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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骏跨骏跨骏跨骏的的的的昨天昨天昨天昨天 
开发出适用于机加工的首款工程聚合物型材。 

 
跨骏跨骏跨骏跨骏的的的的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各类工程聚合物型材可实现最有效的材料选择。 

 

跨骏跨骏跨骏跨骏的的的的明天明天明天明天 
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全球产品和应用开发团队将针对新需求积极研发新

产品。 

 

 

 

60 多年来，跨骏集团的各产品部门不断研发新材料，以满足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化的客

户需求。而员工和我们客户之间创新的合作奠定了我们成功的基础，也逐渐帮助我们

形成了行业内范围最广的机加工级工程塑料型材产品。在未来几年，我们将继续增加

创新方面的投资，以满足客户对更高性能、生产率和价值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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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服务和工程服务和工程服务和工程服务和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推荐推荐推荐推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开发了许多传动和输送技术应用。凭借良好的耐磨性能、

卓越的滑动性能和强度，TIVAR®
材料已成为传动和输送系统的首选材料。 

 

这些系统所使用的 TIVAR®
材料是采用最新的模压和柱塞挤出成型技术生产而成。公司在工程塑料方面的专业知

识及先进的生产设备使 TIVAR®
材料具备了卓越的使用性能、上乘的质量和良好的经济优势。 

 

除了提供标准化的导轨，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的工程团队还可以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提供设计咨询

和整套解决方案。 

 

除了标准等级的 TIVAR®
材料，基于我们的聚合物技术、研发能力、先进的加工工艺和与客户间的紧密合作，公

司还研发出专利等级的 TIVAR®
材料。该材料拥有优越的滑动和耐磨、卓越的耐热和耐氧化、阻燃、抗静电和快

速释放性能。 

 

专利等级的 TIVAR®
材料在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基础上进行改性的材料，主要用于解决具体的工程

问题。另外，在支持研发各种高要求工程应用领域的传动和输送系统方面，公司也取得了很多成效。 

 

精选上等原材料和添加剂、高质量的生产标准、先进的工艺技术再加上技术熟练的员工（通过 ISO9000 质量体

系认证）确保了专利等级的 TIVAR 材料始终如一的质量标准。 

 

 

 

 

 

TIVAR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模模模模压压压压或或或或柱塞柱塞柱塞柱塞挤出挤出挤出挤出）））） 

TIVAR®1000 绿色、自然色和黑色（可按要求定制其它颜色），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TIVAR®1000 黑色防静电，［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抗静电］ 

TIVAR®ECO 绿色和黑色，防静电、只提供模压成型，包含再加工成分［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TIVAR®DrySlide［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绝佳的耐磨和滑动性能］ 

TIVAR®TECH［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使用二硫化钼做固体润滑剂］ 

TIVAR®DS［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绝佳的耐磨和滑动性能］ 

TIVAR®Ceram P［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绝佳的耐磨性能］ 

TIVAR®H.O.T.［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热稳定性、成份符合食品标准 欧盟｜美国］ 

TIVAR®CleanStat［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抗静电，成份符合食品标准 欧盟｜美国］ 

TIVAR®SuperPlus［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部分交联，绝佳的耐磨性能］ 

TIVAR®Oil Filled［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添加油，自动润滑，只提供模压成型］ 



 
 

客户客户客户客户效益效益效益效益 
 

在大部分的现代化生产线中，高性能塑料解决方案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跨骏拥有各种材料选择和聚合物

转化技术知识，它们通过工程塑料的解决方案对现有技术和创新技术理念提供支持和帮助。 

跨骏工程塑料公司帮助您利用更经济和更成功的企业经营模式。 

 

− 材料使用寿命长 
− 维修停工期短 

− 修理间隔，运行时间更长 

− 能耗低 

− 生产环境更安全 
− 生产力提高 

− 成本节约 
 

我们拥有各种产品系列，在包括食品、医药和医疗等行业，能针对您的挑战提供各种工程解决方案： 

 

− 30 多年的工程和异型材及导轨生产专业知识 
− 超过一半的异型材及导轨是按照客户的要求，定制生产 

− 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 
− 全套解决方案，集优质、服务、灵活性和经济生产于一身 

− 优良的市场性价比 



 
 

