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坚定性：从 A 到 B 的 C 部件 

紧固件
铁路技术专用紧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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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德勒

如果您在挑选紧固件以及加固技术的伙伴，

如果您除了品质，还重视服务，可靠性以及

其他的附加价值，那么莱德勒就是您的选

择。

莱德勒铁路技术产品提供所有可用于路段

建设，架空管道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

以及操控技术/铁路自动化可安全装配以及

长寿命使用所需的部件。

莱德勒代表了40 年的经验及不锈钢紧固件 

市场中的持续发展。 

在产品总目中，所有在加固技术中有重要作 

用的零件皆可供货。除了符合 DIN 和 ISO 
标准紧固件之外，还包括非标准紧固件，依 

据样品和图样生产的专用部件，以及固定品 

种外的组件。

活力进取：我们的企业

莱德勒可提供各种原料制成的零件：全钢制 

造的或者有色金属制造的标准件，通用件以 

及特殊零件。各种强度和涂层均可提供。 

我们坚持，不仅检验产品的质量，而且明确 

界定服务的质量。 

早在 1993 年，品质管理就是我们公司理念 

的固定组成部分。DIN EN ISO9001（之前是 

9002）的认证保证了所有经营领域的高标 

准。 

因此，我们的供货预备程度可高达 98%，保 

证所有工作流程对于每位员工的透明度。

这就是我们公司对于我们的客户-您-来说最 

重要的企业资本：出众的专业知识，持续的 

培养进修，以客户为先。这些是我们团队的 

品牌标志。 

 

由此而来的品质意识是我们与市场上的合 

作伙伴长期且成功的对话的基础。一直以 

来，莱德勒知名企业被视为“A-供货商”， 

这不是凭空而来的。 

 

此外，公司实行根据 DIN EN ISO14001 的环 

境管理，根据 BS OHSAS18001 的劳动保护 

管理，我们的管理制度朝国际铁道标准 IRIS 
的要求皆显示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理 

念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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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达到目标

我们所有的行动只有一个目标： 

快速，简单，可靠地为我们每个专业的客户 

提供所需的一流紧固件。 

请垂询并支持我们。 

莱德勒与您：  
绝对不仅限于良好的联系。

接下来的几页您可以了解莱德勒的企业，产 

品，方案以及服务。首先让您一目了然，并 

且赢得您的信任。 

当然我们的专业人士会为您提供其它的相 

关信息。他们将与您一同在令您满意的合作 

中达成您的要求。

稳定：我们的合作关
系
 

多年以来，全世界不同领域的众多客户信赖 

莱德勒。 

悉心维护与客户关系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所 

在。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永远保持在行业中的 

领军地位。您的满意度就是我们的标尺。根 

据您的希望以及要求，我们放远目光，全心 

地致力于合作关系的对话：一直考虑长期合 

作以及互相信任，致力于服务最优化以及您 

委托的任务的解决方案。 

 

发展，表达了我们以客户为准的企业理念。 

因为我们追求的焦点不是产品或者服务，而 

是客户您：您的满意，才是我们的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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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品种

这里包括铁路技术中连接与加固的最重要 

的产品，尤其考虑到了行业的专门需求。

品质：当然保证。 

多样性：同样保证。

为所有寻求进步者

简单地列举如下： 

 

• 架空管道栓 

• 开尾销 

• 管道铆钉 

• 盲铆 

• 螺母 

• 轨道螺母 

• 槽栓 

• 垫圈 

• Nord-Lock 防松垫片 

 

 

• 防松棱角垫片/垫圈 

• 碟形弹簧片 

• 球形垫片 

• 隔离物 

• 德国工业标准螺栓/  

 国际标准螺栓 

• 弓形螺栓 

• 哈芬螺栓 

• 密封件 

• 电气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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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德勒的供应不仅仅是紧固件产品贸易。同 

