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和价值观

历史

企业价值观

SARRALLE是一家1965年在阿斯佩蒂亚（西班牙）创立的私营公司，业务范围涵盖钢铁工业以及车
间和仓储系统行业。

SARRALLE是一家综合性工业工程公司，目前拥有超过50年的国际项目经验，致力于在环境、能源
和钢铁领域为全球客户提供尖端的定制解决方案。

Sarralle是一家创新的工程、采购和建筑供应商公司，拥有400多名充满活力、高素质和多元文化
的员工，业务遍布全球7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独特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团队协作将帮助我们的
客户开辟迎接当今挑战的最佳途径。

Sarralle的主要企业价值是与我们的客户紧密合作，为他们提供最佳的定制解决方案。我们倾听他
们的需求和要求，选择适合他们目标的最佳技术解决方案，并且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从最初的设
计阶段到最后的员工培训，我们都会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工程，集团，国际，全包项目，技
术，创新，专门知识，灵活性，响应性和服务。这就是Sarralle。



工程与设计

SARRALLE凭借超过50年的丰富经验，为客户提供设计和工程服务，不断改进流程和产品，以及
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和服务。在不同行业服务超过50年，使我们能够提前了解您的需求，并通过
新的解决方案、流程改进和效率优化来推动市场发展。

SARRALLE为您提供覆盖从概念和详细设计到施工和启动工程等整个项目工程范围的全套服务：

• 布局研究

• 土木工程及结构

• 机械工程

• 管道工程

• 流程工程

• 现有设备的三维扫描

• 设备及装置的三维设计

解决方案与服务



电气与自动化

SARRALLE为所有技术控制系统以及完全自动化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例如：

• 子站

• 自动化配置

• 一级/二级应用的设计及测试 

• 使用多种硬件 (Siemens, Allen Bradley 等等)编程

• 使用任何所需语言的HMI页面定制服务

• 在线直接客户服务

• 设备现场调试

• 为所有解决方案提供专职培训

SARRALLE提供的自动化组件的精心选择和优化配置，使我们的客户获得以下优势：

• 减少所需硬件的数量。

• 基于HMI和更高级别控制系统的用户友好界面

• 高速故障排除和故障检测，维修方便，效率高，节能。

解决方案与服务



解决方案与服务

生产设施

安装调试

SARRALLE生产由我们的工程师在我们自己的车间设计的尖端设备。我们拥有一支由专业人员
组成的专职团队，以确保生产过程符合客户对我们设备的最高预期标准。我们坚信，生产过程的
良好控制是获得定制解决方案所需的必要灵活性，以及确保高质量标准和货物快速交付的最佳途
径。

Sarralle是一家全球化公司，在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生产车间，能够提供本地服务，在成本上保持
竞争力，并与客户紧密合作。我们专属的独立车间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灵活性和
质量。

SARRALLE为所有SARRALLE产品的安装、现场装配和调试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拥有从土建工程
到所有设备装置调试的专业知识和参考资料，确保您的工厂始终保持最佳运营状态。



全包解决方案

在钢铁行业拥有数十年的经验，SARRALLE旨在全程支持客户完成项目的每一个步骤：从报价开
始，直至技术、商业、安装和调试阶段。

我们的团队保证了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协助和管理品质，并且时刻关注与客户当前及未来的关系。

SARRALLE擅长管理您项目的各个方面，以及处理从工程、许可、采购到全面建设的所有事
务。SARRALLE将确保您的安装在预算之内按时完成。

我们为您提供下列服务：

• 规划

• 工程设计

• 项目管理

• 生产制造

• 建造

• 调试

• 监督服务

• 员工培训

• 售后服务

解决方案与服务



咨询服务

技术与创新

SARRALLE提供全面的服务，如：

• 关于质量和生产力提升的技术支持。

• 机械故障检查方面的技术咨询。

• 冶金援助 

• 监督及调试服务

• 维护管理支持

质量和生产力的要求，以及成本缩减和保持灵活性，是现代工业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有关流程、
设备误用或缺陷、人员培训、维护等的问题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设备故障或产品报废，进而造成成
本增加和竞争力丧失。

