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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医疗流动性：创造客制化解决方案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ITD

ITD 以客户为导向
与客户共同开发新产品

员工 - 我们的中坚力量
ITD 背后的人和他们解决客户问题的方法

从巴伐利亚到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起源、价值观和全球各地的办事处

我们的标准产品
cart 和 port 系列概述

质量 - 我们立下的承诺
确保客户应用的安全

为您量身定做所需产品
模块化和客制化产品解决方案

与我们联系
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会对您的问题快速做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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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领先的医疗技术设备推车和支撑臂供应商之一, 我们拥有20多年的市场经验, 
成千上万满意的客户和许多已成功实施的项目. 

我们专注于进一步发展我们员工的专业和个人技能以及产品的模块化结构.  这种模块
化系统使我们和我们的客户能够使用标准和近标准组件轻松地组装特定产品. 

我们的口号“创造医疗流动性”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点, 并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创造医疗流动性:
创造客制化解决方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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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tin Potgieter
总经理

Alfons Brummer
销售主管

客户能够获得符合当前标准和指令的优质产品。在
医疗技术中，安全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可以始终向
客户保证这一点。产品配置也很灵活：我们可以协

助客户开发他们的理想设计。我们为每位客户提供适合
他们具体应用的定制解决方案。

QP: 当然是人：我们的客户和员工。快乐的员工意味
着快乐的客户。我们拥有可靠的员工，他们能够
运用他们的个人技能和专业知识为公司赢得非凡

的客户忠诚度。我们希望客户能享受与我们合作的乐
趣。我们员工的最佳服务和我们产品的最佳质量决定了
我们业务关系的长期融洽性。

AB: 

您认为 ITD 取得长期成功的基础
是什么？

对我们来说，创造医疗流动性是 ITD 未来在全球
医疗技术市场上的定位。一切都在以动态方式发
展：流程、技术、甚至知识。我们也希望继续成

为行业的标杆。我们面临的挑战将是继续保持创造性和
灵活性，并在世界各地执行以市场为导向的高产品和服
务标准。 

QP: 

Potgieter 先生，您对这个口号有
什么看法？

客户可以从 ITD 那里得到什么？

对我们来说，维护客户关系显然是最重要的。创
造医疗流动性意味着与客户密切合作。使创新电
子医疗设备的操作变得简单又无差错，这确实是

一项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工作。我们希望实现现代医疗技
术的流动性。我们乐于为客户和最终用户创造相关的
附加值。 

Brummer 先生，这个口号对您来
说意味着什么？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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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D Piktogramme 
COMMUNICATING / Kundenorientierung
Überarbeitung

 从报价阶段开始就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迅速项目管理

我们从一开始就起草产品解决方案的详细概述。 
为了提高视觉效果，我们会根据产品需求开发 CAD 模
型、渲染图和原型。

 一对一的建议

多年来，专属联系人拉近了我们与客户的距离。 开放式沟通和联合决策，使客户能够获得及时的产品解决
方案。
 

 支持

我们通过生产样品和提供技术文件，为全球客户提供 
DIN EN 60601-1 市场认证方面的支持。我们还愿意根据
要求参加各种测试程序，如倾翻稳定性、负载测试和耐
消毒性等。

我们的目标是让客户满意。为了贯彻我们创造医疗流动性的口号，我们为客户提供一系列全面的服
务来帮助他们实施项目。
 
我们会根据难易程度和需求，在整个过程中提供各种支持。

ITD 以客户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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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
我们的中坚力量

ITD 配备现代化的工作设施，在全球拥有 200 多名员工。

我们的员工在一个友好、专业和协作的工作氛围中感到非常快乐。他们有强烈的团队意
识，对工作充满热情，
可为客户提供合适的产品解决方案。我们的员工也可以在专业知识方面求助于我们的国
际同事，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

我们为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 ITD 团队而感到自豪！

代表医疗流动性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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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s Thude /电气测试
检查布线的安全性和隔离变压器的功能.

Andy Jackisch / 机械生产
进行客户特定的调整或在现场快速对单个零件进
行 CNS 铣削.

Stefan Danzer /销售外勤
经常出差, 善于倾听诉求, 拥有丰富的知识, 内勤工作
人员是他强大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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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a Nagl / 客户服务
在接受 ITD 的专业培训后，Nagl 女士现在为
我们的国际大客户提供支持。

Andreas Glanz / 生产总装
细心, 精确地组装设备推车, 同时不遗漏任何
细节.

Andreas Schumacher / 生产
组装产品的专家和完美主义者.

Martina Kiermaier 和  
Marcus Urban /  人力资源
我们的人力资源员工乐于解答同事的问题, 疑
虑或担忧.

