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LFEN哈芬 —— 为您和您的客户提供安全、

　　　　　　　可靠和高效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希望此手册能够让您更加全面

地了解哈芬，通过阅读，您将深刻

体会哈芬多年来的发展宗旨：“以

客户为中心展开切实的行动，而不

是发表空洞无用的言词”。

我们始终追求与客户的密切联系，

从而能够理解客户的真正需要，这

是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的根本。我

们知道，客户肯定需要并信任具备

高品质、可靠性和价格三方面优势

的产品和服务，显而易见，这种信

任对客户本身和哈芬来说都是至关

重要的。当然，通过及时提供最优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获得客户的

信任，但是，能够长期保持并保证

产品和服务的可靠性并非易事，而

且鉴于当今全球货物交易和成本的

压力，没有哪家公司能够与哈芬相

匹敌。

原材料的质量和生产流程的操控非

常关键。我们非常重视这一点，从

来没有在这方面寻找捷径——现在

不会，将来也不会！因为我们知

道，哈芬产品承担的是重大责任，

例如，建筑中在运输重型混凝土板

块期间的安全责任。

因此，我们始终确保采用最优质的

材料、经过严控的最高等级的加工

工艺、优质的工程设计服务以及国

际品牌应拥有的高度可靠性。

您的信任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因

此，对于您和您的公司，哈芬的产

品和服务永远意味着经济性、安全

性和可靠性。

如您能仔细阅读本手册，我们将深

表感谢。

此致!

哈芬集团管理层和全体职员

双子星塔（马来西亚吉隆坡）

尊敬的客户和

合作伙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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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哈芬是全球混凝土锚固系统、

幕墙支撑系统市场的领导者之一，

在十五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及六个销

售代表处，拥有员工1,300多人，

为客户提供两万多种高品质产品，

广泛应用于建筑用预制混凝土板

块、商用和民用建筑、土建施工以

及运输和基础设施施工等方面。我

们的品牌包括：“HALFEN”、“

DEHA”和“FRIMEDA”，都是

行业市场上的主导品牌。我们将继

续保持这种地位并积极促进全球化

成长。

哈芬公司于1929年成立以来，我们

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定制的、创新

的、经济有效的系统解决方案。我

们的实力来自我们的发展激情、竞

争优势及技术、质量和安全方面的

最高水平。哈芬在创新方面的成就

已经为整个行业的改革做出了贡献

且将继续。在未来，我们还要在成

形产业中谋求一席之地，这也是我

们继续投资于研发的原因。

 

我们为自己设立的高标准要求，

也体现在我们与员工、客户和供

货商的关系中：我们所有的商业

行为都是基于信任、尊重和可靠

之上。我们寻求的是长期的全球

化成长，而为了实现这点，我们

必须依靠坚持不懈的成本管理和

专业运营，而不仅仅依赖于对我

们和我们产品的信任。

作为一家国际性公司，我们非常关

注我们的全球责任、地方责任和社

可靠的合作伙伴。
德国哈芬公司。



会责任。这些责任是我们应积极承

担并严肃对待的义务。

槽式预埋件、增强及连接系统、幕墙支

撑系统、框架结构系统

起吊锚固系统

起吊锚固系统、混凝土幕墙和拉杆系统

应用了DETAN拉杆系统的盖茨海德音乐

中心（盖茨海德/英国）及BRA护栏锚固支架

系统的千禧年桥（前景建筑）

我们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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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方便调节

