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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ing
易格斯包装行业解决方案 ...

..industry..... www.igus.com.cn/packaging ...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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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安全卫生 ...

拖链和 chainflex® 高柔性电缆:
 减少停机时间，延长电缆和介质管寿命
 多种运动和安装方式
 可引导传送总线、数据、光缆及其他介
质

 应用于不同环境如低温、高温、高湿等
 紧凑安装
 高加速度、长行程

 www.igus.com.cn/chainflex

dry-tech® 自润滑轴承技术：

 无需任何润滑=无污染产品的风险 
 抵抗酸，碱和酒精清洗剂
 可与食品接触的材料
 可清洗
 可与不锈钢完美配合使用
 符合 FDA 和 EU 材料标准  
高温应用保持稳定性

 www.igus.com.cn/dry-tech

精确、快速、纯净、安全

拖链及 chainflex® 电缆

dryLin® 直线技术

iglidur® 滑动轴承

轻型铝合金结构

... 用于饮料行业

... 用于食品工业

... 用于通用包装

应用案例

不会污染产品 
– iglidur ® 工程塑料轴承

免润滑
xiros® 工程塑料滚动轴承 

减少维护 –
dryLin® 直线技术

轻松实现调心 – 
igubal® 球面轴承

用于拖链，持久耐用 
chainflex® 电缆

用于所有类型的应用程序和安装方法 
– 拖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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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包装行业
使用易格斯产品精进技术、降低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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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us®  ... 

包装行业总是关注于处理易损坏或易污染的产品，

而产品的这种特性使得在涉及包装时就需要很多特殊

的要求。尤其是在接触食品的场合，首先要在满足洁

净性和经济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精度和速度的要

求。

涉及到包装行业的特定需求，如需要食品级或符合

FDA及EU标准， 我们可以为您的包装机械提供免润

滑、免维护的高性能工程塑料解决方案，从而提升您

的包装设备的性能和质量。

motion plastics® 
 FDA和EU 标准

请访问我们的包装行业网站：

  www.igus-packaging.eu

在此宣传册或网站上发现易格斯产品带给您的更多优

势！

我们期待您的电话或邮件！

 ——易格斯包装行业团队

德国科隆包装行业工程师团队： 

Lars Braun, Sebastian Jacobs, Bastian Mehr, Jan Michels (左起)

夏宁翔

 Ahren Xia

电话：021-5130 3146

传真：021-5130 3238

Email:      axia@igus.net

–

Cost down,
service life up!

   ... 用于包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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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格斯产品在包装、饮料、食品     
igus® 饮料行业解决方案

igus® 食品行业解决方案

igus® 包装行业解决方案

灌装

凸轮导向灌装头，提升气缸，灌装

阀，对中导向机构

 耐化学品

 耐腐蚀

  耐磨损极佳

检测

装瓶检测，高度和剂量控制，封口

和标签检测

 来自同一供应商的解决方案

 耐化学品

 对软不锈钢轴也无损伤

洗瓶

洗瓶传送链，位置调节，冲瓶瓶夹机

构，冲瓶翻转机构

 可实现客户化定制方案

 耐化学品

 免维护

吹瓶机

加温头机构，PET 瓶瓶夹，模具开

合机构

 无污染产品的风险

 减轻运动重量

 减少安装空间

常规食品行业

开罐器，切割机，剥皮机

  低吸湿性 

 免维护

 自重轻

香肠、鱼类及肉类加工

灌肠机，封口机，灌袋系统，冷

切机

 FDA 认证

 耐腐蚀

 免润滑

热成型灌装机

热成型机构的导向，灌装过程，封

口机构

 对清洗介质有化学抗性

 免润滑

 不会损伤不锈钢软轴

纸盘封口

密封站，工具交换装置，铰接机构

 耐磨性极佳

 耐腐蚀

 可配合软轴使用

管袋包装机

用于封口位置，袋折叠，传感器

调节

 耐磨损

 可用于短而快的行程

 完整解决方案

药品包装

旋转灌装头，稳重系统，泡罩机

 免润滑

 可用于高压灭菌

 耐腐蚀

 ...行业解决方案

码垛技术

机械抓手，位置调节，栈道调节

 自重轻 = 减少驱动力

 免润滑 = 无污染产品的风险

 耐腐蚀

贴标

瓶子喷码机构，套标机构，位置调

节，贴标机构，模切机构

 无污染产品的风险

 免润滑

糖果制造

输送带调整机构，称重和计量系

统，威化饼烘烤设备

 不损伤不锈钢软轴

 耐高低温

 耐化学品

转角轴承输送带

 无润滑污染皮带

 低驱动力

 提高传输带使用寿命

 经济实惠

 耐磨损

装箱机

推手机构，纸盒大小调整机构

 减少驱动力

 免润滑

 耐腐蚀

剂量系统

多头秤，装卸器

 吸振

 极佳的耐化学品

 耐腐蚀

称重系统

称重和分选机构，多头秤，装卸器

 吸振

 耐化学品

 可配合软轴使用

捆包机

定位，尺寸调节，薄膜偏转机构

 耐脏污

 免维护，干运行

 耐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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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介质抗性 ...

