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Q管道中国区运营中心

电话：4000-246-388

网址：www.bq-rohrsystem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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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Q 德国健康管道系统

COMPANY

BQ-Rohrsysteme（BQ管道）始于1984年，公司坐落于欧洲人口最

稠密、经济最发达地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BQ产品拥有卓越的品质、精良的制作和可靠的化学稳定性。BQ公司

不断锐意创新，目前已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BQ公司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获得了行业内的

诸多顶级权威认证。如著名的德国塑料中心SKZ认证、德国科学与技

术协会DVGW认证、德国卫生院HY认证等。

BQ公司在此向您郑重承诺：一旦您选择了BQ公司产品，您即拥有了

BQ公司全球领先的产品技术支持和产品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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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新增球阀生产线，及BQ-Sanitär卫生间

静音废水管道，开拓亚洲市场

2014

新增UV管生产线

2013

新增稳定管生产线，开拓中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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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收购Becker塑料，Datteln生产设备

2011

BQ 作为独立品牌的PPR 管道系统，

开始市场推广运营，出口欧洲多个国家

2011

注册了“BQ-Rohrsysteme”（BQ 管道系统）

2010

开始生产PPR 配件

2009

增加了第一条PPR生产线

2008

BEKU开始生产P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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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化工原材料

原料是高品质的基础

BQ产品原料只采用世界顶级的Borealis北欧化工原料。

Borealis北欧化工是全球领先的化工材料供应商，总部位于奥

地利维也纳，在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业务领域拥有40多年

的经验，生产的PPR原料性能优越，从源头保证BQ产品的熔接

稳定性。

原料的高品质决定了BQ产品的高质量。BQ的PPR产品热熔时

不产生刺激性气味；耐腐性好，对水中的所有离子和建筑物内

化学物质不起化学作用。

耐压

Pressure Resistance

可承受20-25公斤压力

熔接性好

Welding Resistance

增加12%水流传送速度

抗老化

Aging Resistance

质保100年

耐热

Heat Resistance

耐受温度高达100℃

行业领先

Made in
Germany



12%
水流速
提升

41%
保温

性能提升

100年
百年
质保

卓越的使用性能

采用高于欧盟标准的无铅黄铜，不含铅铁等重金属，保证水质健康。

全新金属件形状设计，安全可靠，厚实耐用。

● 抗老化性能强   质保100年

● 耐热性能优越   耐受温度高达100℃

● 保温性强   较钢管和紫铜管，保温性能提升41%

● 熔接性好   增加12%水流传送速度

● 抗压性能好   最高可承受20-25公斤压力

● 冷/热水通用

87

无铅黄铜配件



BQ产品通过了国际多项检测和认证。

其中，德国SKZ认证是全球管道行业最严格的认证，它不仅对产品进行质量认证还会对企业生产进行监控。

此外，BQ还通过DVGW、IMA、WRAS、HY等国际知名认证。

英国WRAS认证（Water Regulations 

AdvisoryScheme）是由英国水务研究

中心管理和颁发的饮用水安全方面的认

证，主要确保食用水体系的安全和卫生。

IMA材料研究和应用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IMA 

Dresden）成立于1958年，具备强大的、全性

的工程能力，主要检测产品的强度、功能性和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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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Z德国塑料中心认证

德国SKZ认证中心是世界上塑

料行业最权威的认证中心，承

担着对全球铝塑复合管管道及

配件产品的质量检测、监控和

发放认证的权利和义务。

DVGW水质标准认证

DVGW是德国科学与技术协会

下属的空气与水检测部门，等

同于美国的国家公共卫生部

门，主要检测涉水产品的卫生

性。

IMA DRESDEN功能性认证 WRAS英国水务研究中心认证

获得全球管道行业权威认证

德国DVGW水质标准认证 德国卫生院HY认证 WRAS英国水务研究中心认证

Hy认证

是德国卫生院环境卫生学和毒

理学研究所做出的关于涉水产

品的卫生许可。该部门成立于

1902年，是德国涉水产品卫生

监测的权威机构。HY认证保证

了产品的卫生性能。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125        25/20/32mm            100/150个/箱

 容水量        重量（kg/m）     公称通径     单位（m）              包装规格

 0.216L              0.266                    15                 100                 25/35/15根/包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225        25/20/32mm          70/100/80个/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325        25/20/32mm        150/200/100个/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402        25/20/32mm        260/300/100个/箱

产品展示

管件

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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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热水通用PPR管

       品号                               尺寸                                                                   内径           

BQ02504206R        25*4.2/20*3.4/32*5.4m                    6                      16.6mm      

90°弯头

用途：用于管道拐弯处，连接两根相同

管径的管道，使管路作角度转弯。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025        25/20/32mm        100/150/100个/箱

45°弯头

用途：用于管道拐弯处，连接两根相同

管径的管道，使管路作角度转弯。

等径三通

用于管道增加管路的分支。

直接

用途：用于管道连接，满足管道长度的短

管。（直接又被称为直通、管箍）。

堵头

用途：用于等径管道管口的临时封堵。

（����/���厚）

标准尺寸比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1525012    25*1/2、20*1/2、32*3/4mm     100/140/80个/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1425012    25*1/2、20*1/2、32*3/4mm     140/160/100个/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1025012    25*1/2、20*1/2、32*3/4mm     70/100/35/个/箱

过桥

用途：用于管道纵横交叉施工时跨越交叉

管线，且不改变管线方向的管件。（过桥

又被称为抱弯）。

球阀

用途：使管道相互连通和切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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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丝三通/内牙三通

用途：用于管路增加分支，满足

分流要求，输送介质到使用地点，

丝口处可安装可拆卸连接件。

异径直接

用途：用于变化管道管径。（异径直接又

被称为变径）。

外丝直接/外牙直接

用途：用于连接角阀（八字阀）

水嘴、软管等金属连接件。

内丝直接/内牙直接

用途：用于连接带有外丝的

金属连接件。

内丝弯头/内牙弯头

用途：用于连接角阀（八字阀）

水嘴、软管等金属连接件。

异径三通

用途：用于管路增加分支，满足分流要求，

输送介质到使用地点。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525        25/20/32mm           35/60/25个/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625             25mm                      20件/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72520    20-25/32-20mm            200个/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8252025   25-20-25/32-20-32mm   80/50个/箱

       品号                                尺寸                               包装规格

 BQ710925012     25*1/2、20*1/2、32*3/4mm     100/140/60个/箱


	页 1
	页 2
	页 3
	页 4
	页 5
	页 6
	页 7
	页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