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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可威·英国
英国柏可威管道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英格兰北安普顿郡，作为 
英国顶尖的铜管及全流体输送管道系统专业生产企业，在 30  
年的发展过程中，英国柏可威一直引领欧洲铜管道，给水管道 
以及高端净水市场发展，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端管道系统 
产品。从创立初期，成立了独立的研发及生产团队。始终坚持 
以科技为本，秉承务实、锐意创新的态度，逐步在全球市场成 
为管道系统企业的标杆。

2016 年，柏可威（杭州）有限公司与英国柏可威科技公司达成战
略 协议，全面开拓中国市场，柏可威 ( 杭州 ) 有限公司获得柏可威
旗下 铜管道及给水管道、净水系统产品在中国地区独家授权代理。
同时 英国柏可威为全面拓展中国市场，为中国消费者量身打造高端 
PPR  管道产品，其所有给水管道均符合 VDS,SKZ,DVGW 等国
际认证，  英国柏可威在中国市场将以欧盟严苛的质量及卫生标准，
为中国消 费者提供具有国际尖端水平的管道及净水设备。科技以
人为本，健 康才有未来。柏可威的每一款产品都将用心呵护中国
消费者的健康 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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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BOKWELL 核心理念

柏可威核心理念

核心价值观 品牌主张 企业愿景 企业使命

责任

可靠

诚信

尽享舒适家居体验 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

环境，成为全球家居

水电品牌领航者。

致力于改善家居

生活品质，创新

改造生活。



英国 BOKWELL 六大核心优势

原装进口 北欧化工原料 先进工艺和技术
德国巴顿菲尔生产设备，在线检测技术

执行德国 DIN8078 生产标准
100% 原装进口 高稳定性，抗化学性

杜绝二次污染

顶级铜件 匠心设计 水电一体
家居水电一体产品理念
贯穿设计，施工，服务

每个 20 内丝重量达到
53 克以上

结合多年产品研发与多年施工经验
柏可威设计合理有效的产品设计



高端原料

北欧化工原料

使用寿命根据 ISO 15874 标准进行测试

l 色母与原料融为一体

l 具备耐内压、柔韧性和抗冲击性等

l 与铁颗粒时不会产生接触腐蚀

l 不易滋生细菌

l 安装快速方便

l 不易产生积垢

l 可提供整个塑料系统

l 良好的耐化学性



先进工艺和技术

德国巴顿菲尔生产设备，在线检测技术



顶级铜件

同为进口产品之间的质量对比 与国内产品的对比

柏可威釆用 62 抗脱锌环保铜，安全环保而且

承压处厚度。加厚 50% 以上，多重防漏水结构，

使用更安全。

柏可威的铜件釆用欧标保铜，无酸洗镀镍等工艺，

更加环保。铜材质达到 62 以上，防开裂性能极佳，

而且每个 20 内丝重量达到 53 克以上。



匠心设计

普通塑料件 柏可威塑料件

普通塑料件产品对比

市场产品和我们塑料管件剖面对比，

锥形设计，比常规产品承压增加 20% 以上。



水电暖一体解决方案

家装电线
电路系统

PPR 给水管道
PE-RT II
地暖系统



原装进口

原装进口，欧洲标准，品质保障

报关单 源产地证明 进口船运单



柏可威核心产品系列
Core product series of Bokwell



柏可威核心产品系列

PPR 给水管道 柏可威家装电线 柏可威前置过滤器 柏可威地暖 / 分水器

选用全球闻名的聚丙烯供应商

北欧化工出品的 PP-R 管道专

用料，该原料为 PP-R100 级

原料，具有独特的耐温耐压性

能，长期应用更加安全放心。

柏可威欧标电线采用高科技

术，利用电子加速器产生的高

能电子束辐照改性，使线结构

从线性分子结构变成三维网状

结构。大大提升了电线的各项

性能指标。

柏可威前置过滤器，所用材质

