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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1953 
Founding of 
L Hauser KG
in Lörrach, 
Germany

1955 
First patent
submitted 
for a level 
Instrument 
developed 
in-house

1957 
Name changed to 
Endress+Hauser  

1960 
First foreign sales center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rance

1970 
Endress+Hauser 
expands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1975 
Co-founder
Ludwig 
Hauser 
passes away;  
the Endress
family 
becomes sole 
shareholder

1976/77
Company adds flow 
measurement technology, 
liquid analysis and data 
acquisition to the portfolio

1980s 
Growth accelerates 
through innovations 
such as the Liquiphant, 
Coriolis flowmeters, 
pressure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early 
digital instruments 

1989 
Asia focus  with
new sales centers 
in Hong Kong, 
Malaysia, Singapore, 
Thailand, 
China, Korea 
and India

1995 
Klaus Endress assumes 
Group management

2008 
Company founder
Georg H Endress
passes away at the 
age of 84

2000s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manufacturing
in the US, China, India and 
later  also in Brazil

2012/13 
SpectraSensors
and Kaiser Optical 
Systems strengthen 
the analytical 
business; Analytik
Jena opens the door 
to the lab market

2014
Matthias Altendorf
becomes  CEO



恩德斯豪斯不断提高与客户行业的契合度

• 化工

• 生命科学

• 水和污水

• 电力与能源

• 食品与饮料

• 石油和天然气

• 采矿、矿物加工及冶金

• ……



我们提供安全/可靠/环保/高效的过程自动化

• 流量仪表 Flow

• 物位仪表 Level

• 水质分析仪表 Analysis

• 压力仪表 Pressure

• 温度仪表 Temperature

• 系统产品 System component

• 各种应用解决方案 Automation solution



恩德斯豪斯提供的服务

基础服务 增值服务

仪表分级及维护分析校准管理及优化远程支持启动及延保

预防性维护诊断及维修 调试 校准

培训



恩德斯豪斯提供的增值服务

校准

预防性维护

延保

仪表分级

维护分析

培训

调试

校准管理及优化



校准服务解决方案

• 能力范围

压力 温度 流量计 水分析

连续物位 开关量物位 第三方产品

../20150717 大庆分销商大会 New Tools for MRO/Mobile Flow Calibration Rig.mpg


我们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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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工具（标准器）

• 种类齐全

• 量程广

• 精度高

• 定期溯源

• 标准液种类齐全



特色校准解决方案

• 在线小流量气体校准方案

• 灌装系统流量计校准方案

• 在线密度校准方案

• 流量计在线校准方案

• 流量计离线校准方案

• 在线小流量液体校准方案

• 在线低电导率校准方案



在线小流量气体校准方案

• 无需拆卸，在线校准。



灌装系统流量计校准方案

• 无需拆卸，在线校准，直接修正。

• 线性修改，调整到可接受范围内。



在线密度校准方案

• 现场比对，无需拆卸，直接用实际的测量介质比对，保持和工艺统一，直接修正。



流量计在线校准方案

• 在线校准，无需拆卸，直接修正。

Fieldcheck



流量计离线校准方案

• 现场离线校准，支持各种类型流量计，支持多种过程连接。

Mobile Flow Rig



小流量液体校准方案

• 微小流量校准装置，最小可达1mL/min。

• 支持各种类型流量计。

• 支持多种流量计过程连接。



低电导率在线校准方案

• 在线校准，被测仪表无需拆卸。

• 现场直接标定。



校准资质

Abide By the ISO 17025：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校准资质



我们的优势

• 最快24小时响应，3~5个工作日完成送检服务。

• 上门服务，没有仪表来回的成本和风险(仪表损坏)。

• 零距离沟通，贴心服务，和现场人员直接沟通解决问题。

• 提供专业的现场仪表日常维护注意事项。

• 保障过程仪表，在每一个工艺点上能长期、稳定和准确的工作。



专注于生命科学行业————高端生物制药设备

• 符合cGMP、ASME BPE等生物制药
行业标准

• 提升制药过程的质量管理水平、持续
合规性和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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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