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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牌公司简介七牌公司简介七牌公司简介七牌公司简介  
 零配件市场-喷油嘴偶件生产-意大利制造  

 
 

四十五年前，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意大利七牌股份有限公司诞生于位于意大利北

部布雷西亚省的罗瓦多市。公司生产制造并销售柴油喷射系统的发动机配件, 产品

远销世界上九十多个国家并所有大洲。作为原装油嘴偶件的替代产品，我们的品牌

七牌拥有超过两千五百多个品种的喷油嘴偶件，年产量可达七十万副。我们唯一的

生产厂址和办公室位于意大利，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自2011年起，七牌公司通

过 ISO9001/ UNI EN ISO 9001:2015质量体系认证，并且是 AIB 成员。(布雷西亚

工业协会)。来更多地了解我们吧，让我们用多年的经验和不断更新的技术，为您

提供更好的帮助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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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油嘴偶件是柴油喷射系统内部配件

最精密的部分，其运用范围包括了车

用和船用，农机，工业机械和各种机

车。除了生产制造车用及船用喷油嘴

，我公司还销售柴油喷射系统的各类

零配件如柱塞，出油阀，电控系统配

件( 预热塞，电磁阀，热启动器和压

力控制阀)，以及各种垫圈和喷油器喷

油泵修理包。自2015年起，我们也并肩于 RDI 修理厂(Reman Diesel Italia)成立了

修理部，审核并修理最新代适用于意大利国内及国际市场的喷油器和喷油泵。这项

工作使我们得以更好地提高产品的性能及质量，切实地加强了技术办公室研发工作

的力度。 

    

 

我公司喷油嘴全部在本土完成生产并能完美替换原厂油嘴，产品线由以下产品组成: 

车用油嘴除传统机械式品种外，我们更生产共轨系统油嘴以及压电陶瓷油嘴,UIS

系统(Unit Injector System 泵喷嘴系统), UPS 系统(Unit Pump System 电控单体泵

系统)， EUI 系统(Electronic Unit Injector 电子喷射单元).EUI 系统的两个分支分别

为 EUP 系统 (Electronic Unit Pump 电控单体泵)和 HEUI 系统(Hydraulic Unit 

Injector 中压共轨系统)。 

 

 

 

 

现实概述现实概述现实概述现实概述    

    生产制造生产制造生产制造生产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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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喷油嘴偶件 (船用，非移动机车用，采矿车用，火车机车牵引用，大型地面挖

掘机用等)，其中包括了冷却和非冷两种，根据需要，可适用于多种热处理工艺 (渗

碳钢或是氮化钢,以及必要时的镀铬，铜，钼等工艺)。我们的产品兼备从小型品种

DL…T/ DLF…T 到引导直径至16mm 大型类油嘴, 通用于使用柴油和重油的喷油

器，适用于欧洲和日本型号的发动机(曼恩MAN-B&W, 舒尔寿 Sulzer, KHR, Mack, 

皮尔斯蒂克Piestick,瓦锡兰 Wartstila, 洋马Yanmar,大发 Daihatsu) 

 

 
 

长期以来，通过自主创立的意大利本

土以及全球销售网，我们的产品走向

全世界，七牌的品牌也成为了信任，

品质和优服的同义词。我们的优势除

了体现在品种繁多的产品线和灵活的

服务外，还能满足每个客户的具体需

求。特别是数量种类都非常完备的库

存，更能保证我们的供货期不超过

60 个工作日。 

 

产品质量是重中之重。所以在生产流程中，我们对每一道工序都进行监控，并在生

产完成后对产品进行 100%的检测后验收。新生代的喷油嘴还会装在喷油器上进行

台架测试。我公司使用最新更新的设备仪器和工装，并不断投入人力物力已保证领

先的技术水准。 

 

 

 

强项优势强项优势强项优势强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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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投资也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产品的更新上。对于假冒我公司产品的行为，也在

付出努力，加强打击力度。在公司网站上，我们解释了如何鉴别原装七牌产品与假

冒产品的区别，以及相应的工具与手段。请记住，我们的注册商标在全世界受到保

护。 

 
 

 
 

我们的 www.sevendiesel.it网站信息量庞大，更新及时，甚至还有一个我公司客户

的私人登陆区域。在网站上，您可以看到我们将要参加的展会并预约会见，您可以

得到关于产品更新的最新消息以及供货情况。除此之外，您还可以随时下载最新版

的我公司目录，并可以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跟随我们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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