旋转式灌装机 — 提升气缸
灌装机中采用 iglidur® J, dryLin® JUM 直线轴承，用于

滚轮导向的提升机构。

 免维护

 无润滑剂，不会污染产品

 对典型的清洗液有抗性(PES，过氧化氢)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dryLin® 见页码 44-47

旋转式灌装机 — 控制阀
iglidur® J 活塞环用于摆动运动及 iglidur® 滑动轴承用

于滚轮。

 易于安装

 低成本

 比常规塑料耐磨性更佳

 保证精度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旋盖机构 
dryLin® RJUM 直线轴承用于滚轮导向升降。

 可清洗

 免维护

 免润滑，无污染

 对典型的清洗液有抗性 

 (PES, 过氧化氢)

 即使经过高浓度的清洗液清洗也保持较低

的摩擦系数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灌装技术

...饮料工业
检测技术

摄像机的调节
dryLin® SLW 丝杠驱动平台用于摄像机的位移调节。

即装即用的解决方案节省时间和成本

可提供耐腐蚀解决方案

调整型滑块可实现小间隙方案

可承受较高的静载荷

免维护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摄像基站的调节
dryLin® SLW-2080 丝杠驱动平台用于检测相机的前

后左右调节。

客户化方案

整体化的方案节省时间和成本

调整型滑块可实现小间隙方案

可用于可承受较高的静态载荷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检测头的位置调节
dryLin® SHT-20 丝杠驱动平台实现 XYZ 三个方向的

调节。

来自同一供应商的完整解决方案

降低成本

抗扭转解决方案

间隙最小化方案

免维护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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栈道调节-瓶装线
免润滑 dryLin® SLW-2080 用于进瓶栈道宽窄调节。

 预装配方案，节省时间和成本

 通过连接驱动端和输出端可实现六套平台的同步

移动

 耐腐蚀

 可承受较高的静态扭矩

码垛/输送/后道包装线

更多信息：

dryLin®  页码 44-47

提手分配器
iglidur® J 和 iglidur® W300 滑动轴承及关节头轴承用

于提手分配器上

 低摩擦系数

 对典型的清洗介质具有化学抗性 

 (PES, 过氧化氢)

 自重轻 = 低驱动力

  耐磨损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dryLin® 见页码 44-47

转角轴承
iglidur® P210 转角轴承用于瓶子输送转角过渡位置。

 无需润滑

 跟滑动刀辊面相比皮带需要更小的驱动力，具有更

长的使用寿命

 性价比高

 优异的耐磨性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免润滑 ...

传送盘上的传送星轮
iglidur® J 轴套用于传送星轮的主轴。

 不需要之前锡青铜套采用的复杂的润滑系统

 无需加油润滑

 免维护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标签检测系统
免维护 dryLin® SLW 或 SHT 丝杠驱动平台用于摄像

机或传感器的高度调节。

 即装即用的解决方案节省时间和成本

 可提供耐腐蚀解决方案

 可实现客户定制化的方案

 可实现小间隙方案

 可承受较高的静态载荷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标签检测系统
xiros® 工程塑料滚珠轴承用于张紧膜导向滚筒

 干净，无需润滑

 耐腐蚀

 跟滑动轴承比拥有更低的摩擦系数

 跟带密封不锈钢滚珠轴承相比性价比更高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xiros®  见页码 40-43

 ...饮料工业
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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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摩擦系数 ...

洗瓶机-清洗链
iglidur® RN 滑动轴承用于清洗链滚轮

减少驱动力

更长的使用寿命

对苏打等碱性具有抗性

降低噪音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冲瓶机-冲瓶头导向
iglidur® J 滑动轴承用于摆动运动；iglidur® J 非标件作为

镶嵌；iglidur® J 双法兰轴承用于冲瓶头升降。 

跟不锈钢轴配合拥有较低的摩擦系数

跟之前的高分子聚乙烯相比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无需水润滑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瓶的夹持传送 
iglidur® X, J, H370 或 X6 滑动轴承用于PET瓶胚及瓶