柱塞挤出与机加工柱塞挤出与机加工柱塞挤出与机加工柱塞挤出与机加工模模模模压压压压板材板材板材板材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是指分子量在 5 百万克/摩尔和 9 百万克/摩尔之间的聚乙烯材料，这种材料拥

有独特的机械性能： 

 

− 极高的耐磨性 

− 卓越的滑动性能 

− 极佳的冲击强度 

− 良好的耐化学性 
− 低密度 

− 低吸水性 
− 极佳的释放性能 

 

但就其分子结构和性能特征来讲，还要考虑特殊加工。 

 

柱塞挤出 

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只能通过柱塞挤出成型工艺进行挤出，其优势包括： 

− 无材料损耗，方法简单，产出大于投入 

− 最经济的生产方法，每个异型材约 1000 米（工具成本补偿） 

− 极为复杂的几何形状 

机加工模压板材 

机加工工艺需要投入更多的材料，但是对于需求较少的客户而言，确实受益匪浅： 

− 特殊形状和小产量的最优生产工艺（无工具成本） 

− 适合制作最精密零件 

− 交货时间和产量更灵活 

 

所需材料

材料损耗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 
 

柱塞挤出 

跨骏还能处理各种标准和非标挤出模具。此外，Quadrant 还可生产各种定制型材。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 220 多种不同工具，可生产各种形状 

− 基于客户要求和不同形状的其它工具 

− 21 条柱塞挤出生产线（13 条异型材生产线和 8 条棒材生产线） 

− 储备了大量的标准型材，可满足快速交货 

− 储备了各种长度的库存，满足个性化要求，包括 3 米、6 米、50 米辊（依形状而定） 

− 产品颜色包括自然色、绿色和黑色（可按要求定制其它颜色） 

 

机加工模压板材 

达到高质量生产异型材和导轨的关键，在于使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长期的技术知识积累。 

 

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在输送部分输送部分输送部分输送部分的机加工能力的机加工能力的机加工能力的机加工能力：：：： 

− 所有需要的颜色 

− 所有需要的长度（从 0.5 米到 10 米不等，标准长度为 6 米，根据需要长度可达 10 米） 

− 异型材横截面规格达 240×140 毫米 

− 拥有各种标准和专利材料，比如 TIVAR CleanStat, TIVAR DrySlide, TIVAR H.O.或其它任何抗紫

外线、抗静电和符合食物接触标准的材料（参见我们聚乙烯产品的供货规格）。 

− 2 台异型材铣床 

− 灵活的生产计划，实现了短期交货 

 

请就您的个性化设计要求向我们咨询。 

 



TIVAR®®®®产品系列产品系列产品系列产品系列 
 

为了满足客户的具体要求，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通过对 TIVAR®1000 标准材料改性，

进行创新。TIVAR®
专利等级材料拥有卓越的滑动和耐磨性能、抗静电特性、极佳的快速释放性能

和其它优良特性。 

 

TIVAR®专利等级材料专利等级材料专利等级材料专利等级材料 
 
TIVAR®DrySlide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内润滑剂内润滑剂内润滑剂内润滑剂 +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的添加剂的添加剂的添加剂的添加剂］［］［］［］［黑色黑色黑色黑色］］］］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基体内添加超高分子量的润滑剂，与 TIVAR 1000 相比，

TIVAR®DrySlide 拥有较低的摩擦系数和极佳的耐磨性。而其添加剂又使该材料具有抗静电性和卓

越抗紫外线性能。 

 

TIVAR®TECH［［［［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二硫化钼二硫化钼二硫化钼二硫化钼］［］［］［］［灰黑色灰黑色灰黑色灰黑色］］］］ 
该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等级拥有极高的聚合度，它添加二硫化钼，使该材料较 TIVAR 

1000 拥有更好的耐磨和滑动性能。 
 

TIVAR®DS［［［［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灰黄色灰黄色灰黄色灰黄色］］］］ 
TIVAR®DS 是一种拥有极高分子量的改性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经过一种特殊生产工

艺加工过的 TIVAR®DS 较 TIVAR 1000 来说，拥有更为卓越的耐磨性。 
 

TIVAR®Ceram P［［［［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玻璃微玻璃微玻璃微玻璃微珠珠珠珠 + 其其其其它它它它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黄绿色黄绿色黄绿色黄绿色］］］］ 
TIVAR®Ceram P 是一种具有极佳耐磨性的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里面包含了玻