样也根据客户要求提供相当多的服务。客户 

常常可以因此而节省昂贵的定制品，或者是 

避免人力财力损耗巨大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将告诉您莱德勒可以为您所作 

的一切。从关于涂覆和螺栓保险装置的机械 

加工到最精密的质量检测。

L-精密性 

在许多应用领域，精密性必不可缺。比如在 

制作电气和精工组件时优先考虑无毛刺无 

屑产品。而这是普通制作不能保证的，莱德 

勒可以为您提供最高可能性的品质保证。具 

备L-精密性的产品将受到全面地检控；每一 

个部分都不例外地受到检查，并且都不含掺 

杂物。

一举多得

这就是您所需要的。



品种概览
 架空管道栓，根据 DIN 43161 以及机械的规格 

  碳钢，紫铜制，铝制，不锈钢制

  热镀锌

  用于路段建设

 开尾销以及弹簧插头，根据 DIN 94, ISO 1234, DIN 11024 以及据图纸

  碳钢，紫铜制，铝制，不锈钢制，黄铜制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螺栓根据 DIN 976, 1435, 1443, 1444 以及据图纸

  碳钢，紫铜制，铝制，不锈钢制，黄铜制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管道铆钉，盲铆以及盲铆钉螺母根据，DIN, ISO,
  碳钢，紫铜制，铝制，黄铜制

  表面依据需求

  用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螺母根据 315, 439, 934, 935, 980, 982, 985, 1587, 6330, 6331, 
6334, 7967, ISO 4032, 8675 以及图纸

  碳钢，紫铜制，铝制，不锈钢制及塑料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螺母根据 BN 205107-1/-3/-5 以及 Vargal 自锁螺母

  碳钢或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槽栓根据工厂标准及图纸

  碳钢或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上层结构

 菱形螺母带弹簧或不带弹簧根据工厂标准及图纸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上层结构

 T 形槽螺母根据工厂标准以及图纸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上层结构

 T 形槽锤式螺母根据工厂标准以及图纸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上层结构

 垫圈根据 DIN 125, 433, 9021, ISO 7089, 7090, 7092, 7093 及图纸

  碳钢，紫铜制，铝制，不锈钢制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极耐用垫圈根据 DIN, ISO 以及图纸

  维氏硬度为 300 的碳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移动结构以及上层结构

 Nord-Lock 防松垫片根据工厂标准 NL 和 DNL
  碳钢，不锈钢，特殊材质

  Delta 防护，按需求决定是否镀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

 防松垫片根据工厂标准 SK-Z/-B/-S/-K 和 NSK-M
  碳钢以及不锈钢

  Delta 防护，按需求决定是否镀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防松垫片根据 BN 208102 VSK 和 VSKD
  碳钢，不锈钢，特殊材质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碟形弹簧片根据工厂标准“史诺”碟簧 S, VS 和 HS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

 球状垫片和锥形垫板根据 DIN 6319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槽栓的填隙片根据工厂标准和图纸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上部结构

 夹层填隙片根据工厂标准和图纸

  不锈钢制

  用于上部结构

 隔离物根据工厂标准和图纸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上部结构

 螺栓根据 84, 85, 316, 404, 444, 603, 912, 920, 921, 923, 931, 933, 963, 
964, 965, 966, 6912, 6921, 7500, 7504, 7971, 7972, 7973, 7976, 7981, 
7982, 7983, 7984, 7985, 7991 und ISO 1207, 1479, 1481, 1482, 1483, 
1580, 2009, 2010, 4014, 4017, 4762, 7045, 7046, 7047, 7049, 7050, 
7051, 10642, 14580, 14583, 14586, 15480

  碳钢，紫铜制，黄铜制，不锈钢以及塑料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螺栓根据 DIN 601 / Mu
  碳钢

  镀锌，热镀锌

  用于路段建设

 适用于低温环境的极耐用螺栓根据 DIN, ISO 和图纸

  详情见“德国工业标准或国际标准螺栓”

  8.8, 10.9 und 12.9 钢材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

 螺栓根据图纸

  碳钢，紫铜制，黄铜制，不锈钢以及人造材质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弓形螺栓根据 DIN 3570 和图纸

  碳钢，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

 哈芬螺栓，锤形螺栓和地脚槽螺栓根据工厂标准和图纸

  碳钢和不锈钢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上部结构

 密封件根据 DIN, ISO 和图纸

  橡胶，聚酰胺，硅树脂等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电气材料根据 DIN, ISO 和图纸

