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ou inspire… we materialize 

跨骏的历史 
最早适用于机加工的工程塑料型材。 

 
跨骏的今天 

最多种类的工程塑料型材可供选择。 
 
跨骏的未来 

跨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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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跨骏旗下的各家企业一直在积极开发新型材料，以满

足全球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的员工与客户间的创新合作精神成

就了我们的事业，因此我们能提供整个行业中最全面的适合机加工用

的工程塑料型材和内衬应用材料。未来我们在创新领域的投资比例将

逐年提高，以满足您对高性能、高生产率和高价值的要求。 

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uadrant EPP））））在全球的分布在全球的分布在全球的分布在全球的分布 

 
建筑和重型设备建筑和重型设备建筑和重型设备建筑和重型设备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缩短更换磨损表面的时间间隔，减

少或取消昂贵的润滑系统。重型设备中的

耐磨垫应能承担极大负载，机械振动最小，

尽可能降低维护和润滑措施的成本。一般

尼龙材料噪音小、重量轻、便于维修，但

需要经常更换。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固体润滑 NYLATRON®703XL
成品具有抗滞滑性能，磨损寿命大幅提高。 

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Quadrant 独一无二的 RIM 铸造技

术为加入创新产品（“铸型”磨耗指示器和插

片）提供了具有成本效益和创新性的选择。

用创新工艺生产出创新材料。 

食品加工和包装设备食品加工和包装设备食品加工和包装设备食品加工和包装设备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避免因搅拌桨叶维护而导致成本增

加的停工期。在商业糖果生产中，需经常

更换用于搅拌研磨性原料的金属桨叶。腐

蚀性较强的清洁剂也会导致磨损、腐蚀和

提早故障。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TIVAR® 1000 避免了磨损问题，

耐受清洁用的刺激性化学品。 

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在高温下，新型的 TIVAR® H.O.T.
的工作寿命远远超过 PE-UHMW 原料，是

后者的 10 倍。在高温下，其结合了耐磨性

和耐化学腐蚀性，磨损期限提高，这种独

一无二的性质使之成为多种食品设备应用

中的理想材料。 

化学化学化学化学品品品品加加加加工和液体操作设备工和液体操作设备工和液体操作设备工和液体操作设备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产量要求高、且要降低压缩机的损

伤、并缩短维修停机时间。在涡轮-压缩机

设备中，效率的小幅度提高可增强产量方

面的竞争优势。同样在设备故障时，内部

金属零件可能造成严重的组件损坏，维修

费用昂贵，停工期较长。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用 DURATRON® PAI 替代迷宫

形密封件中的铝。这种具有尺寸稳定性、

耐温性材料可明显提高效率和产量。该材

料不同于金属，如出现设备故障，其延展

性也可避免对其它内部组件造成严重损

伤。 

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耐热性较高的 DURATRON® PAI
拓展了温度限值；新型

FLUOROSINT®HPV 可用于氯气。 

性能 
（热、化学、 
强度） 

 非晶化非晶化非晶化非晶化 半晶半晶半晶半晶化化化化 

从概念到生产的技术支持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时何地，，，，均能为均能为均能为均能为您您您您提供必要的提供必要的提供必要的提供必要的应用和生产支持应用和生产支持应用和生产支持应用和生产支持。跨骏的技术支援团队与工程师和技师通力

合作，致力于材料选择和机械加工过程，追求最佳效果，提高生产力并降低成本。 

跨骏的工厂遍布全球，具有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和行业中功能性最强的检测实验室。在制程的每
个阶段，您都可信任我们，我们的支持是您的可靠后盾： 

� 评估性能需求和应用环境 
� 材料选择，包括选择软件 
� 材料认证 
� 符合管理机构的规定 
� 由经验丰富的技师提供设置和生产的推荐标准 
� 各种材料选择、设计和制造指导和工具均可从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uadrant EPP）网站

获得：www.quadrantplastics.com 

确保一致性的质量系统确保一致性的质量系统确保一致性的质量系统确保一致性的质量系统 

跨骏跨骏跨骏跨骏满足您对质量满足您对质量满足您对质量满足您对质量、、、、性能和加工性的要求性能和加工性的要求性能和加工性的要求性能和加工性的要求，，，，从从从从可可可可追溯追溯追溯追溯的生产批号的生产批号的生产批号的生产批号至至至至 ISO 认证均符合标准认证均符合标准认证均符合标准认证均符合标准。。。。作为首

家生产型材的企业，跨骏建立了原料树脂批次和生产轮班后的产品追溯标准。同样，我们还紧密
追随行业标准和质量体系要求，满足贵公司所在行业需求。针对您的应用场合提供所需材料，这
是我们全力以赴的目标。跨骏值得您的信赖。 

工业和加工设备工业和加工设备工业和加工设备工业和加工设备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减少工业设备维护、取消润滑系统，

提高韧性。将新汽车运往经销商处的拖车

需承载极大的重量，经受恶劣的环境影响，

并需要保证货物上无一丝刮痕。这种驱动

设备需抬高或放低昂贵货物，其润滑和固

定修复成本较高，且较为频繁。 

解决 方案解决 方案解决 方案解决 方案 ：：：： 利用韧性高、自润滑型

NYLATRON® NSM 生产易加工的零件。 

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NYLATRON® 703XL 在严苛要求

中出类拔萃，因为这种材料具有抗滞滑性

能，消除了振动，避免了后续精密控制的

损失。 

主要行业中的应用主要行业中的应用主要行业中的应用主要行业中的应用 

医疗医疗医疗医疗、、、、生命科学和诊断设备生命科学和诊断设备生命科学和诊断设备生命科学和诊断设备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提供高强度、耐高温密封件，这种

