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电缆连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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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以来, 在设备连接和连接线缆总成领域, 德国TKD电缆提供超过3万种电

缆产品, 是这一行业的世界领先者。本着“ 电缆 - 持续运行中”这一宗旨,  

我们每天都在努力, 以使您的业务保持持续运行且经济上卓有成效。我们和客

户间如伙伴般的关系首先是由一个因素铸造而成: 专业性技术咨询。有一点可

以自始止终确定,您的项目将得到完美的电缆布线方案-从标准电缆到为您特制

的电缆。

Cables in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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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 自动化 设备制造

在不同的领域得心应手

工业4.0的创新性解决方案

无论是机械制造, 自动化技术, 通讯或是化学工业, 无论是储油罐设

备, 或是声像传播, 广播,还是安全技术, 电缆布线方案对可靠的日常

运行是决定性的。

德国TKD电缆提供的预接接线端子的电缆布线解决方案, 定能使您的

项目更顺利, 更经济有效地完成。采用德国TKD电缆对工业4.0设备间

智能连接的解决方案, 您将坦然自若面对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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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输送技术 按需特制电缆
测量, 控制, 

反馈调节技术

使用领域

机械制造, 设备制造, 驱动和自动化

物料输送, 港口设备和吊车行车

电梯 

电气, 电子, 测量, 控制, 反馈调节技术

汽车, 运载工具和造船, 轨道技术

通讯

化工, 医药

食品工业

再生能源

储油罐设备 

声像传播和广播

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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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产品
   TKD CONNECT 伺服电缆预制总成

   TKD CONNECT 螺旋电缆

   TKD CONNECT 网络技术

   TKD CONNECT 网络连接电缆

  以及更多

特种电缆
特种电缆 - 为客户量身定制

服务
 物流

(看板制订, 印刷, 组件配套等更多)

 开发

 设计

 特种包装

高端产品
 电缆配套包

 电缆线束

 电缆总成

 带状编织集成电缆

 电缆拖链系统

C a b l e s  i n  m o t i 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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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TKD电缆可提供超过3万多种电缆产品,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缆布线

技术供应商。从控制电缆, 设备连接电缆, 数据输送和以太网电缆,直
到螺旋电缆或光纤电缆, 您可以从德国TKD电缆得到全部的产品组合。

从特殊运输载具上需要的布线, 由单芯线组成的线束, 复杂的工业电缆

提供优质服务超过3万种产品 -电缆布线系统的领先者

从小批量到大批量生产- 多样化的系列生产

无论是用传统的手工, 半自动化和全自动化对电缆进行预裁, 接合, 

超声压实密封, 编织或是进行螺旋化加工,德国TKD电缆可提供多样的

电缆加工工艺。

线束总成或是预制接线端子的即插即用电缆, 到电缆拖链系统, 
德国TKD电缆均可提供。此外, TKD电缆在生产和开发特种电缆上有
超过15年的经验, 因此如是涉及按需特制电缆, TKD电缆一定是您称

职内行的伙伴。

借助专业化的生产车间, 我们不仅能提供最佳成本的大批量系列生产, 
同时也能进行灵活多样的小批量生产。称职内行的员工,十多年的专业经
验以及现代化的机器配置, 可以随时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客户的各项要求。

一站式预制电缆总成方案



统一流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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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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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订货流程, 降低管理开支

以前, 最终用户所需的电缆总成和预制接线端子的即插即用电缆总成

产品, 往往由用户所在地的电缆裁剪加工商完成, 现今,这些产品也可

以在电缆生产商处直接订购。由此采购这些产品所需的时间大大缩短,

降低采购成本, 消除繁复的仓储管理

如果电缆布线方案从不同的供应商处采购, 不同的价格模式和额外的管
控工作导致企业产生高额的采购和营运成本。由制造商统一采购用于预
制电缆总成的各种电缆, 可明显降低电缆布线方案的成本。

