第五代净水反冲洗科技，反冲洗水流高压高速

对滤网由内而外进行强力冲洗，结合全效排污

科技，排污更彻底；

前置过滤器是家里进水的第一道过滤系统，过滤水中的泥沙、铁锈和颗粒物，可以有效解决沐浴花洒堵塞、水龙头堵塞、洗

衣机变黄、热水器加热慢等问题，保护涉水家电。

直屏触摸系统，智能提示排污时间。调定排污天数后，到时智能提醒，省心省力好管家。

豪华智能中央前置过滤器

智能提醒，创新科技

◎ 360度万向安装，兰博基尼黄豪华防尘罩设计，色泽厚重，极富质感擎天柱

    系列刚硬外观，造型剑拔弩张，富有张力；

◎ 外置豪华压力表，直观显示实际用水压力，高端大气；

◎ 第三代金缸控压技术，控压精度更高，自动将自来水压控制在正常4公斤以

    内的安全值，保障后端用水安全。

◎ 第三代集成排污专利技术，虹吸高速反冲洗+双面魔刮(滤网刮洗+滤瓶刮洗)

    三合一专利除污技术；开启免拆洗技术的新时代；

◎ 真正的免拆洗技术，双面魔刮刮洗技术可以对滤网和滤瓶表面进行彻底的清

    污除垢，虹吸和反冲洗可以对网膜孔里面的镶嵌杂质进行彻底清理；

◎ 滤瓶采用增强型进口材料，不含双酚A，采用BRISK的密改配方，可以经受

     -30℃极限抗冻冰冻测试，

◎ 40μm精密l滤网，采用SS316L食品级材质。可以达到铜前置的抗压水平，

    爆破压力50公斤以上，水锤12公斤15万次以上；超过NSF管道标准；

豪华智能直屏触摸中央前置过滤器

豪华智能中央前置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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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精铜浇铸机头
精工处理，防腐蚀，防生锈，机头采用高精

度处理，使用寿命长，耐压强；

航天工程塑钢滤壳
滤瓶采用高质工程透明塑材，具有高强度，

高透明等特征，透明外壳，污染可视，安全

直观，承压能力强；

316型不锈钢滤网
采用316医用级不锈钢滤网，耐腐蚀，不生

锈，滤芯面积大，提高单位面积内水流

量，提升过滤成效，轻松满足清洗蔬果、

家庭沐浴、家用涉水电器需求。

一键排污不污堵
虹吸式冲洗，一健轻松排污；冲洗方便，无

任何工具，只需向下打开底部阀门，滤芯截

留杂质颗粒轻松排除，有效延长使用寿命。

水压表实时监控
配备精密压力表，实时监测进水压力，当水

压异常时，用户可采取控压措施。

防爆直冲水路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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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产品品质是品牌建设的基石，完备的服务更是品牌发展的强大源动力。为此，皮尔特管业不断强化全程服务理念，以服

务促品牌，把服务机制有机地融入了品牌建设，赋予了企业全新内涵。

皮尔特管业建立24小时客户服务中心，制定“5A+特安心”专业服务，售前、售中、售后都有专业客服对接。从安装前的实地

勘察到安装过程的专业施工，从售后的免费试压到客户投诉的及时处理，皮尔特管业让每一位客户都能享受到及时有效的贴心

服务。

Excellent product quality is the cornerstone of brand building, and complete service is a powerful source of brand development. To this end, Pelt Pipe Industry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whole-service 

concept, promoted the brand with servic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the service mechanism into the brand building, and gave the company a new meaning.

Pilt Pipe Industry established a 24-h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to develop "5A + special peace of mi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professional customer service docking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sales. From the 

on-site inspection before installa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allation process, from the free pressure test after sale to the timely processing of customer complaints, Pelt Pipeline allows every 

customer to enjoy timely and effective caring services.

只要您购买皮尔特管道产品，并经过检测确认您家的管道及施工

质量合格，由公司指定人员试压检测完签订质保卡。若发生任何

管道质量问题，本公司承诺终身质保。

三免一讲，安心无忧

As long as you purchase the Perot pipeline products and have passed the test to 

confirm that your home's pipeline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are qualified, the 

designated personnel of the company will test and finish the quality assurance 

card. In the event of any pipeline quality problems,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a 

lifetime warranty.

当您购买皮尔特管业管道产品并安装完毕后，即可享受“免费试

压”售后专场服务。客户均可预约专员免费上门验收。通过水压

测试、查验管路、鉴别真伪等检测手段，为客户排除管道系统中

存在的漏水隐患，体验安全、健康、专业的可靠管道系统。

免费试压  安全到家

When you purchase the Perot Pipeline product and install it, you can enjoy the "free pressure test" 

after-sales service. Customers can make an appointment for free on-site acceptance. Through the 

water pressure test, inspection pipeline, identification of authenticity and other detection means, for 

customers to eliminate the hidden dangers of leakage in the pipeline system, experience a safe, 

healthy, professional and reliable pipeline system.

