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灾后复原 
的全球合作 
伙伴

助您的业务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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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倍尔复
倍尔复，作为全球灾害复原行业的领导者，发展至今，已拥有超过11,100
名员工，足迹遍布55个国家/地区并设立了450多个分支机构。在亚洲，拥
有210多名丰富经验员工的倍尔复，能为整个区域的灾害事件提供帮助与 
支持。

倍尔复每年在全球开展超过25万个灾后复原项目。而仅亚洲地区，每年寻
求倍尔复支援，需进行灾后查验的项目就超过了1500个。

我们对受火灾、爆炸、地震、台风、狂风、水浸、暴雨、渗水、化学品泄漏或环
境污染等灾害事件影响的财产进行评估及复原/重建工作。我们将专业知
识、丰富经验、工艺流程、特有化学药剂和工具相结合，对工业和商业的财产
提供复原服务。我们还能提供一站式重建服务。

当灾害发生后，倍尔复将立即实施减损措施，并提供多种复原方案供客户选
择，以帮助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运营。灾害随时随地会发生，特别是
在不经意间。只要您需要，倍尔复将时刻准备帮助您的业务重回正轨。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您需要，我们将全年无休的为您提供灾后复原
务，并助您早日恢复生产运营。

我们将全年无休的
为您提供灾后复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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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营业中断的专家

全球损害复原行业的领导者

450+ 全球450多家分支机构

11,100+ 11,100多名不同国籍的员工

90% 覆盖全球90%的被保险市场

250,000+ 每年参与超过250,000的复原项目

在55个国家/地区都设有分公司的实力雄厚的国际集团

全球机构及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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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尔复工作流程

意外灾害
发生

倍尔复进行
现场查勘

对可复原的设备提供除污和复原 

工作，对建筑物提供除污和（内部） 

改建工作

减损措施 

快速启动复

原工作

出具损坏评

估报告

为确保长期稳定，对特定的

机器进行返修，对建筑物提

供除污和（内部）改建工作

快速启动是一
个旨在让设施重新启动并运行的流程，从
而使生产能够迅速恢复。它涵盖了部分清
洗、预清洗、设备干燥、除锈、上油、设备
维修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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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发生后，最初 
24至48小时是至关重要的

当发生火灾事故时，您的业务就会陷入停顿状态。火灾发生
后的最初24至48小时被称为复原的 “黄金时间”。有效的应
急措施能够迅速稳定设施和设备，确保尽可能多的财产得到
复原。火灾期间各种材料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酸性烟灰和烟
尘损害，加速了建筑物部件和重要资产的恶化和腐蚀。更糟
的是，最常见的灭火方式是用干粉或清水灭火器。

火灾损坏的 
复原

减轻损失为何是重要的首要措施呢？

对设备和机械的损害不会随着灾害事件结束而停止。事实
上，大部分与火灾没有直接接触的设备、机械和建筑物内物
品的损坏都是在火灾后产生的。这是因为从烟尘接触到暴
露在外的金属表面那一瞬间，腐蚀就开始了。此外，由于暴露
在消防用水和高湿度的环境中，表面会滋生霉菌。此时，您
可以通过实施有效的减损措施来阻止霉菌生长和防止进一
步的腐蚀。这可能包括通过专业的设备稳定环境条件以控
制湿度，进行预清洗和使用防腐化学药剂以保护金属表面 

 
 
免受腐蚀。在评估下一步该如何操作时，减损措施有助于为
您争取时间。通过阻止恶化过程，您给自己留下了可选择的
空间；是选择更换设备，还是选择修理后过一年甚至更久的
时间才更换机器，亦或是为了满足客户要求和/或合同义务， 
迫于产能压力，与复原后的现有机器一起尽快恢复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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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灾损害的复原
水侵入建筑物可能会造成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性。久而久
之，过多的水分会导致室内环境出现问题。如果没有采取适
当的抽水、除污和干燥措施，许多长期影响可能会对建筑物
造成持久的结构破坏，并由于微生物的增长而造成许多健康
风险。

任何方式的进水都应该被认真对待，采取适当的水损复原是
复原工作的关键部分。这种干预措施应及时有效，关键是在
最初的24到48小时内采取行动，以最大程度减少水灾潜在的
短期和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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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 

火灾可能会导致机械和设备暴露于高温下，可能以气态形式
出现腐蚀性污染以及以烟灰形式出现导电性污染。

高温损坏的设备部件必须更换新的备件。没有明显热损伤的
受污染设备可能会暴露在烟灰和其他气体中。烟灰会腐蚀机
械和设备的金属表面，导致设备损坏。

倍尔复专家会使用多重清洁工艺流程，对设备进行拆解、除 
油、去除腐蚀，并对设备表面重新进行保护，防止生锈。上述
流程，都是通过使用倍尔复独有的化学药剂和专业技术，如
超声波清洗、高压清洗或由我们的专家人工清洗完成的。