子的瓶夹机构。

摆动运动

可承受边缘负载产生的较高载荷

优异的耐磨性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清洗

饮料工业
包装机械/多头组合称

称重系统
iglidur®  滑动轴承及关节调心轴承用于多头组合称上

料斗的摆动运动。

低噪音, 吸振

免维护

免润滑，无污染

对典型清洗介质具有化学抗性

极低的吸水率

更多信息：

iglidur ®  见页码 34-39, igubal®  见页码 48-49

传感器调节
dryLin® SLW-1040 用于传感器的调节

可实现外部调节（无需探进机器）

可实现定制化方案，轻松安装

整体化方案节省时间和成本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密封块导向机构
dryLin® R 直线轴承用于密封块的直线导向，以及 

igubal® 杆端轴承用于密封块的同步驱动

跟滚珠直线轴承相比耐温范围更广： 

dryLin® JUM 耐温达 60°C; 

dryLin®  XUM 耐温 > 60°C

可配合使用不锈钢软轴

 耐化学品

不磨损轴

更多信息：

igubal® 见页码 48-49, dryLin® 见页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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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包装设备 
装盒机/热成型机械

装盒机护栏的尺寸调节
通过 dryLin® SLW-2080 丝杠平台实现纸盒护栏宽窄

调节的同步调整。

同一供应商的完整解决方案

节省时间和成本

免维护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装盒机推手
dryLin® W 直线导向系统

减轻运动重量

免润滑，不会产生污染产品的风险

耐灰尘

更多信息：

dryLin® 见页码 44-47

提升基站
dryLin® R 直线轴承用于提升机构的导向；iglidur® Z 

滑动轴承用于铰接摆动运动。

免维护

免加油，不会产生污染产品的风险

对典型清洗液有抗性，可实现彻底清洗

 iglidur® Z 可承受较高载荷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dryLin® 见页码 44-47

食品 ... FDA 认证
甜品生产线

华夫饼烘烤设备
iglidur® X6 用于烘烤设备上的旋转及铰接位置

优势:

摆动运动，温度达 200°C

高温潮湿环境下也不会腐蚀

耐磨性极佳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转角轴承用于烘焙设备
iglidur® P210 轴承用于烘焙设备的转角过渡机构

优势:

无需加油润滑(相比滚针轴承)

可减少驱动阻力，提高皮带使用寿命

性价比高（跟滚针轴承及自己加工的方案相比）

噪音小

耐磨性好，拥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更多信息：

iglidur®  见页码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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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包装设备 

标准化的铰升降密封基站：升降通过 iglidur® J滑动

轴承实现导向；铰接位置使用高承载的 iglidur® Z 滑

动轴承

兼顾减震性及数据线导向性的

E6 拖链用于喷码机构

下拉膜张紧机构的支撑轴两端使用

igubal® 法兰关节轴承

热成型包装机械

典型案例

纵封块的位置调节使用带锁紧装置的 dryLin® W，从

而实现快带简单的手动调节

封口机构中使用 dryLin® R 直线轴承

配合硬质氧化的铝合金轴实现最佳的

运行性能

通过带计数器和手轮的 dryLin® SLW 丝杠驱

动平台实现检测膜边及条码的传感器的位置

调节

管袋包装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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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灌装系统模块化设计，可适应不同需求。整体化的 dryLin® 直线平台用于不同尺寸的调节设置；易格斯拖链用

于能量和信号的传送。

通过手轮，操作者可轻松完成重达 80 kg 以上的灌装

头的定位。

dryLin® W 导轨确保用于灌装的桶能够顺畅移动。

直线灌装设备

通用包装设备 

消毒设备总览

xiros® 工程塑料滚珠轴承由于耐用、灵活且性价比

高，用于一系列包装设备中。

dryLin® W 线性导轨及滑块根据客户图纸设计成的特

殊部件

消毒机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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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Lin® 丝杠驱动平台SHT-12-AWM用于编物角度的偏移调节。总共使用8套平台实现调节。

纸尿裤机械

通用包装设备  

通过丝杠驱动单元 dryLin® 元 

SET-25 丝杠驱动单实现检测传感

器的位置调节。

dryLin® SLW-2080 丝杠驱动平台用于将包装好的纸尿裤压入纸盒中的高度同步升降。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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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瓶子排空设备，在升降机构中使用  dryLin® 直线轴承。 

dryLin® W 直线导向系统用于瓶身标签的去除机构。

易格斯直线系统免维护，对饮料行业常用的清洗介质

具有化学抗性。

免维护 iglidur®  X6 滑动轴承用于抓取瓶子的铰接机

构。

开瓶机

饮料工业

蝴蝶式抓手是根据抓取物由一些小模块组成的机构。 dryLin® 直线系统中机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RJMP-01-25 直线轴承非常耐用dryLin® RJMP-01-25 内孔的滑槽方便灰尘通过