无需焊接

最佳防腐蚀性能

采用简易工具安装

无噪音、无振动

通过静态和动态承载认证

安全，不会损坏钢筋

显著优点许多原装件都来自于哈芬——如哈

芬槽式预埋件，是公司取得成功的

基础产品。

随着20世纪初期混凝土建筑行业

的迅猛发展，哈芬槽应势而生。如

今，哈芬槽已经有了一系列可选产

品，能够用于解决几乎所有固定问

题。即使采用最小的构件，也能将

负载安全地从任何方向转移到混凝

土中。

即使如此，应客户需求，我们仍在

继续开发新的哈芬槽产品，例如：

在所有方向上的负载能力都超群的

最新一代产品——“Dynagrip”系

列。

轻松完成工作！
 使用哈芬槽锚固重载，无需焊接或钻孔。

阿拉伯塔（迪拜）

应用了哈芬预埋槽钢

稳固幕墙、电梯升降系统和设施

取代钻孔和焊接的智能化锚固方式

可调节的安装导轨，应用于电梯升降系统 预埋到哈芬槽上的幕墙系统

自1929年成立以来，HALFEN哈芬标志的发展历程

today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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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施工意指使用来自哈芬的最新

施工程序、简易方便的产品组装和

最先进的软件。

最新技术发展是选择和使用加固系

统的关键。我们为所有的客户提供

便利的、以最高品质和安全为标准

的加固系统产品。 

哈芬连接和增强系统产品中包括的

重折弯和钢筋接驳连接件、剪力连

接件、可调柱脚连接件、增强联接

装置和阳台绝缘连接件。使用哈芬

连接和增强系统能够为现场施工降

低每日的成本费用。

节约、经济。
 采用哈芬计算软件能够实现有效的连接和增强。

金丝雀码头（伦敦）商业大厦

应用了哈芬HBT重折弯连接系统 
使用HBT重折弯连接系统将水泥板连接于中央核

心上

HBS-05钢筋接驳连接系统

（上图）在钢筋安装后放置HDB连接件

（下图）HBT重折弯连接系统，用于单个混凝土

墙壁与柱体的连接

适用最新施工方法的产品

符合最新的工艺

组装和操作简单方便

通过建筑管理部门的认证

和/或经型式试验验证

通过内外质量控制保证安全性

哈芬软件确保混凝土构件所需

要的最佳增强系统解决方案

显著优点

Bemessungsprogramme

Calculation programs

CAD Zeichnungen

CAD drawings

Kataloge/Zulassungen

Catalogues/Approvals

©
Copyright 2007

· HALFEN-DEHA
Vertriebsges. mbH · All rights reserved

Software 2007.2
deutsch/english

www.halfen-deha.de

HDB 剪力连接件

HCC 可调柱脚连接件

HIT 阳台绝缘连接件

HSC 柱螺栓连接件 

HBS-05 钢筋接驳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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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客户的特定要求提供定制

的解决方案。包括带有螺纹和专利

插孔保护件的DEHA HD锚固件、用

于起重绳快速释放的DEHA球形头

锚固件，以及可遥控解锁的FRIME-

DA快速起吊系统。

 

哈芬集团的工厂只使用高等级钢材

来制作起吊锚固件。这种钢材特别

适用于冲击负载，并能在低温条件

下使用。

哈芬集团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对

每一件产品的选材都予以特别的

关注。

 

敢于承担责任。
 来自哈芬的原装起吊锚固系统。

这也是我们能够成为预制混凝土板

块需求的起吊和运输锚固系统的全

球市场领导者的另一个原因。



通过使用高等级钢材确保高

安全性

兼容的系统部件：确保完全

匹配性

满足客户要求的系统

锚固件种类少，适用负载范

围广

应用了FRIMEDA快速起吊系统的厄勒

海峡大桥（瑞典）

支撑桥上铁路路面的加固混凝土板块是使用了

FRIMEDA锚固件进行起吊和运输

带有预埋起吊锚具的铁路路面混凝土板块

显著优点

带有凹槽的起吊锚具
DEHA球形头起吊

锚固件

带有集成的保护外

壳和型号说明的

DEHA HD锚固件

FRIMEDA快速起

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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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建筑现代设计需要的固