璃微珠，是专门针对装有塑料线的造纸机械脱水区和使用高度磨料填充剂造纸的应用而研发。 

 

TIVAR®H.O.T.［［［［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特别添加剂特别添加剂特别添加剂特别添加剂］］］］ 
TIVAR®H.O.T. ［较高的操作温度）的研发主要是为了能在高温条件下保持 UHMW-PE（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的主要内在特性。这样可以大大延长零部件在低负载时的使用寿命，其最高操作温度可

达 125oC。特别添加剂可以减少材料在高温条件下的氧化速度从而减缓材料的退化，提高耐磨性。

另外，TIVAR®H.O.T. 还包含符合食物接触标准的成份。 

 

TIVAR®CleanStat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特别添加剂特别添加剂特别添加剂特别添加剂］］］］ 
TIVAR®CleanStat 是一种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和制药行业。该材

料具有抗静电特性和符合食物接触标准的成份。 
 



 

TIVAR®®®®产品系列产品系列产品系列产品系列 
 

TIVAR®SuperPlus ［［［［UHMW-PE（（（（超高分子超高分子超高分子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量聚乙烯量聚乙烯量聚乙烯），），），），部分部分部分部分交联结构交联结构交联结构交联结构 + 特殊特殊特殊特殊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灰色灰色灰色灰色］］］］ 
TIVAR®SuperPlus 是一种具有极佳耐磨性的部分交联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它

拥有极高的聚合度，主要适用于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和环境。 

 

TIVAR Oil Filled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油油油油 + 特殊特殊特殊特殊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灰色灰色灰色灰色］］］］ 
TIVAR Oil Filled 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自润滑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除了极高的耐

磨性之外，融合且均匀分散的油使此款材料较 TIVAR1000 具有更低的摩擦系数。在输送设备中，

它可以大大减少所需驱动力和噪音。此外，TIVAR Oil Filled 的成份符合 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食物接触标准。 

 

 

TIVAR®标准等级标准等级标准等级标准等级 
 
TIVAR1000 拥有很好的平衡性能，即使是在 200oC 的温度下也能保持其极佳的耐磨性能和卓越的

抗冲强度。 

 

TIVAR®1000 antistatic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 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添加剂，，，，抗静电抗静电抗静电抗静电］［］［］［］［黑色黑色黑色黑色］］］］ 
含高效的炭黑级别，TIVAR®1000 antistatic 具有 UHMW-PE 部件在高线速和输送速度下操作时所

需的抗静电性能，且可保持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主要内在特性。 
 

TIVAR®ECO［［［［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绿黑色绿黑色绿黑色绿黑色抗抗抗抗静电静电静电静电］］］］ 
这些等级中，含部分再加工的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材料，与纯 TIVAR1000 相比，这

些材料整体性能水平较低，但成本也较低。然而，与 PE 500 相比，具有更好的抗冲强度和耐磨性。

TIVAR®ECO 黑色防静电材料拥有高效的炭黑等级，它确保了该等级的抗静电性。我们的

TIVAR®ECO 等级具有很高的性价比，适用于很多要求不太高的应用场合。 

 



 
 

跨骏跨骏跨骏跨骏 TIVAR®®®®材料的物理特性材料的物理特性材料的物理特性材料的物理特性 
跨骏现有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型材的物理特性（参考值） 
 

颜色 

平均分子量（1） 

密度 

23℃饱和水的吸水性（2） 

 

熔点（DSC，10℃/min） 

23℃时导热性 

23℃~100℃之间平均线性热膨胀系数 

负载下热变形温度 

-方法 A：1.8MPa 

软化温度- VST/B50 

空气中最高允许工作温度 

- 短时（4） 

- 连续：20,000 小时（5） 

最低工作温度（6） 

可燃性（8） 

-“氧指数” 

- 根据 UL 94 （美国保险商实验所制定的关于材料燃

烧性能的试验方法标准）（6mm 厚） 

 

拉伸测试（10） 

- 屈服拉伸应力（11） 

- 屈服拉伸应变（11） 

- 断裂拉伸应变（11） 

- 拉伸弹性模量（12） 

压缩试验（12） 

1/2/5%正常应变时压缩应力（12） 

弯曲测试（14） 

- 抗弯强度 

摆锤冲击强度-无缺口（15） 

摆锤冲击强度-缺口  

摆锤冲击强度-缺口(双面 14°缺口)(16) 

