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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售后市场

Work smarter.
源自德国，品质相伴



我们坚守初心，不断追求完美，以无比热情追求更先进、

更高效的发动机技术。半个多世纪以来，汉格斯特始终是

汽车生产商的创新研发合作伙伴，是汽车售后市场的可

靠供应商。

我们提供创新的过滤解决方案。从新技术研发、功能集成

到批量生产，我们的企业是质量安全和优异运营的代名

词。

汉格斯特所做的不仅仅是生产和供应产品，即使是最挑

剔的客户，我们也可提供满足任何条件的顶级性能产品。

作为家族企业，我们还能为您提供灵活、可靠、个性化的

一流服务。

简而言之：与我们合作是您的 明智之选！

Work smarter.
真正的业务合作伙伴

家族企业 | 售后市场专家 | 60多年主机配套历史  | 批量生产，质量一流 |  
服务灵活 | 全球业务

Hengst  Work smarter | 强大的主机配套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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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格斯特优势 
强大的主机配套实力



滤清业的领军者
从过滤纤维到滤
清器

精挑细选的滤清器滤材
为最佳匹配每一款车型，令每一个滤清器都达到最

佳效能。我们精心挑选高品质原材料，以确保生产

出高品质滤清器。我们的投入会为您带来丰厚回

报：汉格斯特滤清器性能优越，稳定耐用。

数十年滤清器研发经验 | 精挑细选滤
清器滤材 | 完美设计以达最佳效能 |  
主机配套工艺生产

Hengst  Work smarter | 专业滤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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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清器创新设计
凹槽、突起压纹、皱褶稳定性、特定的过滤面、特殊规

格的内罩、多层滤清器——针对每种应用需要，我们都

专门设计并研发出合适的滤清器，可实现最佳的过滤性

能、更长的使用寿命和最小的压力损失。

现代化生产
在汉格斯特，从过滤介质加工、单个部件制造到最终组

装，每一个滤清器的生产过程严格遵从汉格斯特标准

生产，并满足最高品质要求。。



世上万物，皆独一无二！选择汉格斯特品牌滤清器产品，

就意味着选择了具备独一无二口碑的放心产品。

作为主机配套商，以及诸多汽车和发动机制造商的研发

伙伴，汉格斯特总是能提供最好的创意，并将其转变为最

高品质的现实产品。基于对滤清系统产品和材料的理解，

我们总是一次次地树立售后行业标准。

对您而言，这意味着：我们可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型号的

乘用车、商用车、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和船舶提供主机

配套等级的高性能滤清解决方案，并提供相应的高品质

产品。

从经典的滤清器产品，到满足严苛应用条件的特殊产品，

您总能在汉格斯特找到高品质产品和解决方案。这将给

您和您的客户带来巨大收益。

顶级品质
为您和您的客户带
来巨大收益
世界领先汽车和发动机制造商合作伙伴 | 独一无二的原创设计 | 一流产品
开发能力 | 一流品质，深入细节

Hengst  Work smarter | 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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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高标准生产的滤清器产品



更为重要的是
购买汉格斯特滤
清器的五大理由

创新滤清解决方案 | 超过2,500种滤清
器应用 | 专属客户服务代表 | 高效物流
服务 | 伙伴式合作关系

1. 原厂品质
好滤不贵，物超所值。

2. 应用全面
超过2,500种原厂品质滤清器应用。

Hengst  Work smarter | 五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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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业务伙伴
长久合作，持续发展，杜绝过度销售。

3. 个性服务
专属客户服务代表，快速响应，快速处理。

4. 物流保障
可靠物流服务体系，货物快速到达。



我们范围广泛、不断扩展的产品阵容涵盖了所有常见的

乘用车、商用车、农用和建筑机械的发动机型号上使用的 

过滤器。

超过2,500种滤清器产品是最好的证明：汉格斯特是全

球领先的滤清器专家，我们拥有强大的滤清器产品阵容，

可随时为您提供最佳滤清器解决方案。

令人满意的应用覆盖率
超过2,500种滤清器

原厂品质滤清器应用 | 机油滤清器 | 燃油滤清器 | 空气滤清器 | 空调滤清
器 | 特殊应用 | 面向乘用车、商用车、农用和建筑机械、船舶业等其它应
用领域