定系统

完全可调节性

最佳的防腐蚀性能

市场领导者的经验

通过建筑管理部门的认证

和/或经型式试验验证

耐用、安全

保障宏美幕墙安全性的幕
后功臣。
 通过使用哈芬固定系统能保证这些建筑幕墙的安全。

哈芬可调式固定产品为建筑设计师

提供了自由遨游不受约束的构想空

间，使各种建筑设想能够成为现

实。例如，有了DETAN拉杆系统，

就能生产一些造型优美的支撑结

构。

哈芬公司拥有多个主导品牌，包括

FRIMEDA和DEHA，为玻璃幕墙、

砖砌幕墙、天然石材和混凝土幕墙

等提供固定技术。哈芬产品已为全

球的高层建筑幕墙施工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在成功完成数千个国际项目经验的

基础上，我们不断发展和促进幕墙

固定领域的技术与工艺。

应用了DETAN拉杆系统的多元电影院

（德国德累斯顿）

精细外墙支架结构的项目解决方案

HK4 砖砌幕墙支撑件

通过DETAN拉杆张紧的玻璃幕墙

预制混凝土板块锚固件

哈芬支撑锚件

显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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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部件即能满足所有要求

非焊接组装

最佳的防腐蚀性能

快速、灵活、经济

可在任何时候对主要结构进行

修改

Powerclick 支撑系统

即使在框架工业中，来自哈芬的创

新——为工业管道施工而定制的哈

芬Powerclick支撑系统——为现场

的施工带来了显著的便利。如今，

支撑框架系统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方

式应用：

标准组件虽少，但均是多功能组

件，能组装到任何想得到的结构

上。此外，明确的承载转移确保了

最高水平的安全性。

框架系统

对于非混凝土应用（如：厂房施

工、钢构造施工、机械安装、太阳

能设备、水处理设备），哈芬槽和

配套螺栓的组装提供了最大的灵活

性。 

施工快速安全，无需焊接。
 装配槽与Powerclick支撑系统——应用于管道施工中的革新性解决方案。

应用了Powerclick支撑系统的化工厂

少量的系统部件，显著降低了施工和订货的烦恼 

1. 装配槽

2. 固定金属板

3. 连接件 

带有Powerclick组装系统的管架

装配槽的应用

4. 梁夹

背部带孔和哈芬螺栓的装

配槽

显著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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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哈芬是一家国际性公司，营

业额超过两亿四千万欧元。我们

在德国设有两家工厂，波兰设有一

家，这使我们能根据生产工程设计

的等级，设计并实现单位人工成本

的最佳分配。在15个国家中，我们

通过各国的哈芬办事处为客户提供

服务，且我们的产品已在35个国家

内实现销售，这要感谢我们的销售

合作伙伴的支持。

但是，我们知道成功必须通过每日

的推陈出新才能维持。具有了以客

户为中心的销售组织、快速和灵活

的物流体系以及国际化供应的产

品，哈芬已为未来成功奠定了基

础。

我们非常关注客户的利益，并确保

对国际化哈芬品牌进行不断开发改

善。若要寻找您的当地合作伙伴，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halfen.com

国际性成功。
 哈芬的组织结构。

朗根费尔德 / 德国

阿尔滕 / 德国

诺韦斯卡尔梅日采 / 波兰

子公司

销售办事处

计划销售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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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因素。
哈芬产品发展的历程。

哈芬产品发展的历程

Powerclick支撑系统投放市

场

HIT阳台绝缘连接件投放市

场，对隔音产品行业产生巨

大影响

HTA生产的自动化

带两头柱螺栓的剪切轨和剪

力连接增强系统的投放市场

天然石材幕墙安装和HBS系
统、锻压连接和增强系统投

放市场

哈芬成为第一家获得认证的

公司：认证产品HTA槽式预

埋件

FPA预制混凝土板块锚固件

和SPA夹心板块锚固件投放

市场

DEHA和FRIMEDA起吊锚

固系统投放市场

哈芬槽投放市场

哈芬成立哈
芬
产
品
的
不
断
的
细
化





HALFEN哈芬 —— 为您和您的客户提供安全、

　　　　　　　可靠和高效的产品和服务

始终为您服务。

您是否正在查寻哈芬

在某些国家应用的具体信息？

我们的网站能向您提供所有与我们和

我们全球子公司或合作伙伴相关的重

要新闻和事件。

请访问：

www.half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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