蝴蝶抓手 - 后道包装线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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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Lin® 导向螺杆 SET-25-AWM 用于冰淇淋甜筒设备中的光标的移动和定

可调整间隙的 dryLin® SLW-1040 丝杠驱动平台用于

面糊喷淋管的位置调节。

通过使用混合摩擦滑块 dryLin® WJRM 可以用最小

的力实现安全罩的移动调节。

华夫饼烘烤设备

食品工业

切割前的摆盘直线运动，使用 dryLin® JUM-01-40 配合不锈钢软轴。

气缸带动曲柄实现支架的移动，使用 iglidur® J 滑动

轴承用于摆动运动。

使用 iglidur® X6 滑动轴承用于驱动臂的摆动运动。

切片机中的高速堆垛系统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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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洗链滚轮中加入 iglidur® 滑动轴承后，洗瓶机的所需驱动力显著下降。

机电一体化灌装设备-安装使用

耐高温 iglidur® X。

洗瓶机/灌装设备

饮料工业

iglidur® X 用于瓶装饮料灌装的灌装

阀

性价比高：使用 iglidur® 轴承免润滑，寿命长，节省90%成本

饮料灌装设备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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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5 年基本无磨损： 

iglidur® 工程塑料轴承及 dryLin® R 直

线系统用于饮料罐放料系统。

灌装机械

饮料工业

灌装机械的升降机构 iglidur® H370 提供低摩擦系数，抗化学性及低吸水率。 瓶装线抓手的改进：使用易格斯滑动轴承实现空间小、耐腐蚀、免润滑，如今仍然应用于市场中

igubal® 调心轴承用于气动翻转机构。

装箱机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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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设备

食品工业

经过“Mr Clean“测试验证—

易格斯免润滑轴承非常适用于食品

及卫生行业。

型材包装线：使用 igubal® 调心轴承、法兰轴承及杆端轴承，免维护，使停工时间降为零。

粉体产品输送

易格斯工程塑料轴承及拖链用于散状物料输

送设备中。

使用易格斯工程塑料轴承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无需加油润滑。在此挤压机构中安装了大量的 igubal® 调心轴

承。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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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轴、无尘室

拖链和电缆应用

无尘室拖链 – 几乎没有磨

损， IPA Class 1

向任何方向传输能量、信号、介质 – 易格斯拖链和高柔性电缆。

最小安装空间解决方案，来自同一供应商

dryLin®直线系统，拖链和 

chainflex® 电缆 – 

来自同一供应商的产品

可用于最窄的安装空间 – 弯曲半径仅为 4x d 的拖链和电缆。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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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lidur® 工程塑料滑动轴承 ...

   高耐磨工程塑料基料，加入加强纤维和固体润滑脂

混合而成

 无数次测试，几经验证

 免润滑，免维护，经济；可预测使用寿命，多样化

 符合 EU 10/2011 EC 或 FDA 标准

 可用于接近或直接与食品与药品接触

 特殊尺寸也可快速发货

   www.igus.com.cn/iglidur

可预测使用寿

命

超过 8,500 种型号

常备库存

持续运行温度可达 

250°C （特定材

料）

多种类型可选，还可提供定制

注塑和机加工部件

符合FDA/EU 
标准*

*iglidur® A180, A350, A500 , A181, A160

无需润滑和维护，同时降低成本，提高使用寿命，常

备库存，快速发货 — 这是易格斯产品的价值。iglidur® 

塑料对材料的磨损、摩擦及其他行程进行了持久而广

泛的测试。易格斯 iglidur® 工程塑料轴承从标准轴套到

客户定制的机械部件都可以预测使用寿命。

免润滑、免维护高性能工程塑料滑动轴承 – iglidur®

... 无污染产品的风险

 测试!
易格斯科隆实验室

iglidur® 解决方案 
自润滑
高性能工程塑料 iglidur® 滑动轴承：

   耐磨损的塑料基料

   纤维和填充材料强化轴承能够吸收压力或边缘负载

   然后加入固体润滑脂，减少摩擦系数

自润滑
数以百万计的润滑脂以微粒子的形式嵌入到基体材料和加强纤维中，形成稳定的混合物。在受到压力时，固体

润滑脂会被挤压出，用于润滑受力表面。 

润滑脂可以降低 iglidur® 轴承的摩擦系数。

使用 St52 / 气体氮化钢
磨损 μ/km; p= 30 MPa; v= 0.01 m/s; 旋转

磨
损

率
 [μ

m
/k

m
]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iglidur® Q iglidur® G iglidur® Z 需润滑的
黄铜套

金属涂层轴套

测试："旋转测试"
目标：  iglidur® 滑动轴承与金属轴承的磨

损测试比对

测试方法：30 MPa 压力下旋转轴测试

结果：所有测试的 iglidur® 材料相比金属轴

承磨损更少。使用金属轴套的轴产生磨

损，无法再使用。



36 37

iglidur® 材料 ...