  比如线鼻子，导线头套管，焊片， 电缆束，码栓

  黄铜制，塑料，紫铜制

  表面依据需求

  用于路段建设，移动结构，上部结构以及操控技术

莱德勒紧固件铁路技术



不锈钢标准件和通用件

莱德勒的C 部件管理方案是以其几十年来积累的连
接件 生产销售经验为基础的。 
所有紧固件技术中需要的重要产品莱德勒都能提
供：从 成千的单一规格的传统螺栓、螺母到种类
繁多的垫片、垫圈、弹簧，再到各种各样的销钉、
开口销、铆钉，不 管是符合德国工业标准（DIN）
和国际标准（ISO）的标 准件，还是非标准的连接
件（如薄板螺丝、钣金螺丝等）。 
 
 
 
 

非标准产品

顾客对 C 部件的需求通常也包括一些实际上不属于
连接

件的产品。

例如： 电子产品 
  塑料件 
  工具 
  构件组 
  标准的或是图纸要求的辅料

这些小部件对于整个生产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需
要纳 入到 C 部件管理系统中（也适用于通过 CTM 
系统供应 的、与生产商紧密相关的产品）。

 
因此，莱德勒也把这些非本行业产品的销售写进公
司的 特殊协定中，纳入物流系统和服务体系，并
承担仓库管 理工作。如有需要，我们也愿意与一
些特殊的供货商建 立合作关系，以丰富我们的商
品种类

钢和非铁材料 莱德勒也能提供其他材质的产品，
通常都是直接在仓库 交货。这样您就能一步到
位，获得您所需的各种连接件： 
标准的或非标准的，钢制的或非铁的，紧固程度不
一， 
涂层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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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材料

对于绝大部分使用不锈钢连接件的情况而言，传统
的原 材料 A2 和 A4（部分情况下 A1）就完全足够
了。然而，如需在一些外界环境特别恶劣的情况下
或是在酸 等具有腐蚀性的介质中使用，则需要特
殊的材料。由于 它们的特殊化学组成，这些材料
可以增强产品的抵抗力 及耐腐蚀性。

这些材料有： 哈司特镍合金 B、C 和 G 
 铬镍铁合金和耐热铬镍铁合金 
 镍铬钛合金和镍铬钼合金 
 蒙乃尔 400 和 K-500 
 钛 Gr. 1-11

特殊部件

一旦一个紧固问题不能用标准件或通用件解决，就
有必 要用特殊件或图纸定制件替代了。有时只需
稍稍改动一 个参数，就可让标准件符合您的特殊
需求；而有时则需 要一个完全独立的解决方案。
不管在哪种情况下，莱德 勒都是您的正确选择。
我们能根据您所给的指标制造您 需要的任意材质
的任何特殊部件。

比如：  车削件 
 冲压件和压制件 
 热加工件 
 浇铸件和锻制件 
 冲压件和弯件 
 焊接件和构件组

定制产品时，您对产品规格的要求都可得到满足：

• 各种直径范围和螺纹样式 
• 各种材质 
• 各种产品等级和生产要求 
• 各种表面、涂层机防护

特殊部件和图纸定制件也会接受同标准件和通用件
一样 严格的质量检测，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
如果您需要 的话，我们还可以向您提供符合金属
产品检验标准 DIN EN 10204 的检验证明。

其他重要的特殊材料： 
 
1.4006 1.4404 1.4539 1.4742 
1.4016 1.4435 1.4541 (A3) 1.4828 
1.4021 1.4439 1.4571 (A5) 1.4841 
1.4034 1.4462 1.4580 (A5) 1.4864 
1.4113 1.4505 1.4713 1.4878 
1.4329 1.4529 1.4724 1.4923

无论是标准件或通用件还是特殊件或图纸定制件，
莱德 勒都可用其他材料生产。如有特殊需要，我
们甚至还可 以使用非金属材料制造产品，比如陶
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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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保证