SARRALLE咨询服务是符合您要求的最佳解决方案：凭借长期的经验，我们可以为您提供覆盖您活
动各个方面的适当解决方案。

我们全面致力于创新和技术，未来几年我们的主要挑战是为客户提供面向未来的定制智能工厂，
即所有部件协调工作以改进成本和时间效率、优化流程和提高决策，确保制造出最高质量的产
品。

联网、智能、灵活、自动化，有利于健康、安全和环保，这就是Sarralle为您提供的新时代工业化
工厂。

备件

SARRALLE为您工厂的整个生命周期提供支持。提升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是我们的目标。这就是为
什么我们会为您的工厂需要的组件保留一个备用库存，以便我们可以把您需要的备件直接快速交
付给您。

解决方案与服务



升级和现代化

绿地项目

保养及维修

SARRALLE是您更新和升级工厂及设备的合作伙伴。我们通过对您的流程、设备和装置进行现代化
改造，帮助您保持或提升您在市场上的地位。我们的服务将有助于您提高生产力和产品质量，并
为您提供能够在投资最少的情况下使工厂的效率和利润最大化的定制解决方案。

Sarralle能够管理从工程和采购直至施工和全包供应等任何类型的项目。整合所有技术以优化项目
的成本和时间。

我们关注您的工厂和设备，以确保您的生产力。我们的服务专家将为您提供设备检查、持续状态
监测和紧急支持，在您的工厂生命周期内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解决方案与服务



工程世界

炼钢厂

轧钢厂 

加工线

环境与能源 

车间及仓储系统

电弧炉 ( EAF)

钢包精炼炉 ( LF )

真空技术 ( VD-VOD –VIC-RH)

排烟系统 ( 蓝天工厂 )

连铸机 ( CCM )

轧条/仿形铣削机

线材轧机

条钢/中型轧机

大型轧机

SBQ(特殊钢棒材)轧机

切割线 ( SLL )

定长剪切线 ( CTL )

辊轧成形 / 冲孔线

包装线

卷绕线

特种机械

转废为能

废物回收

水处理

智能存储系统。

橱柜（抽屉，托盘，防火）

工作台

货架

抽屉货车



SARRALLE AZPEITIA - 总部

B° Landeta, c/Orendaundi, N° 7
20730 Azpeitia (Gipuzkoa) – Spain
电话: +34 943 157088
传真: +34 943 157290
电邮: sarralle@sarralle.com

SARRALLE ITALY（意大利）

Via Galileo Galilei 12/C
33100 Udine - Italy
电话: +39 0432 1484 337
传真: +39 0432 1484 336
电邮: sarralleitalia@sarralle.com

SARRALLE ALGERIA（阿尔及利亚）

Siége Groupe Sider CHAIBA UV12
B. Nº4 Sidi Amar Annaba 23000 Algérie
电话: +213 (0) 38574522 / +213 (0) 38574523 /+213 (0) 38574532
电邮: info@smieengineering.com

SARRALLE INDIA（印度）

NH-6, P.O.- Mahishrekha, Mouza – Madhabpur, P.S.-
Uluberria, Dist.- Howrah, Pin 711303
电话: +91 033 2621 0820/31
传真: +91 033 2621 0829
电邮: sarralleindia@sarralle.com

SARRALLE UAE（阿联酋）

Unit No. 2209, Jumeirah Business Center 1
Plot No. G2, Jumeirah Lakes Towers
P.O.Box 117433 – Dubai – UAE
电话: +971 43615145
电邮: sarralledubai@sarralle.com

SARRALLE MEXICO（墨西哥）

Av.Milimex Nro.311 Parque Industrial
Milimex , Apodaca , Nuevo León 66637
电话: +52 (81)10900640 , +52(81)10900554
电邮: ventasmx@sarralle.com

SARRALLE USA（美国）

420 Rouser Road, Suite 304
Moon Township, Pittsburgh 15108 – USA
电话: +1 412 2642 000
传真: +1 412 2642 601
电邮: sarralleusa@sarralle.com

SARRALLE CHINA（中国）

中国江苏省常州市
富民路280号
电话: +34 674 94 78 95 

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