iglidur® A350
 耐温度全能型材料

 符合 10/2011 EC 标准

 FDA 认证

iglidur® A500
 使用温度 -100°C 至 +250°C

 极佳的抗化学性

 符合 10/2011 EC 标准

 FDA 认证

iglidur® J – 
快慢速运动专家

 配合多种轴都低磨损

 干运行低摩擦系数

 吸振

 对多种化学品有抗性

 配合软轴有很好表现

  低吸水性 

iglidur® A160 
 符合 10/2011 EC 标准

 FDA 认证

 高介质抗性

 平均温度范围 

 低成本

iglidur® A180 
 用于潮湿环境

 FDA 认证

iglidur® A181
 符合 10/2011 EC 标准

 FDA 认证

 高介质抗性

iglidur® G – 
全能型材料

 免维护，干运行

 高耐磨损

 耐灰尘和污垢 

 超过 700 种型号常备库存

 低成本

iglidur® W300 – 
耐久型材料

 用于极长的耐久性 

 低磨损

 耐磨损极佳

 可配合粗糙轴和不锈钢轴，耐脏污

标准型

符合FDA 和 EC 标准

... 用于包装行业

iglidur® H370 
 抗水性；尤其在水下应用

 高耐温性 

 (-40 至 +200°C)

 高耐化学品

iglidur® J350 
 耐温度

  耐磨损

 耐冲击

iglidur® T220 
 不含烟草行业

不推荐或禁用的物质

iglidur® J3 
 低摩擦系数

 高介质抗性

  低吸水性 

 不含 PTFE

iglidur® Q2 
 免润滑免维护

 高负载下耐磨损，尺寸稳定

  高性价比

iglidur® Z 
 高负载下极佳的耐磨损性能 

 高耐热性

 高表面速度

iglidur® X 
 持续运行温度 -100°C 至  

+250°C

极佳的耐化学品

抗压强度高

耐高温

高负载

特殊材料

iglidur® J4 
大批量生产时的低成本材料

 低摩擦系数

 高介质抗性

  低吸水性

iglidur® L250 
 特别适用于快速旋转应用

 极低的摩擦系数

 极佳的耐磨损性能

客户化解决方案 
具有特殊性能的个性化材料：我们为您的应用开发理想的解决方案。 

iglidur® P210
 也适用于软轴

 低磨损

 低摩擦系数

iglidur® X6 
大批量生产时的低成本材料

 低摩擦系数

 高介质抗性

  低吸水性 

特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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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产品 ...

iglidur® 活塞环，最便捷安装
可替换 PTFE 带状轴承，只需轻松扣上即可使用，

如提升机构、控制阀和相关活塞机构。我们提供多

种 iglidur® 材料的活塞环，可适用于各种应用。如符

合 FDA 的材料 iglidur® A180。

iglidur® 转角轴承
精确、免润滑
易格斯开发了自己的转角轴承来实现输送带偏

转输送技术的应用。 iglidur® 材料标准产品： 全

能型 iglidur® P210 和 FDA 认证的 iglidur® A180 (使

用温度可至 90°C) 和 iglidur® A350 (使用温度可至 

180°C) 。 iglidur® 解决方案小半径、低偏转，只

需要很小的驱动力。

 尺寸稳定

 所需材料和尺寸的活塞环都使用 iglidur® 材料

 免润滑免维护

 安装简单 

 比 PTFE 更耐磨损

 低成本

 可以高负载

www.igus.com.cn/pistolringe

 传送带的急转机构

 减小机构的过渡半径

 运送难以用手直接操作的物品

 替代先前的硬摩擦及滚动摩擦方案

 此结构滚轮需要较大的PV值（较小过渡半径下由

于传送带的张紧力加上较高的速度造成）

 典型工况：V=0.3 - 0.5 m/s; P=0.5 - 1 MPa

www.igus.com.cn/messerkantenrollen

... iglidur ® 产品范围 ...

iglidur® 自由设计

工程塑料棒料
使用棒料制作您的特殊机械部件 - 样机，测试和小批

量生产。有多种材料可用： iglidur® A180 符合 FDA 标
准，可直接与食品接触。

iglidur® 耐磨带
igus® 耐磨带适用于承压摩擦面及各种形状的滑动面。

通过粘贴多层耐磨带可有效减少冲击和震动。另外如 

iglidur® A160 制成的耐磨带，还具有摩擦系数低、耐

磨性佳及符合 EU/FDA 标准的特点。

 可提供符合 10/2011 EC 标准的材料

 可提供 FDA 认证的材料

 高介质抗性

 免润滑免维护

低成本

  耐磨损

www.igus.com.cn/halbzeuge

 材料：iglidur® A160, V400

 免润滑免维护

 方便剪切

  可黏贴

  耐磨损

更少安装空间

www.igus.com.cn/tribot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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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ros® 工程塑料滚珠轴承 ...