一贯的高品质是莱德勒的最高宗旨。这不仅

指产品质量，也包括服务质量。

所有收进以及发出的零件都会受到系统地

品质检测与评估。以现代测量工具检验物理

及化学性状，并与客户的要求相对照。

这种持续的检验敦促我们的供货商，送发高

质量的产品。达不到标准的制造商，我们不

再与之合作。

在莱德勒的检验部门的人员，接受德国质量

协会 DGQ 的培训，并且使用最先进的工具：

多样化的仪器包括机械测量仪器，比如测微

计，深度测量仪表,柱形测孔规,原料检测器

和投影器；还有最新的 X 线设备和光谱分析

仪。所有的测量及检验结果都会被记录在莱

德勒专门研发的软件系统中。

其中下面是部分检测标准：

• 尺寸

• 涂层

• 洛氏硬度(HRC)以及维氏硬度(HV)
• 螺线

• 原料种类

认证

我们坚持，不仅检验产品的质量，而且明确 

界定服务的质量早在 1993 年，品质管理就 

是我们公司理念的固定组成部分。DIN EN 
ISO9001（之前是 9002）的认证保证了所有

经营领域的高标准。因此，我们的供货预备

程度可高达 98%，保证所有工作流程对于每

位员工的透明度。

此外，我们公司的最重要的资本还在于：出

众的专业知识，持续的培养进修，以客户为

准。这些是我们团队的品牌标志。由此而来

的品质意识是我们与市场上的合作伙伴长

期且成功的对话的基础。一直以来，大型企

业莱德勒被视为“一级供货商”，这不是凭

空而来的。

所有工艺步骤过程的安全可靠性意义重大，

我们遵循的当然是：

•	DIN	EN	ISO9001 质量管理 

 

•	DIN	EN	ISO14001 环境管理 

 

•	BS	OHSAS18001 的劳动保护管理

 

以及当前莱德勒管理制度所接轨的 

 

• 国际铁道标准 IRIS



以上所列的检测证书可根据 DIN EN 10204: 2004 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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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以及处理

紧固件的适用范围极广，因此只凭标准件以

及通用件无法解决所有的加固问题。为特别

的用途，常常需要专门的定制方案。但是也

不一定总要专用的或者按图样制造的零件。

常常只需要对一个已有的部件进行改制。

我们的服务包括： 

缩短到固定长度 

螺纹再切削（包括精细螺纹以及反螺纹） 

拧紧栓及凹槽（DIN 561） 

拧紧尖端及凹槽（DIN 564） 

铣缝 

柄部铲背（DIN7964） 

拧紧环形靶 

钻孔（开尾销孔，横向，纵向孔眼） 

顶端孔眼 

抛光

出于多种原因，对原料表层的涂覆或者加工

是必要的：为了更省力的加工，增强防腐，

为了螺栓保险装置或者就只是为了更加美

观，事后镀层及表面材料处理是必要的。莱

德勒与专业人士一起合作，来满足客户的每

一个愿望。

表层保护： 

镀锌 

镀镍 

镀锡 

阳极化 

涂硝棉清漆 

Delta-seal,Delta-magni 工艺 

交美特-取代达克罗表面处理

打滑处理:

润滑涂层 

涂蜡

OKS 涂层

Molykote 涂层

酸镀锌 

交美特-取代达克罗表面处理

 

 

 

 

 

 

外观/外表： 

消毒 

镀紫铜和黄铜 

发蓝处理 

涂黑 

镀铬 

上漆 

涂硝棉清漆 

 