而且因最终用户只需管理一款预制电缆总成产品的一个物料号而非众多

不同料号,管理的成本也得以降到最低。通过框架订单, 可以额外地确

保可计划的无风险供货。由此,您的员工可以明显减轻负担并致力于他

们的核心工作。

简化订货流程, 可提供更好的时间管理,富有成效的计划安排 - 对于大
型项目尤其如此。费时和繁多的小部件仓储管理由此消失, 企业的营运
成本得以明显的降低。

…益处-节省成本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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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TKD的服务使您满意

我们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伴随您项目中的每一步, 从电缆布线方案的

专业咨询和技术服务, 图纸的制定, 量身定制的特定解决方案共同

制定, 直到初始样品的订购。

受惠于非凡的物流效力

我们位于内特塔尔市的现代化和全自动的物流中心, 确保物料的高度可

供性以及对国内外客户的快捷发送。为确保可靠的库存管理和生产控

制,我们采用先进的看板管理系统。无论是单独加班发货, 限期运达或

是空运, 我们确保货物最佳的周转和交货时间。

专业内行的客服 - 从专业的咨询到原形样品的订购

对德国境内客户的交货一般在24小时内达成 – 包括特种电缆和预制

电缆总成。另外, 您可以把我们14万5千平方米先进的高货架仓库作为

自己的仓储空间, 为此我们可为客户提供定制的物流和备货一揽子方

案。

为最大程度地贴近客户和确保及时提供协助, 我们的销售团队战略性
分为南 - 北两部分。快速的技术咨询支持和快速报价是理所当然, 对
于技术上最新的主题和产品更新, 我们时刻持续地让您知晓。
和客户的联系, 非止于客户的下单订购,而是至此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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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FRIEDENHEIT

KOMPETENTE BETREUUNG – VON DER PROFESSIONELLEN BERATUNG BIS ZUR PROTOTYPERSTELLUNG

最高的质量 – 确保

最高水平的质量管理

我们的目标是最高的质量。为此,我们按世界领先的工业标准和认证标准如
VDE, CE, CSA, EAC和弗劳恩霍夫开发产品。我们的生产和检测流程按DIN 
EN ISO 9001:2000, UL ZPFW2以及UL ZPFW8标准认证, 由此确保最高水平的
产品质量。密集的居间检测,最终检测及相关书面文件编制 – 如EMFB,  电
子显微镜相片, 衰减检测或是高压测试确保持续的产品质量。

11



STANDORT ISERLOHN / SITE ISERLOHN
Zollhausstraße 6, D-58640 Iserlohn
Tel.: +49 2371 435-0 
Fax: +49 2371 435-500 
E-Mail: iserlohn@tkd-kabel.de
Web: www.tkd-kabel.de

STANDORT PLIEZHAUSEN / SITE PLIEZHAUSEN 
Karl-Benz-Straße 20, D-72124 Pliezhausen
Tel.: +49 7127 8104-01 
Fax: +49 7127 8104-20 
E-Mail: pliezhausen@tkd-kabel.de
Web: www.tkd-kabel.de

www.tkd-kabel.de

TKD Cable (Suzhou) Co., Ltd. 
No.12 Chuangye Road 
Jinfeng Town ZHANGJIAGANG, 
JIANGSU
Tel.: +86 512 56971382 
E-Mail: info@tkd-cable.cn 
Web: www.tkd-cable.cn

HPM CÂBLES Sarl
14, rue du Bon Repos
F-41600 Chaon
Tel.: +33 254958800
Fax: +33 254958808 
E-Mail: contact@tkd-kabel.fr 
Web: www.tkd-kabel.de

TKD ITALIA S. R. L.
Via Matteotti 37
40064 Ozzano Dell`Emilia (BO) 
Tel.: +39 051 790 636 
Fax: +39 051 652 2471 
E-Mail: info@tkditalia.it
Web: www.tkditalia.it

TKD POLSKA Sp.z.o.o.
ul. Szyszkowa 35/37
02-285 Warszawa
Tel.: +48 22 878 31 35 
Fax: +48 22 878 31 37 
E-Mail: info@tkd-polska.pl 
Web: www.tkd-polska.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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