均达到欧洲标准，其金属客体

采用欧标环保铜压铸而成，防

裂抗压性能远超同行业水平，

40 微米过滤网有效过滤有害

物质。

柏可威地暖管表面光滑，工艺

细腻；柔软易弯曲，使用更方

便；壁厚均匀，尺寸精准，性

能更稳定；严格测试，确保质

量。



柏可威 PPR 管材优势

产品特点

多重苛刻检测 科学生产管理 精密挤出工艺 北欧化工原料

1. 耐腐蚀、耐磨损、耐温耐压性能卓越

2. 采用食品级原料，卫生性能优越

3. 内壁光洁、不结垢、流体阻力小

4. 热稳定性、抗冲击性、环境兼容性高

5. 隔热、隔音效果优，可使用更薄的保温层

6. 采用热熔连接方式，不渗漏，安全可靠

7. 热熔时，无色无味，不产生刺激性气味

8. 质量轻，运输、搬运、施工便捷

9. 铜管件采用欧洲标准环保铜，无镍铬



柏可威 PPR 管件特点

柏可威 PP-R 管件根据应用条件，对管件产品外形进行

专业设计，让管道系统的每一个节点都安全、耐用、可靠、

有效，消除管道隐蔽工程的渗漏隐患。

欧标 62 抗脱锌环保铜

防挡圈，防过拧，防开裂设计

大弧度弯道设计

北欧化工原料

小 R 口设计，热熔更紧密

双燕尾槽锁水技术



柏可威家装电线（一）

产品介绍

柏可威家装电线，是采用低烟无卤环保材料做绝缘

层，99.99% 高纯度无氧铜做导体，运用国际先进的

技术加工而成，低烟无卤阻燃电线具有难以着火并具

有阻止或延缓火焰蔓延的能力，过载能力强，而且

一旦着火，他具有无卤，低烟、无毒、无腐蚀等特性，

适用于高端家装，高层建筑，高档宾馆等场所。

产品优势

1. 电线线径粗，断流量大，过载能力强，比同规格的电缆
的载流量提高 10~50%

2. 绝缘电阻大：由于柏可威家装电线避免了采用氯氟氧化
物作为阻燃剂，从而保证了绝缘电阻值。

3.70 年以上超长使用寿命：由于采用耐高温低烟无卤材料，
材料耐高温等级高，老化温度高，所以延长了电线在使用
过程中循环发热的使用寿命。

4. 环保，安全：由于电线所采用的材料都是无卤环保材料，
所有电线的燃烧特性复合环保要求。



柏可威前置过滤器

产品介绍

• 平垫密封技术，更加安全

• 40 微米精度过滤网（任选）

• 延长水龙头阀芯使用寿命

• 延长坐便器水阀使用寿命

• 减少热水器热能损耗

• 人性化透明滤壳，随时掌握水质

• 欧标黄铜锻压制造，用水更益健康

• 进口不锈钢过滤网

• 大出水盘 3T/H

• 家用进水口必装产品

柏可威前置过滤器所用材质均达到欧洲标准，其金属壳体采

用欧标环保铜压铸而成，它的防裂抗压性能远远超过同行业

水平，而且未经过电镀酸洗等表面化学处理，即安全又环保。

而他的塑料外壳同样达到了以上标准，其卫生及耐压性能比

肩航空类高端塑料制品。

柏可威内置 40 微米超细不锈钢过滤网，过滤精度和使用寿命

都达到国际领先水工，另外柏可威采用平垫防漏技术，使产品

的防漏性能远远高于同行业水平。柏可威前置过滤器来自英国，

服务中国，以欧州近乎严苛的技术质量指标来缔造工业产品，

用心呵护您健康是柏可威科技产品永恒的使命！



柏可威前置过滤器·净水系统

柏可威高端管道

柏可威前置过滤器

柏可威净水机 客厅用水 厨房用水

洗衣机 水龙头 热水器



柏可威 PE-RT II 地暖管

产品介绍
相比 PE-RT I 型管，PE-RT II 型管具有更高的耐温耐

压性，表面抗刮伤能力强；适用于压力较高，水温波动

大的高层地暖系统，尤其适用于部分地区集中供暖改地

暖的情况。

特点介绍
1、优异的热稳定性和长期耐压性能
管材均质性好，性能稳定，抗蠕变性好。应用在采暖、热水系统中，

在工作温度为70℃，压力为0.8MPa条件下，保证使用50年。

2、柔韧性强，易于施工
施工时可盘卷和弯曲，弯曲半径小（R最小=5D），且不反弹。弯曲部分的应

力可很快得到松弛，避免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应力集中而引起管道在弯曲处出现

破坏。在低温环境下施工，无需对管材预热，施工方便，降低成本。

3、抗冲击性能好，安全性高
低温脆裂温度可达-70℃，可在低温环境下运输、施工；抵御外力撞击的能力

大，防止 因粗暴施工造成的系统破坏

4、可热熔连接，便于安装和装修

可热熔连接，在地板辐射采暖工程中，若因外力造成管道系统破坏，可采取热

熔方式对管道进行维修，方便、快捷、安全，无须更换整条采暖管。工程安装

