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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Kidde

举足轻重的行业影响力
Kidde®品牌由烟雾探测及灭火的先驱——Walter Kidde创建。在“让世界更加安全”的理念
推动下，1918年Kidde公司研发并生产出了公司第一套用于船舶的集成式烟雾探测及二氧化
碳灭火系统，一举奠定了Kidde这一百年来的行业影响力。

便捷安全完整的解决方案
我们一直致力于用技术保护生命，让世界更加安全。如今，Kidde的产品已遍布全球，我们
的烟雾和一氧化碳探测器避免人们受到火灾危害；我们的灭火器帮助人们及时阻止火势蔓
延；我们的逃生梯及其他安全配件使业主更加安心生活；我们的解决方案为不计其数的工
程提供了便捷与安全可靠的选择。

义不容辞的承担社会责任
作为消防行业的先驱，我们不仅提供安全可靠的设备和技术，同时也负有义不容辞的社会
责任。通过与建筑商及经销商的合作，Kidde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致力于创造更安全的
世界。Kidde每年向美国消防部门和非盈利机构捐赠一定数量的烟雾及一氧化碳报警器以
及灭火器来回馈社会。

分享消防安全技能和资源
知识是保护人们生命安全最有价值的工具，因此我们乐于分享各种消防安全技能和资源。比
如，我们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消防逃生课堂向人们传播消防安全知识，向客户传播当前最新
的消防法律法规，以及发放一些小贴士，告诉大家如何使家庭和企业更加安全。

我们致力于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免受火灾的危害，并为此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
我们拥有优良的创新传统，并指引我们的业务发展。

关于Kid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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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3月7日Walter Kidde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霍博肯。

1897年毕业于斯蒂文斯理工学院。

1900年成立工作室，名为Walter Kidde。

1917年成立Walter Kidde公司。

1918年生产出公司第一套应用于船舶的集成式烟雾探测及二氧化碳灭火系统。

1924年生产出公司第一套便携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1925年安装了公司第一套内置式工业用灭火系统。

1943年Walter Kidde先生在家中去世。

Walter Kidde的纪念碑矗立在帕塞伊克河的河岸上，面对Walter Kidde工厂 ，以示纪念。

Walter Kidde

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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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Kidde
1918 年，Kidde 公司生产的公司第一个集成式烟雾探测器
和二氧化碳灭火器在船舶上开始使用。自此 Walter Kidde 
成为了行业内致力于推动“让世界更加安全”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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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初

Walter Kidde于3月7日出生

于美国新泽西州的霍博肯

生 产了公司第一 套应 用于 船

舶的集成式烟雾探测及二氧

化碳灭火系统

生 产了公司第一套 便 携式 二

氧化碳灭火器

Walter Kidde公司与美国海

军共同设 计了一 套用于应 对

飞机发动机失火的系统

在 接下来的近 5 0 年时间里，

Walter Kidde公司先后经历

了一系列的品牌运作及并购整

合活动，公司规模不断发展壮

大，但其“让世界更加安全”的

初心始终未变

Kidde扩大行业影响力

Kidde九十周年庆典

Walter Kidde诞辰140周年，

K i d d e 公 司 成 立 1 0 0 周 年 。

同 年 K i d d e 产 品 线 引 入 海 湾

（GST），作为美国联合技术公

司(UTC) ACE金牌工厂，海湾具

有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卓越

的产品交付能力与客户满意度

Walter Kidde公司成立，开始

使用二氧化碳扑灭大型火灾，

尤其应用于船舶火灾

开始使用LUX灭火技术，一种

安装在船舶上的二氧化碳系

统

安装了公司第一 套内置式 工

业用灭火系统

Walter Kidde公司生产的自

动充气救生筏和漂浮背心，特

别为舰 艇 、坦 克 和飞 机设 计

的灭火器，以及为飞机发动机

设 计的灭 火系 统，收 放 起 落

架和弹舱门的压缩二氧化碳

系统和为B-17和B-29轰炸机

机组人员提供压缩氧气的系

统 等众多装备为盟军部队在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做出了重

要贡献

增加一氧化碳 报警器和烟雾

报警器业务

美国联合技术（UTC）消防与

安防事业部收购Kidde，并整

合了Chubb业务

Kidde发布十年无 忧烟雾 报

警器产品

Kidde 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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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de 与 UTC

传奇的继续

传奇的继续
如今， Walter Kidde 的开拓精神依旧在公司不断承传。
我们继续引领行业，解决新的挑战，创造新的技术，呵
护生命安全。

Kidde 与 G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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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de 隶属于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UTC Climate, Controls & Security），是公司核心的消防业务

板块之一。Kidde® 与 UTC 旗下的 EdwardsTM、Chubb®、GST®、Marioff ®、SENJE®、Lenel®、Interlogix® 及
OnityTM 等国内外知名消防安防品牌一道，延续创新历史，让世界更加安全。