球体压痕硬度（17） 

邵氏硬度 D（15 s）（17） 

沙/水——泥浆耐磨测试过程中的相对重量损失 

TIVAR 1000 = 100 

 

抗电强度（18） 

体积电阻率 

表面电阻率 

相对介电常数 εr：- 100Hz 

- 1 MHz 

抗电离常数 tanδ：- 100Hz 

- 1 MHz 

抗电弧径迹指数（CTI） 
 

试验方法 单位 

注:1g/cm3=1,000kg/m3;1MPa=1N/mm2;1kV/mm=1MV/m 
 
说明： 
（1） 这些是用于材料生产的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的平均分子量（与任何填加料无关），是通过马格里斯公式 M=5.37 x 104 x [η]1.49 计

算，其中[η]为固有粘度（施陶丁格指数），根据 ISO1628-3：2001 粘度测量所得，采用萘烷作为溶剂（浓度为 0.0002 g/cm3）。 
（2） 在 1 mm 厚试样上测量。 
（3） 这些特性的资料绝大部分出自原材料供应商和其它样本。 
（4） 短时间（如几小时）在未加或加非常低的负载情况下进行。 
（5） 耐温时间最少 20，000 小时。超过这个时间抗拉强度在 23 摄氏度条件下比初始值下降大约 50%。此处给出的温度数值是基于热力-氧化降解，降

解时会导致性能下降。然而请注意对所有热塑性材料来说，最大允许工作温度与材料的工作时间和受到的机械应力强度等因素有关。 
（6） 随着温度的降低，冲击强度也会下降。最小允许工作强度主要由材料承受的冲击程度决定。这里所提供的数据是在不利的冲击条件下得到，因此不

是绝对的实际极限值。 
（7） 由于其优秀的韧性，此材料甚至能承受液态氦（-269℃）的温度。在此温度下，仍具有抗冲击力且无破损。 
（8） 这些估计值出自于原材料供应商和其它样本，并不能反映材料在实际温度条件下的危害，因此现有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型材没有“UL

文件号。” 
（9） 这些性能的资料是在用 30mm 厚的板材机加工而成的试样上多次试验得出的平均值。 
（10） 样品：1 B 型 
 



（11）试验速度：50 mm/min（毫米/分钟） 
（12）试验速度：1 mm/min（毫米/分钟） 
（13）试样：圆柱体 Ø8x16mm 
（14）试样：条状 4（厚度）×10×80mm 测试速度：2 mm/min（毫米/分

钟），杆间距离： 64mm 
（15）摆锤：15 J（焦耳） 
（16）摆锤：25 J（焦耳） 
（17）在 10 mm 厚试样上测量。 
（18）电极配置：Ø25 / Ø75 mm 同轴圆柱体；在变压器油内；符合 IEC60296；

1mm 厚的试样。请注意如果采用自然材料制成的话，那么 TIVAR1000
的耐电强度要远远低于表格上显示的数字。 

（19）需要注意的是包含部分再加工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材
料，成份会有变动。因此，与其他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等级相比，它们的物理特性差异较大。 

 
此表主要做比较之用，对材料的选用很有帮助，表中所列数据符合产品性能
的正常范围。但是，不能将其视为一种保证，其不能用于设置材料规格界限
也不能单独作为设计依据。 

由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提供或代表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
提供的与其产品相关的所有信息，不论是数据、建议，还是其它内容，均来自于相
关研究和可靠资料。但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在上述信息或产品的应用、
处理或使用，以及任何后果方面，不承担任何责任。买方需对上述信息或产品的应
用、处理或使用，以及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因买方对上述信息或产品的应用、
处理或使用而引起的在知识、工业或其它财产方面对由第三方所有或控制的权利的
任何侵犯，均与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无关。 
 
鉴于公司内部的持续改进项目，新技术和其他技术数据的可用性和收集，专业知识
和丰富经验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修订后的国际认证材料和测试标准，跨骏工
程塑料制品公司（QEPP）正不断扩大和更新文献和技术信息。因此，我们诚邀广
大客户登录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我们最新、最及时的材料信息。 
 