水灾

进水可能会导致机械和设备暴露于腐蚀性污染和导电污
染。如果未正确清理，则会产生腐蚀，并且残留在设备内部
的水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损坏。

使用高压清洗对机械零件进行预清洁，去除污染物，并使用
专用设备进行干燥。拆卸机器以清洁无法触及的区域。更换
电气部件，更换并润滑损坏的机械部件，例如轴承和皮带。 然
后对机器进行测试并重新调试。

撞击

对设备的撞击损坏（大多在运输或发生交通事故时）通常会
对撞击区域内的许多组件造成永久性损坏。但，其他组件或
设备不受影响。
 
对这类设备的复原仅涉及拆除损坏的组件并安装新的备用
备件，然后重新调试。

机械和设备的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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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及内部 
物品的复原

我们的专家根据损坏程 
度可对所有建筑物和 
内部物品进行清洁和复原

火灾产生的烟尘污染不利于人体健康。我们的专家可以清
洁和复原所有未被破坏的建筑结构表面和内部物品。例如
室内的墙壁、窗户和暖通（供暖、通风、空调）系统等内饰将
根据损坏的程度进行清洁、维修或更换。

水灾损害可能导致建筑物结构和内部物品的损坏。同时受
污染的水也会危害人体健康。我们的专家将会抽走积水，评
估损坏情况。任何损坏到无法复原的家具和物品，我们都将
会安全的移走和处理。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对建筑物进行清
洁和除污工作，以去除任何潜在的环境、化学和/或生物污染
物。专家会对建筑物的损坏情况进行查勘。最后，我们会对
建筑物进行彻底的干燥和除湿，以确保无任何水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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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的清除

文档复原

水 灾 损 害 或 水 分 过 多 会 导 致 霉 菌 滋 生。并 不 利 于 人 体 健
康。霉菌会影响建筑的结构完整性和空气质量。重要的是在
对财产造成进一步损害前快速有效的除去霉菌。根据霉菌
滋生的严重程度对其进行处理和清除。

霉菌处理方式

消毒、干燥和清除可见的害虫。

霉菌消除方式

去除霉菌层和利于霉菌滋生的材料，如墙纸、木材、石膏、
混凝土等，并复原（重建）该区域。

在火灾、水灾或渗水事故时，重要的文件和数据可能会被
污染或损坏。倍尔复利用我们的冷冻干燥技术能复原各种
文件。立即冻结受损文件可防止进一步损坏。我们使用真
空冷冻干燥机、热真空冷冻干燥机和专门用于恢复书籍、
文档和纸质材料的分子筛。通常，干燥完成后，无需进一
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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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和消杀服务
BELFOR 能提供生物污染后的环境卫生和消杀服务。我们
为医疗机构、办公楼、学校、食品生产加工行业等提供消
毒服务。我们使用独特的消毒药剂和相应的技术来确保合
理消毒。消杀结束后，不会存在任何传染性物质或有害残 
留物。

作为预防措施之一，我们也提供事故前消毒服务。如低温雾
化可以有效消灭空气中的病毒和细菌。

方案

• 可处理所有直接和大多间接可触碰的建筑物表面
• 对受影响的设备、暖气、通风和空调 (HVAC) 系统进行消毒 

• 通过雾化处理消除空气传播的病毒和细菌  

我们的服务 

• 专业有效的工作流程 
• 全年无休的应急响应
• 经验丰富的专家
• 专业受训的技术人员 
• 深入细致的初步风险评估 
• 提供前期预防和后期确诊新冠肺炎场所的消毒

环境方面 

我们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对以下领域采取措施
• 实施符合当地环境和标准的废物管理规定
• 收集废料的可追溯性

我们使用专用的化学药剂， 
相应的技术和行之有效的消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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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尔复优势

节约成本  
能节省多达90%的置换费用

节约时间  
能节省2周到72周不等

单一来源的解决方案 
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损坏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 

以满足客户的期望

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选择复原而非更换能减少用水量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

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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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BELFOR (Asia) Pte Ltd
Email:  inquiries@sg.belfor.com 

日本

BELFOR (Japan) Co., Ltd
Email:  inquiries@jp.belfor.com 

韩国

BELFOR (Asia) Pte Ltd
Email:  inquiries@kr.belfor.com

中国

BELFOR Recovery Services 
(Shanghai) Co., Ltd
Email:  inquiries@cn.belfor.com

中国台湾

BELFOR (Asia) Pte Ltd - 
Taiwan Branch
Email:  inquiries@tw.belfor.com

泰国

BELFOR (Thailand) Ltd
Email:  inquiries@th.belfor.com

www.belfor.com

24/7小时服务热线: +86 21 5427 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