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简称 UTC）是一家具有丰富创新发明史的全球性企业，总部位于美国
康涅狄格州的法明顿市。旗下包括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奥的斯电梯、普惠发动机及联合技术航空系统，
为世界各地的航空航天工业和建筑内部系统等领域提供广泛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

为响应UTC全 球资源 整合产品本土化战 略，海湾 将

Kidde®这个全球知名的消防品牌引入中国市场，进一
步深耕中国市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市场。Kidde®利
用自身的品牌优势，结合先进的产品设计理念和严谨
的质量管控体系，再加上海湾公司特有的渠道优势和
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新的H系列高端自动报警系列产
品，将有效弥补国际品牌服务网络不足的缺点，为国内
客户提供更完善、更有效和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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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核心价值决定了我们是谁，
并指导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在Kidde，我们为保护人们生命财产免受火灾的危害而不懈努力。100年来，作为消
防行业的先驱，我们始终不辱使命，来自酒店、商业、企业、交通、消防等领域及数
百万家庭的积极反馈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的文化植根于联合技术环境、控制与安防的核心价值，这些核心价值是我们
业务发展的支柱，它们决定了我们是谁，并指导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质量体系
 质量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共同标准
 我们致力于提供卓越服务并通过ACE运营系 

 统获取竞争优势

业绩表现
 我们的客户拥有自己的选择权
 我们力争保持持续增长，以不断扩大我们的行业影响力
 我们将努力达到全球一流的财务业绩
 我们不断提高我们的资产、资源及一切工作的效率

企业责任
 成功的企业改善人类生存条件
 我们处事正直，保持高的道德标准
 我们对环境负责，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我们关心员工和客户的健康和安全
 我们积极支持社区活动 

持续创新
 我们是一家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不断致力于新产品和 

 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我们的创新传统激励着我们不断去发掘下一个可能极具   

      创意和能量且对市场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创新思想
 我们不断投资于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的智能系统的开发

客户关怀
 我们聆听客户的心声，并努力满足客户需求
 我们努力使客户与我们的业务交往变得简单
 我们致力于达成卓越的客户满意度

员工发展
 我们倾听员工的心声并彼此尊重
 我们致力于员工发展和管理提升
 我们支持并追求终生学习，以此增长知识，提高能力
 我们珍视个人和文化的多样性，公开寻求并分享任何想法

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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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先进 双项认证
先进的设计理念，采用32位嵌入式技术，既保障系统的流畅运行，   
又兼顾系统的扩展性。基于UL标准设计，并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优
化，UL和/或CCC认证。

稳定可靠  节能环保
UTC的ACE金牌工厂全程质量管控，确保每一款产品的高品质。产品
均采用低功耗设计，控制器备电待机长达24小时。核心产品均符合
RoHS无铅标准。

接线简单  配置灵活
接线简便，模块类产品采用2线制，无需单独电源。控制器结构模块
化，板卡支持热插拔，可根据需求轻松扩充系统，更加简单易用。

调试方便  维护轻松
创新的现场设备快速连接编码，节约工程调试时间；控制器触屏
操作，图形化界面，支持离线软件编程及USB数据下载，调试维护
便利。

功能多样  品类齐全
产品类型齐全，探测器可配接声底座及远程光指示器，可满足多种类
型工程需求。

Kidde H 系列产品，其名称源自于对创
始人Walter Kidde先生的纪念和该系列
产品卓越的性能特点的结合。一百多年
来，Walter Kidde 的创新精神仍在延
续，作为消防行业有影响力的全球品
牌，Kidde H 系列火灾自动报警产品以
其卓越的科研技术，安全可靠的产品和
优质稳定的质量，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中
国客户所信赖，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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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系列 GS8000 系统产品

控制器

火灾显示盘

JB-TBZ-GS8000
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JB-TGZ-GS8000
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JB-TTZ-GS8000
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

GS-ZF-8000
火灾显示盘

图形显示装置气体灭火控制器

GS8060B
消防控制室图形显示装置

GS-KD-QKP1
气体灭火控制器

现场模块

GS-MOD8041
输入/输出模块

  GS-MOD8031  
隔离器

  GS-MOD802
   扬声器监视模块

GS-MOD8043
输入模块

JTW-ZDM-GS8020 
点型感温火灾探测器点型复合式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

JTF-GOM-GS8030 JTY-GDM-GS8010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JTY-GDM-GS6010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JTY-GDM-GS8010S
点型光电感烟火灾探测器

探测器

警报器报警按钮

J-SAP-M-GS8030
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J-SAP-M-GS8030X
消火栓按钮

GS-DL
火灾光警报器

GS-8102B
火灾声光警报器

传奇的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