TIVAR®ECO 黑色抗静电：黑色，无断裂 
TIVAR®DrySlide：黑色，无断裂 
TIVAR®TECH：灰黑色，无断裂 
TIVAR®DS：黄色/灰色，无断裂 
TIVAR®Ceram P：黄绿色，无断裂 
TIVAR®H.O.T.亮白色，无断裂 
TIVAR®CleanStat：黑色，无断裂 
TIVAR®SuperPlus：灰色，无断裂 
TIVAR®Oil Filled  

TIVAR®ECO 黑
色抗静电（19） 

黑色 黑色 灰黑色 黄色/灰色 

不断裂 

黄-绿色 亮白色 黑色 灰色 灰色 

不断裂 不断裂 不断裂 不断裂 不断裂 不断裂 不断裂 不断裂 



 
 

TIVAR 材料的技术数据材料的技术数据材料的技术数据材料的技术数据 

23 摄氏度下的耐磨性 
（由沙/水-泥浆测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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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R1000 的热膨胀-温度曲线 
（在试样上测量，不过测试前样本需在 100 摄氏度的条件下退火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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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R1000 的硬度-温度曲线 
（由 DMA 曲线图提供） 

TIVAR1000 的摆锤缺口冲击强度作-温度曲线 
（依照 ISO11542-2，双面 14°缺口) 

不同温度下，TIVAR1000 的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按照 ISO 527 测试，试样：1 B 型，测试速度：50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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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AR®材料的材料选择表材料的材料选择表材料的材料选择表材料的材料选择表 
聚乙烯产品聚乙烯产品聚乙烯产品聚乙烯产品 

产品特性 
重量，摩尔

（1） 
颜色 添加剂 

滑动性能 

（摩擦系数） 

TIVAR®1000  自然色、 
绿色和黑色 

不含任何 
添加剂或色素 好 

TIVAR®1000 antistatic  黑色 抗静电添加剂 好 

TIVAR®ECO 绿色  绿色 色素 好 

TIVAR®ECO 黑色，抗静电  黑色 色素 好 

TIVAR®DrySlide  黑色 内部润滑剂 +  
抗静电添加剂 很好 

TIVAR®TECH  灰黑色 二硫化钼 好 

TIVAR®DS  黄色和灰色 色素 好 

TIVAR®Ceram P  黄绿色 玻璃珠 + 色素 好 

TIVAR®H.O.T.  亮白色 热稳定剂 + 色素 好 

TIVAR®CleanStat  黑色 抗静电添加剂 好 

TIVAR®SuperPlus  灰色 内部润滑剂 +  
色素 + 其他 好 

TIVAR®Oil Filled  灰色 油 + 色素 优异 

 



 

耐磨性（钢盘上的塑料销） 
 

抗磨损性 
（沙浆） 

抗紫外线 
 

抗静电 
性能 

成份符合食物接触标准（欧
盟&美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 

好 好 中等 否 自然色：是（欧盟&美国）（3），
（2）：是（欧盟） 

好 好 好 是 是（欧盟） 

中等 中等 中等 否 否 

中等 中等 中等 是 否 

很好 很好 好 是 否 

优秀 很好 中等 否 是（欧盟） 

很好 很好 中等 否 是（欧盟） 

优秀 优秀 中等 否 否 

很好 优秀 中等 否 是（欧盟&美国）（3） 

好 很好 好 是 是（欧盟&美国）（3） 

优秀 优秀 中等 否 否 

很好 很好 中等 否 是（美国） 

 

（1） 平均分子量（106g/mol） 
（2） 黑色和标准颜色 
（3） 符合 3A 等级乳制品 
缩写： 
SDA：抗静电添加剂 
GB：玻璃珠 
IL：内部润滑剂 
HS：热稳定剂 

 TIVAR®是跨骏集团的注册商标 
 



 
 

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 

标准颜色：自然色、绿色和

黑色。如对颜色有具体要求，

请与我们联系。 

至于长度则取决于具体异型

材的形状。单位长度从 3 米

到 12 米不等，卷材长度从 25
米到 100 米不等。如对长度

有具体要求，请与我们联系。

 



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 

标准颜色：自然色、绿色和

黑色。如对颜色有具体要求，

请与我们联系。 

至于长度则取决于具体异型

材的形状。单位长度从 3 米

到 12 米不等，卷材长度从 25
米到 100 米不等。如对长度

有具体要求，请与我们联系。

 