螺栓保险装置： 

Tuflok 锁定 

Eslok 锁定 

Long-Lok 锁定 

钳紧 

楔形锁装置 

粘接



优化采购管理

时代多变革，市场瞬息万变。只有适应变化

中的需求，优化进度和程序，充分利用闲置

能力。至今为止，大多数在 A 部件以及 B 部
件上努力实现最优化。现在 C 部件的最优化

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C 部件管理带来了一个至今没有应用的提

高效益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关注您的特别需

要，我们研发了一项专业的，为您定制的 C
部件管理。

优点：

• 工艺过程成本降低至 50%
• 分析比较产品校订

• 通过缩小仓储面积降低成本

• 常设的可供货性以及按需求送货

• 后勤供应过程优化以及个性解决方案

• 不变的高品质以及品管协议

C 部件

20%

80%

A 部件和 B 部件

20%

80%

降低降低

C 部件比如螺栓，螺母以及一些紧固件，尽

管它们只是小的组件，却是生产过程中必不

可少的。尽管它占的整个产品成本很少，但

是这样的成本-利润关系依然有很大的改进

空间。

精巧的 C 部件管理帮助降低 C 部件制造的

成本：与莱德勒合作，您将毫不费力地降低

20% 至 50% 的过程中的费用。

经过分析您的 C 部件需求，常常可以避免相

似的零件或者是昂贵的定制方案，而用标准

件或者是通用件替代。

很多时候，通过对您的仓储及生产流程的检

视也可发掘优化及降低成本的潜力。

制造成本 

采购总额，由产品价格引起。

 
过程费用，由以下因素引起：

库存调查及控制

询价

商议价格

订货

盘点存货

延迟送货的费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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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灵活性

作为您的战略伙伴，莱德勒不仅确保您对于

C 部件的全部要求。根据您的希望，我们也

接受手工和事后的工作，来减轻您和您员工

的负担。经常，如此一来，以往消耗在次要

过程中的精力便可得到释放，转换成用于实

现利益最大化或者实现新理念的创造力和

生产力。

我们更多地经营不锈钢材质的紧固件：由钢

铁，特殊材料，有色金属或者是人造材料做

成的组件当然只是 C 部件供应中的一部分，

固有品种外的产品也是，比如电组件或者用

来拧紧的工具。

我们为您：

• 寻找合适的货源

• 订购/采购

• 再加工

• 储存

• 准备

• 运送

• 管理仓库

• 检控并保证质量

• 重要客户照管

• 日常的系统维护以及过程优化

利用新科技

在信息飞速更新、高效的时代，只有那些敢

于接受新事物、灵活应对发展变化的人，才

能存活下来。若顾客和供货商之间的沟通能

通过信件、电话、电传、传真和电子邮件等

多种方式进行，互为补充，那贸易信息及合

作过程中的交流就不会受阻。

• 电子商务及电子数据交换

• 网上商店及电子市场

• 电子采购及基于网络的订购

• BMEcat, XML, eCl@ss 及 proficl@ss
 货物跟踪系统

这些对于莱德勒来说都不是什么时髦的词

汇，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无数顾客，从

小型的商行到大型的国际集团，都对与莱德

勒进行的电子数据交换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表示赞赏。

在此，莱德勒大到能在 cc-hubwoo 等中立的

电子市场上，或者 click2procure 之类的企业

专属电子商务平台上，承接一些要求高、规

模大的订单。

同时，莱德勒也足够小，小到能灵活高效应

对市场变化、满足客户需求。

通过 BMEcat 之类的软件公布产品信息和价

格信息如今显然已经变得跟通过电子数据

交换系统进入客户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或

是使用 xls, csv 等文档类型管理价格一样平

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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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顾客零距离

悉心维护业务关系是莱德勒走向成功的秘诀。莱德
勒声 明，公司的目标是，今后要继续在本行业中
保持领先地 位。而您的满意程度是我们自我衡量
的标准。因此，莱 德勒时刻以满足您的愿望和要
求为宗旨，放眼未来，悉 心开展合作对话：从始
至终着眼于保持长期合作关系， 建立相互信任，
致力于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满足您的需

勾绘宏伟蓝图

莱德勒时刻准备为满足顾客需求作调整的决心，不
仅反 映在莱德勒有限责任公司（Lederer GmbH）的
发展过程 中，也在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得到
了体现：

这家 1970 年有莱纳•莱德勒和汉斯•利平斯基在乌
珀塔 尔建立的、仅有四名员工的公司（当时叫“
莱德勒&利 平斯基），开始涉足仍非常年轻的不锈
钢紧固件市场，并 不断地发展壮大。仅仅五年以
后，公司就不得不进行扩建，带着 16 人的员工组
迁到了恩内佩塔。