Anna Gutmüller / 行政和接待
第一印象至关重要, 真诚和友好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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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chim Heininger / 运输 
有时必须先在地图上查找目的地. ITD 每年成
功向 50 多个国家/地区交付产品.  

Florian Grundwürmer / 组装团队负责人
作为团队负责人, 他解答同事的疑问并提供职业
培训.

Stefan Herzog /  仓库 
确保即使在 5 米高的地方，也有安全和整
洁的存储

Andreas Hager / 开发主管
这是在生产最终产品之前制定所有产品概念的
地方.

Heinrich Reiser / 包装
确保客户收到的货物完好无损。

员工 - 我们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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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伐利亚到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客户专属支持、高质量的产品、快速交货时间：我们的目标
是为患者和专业医务人员提供方便和安全。

我们的客户可以信赖真正的巴伐利亚品质和诚意。我们的大
部分供应商都在巴伐利亚州，他们提供给我们的高品质组件
和部件都会经过 ITD 精心加工。 

另一家生产工厂位于 Egglham. 工厂占地约 5,000 平方
米, 收货, 进货检验, 仓库, 装配, 包装, 运输物流, 生产规划
和调度都在这里发生. 

ITD GmbH
Amshamer Strasse 2 
84385 Egglham 
德国    

Tel.: +49 89 61 44 25-0 
Fax: +49 89 61 44 25-200 
sales@itd-cart.com

Egglham
ITD 的 Neubiberg 子公司位于慕尼黑以南的几公里外。
管理、开发、产品管理、市场营销、销售和行政部门都
设在这里。

ITD GmbH
Lilienthalstrasse 19
85579 Neubiberg
德国

Tel.: +49 89 61 44 25-0 
Fax: +49 89 61 44 25-200 
sales@itd-cart.com

Neubiberg / Munich 
ITD GmbH 的总部位于下巴伐利亚行政区的约翰尼斯基
兴. 总占地约 3900 平方米的生产, 总装, 仓储, 物流, 行政, 
采购和 EDP 部门确保了流程的顺利进行.

ITD GmbH
Sportplatzstrasse 3 
84381 Johanniskirchen 
德国

Tel.: +49 89 61 44 25-0
Fax: +49 89 61 44 25-200 
sales@itd-cart.com

约翰尼斯基兴 

全球化医疗流动性

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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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50 Yuan Ming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1108
China

Tel.: +86 21 64425704 
Fax: +86 21 64425704 
Mobil: +86 137 6430 8027 
d.guan@itd-cart.com

子公司 ITD 医疗技术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位于中国上海.
它为中国客户提供广泛而专业的支持.

ITD Medical Technology Products (Shanghai) Co., Ltd

ITD 在以下国家有认证的销售伙伴：

在德奥瑞地区，我们通过零售商网络与医院开展业务。 

法国
比荷卢
意大利
俄罗斯
日本

瑞典
芬兰
丹麦
挪威
西班牙

葡萄牙
乌克兰
捷克共和国
斯洛文尼亚
波兰

ITD 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服务，在各大洲践行品牌承诺。

我们面向美国客户的生产和销售部现已转移到我们的 Touch-
Point Healthcare 联合组织总部。ITD 和 TouchPoint Medical 
的这个共用新地址标志着我们公司辉煌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ITD Corporation
2200 TouchPoint Drive
Odessa, 33556 FL
USA

Tel.: +1 203 714 67-00 
 
salesusa@itd-cart.com

美国

中国

子公司 ITD Australia Pty Ltd 位于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塔拉马
林. 该办事处为整个澳大利亚的客户提供服务.

ITD Australia Pty Ltd 
Aviation Place 3 
3043 Tullamarine, Victoria, 
Australia

Tel.: +61 3 9330 50 50 
Fax: +61 3 9330 50 99 
Mobil: +61 418 38 95 79 
salesaustralia@itd-cart.com

澳大利亚

我们的国际销售伙伴 

从巴伐利亚到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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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f Schidlmeier / 质量保证 
它到底会不会倾倒？ 
最好进行全面的测试，我们不想发生意外。

承承承承承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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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以确保 I 类医疗产品中的移动和固定设备推车可以在日常工作
中安全地使用。
质量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绝不会牺牲品质。

我们为客户提供符合必要的安全和卫生标准的高质量产品。我们的生产过程也获得了 DIN 
ISO 13485:2016 标准认证，并进行定期审核。

质量 - 我们立下的承诺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我们的质量承诺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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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xio-cart

compact-cart pro-cart
classic-cart

uni-cart

推车 – 我们的设备推车

证明医疗流动性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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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轮机动性
人体工程学设计
系统组件与医疗设备和公司标识有
一致的颜色