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 

标准颜色：自然色、绿色和

黑色。如对颜色有具体要求，

请与我们联系。 

至于长度则取决于具体异型

材的形状。单位长度从 3 米

到 12 米不等，卷材长度从 25
米到 100 米不等。如对长度

有具体要求，请与我们联系。

 



 

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 

标准颜色：自然色、绿色和

黑色。如对颜色有具体要求，

请与我们联系。 

至于长度则取决于具体异型

材的形状。单位长度从 3 米

到 12 米不等，卷材长度从 25
米到 100 米不等。如对长度

有具体要求，请与我们联系。

 



  

柱塞柱塞柱塞柱塞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 

标准颜色：自然色、绿色和

黑色。如对颜色有具体要求，

请与我们联系。 

至于长度则取决于具体异型

材的形状。单位长度从 3 米

到 12 米不等，卷材长度从 25
米到 100 米不等。如对长度

有具体要求，请与我们联系。

 



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 

标准颜色：自然色、绿色和

黑色。如对颜色有具体要求，

请与我们联系。 

至于长度则取决于具体异型

材的形状。单位长度从 3 米

到 12 米不等，卷材长度从 25
米到 100 米不等。如对长度

有具体要求，请与我们联系。



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标准系列 

标准颜色：自然色、绿色和

黑色。如对颜色有具体要求，

请与我们联系。 

至于长度则取决于具体异型

材的形状。单位长度从 3 米

到 12 米不等，带卷长度从 25
米到 100 米不等。如对长度

有具体要求，请与我们联系。

 

依照 DIN（德国工业标准），挤制型材的尺寸公差 

 

尺寸                  公差 

 

 

 

 

 

 跨骏公司的挤出异型材比 DIN 更为精确。 

 



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柱塞挤出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型导轨 
专利产品实例专利产品实例专利产品实例专利产品实例 



  



 
 

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 

除了柱塞挤出可装配式异型材，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uadrant EPP）还为装瓶、灌装、输送

和包装行业的各种传动和输送设备提供机加工导轨。 

 

鉴于其良好性能，我们诚意向这些行业提供 TIVAR®
材料。 

设备操作员享有以下优势： 

 

 

TIVAR 材料在传动和输送行业的性

能介绍： 

 

超高的耐磨性能 

良好的滑动性能 
自润滑材料 

减振和降低噪音 

冲击强度高 

耐化学性高，不会腐蚀 
无吸湿性能 

很多 TIVAR 材料都可与食物接触 
 



 

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 

适用滚子链条的链条导轨（DIN 8187） 

标准系列的导轨包含不同变体的 14 种基本类型。请向我们咨询不同应用和操作条件的合适材料。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提供合适的 C 型钢异型材（DIN 59413）。 

 



  

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 

适用圆节链条的链条导轨（DIN 7661764） 

该标准产品系列包括 8 个不同类型。凭借上乘的表面光洁度和符合 DIN2768 的尺寸公差，我们

的圆节链条满足传送生产领域最具挑战性的要求。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提供合适的 C 型钢异型材（DIN 59413）。 



  

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机加工导轨 

机加工皮带机加工皮带机加工皮带机加工皮带：：：：圆形圆形圆形圆形、、、、V 型和平型传动带型和平型传动带型和平型传动带型和平型传动带 
我们为圆形、V 型和平型传动带提供由 TIVAR 材料制成的机加工皮带导件。除此之外，我们还

提供 C 型镀锌钢或不锈钢异型材。其中 TIVAR1000 抗静电材料是制作皮带导件的首选材料。但

是，鉴于使用和操作条件，也可使用其它材料。 

 



机加工机加工机加工机加工磨磨磨磨角角角角弯弯弯弯头及头及头及头及直导轨直导轨直导轨直导轨 

跨骏按照客户定制要求，生产单面和多面磨角弯头和直导轨。请向我们咨询适合的材料选择。 

 

单面和多面磨单面和多面磨单面和多面磨单面和多面磨角角角角弯弯弯弯头头头头和直和直和直和直导轨导轨导轨导轨 
 

G = 螺纹嵌件 M 8 黄铜 
S = 埋头孔 ø 9M5 90 度 
 

BEVEL 导轨 TAB 导轨 

请提供不同尺寸的参数 
 



 
 