密封件能耐受多次灭菌，并符合严格的法

规标准。行业中 PTFE 是医疗诊断设备中

的主要零件，能耐受高剪切力，保持尺寸

稳定性，密封紧密。微流元件的多次灭菌

的广泛温度范围使得选择理想材料成为难

题。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用更加稳定的 TIVAR® H.O.T.
密封件代替 PTFE 密封件。具有创新精神

的生产商要求我们突破极限，再创新高，

并已接受了下一个挑战。 

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FLUOROSINT® 207 的稳定性优

于 TIVAR H.O.T.，能更好地耐受高温，能

更好地应对应用过程中产生的高剪切力。 

半导体和电子生产设备半导体和电子生产设备半导体和电子生产设备半导体和电子生产设备 

挑战挑战挑战挑战：：：：提高产量；减少晶圆生产中的停工

期。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不断推动材料技术

在恶劣化学环境和温度环境中的发展，提

高硅晶圆产量，降低生产成本。 

解 决 方 案解 决 方 案解 决 方 案解 决 方 案 ：：：： 用 于 硅 晶 圆 抛 光 的

TECHTRON® PPS 研磨环。Quadrant 开
发出一种独特材料。如今，这种材料已成

为行业标准产品。Techtron PPS 的性能远

远超过传统材料，磨损期限更长，产量更

高，晶圆生产中的停工期更短。 

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新技术：：：：与现有材料相比，新 SEMITRON® 
CMP LL5 和 XL20 使研磨环的使用寿命延

长了 5 至 20 倍。 



 

 

 

 

 

 

 

 

You inspire: 
我们的成功不仅在于利用材料特性解决应用问题，而且源自与客户间的密切合作关
系。通过深入了解贵公司关注的重点、需完善部分、成功的决定因素和客户认可的
价值，我们能更好地为贵公司设备中的机加工零部件提供适当的服务和产品技术。
让我们共同让我们共同让我们共同让我们共同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实现您的理念实现您的理念实现您的理念实现您的理念，，，，实践成功要素实践成功要素实践成功要素实践成功要素，，，，我们的材料有助于提高贵公司在我们的材料有助于提高贵公司在我们的材料有助于提高贵公司在我们的材料有助于提高贵公司在
同同同同业中的竞争力业中的竞争力业中的竞争力业中的竞争力。。。。 
 
高效、低系统成本、产品寿命、可靠性、收益 

一致性、产量、部件成本、竞争力 

全球采购、生产率、营销优势 

低维护、停工期短、法规合规性 

 

We materialize: 
向我们提出应用要求的难题。告诉我们在贵公司所在行业中进一步完
善和创造价值的必要要素，从而使我们有机会与您的工程师合作，让
您的设备在不超出总成本预算的前提下获得技术支持，并实现材料和
零件成品性能。 
 
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跨骏跨骏跨骏跨骏材料的这些优势如何提高您的应用可靠性材料的这些优势如何提高您的应用可靠性材料的这些优势如何提高您的应用可靠性材料的这些优势如何提高您的应用可靠性、、、、设备效率设备效率设备效率设备效率
和利润和利润和利润和利润。。。。 

 
磨损期限长、内应力低 
可预测性尺寸、静电管理 
离子纯度、防沾污性、质轻 
自润滑、高温下的强度 
机构认证、密封完整性 
耐化学腐蚀性和耐水解性 
 

跨骏跨骏跨骏跨骏工程塑工程塑工程塑工程塑料料料料制品公司制品公司制品公司制品公司（（（（Quadrant EPP））））在中国的分布在中国的分布在中国的分布在中国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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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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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比利时比利时比利时 ·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 法国法国法国法国 ·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 韩韩韩韩
国国国国 · 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墨西哥 · 波兰波兰波兰波兰 · 南非南非南非南非 ·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 · 荷兰荷兰荷兰荷兰 · 英国英国英国英国 · 美国美国美国美国 

本文中的所有声明、技术信息和建议以可靠试验和实地经验为依据，均为真实信

息。然而，读者应了解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uadrant EPP）不保证信息的准

确性或完整性，客户应自行确认跨骏产品是否适用于特定用途。 

DURATRON®
、ERTALON®

、NYLATRON®
、ERTACETAL®

、TIVAR®
、SANALITE®

、

KETRON®
、TECHTRON ® SYMALIT®

、FLUOROSINT®
均为跨骏集团的注册商标。

机加工用工程塑料机加工用工程塑料机加工用工程塑料机加工用工程塑料的全球领的全球领的全球领的全球领导者导者导者导者 

分发人： 

 

在线了解更多详情在线了解更多详情在线了解更多详情在线了解更多详情 www.quadrantplastics.com  
跨骏为您在线提供丰富的产品及加工信息。通过我们的网站，您可以获得大量技术资料。

这些资料是实现与我们的应用专家进行沟通的最便捷途径。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帮助您解

决所面临的难题。 

本指南由跨骏工程塑料制品公司（Quadrant 

EPP）编写。其设计与内容均受版权法保护。 

© 2010 跨骏集团公司版权所有。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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