又过了13 年，公司再次扩大规模。同年，30 名员
工就 搬入新建的集管理部门和仓库于一体的综合
大楼。1995 年扩建仓库以后，公司又于 2007 年对
仓库进行了重建， 并将现代化的高层货架仓库投
入使用，使仓库容量翻了 将近一倍。如今，70 多
名员工满怀热情地在那里工作。

除了人员和空间上的增长，莱德勒的产品和服务
也在不 断地发展：1995 年就已获得了DIN EN ISO 
9001（之前 的 9002）质量认证，1996 年即引入了

求。
从现在起，莱德勒这个名字代表的是将近 40 年
的经验和 持续发展。公司的发展壮大正是以顾客
为中心的企业理 念的最佳体现。我们的努力不是
以产品或服务，而是以 作为我们顾客的您为核心
的：只有您满意了，我们才满 意！

C 部件管理，不 断地根据标准、原材料和产品细
节的变化进行调整，引 入环境管理体系 DIN EN ISO 
14001... 这些仅是公司发 展历程中的几个关键词而
已。

今天，莱德勒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核心领
域： 
1. C 部件管理及物流体系（包括非标准产品） 
2. 面向商贸和工业领域的传统的连接件销售（锈  
 钢 标准件、通用件和图纸定制件，钢产品和特 
 殊材料） 
3. 与连接件相关的业务（再加工、上涂层、类、  
 包 装）

已有 6000 多位顾客对莱德勒表示满意，决定保持
长期的 业务往来。他们大都与莱德勒建立了相互
信任的合作伙 伴关系。这是对我们的肯定，证明
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 确的并应继续走下去；也是
给顾客的担保，确保他们能 有一个富有责任心、
有能力而又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我们竭尽所能

在我们这里，您能获得所需的一切，但也可能 
一无所获。

您能得到的，是有关于连接件以及与其相关的业务
的一 
切。 
因为这是我们能力所及的领域。

但如果您需要的是建造技术以外的东西，那么您将
一无 所获。在这方面，我们作为非专业人士，绝
不会自欺欺 人，因为提供特殊的组件是其他专家
的任务。 
而这是您自己能解决的。

我们雷厉风行

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能提高办事效率，确保沟
通快速 顺畅进行，并缩短应对时间。莱德勒充分
考虑到这种趋 势，为顾客以及对公司产品感兴趣
的咨询者提供全方位 的沟通途径，随时为顾客效
劳。

 
莱德勒的轨道技术连接件专家们也可直接为您服
务，与 您探讨技术问题，为您答疑解惑。如果您
想获取更多信 息，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者对我
们的产品感兴趣，请 与我们联系：

彼得•亨克 
电话: +49(0)2333/8309-34  |  传真 -17 
phenke@lederer-online.com

苏珊娜•罗德 
电话: +49(0)2333/8309-95  | 传真 -17 
srohde@lederer-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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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件和通用件 

DIN, ISO 及 L 

不锈钢，钢和非铁金属 

特殊部件和特殊材料 

C 部件管理

莱德勒有限责任公司 (Lederer GmbH) 
德国 (Germany), 恩内佩塔 (Ennepetal) 
卡茨巴赫街 4 号 (Katzbachstraße 4) 
邮编: 58256 
电话: +49(0)2333/8309-0  | 传真-50
www.lederer-online.com

莱 德 勒
高品质紧固件



“这份订单肯定了我们对于企业发展的决策，即始终要以 
取得本行业中生产、产品质量及服务水准等方面的领导地 
位为目标。”企业负责人福尔克•莱德勒博士高兴地说道， 
“如果这一理念已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中国市场，那么说 
明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希望有一天，莱德勒的螺栓对于 
中国人来说能像大米一样普通而又不可或缺。” 
 

 

 

 
L E D E R E R 

Q  u  a  l  i  t  ä  t     v  e  r  b  i  n  d  e  t 
 
V e r b i n d u n g s e l e m e n t e  
f a s t e n e r s  

企业负责人福尔克•莱德勒博士（左）和大客户负责人彼得 
•亨克成功签订合同后 

85 列采用来自恩内佩塔的连接件的高度现代化火车未来 
将在中国穿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