Hengst  Work smarter | 产品应用

农用机械

船舶业工程机械

商用车乘用车

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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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求的客户
让我们共同满足客户需求



保证发动机顺畅呼吸：汉格斯特空气滤清器保护发动机

及其电气系统能有效吸入清洁空气，保护其正常工作并

免受损坏。

无论是汽油还是柴油发动机，空气滤清器都是最重要的

滤清器之一。通常情况，一台商用车发动机每小时需要吸

入2,400立方米的空气，其中颗粒物含量可达50毫克每

立方米。

汉格斯特高品质空气滤清器彻底滤除进气中的微粒物，

保护发动机安全，确保发动机可靠工作。同时，洁净的空

气可与燃油有效混合，充分燃烧，降低车辆运营成本。

可靠保护
空气和空调滤清器

汉格斯特空气滤清器带给您的好处是：
更长使用寿命 | 百分百防漏 | 阻燃滤材设计 | 防浸水塌溃设计 | 最佳过
滤稳定性

Hengst  Work smarter | 空气和空调滤清器



我们要呼吸洁净的空气，它不含尾气、灰尘、花粉……：

汉格斯特空调滤清器确保车内空气卫生、健康，令驾驶

员注意力集中，保障行车安全。

定期更换空调滤清器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空调

系统可靠、持久工作。即便按照最低要求，每年都必须更

换一次空调滤清器。对使用频繁的车辆，通常驾驶员会

每年更换两次。更换空调滤清器，不仅能令您享受洁净的

空气，更能降低空调风扇工作负荷，延长其使用寿命。

汉格斯特空调滤清器几乎可百分之一百滤除空气中的花

粉、灰尘、其他致敏物质和其他异味，如车辆尾气。它可

确保车厢内部空气健康，令驾驶员保持头脑清醒，更好地

集中精力，安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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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格斯特空调滤清器带给您的好处是：
保证乘客呼吸到洁净空气，确保健康 | 可靠，持续提供洁净空气 | 防止水
气在车厢内部凝结，避免雾气妨碍视线，保障安全 | 防止异味 | 安装快速
简便



性能更强，磨损更小：汉格斯特机油滤清器产品坚固、寿

命长、便于维修，可高效滤除机油回路中的杂质。

现代内燃机的动力越来越强，确保发动机始终处于最佳

润滑状态至关重要！为满足此要求，每一分钟，都有数百

升润滑油在机油泵推动下在油路中高速流动，以润滑运

动零部件摩擦，减少其摩擦并避免过早磨损。这些零部件

包括高价值的活塞、连杆轴承等。

保证发动机最佳润滑，除了按照原厂要求的标号选择优

质机油外，机油滤清器也同样重要！即便是最苛刻的工作

状态下，汉格斯特Energetic®滤清器都能满足润滑系统

对过滤效率、最大流量和滤清器工作寿命的要求。同时，

对车辆服务而言，汉格斯特滤清器还具备另一个无可比

拟的优势：以更加方便、快速、清洁地方式更换。只需几

个动作，就可以完成滤芯式滤清器的更换，不仅方便，更

能最大限度减少废品，保护环境。

强劲动力
机油滤清器

汉格斯特机油滤清器带给您的好处是：
高去污能力 | 耐高温、高压 | 可靠工作 | 尺寸精确，安装简便 | 耐脉冲振动

Hengst  Work smarter | 机油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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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修理厂油污沾染，更加整洁
您的最佳选择



没有清洁的燃油，发动机就无法工作：汉格斯特燃油滤

清器保障发动机安全运转，保护燃油喷射系统免受侵

蚀。

即便面对燃油中包含最微小和微量的杂质，现代汽油和

柴油发动机的喷射系统都非常敏感。研究表明，燃油中

实际的杂质含量，往往都明显超出国际标准要求。

如果不按原厂要求定期更换燃油滤清器，可能会导致燃

油喷射系统堵塞，甚至危及行车安全。汉格斯特燃油滤清

器不仅提供顶级过滤能力，并可更长时间可靠工作。

防护升级，显而易见
燃油滤清器和特殊滤清器

汉格斯特燃油滤清器带给您的好处是：
峰值压力高达15巴 | 极高清洁度 | 极高质量的滤材 | 更长更换周期 | 保护
发动机和喷油器 | 适用于侵蚀性燃油

Hengst  Work smarter | 燃油滤清器和特殊滤清器



一站式服务：除常见的过滤产品外，汉格斯特还提供大

量的车辆服务产品，这些产品无一例外地符合汉格斯特

高品质要求。

除选择已有的大量产品外，汉格斯特还提供定制化服务，

可如您所需提供解决方案及产品。

离心式机油滤清器：常用于商用车、工程机械和农用机

械过滤。工作方式是，在主滤清器旁，设置并行的油路，

离心式机油滤清器同时对机油进行过滤。

 