免费辨真伪，防伪劣

免费测水压，防漏洞

免费拍管路，防事故

讲解安全注意事项

管道质量问题终身质保

5A+特安心服务

打造安全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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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销支持（品牌推广、影视制作）

完善品牌形象建设  助力企业一线发展

一个品牌的崛起，离不开企业对品牌建设的投入。站在品牌发展的高度，皮尔特管业以高瞻者的目光推行多元化品牌战略，不断积蓄自

身更为广博的蕴义。

皮尔特管业作为行业的领跑者，用长久的生命力向市场展现了不同凡响的品牌价值。在品牌的建设与完善总，公司投入巨资在各大卫

视、网站、大型媒体、互联网上投放广告、进行网络推广，拍摄企业宣传视频，并通过报刊、展会等形式多渠道、多视角、全方位地展

示皮尔特的优秀品质和深厚内涵，使品牌名字逐渐深入人心。

企业在充分吸纳自身个性的基础上，统一完善了终端品牌形象，使每一个产品销售网点，成为皮尔特延续深厚内涵的触角，品牌生命力

更为旺盛，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好感度与信任度，助力企业在中国管道一线品牌的目标道路上不断前行！

The rise of a brand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mpany's investment in brand building. Standing at the height of brand development, Pelt Pipes pursues a diversified brand strategy with a high-profile eye and constantly 

accumulates its broader meaning.

As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Pilt Pipes has demonstrated its extraordinary brand value with its long-term vit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brand, the company invested heavily in advertising on various David, 

website, large media, Internet, network promotion, shooting corporate promotional videos, and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through newspapers, exhibitions, etc. The display of Pilt's excellent 

quality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so that the brand name gradually deep into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fully absorbing its own personality, the company has unified and perfected the brand image of the terminal, so that each product sales outlet has become the tentacles of the deep connotation of Pilt. The vitality 

of the brand is more vigorous, and the consumer's goodwill and trust to the enterprise are enhanced. To help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on the goal of the first-line brand of China's pipelines!

会议支持
皮尔特管业为了能够激发销售人员的销售热情，提升团队凝聚力，同时建立与经销商之间

深受的情感纽带，扩展目标客户需求，每年都会在不同的经销地区组织不同主题的营销会

议----招商、新品发布、团购会等，为经销商谋求发展，实现厂商共赢！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sales enthusiasm of the sales staff, enhance the team cohesiveness, and establish a strong emotional bond with the 

dealers, and expand the target customer needs, the company will organize marketing conferences with different themes in different distribution 

regions every year -- -- Merchants, new product launches, group purchases, etc., for dealers to seek development,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manufacturers!

渠道支持
实行扁平化管理，预防出现无序竞争，保障经销商的利益
Implement flat management to prevent disorderly competition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dealers

宣传支持
公司派驻区域经理到当地市场调研，针对目标消费群体制定系统的营销宣传方案，帮助

经销商提升品牌形象与销量，进一步提升单店盈利能力。

The company sent regional managers to the local marke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developed a systematic marketing and publicity 

plan for the target consumer groups to help dealers improve their brand image and sales volume,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profitability of single 

stores.

管理支持
公司制定统一的销售政策和管理方案，组织帮助经销商进行店面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及

售后安装人员的培训增强店面的市场竞争力。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unified sales policy and management plan, and organized the dealers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store managers, 

business personnel and after-sales installers to enhance th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tore.

品牌支持
公司制定VI形象识别系统，保障皮尔特管业品牌形象的统一，打造专业管道品牌；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a VI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to ensur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brand image of the Pilte management industry and 

to create a professional pipeline brand;

开业支持
公司派驻区域经理进行协助配合、帮扶指导。针对当地的市场制作有针对性的促销活动

策划，帮助经销商进行品牌宣传推广，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销量。

The company is stationed in the regional manager to assist and cooperate with the guidance. Targeted sales promotion planning for local 

markets, helping dealers to promote brand promotion, increase market share and increase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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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特以其大规模的规模和实力、全球化的管理与施工团队，产品配套化

的经营策略，树立全球知名的管业巨头形象，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认可

与青睐，在全国范围内拥有上千成功工程案例，为客户带来专业的水电一

体化系统专业服务；

With its large-scale scale and strength, global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team, and product-matched business 

strategy, Pelt has established a globally recognized image of the giant tube giant,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favor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and has a nationwide ownership. Thousands of successful engineering cases, bringing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of hydropower integration system to customers;

工程案例

Engineering case

水暖工程

青岛佳源都市 大连.富谷.山海城 城投.天邻风景

景泰·玫瑰园

千渭星城

大连长弘·泰昌华府

九成·瀚林院

大连福乐家.玉兰铭住

东昊名城

给排水工程

重庆加州酒店 庄河市中心医院 育才大酒店

重庆怡苑别墅区 陈仓公安局 重庆蓝美小区

奥园国际城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ENGINEERING

PLUMBING PROJECT

PAGE 53-54



皮尔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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