xirodur® B180 –
用于食品行业。可清洗，使用温度

可达 80°C

  www.igus.com.cn/xirosB180

xirodur® C160 –
高介质抗性，耐腐蚀，耐化学品

  www.igus.com.cn/xirosC160

xirodur® A500 –
耐高温，耐化学品，绝缘 ，

耐磨损

  www.igus.com.cn/xirosA500

FDA 认证

多种设计

干运行，可清洗

可预测使用寿命

球体采用玻璃或铝

合金制成 持续使用温度

可达 150°C

采用高性能工程塑料制成的免润滑、免维护

滚珠轴承 - xiros®

xiros® 工程塑料滚珠轴承为滚珠轴承行业带来了一场

革命。那些金属滚珠轴承不适宜的应用可以使用免维

护，干运行，采用 xirodur® 高性能工程塑料的产品。 

 免润滑免维护

 高耐腐蚀

 持续运行温度可达 +150°C

xiros® 工程塑料滚珠轴承

使用寿命计算

选择安装尺寸，输入您应用的旋转速度和载荷。您需

要的尺寸和材料组合会显示在“选择的材料组合”窗

口中显示。您可以选择需要干运行使用寿命的组合。

   www.igus.com.cn/xiros-expert

 高介质抗性，可清洗，无磁性

  自重轻

   www.igus.com.cn/xiros

xirodur® M180 –
可侦测及高介质抗性

  www.igus.com.cn/xirosM180

xirodur® F180 –
同时满足 ESD 防护及 FDA 认证

  www.igus.com.cn/xirosF180

... 无需润滑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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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部件及更多 ...

使用 xirodur® B180 法兰滚珠轴承的 xiros® 铝合金管系统解决方
案 
整体方案由重量极轻的阳极化氧化处理的铝合金滚筒及免维护、高性价比的

xirodur® B180滚珠轴承构成。

 低摩擦系数 

 低成本

 免维护

 可选各种尺寸

www.igus.com.cn/xirosAlu

内径 外径 法兰直径 长度

d1 d2 d3 b1

10 38 38 500

尺寸示例 [mm]

Ø
d2Ø
d3

Ø
d1

b1

BBT-AC38-6000-B180-10-ES-500
产品代码结构

现成的“定制”解决方案
实现各种可能性 – iglidur® 特殊部件和解决方案
特殊设计的解决方案如双法兰轴承、活塞环、可清洗轴承、双层滑动轴承，以及各种其他设计都可实现。iglidur®

可以为您的特殊设计提供免润滑、免维护的方案。根据您的应用提供现成的或定制的产品：

“现成的”意味着 ... 

 7,381 个型号的标准尺寸可选 

 可快速装配

低成本

www.igus.com.cn/sonderloesungen

“定制”意味着 ... 

 为您的应用提供"客户定制"方案

可清洗设计

双法兰设计

球面转角轴承

... dry-tech®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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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Lin® 直线技术 ...
滑动膜材料为 

iglidur® J/J200 

清洁，无润滑剂 静音的滑动运动

免维护，免润滑

表面氧化处理和铝合

金材质，耐腐蚀

可选各种形状的导轨，安装尺寸和间隙

免润滑、免维护的直线驱动技术 
– dryLin®

dryLin® 是采用滑动代替滚动的免润滑直线系统。采

用摩擦优化的高性能工程塑料 iglidur® 材料作为滑动

面。 dryLin® 直线系统均干运行、免维护。可使用圆

形或方形轨道。dryLin® 驱动系统可提供完整的带电机

或不带电机的同步带、丝杠驱动单元。除了免润滑、

免维护，更重要的是还耐脏污、灰尘、水、化学品、

高温、高压。

 干运行，耐脏污

 不受冲击和振动

 高静态负载

 适用于短行程

  可达 10 m/s 的高速和 100 G 加速度

 低磁性

  www.igus.com.cn/dryLin

... 滑动替代滚动 ...