设计符合人体工程学，使操作员使
用起来更加方便，工作更加轻松

电缆管理
电源线和数据线分开布线

在支撑柱内放入延长电缆

不同的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插座 

隔离变压器提供保护，可防止危险
的泄漏电流

模块化兼容性
模块化设计，适合个性化配置。

任意组合网格中
的组件和附件

根据新产品的要求进行快速改造和
加装。

质量保障
有效载荷高，稳定性好，方便安全
地使用医疗设备

高质量和耐用的接口，适合日常
使用

uni-cart

我们的设备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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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s – 我们的支撑臂 

flexion-port

mf-port

rm-port

lf-port

证明医疗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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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port
mf-port lf-port flexion-port

modul-port

模块化连接
在现有基础设施（例如标准流道或
杆）内快速、方便地安装，
ITD 简介和制造商特定标准

人体工程学设计
节省空间，在狭窄的工作环境中灵
活使用

简单直观的操作

通用设备支撑
适用于各种制造商的显示器和医疗
设备的 VESA 75/100
适配器、通用适配器和桌面支架

可根据要求提供定制适配器

质量
保障
高质量的材料确保了高有效载荷和
可靠性

牢固的接口，可供长期使用

室内灵活性 

flexion-port 高度可调
支撑臂，长度：300、400 和 600 mm
枢轴臂上的支撑臂，长度：
300+350 和 400+350 mm

rm-port
单枢轴臂，
长度：250 和 325 mm
枢轴臂上的支撑臂，
长度：250+250 和 325+325 mm

lf-port 高度可调
支撑臂，长度： 225 mm
枢轴臂上的支撑臂，
长度：225+250 和 225+325 mm

mf-port
刚性支撑臂，长度：206 mm
单枢轴臂，长度：348 mm
双枢轴臂，长度： 348 +348 mm
可根据要求提供不同的吊臂长度

我们的支持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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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rzyna Sawicz / 市场部
Sawicz 女士负责提出新的产品颜色和设计
建议，这也是客户想法得以实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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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D Piktogramme 
CUSTOMIZING / Modularität
Überarbeitung

寻找灵感 > > >

在选择所需的新产品时需要支持? ITD 
专家会亲自将客户对产品的想法转化为
专业的设计.  

ITD 很乐意根据要求与客户指定的设计师
一起工作. 
另外, 我们也可以提供我们的解决方案, 例
如创建 3D 模型和效果图, 客户可以将它们
与自己的想法进行比较. 

个人建议

测试阶段 生产 可靠交付

开发和设计 

原型

下一步是明确想法的必要要求. 我们的团队
将采用经济高效的方法和共同制定方案的
方式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ITD 会对新开发的产品执行符
合法规和标准的测试程序. 
这可确保并验证质量以及产品
安全性. 

我们组装, 包装成品并为其贴
标. 在设计包装和标签时, 我
们也会尽量满足每一个愿望, 
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我们很乐意组织最终产品的通
关和准时交付. 
货物由国际货运代理安全, 紧
凑地交付到您手中.

创建的原型使产品构思让人
摸得着, 看得见.  
除了外观方面, 还可以测试
和优化产品的功能和日常适
用性.  

客户可以向我们的产品开发人员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帮助您实现愿望. 在整个项目期间, 我们的团队
会尽力满足客户的要求. 从最初的构想到专业的设计, 再到生产和送货, 我们始终倾听客户的声音.  从
客户最初的想法，到专业的设计阶段，再到生产和发货，ITD 将一直为客户提供支持。

> > >

为您量身定做所需产品

理想的产品 - 量身定制

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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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D Piktogramme 
CONNECTIONG / Kontaktmöglichkeiten
Überarbeitung

 下载区

通过我们网站的下载功能，您可以轻松下载产品
和公司信息。

 客户对话

我们乐于解答客户的疑问。我们通过以下方式为
客户提供个人咨询
电子邮件、电话或面对面。 

 产品目录

我们目前的产品目录提供了有关我们移动和固定
产品系列的全面信息。 

 在线产品配置器

配置器可用于实时创建理想的移动或固定产品，
使您能够看到
最终结果。 

 产品搜索器

我们的网站可帮助您找到合适的显示器支撑臂解

决方案。

 全球网络

我们和我们的销售伙伴致力于满足世界各地客户
的所有需求。

 ITD 网站 

所有关于我们公司、产品的信息和最新的新闻
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

 新闻/时事通讯

我们的定期时事通讯主要提供有关新产品、活动
和当前产品开发的信息。

我们善于倾听诉求,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联系 ITD. 欢迎大家查询, 咨询问题和提出宝贵
的反馈.

我们愿意为客户提供这一附加服务。请与我们联系。

联系我们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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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D Medical Technology Products (Shanghai) Co., Ltd
No. 50 Yuan Ming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1108
China

Tel.: +86 21 64425704 
Fax: +86 21 64425704 
Mobil: +86 137 6430 8027 
d.guan@itd-c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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