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泳池技术与解决方案

产品概览

SPECK Pumpen Verkaufsgesellschaft GmbH 
司倍克泵业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91233 Neunkirchen am Sand, Germany

电话 +49 9123 949-0 
传真 +49 9123 949-260

info@speck-pump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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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司倍克，
网页版和手机版。

speckpumps.com.cn

请扫码，
浏览SPECK官网。

speck pumpen 
感受技术的力量

水动力，需要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深厚的技术知识。

SPECK Pumpen 拥有验证百年的技术和不断创新的解决方案。

性能强大、高效节能的水泵，安全可靠。

SPECK Pumpen 延续百年的质量和信誉，衷心为您服务。

了解产品详细信息, 请浏览官网
speckpumps.com.cn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YouTube.com i.youku.com/speckpu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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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动力是我们的热情所在。

我们致力于泵技术和解决方案，

已经超过一百一十年。

司倍克不仅拥有一流的品牌保障，

还代表了创新、耐用和可靠。

灵活
我们的产品拥有很大的灵活性。
您不仅可以在现有产品中选择，
我们还可根据您的需求定制最符合要求的产品。

服务
选择制造商，就是选择长久的合作伙伴。
我们一直秉承这样的理念，为客户提供快捷和优质的
服务。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您需要的时候，随时为您服
务。

质量
完美的泵技术，依赖每个部件持久的耐用性。
我们作为品牌水泵制造商，
为您保证产品的可靠和顺畅运行，
满足您的需求。

创新
除了设备的耐用性，
成本也至关重要。因此，
我们的开发团队坚持不断优化材料和提高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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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U品牌产品，

高品质的保障，值得信赖。

创新的技术和功能，并经过运行和安全测试认证，

出色的设计和可靠的服务，

这是我们的承诺和保证。

德国制造

BADU PREMIUM产品在德国设计和制

造，根据最高的材料和质量标准。 

司倍克泵业是一家拥有丰富设计制造

经验，对产品质量严格要求的家族企

业，坐落在拜仁州的城市Neunkirchen 
am Sand。BADU产品由专业经销商出

售，高品质产品属于专业人士。

质量

BADU PREMIUM产品使用高品质材料，

长久的使用寿命保障了产品的长期使

用，以及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BADU产品维护周期长且易于维护。

认证

BADU产品经过多重全面的安全测

试。由专业、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来测试。除此之外，每个泵出厂前都

会进行内部测试。测试内容包括从产

品效率和安全到所用材料和相关文件

的完整性。您可以放心使用BADU
产品。

回收

最好的产品也有使用期限。BADU是

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的品牌: 

大部分材料都可以回收利用。 

我们会为您提供维修服务和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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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BADU 私人泳池

自吸循环水泵

最大流量:  110 m³/h
最大扬程:  14 m

非自吸推流泵

最大流量: 85 m³/h
最大扬程: 16 m

变频循环水泵

最大流量: 40 m³/h
最大扬程: 19 m

嵌入式逆流泳池设备 嵌入式逆流泳池设备壁挂式逆流泳池设备

电子控制

泵最大流量: 350 m³/h 泵最大流量: 85 m³/h泵最大流量: 75 m³/h

自动控制阀 手动反冲洗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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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览  BADU公共泳池

塑料循环水泵 

最大流量:330 m³/h
最大扬程: 24 m

铸铁循环水泵

最大流量: 600/750 m³/h
最大扬程: 40/55 m

塑料推流水泵

最大流量: 450 m³/h
最大扬程: 24 m

排污泵

最大流量: 480 m³/h
最大扬程: 90 m

铸铁推流水泵

最大流量: 740 m³/h
最大扬程: 101 m

不锈钢排水泵

最大流量: 55 m³/h
最大扬程: 21,5米

增压泵

最大流量: 960 m³/h
最大扬程: 250 m

多级离心泵

最大流量: 160 m³/h
最大扬程: 250 m

检测水泵

最大流量: 7 m³/h
最大扬程: 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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