滚珠轴承 – 点接触 dryLin® 滑动轴承 – 面接触 耐脏污、灰尘、湿度 - 轨道免润

滑
合

 测试!
业内最大的自有实验室，易格斯科隆总部

dryLin® 直线系统抗介质测试
dryLin® 直线系统浸没在介质中的使用寿命和磨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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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Lin® 产品一览

dryLin® R 圆形导轨系统 

 耐腐蚀、耐磨损

 低摩擦系数、低噪运行

 尺寸与金属滚珠轴承一直

 轴、支撑轴等常备库存

 可换滑动膜

 www.igus.com.cn/dryLinR

dryLin® W 混合直线系统 

 易于安装

 免润滑

 14 种导轨，50 多种滑块可选

 多用途，节省空间、紧凑

 www.igus.com.cn/dryLinW

dryLin® N 紧凑型导轨

 低安装高度和安装表面

 可实现高速和高加速度

 大量滑块可选  – 也有带预紧的

 www.igus.com.cn/dryLinN

dryLin® T 导轨系统 

 特别为自动化和输送领域的应用而设计

 免润滑、耐腐蚀

 可调轴承间隙

 高静态负载

 www.igus.com.cn/dryLinT

直线驱动系统

dryLin® SHT/SLW 直线平台 

 使用工程塑料轴承和螺母 100% 免润滑

 用于尺寸调节

 梯形或快速螺纹

 轻巧的塑料装置和坚固的不锈钢解决方案

 自由选择行程

 通过手动和电机调整

 可选大量附件

   www.igus.com.cn/dryLinSHT

dryspin® 丝杠

 免维护，干运行

 低噪音

 耐灰尘和污垢

 耐腐蚀

 梯形或快速螺纹

  高效率

 可选零间隙版本

   www.igus.com.cn/dryspin

dryLin® E 驱动技术

 整套：直线平台加电机，即装即用， 

 可在线配置

 可安装电机

电缆和限位开关 3-4天交货

   www.igus.com.cn/dry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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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ubal® 关节轴承 ...

易格斯免润滑、免维护球形轴承 
– igubal®

igubal® 工程塑料自调心球形轴承。

igubal® 系列为开发者提供自调心轴承元件：关节轴

承、U 形夹、法兰轴承、球形轴承和基座轴承。自调

心轴承易于装配、适应所有角度的变化，大部分情况

下都可以替换壳体。

igubal® 具备高性能工程塑料的各个优点。可用于干运

行，具有很好的吸振性。耐污垢，可在化学介质中运

行，完全耐腐蚀。

 igubal® 免维护球面轴承尺寸 2- 50 mm

耐化学品、耐腐蚀

极佳的吸振性

可高频使用

可预测使用寿命

  www.igus.com.cn/igubal

免润滑、免维护

磁检测(可选)

吸振

偏差补偿

耐化学品

... 补偿间隙 ...

双杆端关节头与转向拉杆

iglidur® 材料制成的关节球

关节轴承和自调心卡箍轴承

2 或 4 孔法兰轴承，HT 耐高温型可抵抗 200°C 高温

不同类型的基座轴承, 分拆外壳和/或球（可选）

万向节，带螺栓

U 型夹和弹簧销，单拼凑或组合 (也有关节头)

带内外螺纹的关节轴承；左旋/右旋还有 HT 版本运行温度可达 +20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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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nflex® 高柔性电缆 ...

在拖链长时间运动应用的电缆 – chainflex®

高柔性、耐久

抗辐射

耐低温可达 -40°C

根据应用提供 

PVC、PUR、TPE 外护套

耐水解和微生物

1040 种型号的电缆常备库存

如 chainflex® CF98 / CF99 – 高负载和极小的弯曲半径。 TPE、PVC 外护套，无卤素，用于低温，耐微生物和水
解。   www.igus.com.cn/CF99

如 chainflex® CF38 – TPE 动力电缆用于严苛的户外应用，抗辐射，使用温度 -40°C 至 +90°C
  www.igus.com.cn/CF38

如 chainflex® CF THERMO – PUR 热电偶电缆用于高负荷的要求，PVC 外护套，无卤素，耐微生物和水解。
  www.igus.com.cn/CFThermo

如 chainflex® CF130.UL/140.UL – PVC 控制电缆用于中等负载。高性价比，阻燃，使用温度 -5°C 至 +70°C 
  www.igus.com.cn/CF140

... 专用于拖链 ...

-40°C 低温测试
目标： 确定 chainex® TPE 电缆 -40°C 的最大使用寿命。

测试方法：  在低温装置中，一根易格斯 CF35 TPE 电缆在拖链中运行，低温装行程 
  7 m，速度 1.5 m/s，温度 -40°C

结果：  测试 3700 万次双循环。电缆有少量磨损，各项功能正常。

 测试!
业内最大的自有实验室，易格斯科隆总部

在拖链中使用的高柔性电缆需要特殊的设计和制造工

艺，才能满足频繁运动、高速、高加速度，以及各种

环境要求。满足各种电磁兼容性、标准和认证：如

UL ， CSA ， VDE ， Inter 和 Pro bus 协议。易格斯 

Chain ex® 产品范围包括控制电缆、伺服电缆、动力

电缆、以及机器人电缆、总线电缆、数据电缆、编码

器电缆、光缆等。

 使用温度 -40°C 至 +90°C

 在拖链中高动态运行

 特殊设计防止“起旋”