油雾分离器：油雾分离器用于分离曲轴箱空气中的油雾

和其他杂质，达到过滤空气的目的。

冷却液滤清器：冷却液滤清器用于保护发动机冷却系

统。

制动空气干燥罐：以特殊干燥颗粒去除压缩空气中的湿

气。

我们还提供变速箱机油滤清器、手动输送泵、尿素滤清

器、液压油滤清器、螺旋盖、服务配件、网式滤清器和其

他滤清器等众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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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格斯特特殊滤清器带给您的好处是：
针对特殊应用设计，应用覆盖更广 | 针对耐久性进行优化，在保证可靠工
作前提下，具有更长使用寿命 | 延长系统使用寿命，保障安全运行 | 可采
用特殊分离装置或者预过滤方案，提升安全保护效能



别人在推销产品，而汉格斯特提供产品和服务解决方案：

这一服务能力的实现，基于汉格斯特坚持对客户提供的

个性化服务，包括紧密联系、定制方案、相互信任。我们

贴近市场，了解市场，并成为售后专家。

比邻服务对汉格斯特而言，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的

日常工作。每一位汉格斯特员工，都在全力以赴，快速、

出色地满足全球每一个客户的需求。

除高品质汉格斯特滤清器产品外，在专属客户服务代表

的紧密支持下，您还可享受到高品质的客户服务，包括：

客户关怀，物流服务，业务咨询……

汉格斯特是您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在个性化高效服务支持下，可令您及时获得最新、最全

的市场信息、汉格斯特产品信息，把握商机，实现业务增

长。

汉格斯特慎重选择合作伙伴，意味着一旦合作，我们需要

携手拓展业务，提高市场竞争力并赢得市场份额。我们采

用有效的销售管理模式，避免过度分销，保证合作伙伴利

益。

个性化服务
强大的物流能力

完美服务方案 | 全球客户，比邻服务 | 专属客户服务代表 | 高效物流 |  
市场营销支持 | 区域化销售管理 | 共同成功

Hengst  Work smarter | 服务与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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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合作关系无所不在



销售 研发 生产

Camden, USA

Novi, USA

São Paulo, BR

Joinville, BR

Gostyń, PL

Gogolin, PL

Berlin, DE

Nordwalde, DE

Münster, DE

经营车辆和发动机滤清器业务的场所：

Hengst  Work smarter | 遍布全球



Singapore, SG

Kunshan, CN

New Delhi, IN

Dubai, UAE

Gostyń, PL

Gogolin, PL

欢迎来到滤清器的世界
无论在世界各地，我们都在为您服务

21.



无论在世界各地，汉格斯特，都代表着充满热情的员工、

精简高效的机构、创新科技和出色的运营。这一切，为国

际知名车辆生产商、发动机制造商和工业及消费品领域

客户广泛认可，并选择汉格斯特做为研发伙伴和主机配套

生产商。

在德国、巴西、中国、丹麦、印度、波兰、新加坡、阿联酋

和美国，汉格斯特都已经成立公司，设立机构，构建成遍

布全球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作为可靠的合作

伙伴，我们为生产商和客户提供全球化服务。

我们贴近市场、贴近客户，能在最短时间、在最近的地

点、以最佳方式快速反应、以最佳方案，提供最优质服

务。我们遵循本地化发展原则，能根据当地客户要求，

提供包括环保、技术、生产、物流和服务方案。

汉格斯特所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都采用全球统一质量

标准，令我们的客户都能享受到到相同的高品质产品和

服务。

近在身边
尽享汉格斯特专业知识和丰
富经验
创建于1958年 | 第3代家族企业 | 全球9个国家16个经营场所 | 3000名
员工 | 4亿欧元销售额 | 用于乘用车、商用车和非道路应用领域的流体管理
和曲轴箱通风系统

Hengst  Work smarter | 遍布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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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格斯特滤清器
出色性能，值得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