成本、维修成本低，性价比高。



柏可威分集水器

产品特点

产品整体有2-12 路以上可选；

• 公称压力：PN10，间

• 可任意选配 Φ1620 或 Φ1216 出水口；

• 采用活接式出水口，便于管道清洗

• 主杠与支管无缝连接，杜绝泄露；

• 可手动调节流量，如配置相应的电热执行器和房间温控器

• 可达到根据房间温度控制系统中每个支路热水的开启或关闭效果

• 主杠高温回火与保色处理

细节亮点

• 加厚型壁厚主管，充分保证使用寿命;

  分室控温，只需家装电热执行器

• 即可实现各室独立温控，实现舒适温控

  全部接头均采用活接式与“O”型密封圈完美结合延长寿命，降低维护率

• 高密度管接头，特殊设计的适配器在保证理想的水利密封基础上具有很高  的 防脱落韧性。



柏可威产品性能达到多项国际认证标准

澳州标准协会认证德国 DIN 认证

德国 SKZ 认证 荷兰 KIWA 水装置认证



PICC 人保承保



国家化学检测中心检测报告

1000 小时测试权威检测报告



柏可威服务团队

全球化的技术支持 完善的培训服务 高效的品牌宣传支持 一站式服务系统

英国柏可威专家团队，为柏可威中国

的发展提供全方面的技术支持，在内

部管理以及外部服务的技术领域及

时，高效的服务模式，从原来技术生

产、设备等多方面为柏可威中国的品

质稳定提供保障。

在中国各个销售区域提供专业

的培训服务，从销售策划、品牌

宣传、安全技术、服务等领域；

为柏可威成员在中国市场的发

展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英国柏可威管道以自身完善的企

业品牌形象系统，出席全球各地

的卫浴，暖通，水利等展会展览。

在中国不同销售区域，积极参加政

府、协会、商业等周边领域的事物

活动，不断扩大其品牌影响力，

充分发挥移动端，PC 端平台，让

软件载体体现物料标准，形象电

子文件，广告物料等支持
 

柏可威中国成立的技术和服

务中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以

及产品检测、产品订制服务

可派遣专业人员到线槽做技

术指导同事为柏可威成员

提供相关的公司介绍、产品，

技术宣传等资料信息。



柏可威管道售后服务（一）

服务对象

管路系统中安装全套柏可威牌管材管件产品，如出
现混装现象我公司不提供服务。

服务要求

现场管道沟槽已经开好（如需填埋我公司不提供服务），

试压时需要提供《售后服务手册》

服务承诺

如若经过我方服务中心试压或验压，则管道在今后运行

中出现任何问题均与装饰公司及水工无关，由我公司全

权负责。如我司产品和其他品牌产品混装出现的质量问

题（包括管道中有其他品牌管道；柏可威管道系统与物

业管道连接处），都不在公司服务承诺之内；因使用不

当或不可抗力的外因导致管道系统漏水，不在公司质保

范围之内。



柏可威管道售后服务（二）

服务流程

电话预约

回访、客户评价 专人上门服务

讲解水管使用
注意事项 辨别产品真伪

摄制上传管路图
供客户查看

管路打压测试



柏可威品牌大记事

英国柏可威进入中国
01 2016 年，柏可威（杭州）有限公司与英国柏可威科技公司达成战略协

议，全面开拓中国市场，柏可威 ( 杭州 ) 有限公司获得柏可威旗下产
品的代理销售。

上海国际水展
02 英国柏可威亮相上海国际水展，高品质的产品与品牌

形象深受各方人士欣赏，为中国客户带来全新体验



柏可威品牌大记事

 与国内知名装饰连锁公司饰力家、建配龙达成战略合作

由于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保障，与优质客户达成战略合作，为中国消
费者提供具体国际尖端水平的管道电线以及净水产品。

 1000+ 装饰公司合作

截止今天，柏可威中国与方林装饰等全国各地 1000 余家装修公司达
成战略合作，在线上线下众多装饰销售平台均有柏可威产品的身影。

03

04



柏可威经典案例

英国伦敦赛伦大厦 英国巴卡斯尔俱乐部 英国加夫历史博物馆 美国加州威尔斯商厦

意大利都灵坦德斯商厦 意大利巴里图尔商厦 瑞士圣加伦卡加诺小区 英国伦敦基鲁克生态小区



英 国 柏 可 威

我们期待与您的合作！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