带料带料带料带料 

TIVAR®
带带带带料和型材料和型材料和型材料和型材 

我们为传送行业的各种滑动和耐磨领域提供厚度在 0.5 到 7 毫米间、带卷长度在 35-480 毫米间

的带料和异型材。 

 

厚度 

卷料长度 
宽度 



 



  

www.quadrantplastics.com  
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在中国的办公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在中国的办公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在中国的办公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在中国的办公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瑞士工程塑胶（亚太区）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新界元朗屏山 
蝦尾新村 60 号 
电话： +85 (0) 22 470 26 83 
传真： +85 (0) 22 478 99 66 
邮箱：asia.epp@qplas.com 
 

跨骏塑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701 号 
静安中华大厦 2109 室 
邮编：200040 
电话： +86 (0) 21 58 35 89 18 
传真： +86 (0) 21 58 35 81 33 

邮箱： asia.epp@qplas.com 

瑞士工程塑胶（亚太区）有限公司 
（广州代表处） 
中国广州市环市东路 368 号 
花园大厦 842 室 
邮编：510064 
电话： +86 (0) 20 83 65 27 62 
传真： +86 (0) 20 83 65 27 59 
邮箱： asia.epp@qplas.com 

 

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香港｜匈牙利｜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波兰｜南非｜瑞士｜荷兰｜英国｜美国 

 

本手册和公司网站上的所有数据和规格均应反映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以下简称“跨骏”）生产并提供的工程塑料产品（以下简称“产品”）的促销和基本信息，
应用作基本指南。有关产品的所有数据和说明仅作参考之用。本手册和网站上的任何数据或规格说明不得以明示或默示方式构成任何法律、合同或担保义务。本手
册中的信息不得视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路易斯安那州法律规定的一切担保、针对适销性或某一特殊用途的适用性的任何默示担保、以及针对任
何潜在缺陷或瑕疵缺陷的担保等。本手册中的信息均未以明示或默示方式保证其中所述商品应符合本手册中的说明。跨骏仅向成熟用户而非普通消费者出售本手册
中所述产品，因此跨骏并不保证本手册中所述的任何商品一定适用于跨骏客户的特定用途，除非跨骏与该客户另行订立书面合同。任何有关产品使用的描述仅说明
了这些产品的应用潜力，而不作为任何保证条款。不管对产品做过何种测试，跨骏对于其材料和产品、或客户生产或提供的产品在具体领域的使用均不具备适用性
评估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客户应自行测试并评估跨骏产品针对预期应用、工艺和用途的适用性及相容性，并根据其评估结论选择符合成品特定使用要求的产品。
客户应承担上述信息或产品应用、加工或使用方面的一切责任和相关后果，并验证其质量和其它性质。 
 
TIVAR®和 Borotron®是跨骏集团公司的注册商标。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广州广州广州广州 
瑞士工程塑胶瑞士工程塑胶瑞士工程塑胶瑞士工程塑胶（（（（亚太区亚太区亚太区亚太区））））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中国香港新界元朗屏山新界元朗屏山新界元朗屏山新界元朗屏山 
蝦尾新村蝦尾新村蝦尾新村蝦尾新村 60 号号号号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85 (0) 22 470 26 83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85 (0) 22 478 99 66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asia.epp@qplas.com 
 

跨骏塑胶贸易跨骏塑胶贸易跨骏塑胶贸易跨骏塑胶贸易(上海上海上海上海)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701 号号号号 
静安中华大厦静安中华大厦静安中华大厦静安中华大厦 2109 室室室室 
邮编邮编邮编邮编：：：：200040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86 (0) 21 58 35 89 18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86 (0) 21 58 35 81 33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 asia.epp@qplas.com 
 

瑞士工程塑胶瑞士工程塑胶瑞士工程塑胶瑞士工程塑胶（（（（亚太区亚太区亚太区亚太区））））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广州代表处广州代表处广州代表处广州代表处））））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广州市环市东路广州市环市东路广州市环市东路广州市环市东路 368 号号号号 
花园大厦花园大厦花园大厦花园大厦 842 室室室室 
邮编邮编邮编邮编：：：：510064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86 (0) 20 83 65 27 62 
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86 (0) 20 83 65 27 59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 asia.epp@qpla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