 1,040 多种型号常备库存

 高耐磨外护套 

(PVC, PUR, TPE)

   www.igus.com.cn/chainflex

guarantee

chain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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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型 – 
E2/000 系列
E2/000 具有灵活方便安装、高强

度的典型代表 - 高稳定性与低噪声

运算，并有长使用寿命，符合多种

安装方式。全世界的众多工程师都

信赖这个系列。

  www.igus.com.cn/E2000

结构合理的限位

块，运行安静

长使用寿命

的滑动面

便捷装配

的孔销结构

ESD/Atex 

版本

光滑，保护电

缆的内表面

快速装填，横杆可

以在两侧卡扣式开

启 高保持力限位块

可根据要求提供

可侦测的磁性材

料

不积污垢

的外轮廓

用于传输能量、数据和介质的系统

– 拖链

II 2 GD

适用于各种应用的拖链 ...

小巧坚固的全能型拖链 – 
E2 微型
小型拖链，使用坚固的限位块和大

尺寸孔销，增加 25% 架空行程和 2 

倍的额外负载 (与易格斯传统产品

相比)。自带"减振器" 有效降低噪

音，非常安静，保护电缆。 专用

打开器 (内含) 显著减少打开时间。

  www.igus.com.cn/E2micro

全能型 – 
E4.1 系列
E4.1 是易格斯拖链家族中最好的产

品之一。使用易格斯 E4.1 拖链，

应用的使用寿命会大大提高，成

本显著降低。E4.1 打开方便，运

行安静，用途广泛。各种安装方

式站立、悬挂、圆周运动及长短

行程，快速或恶劣环境。E4.1 往

往是第一选择。

www.igus.com.cn/E4.1

易格斯拖链和拖链系统广泛适用于 
各种应用：

 可用于引导数据电缆、光缆，及动力管线如电、油、气、液体等

 可选各种类型与应用

 高动态负载和长使用寿命

 用于各种环境和气候 (-40°C 至 +120°C)

 易于清洁

 紧凑安装

 可侦测材料及 ESD/ATEX 材料

 全封闭和易于打开的版本

 简单的模块化装配现场，以及电缆的快速改造

   www.igus.com.cn/e-chain

在业内最大的易格斯自有实验室（ 1,750 m² ）里，每年进行 5,000 多项测试。主要考察拖链和

电缆的耐久性，各种应用和适用场合。

... 各种安装方式 ...

 测试!
业内最大的自有实验室，易格斯科隆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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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gus.com.cn/packaging

访问易格斯包装行业网站，更多信息、产品、应用案

例、及在线工具等。

www.igus.com.cn/packaging 查找和计算更快速

  www.igus.com.cn/online

iglidur®产品查找器只需轻松几次点击就可以为您的应

用找到正确的轴承。直接链接到在线样本，可获得更

多信息和报价。

各种在线工具，如配置器、使用寿命计算器，产品

查找器可访问：   www.igus.com.cn/online

不同行业需要不同解决方案。不论是

机械设计、汽车制造，还是机器人 – 

易格斯提供客户定制的特殊解决方

案。

易格斯在各行业已经有大量的经验

和资源。

  www.igus.com.cn/industry

用于各种行业 - 
可用于各种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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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和测试

少即是多 - 易格斯实验室的贡献。 1,750 m2 的实验室，每年超过 15,000 项测试和超过 20 亿次双循环。

易格斯实验室与行业经验

降低成本，同时检验产品最高使用寿命 – 只有深入

研究和测试才能实现。

业内最大的实验室在107个测试平台上每年进行20

亿次行程测试。

这是易格斯产品可靠性的最佳背书。

  www.igus.com.cn/test

在轴承实验室里进行摩擦测试，易格斯科隆总部。

RoHS

iglidur®无需润滑油，不会向环境排

放多余的油脂。iglidur®滑动轴承自

重轻 可以减少排放。

对环境更友好

易格斯的质量保证
易格斯以客户的需求作为质量标准，一直是可靠的

供应商。易格斯一直致力于以最好的质量水平生产

产品，并坚持开拓创新的解决方案。

大量的测试数据
15,000 项测试铸就了全球最大的工程塑料产品数据

库。

这个数据库为我们应用提供最可靠的产品选择。

每年 15,000 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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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us® 服务
带电缆和接头的易格斯装配服务

装配电缆 readycable®

易格斯提供 24 个制造商标准的 4,000 种型号的装配

电缆，100% 经测试。

  伺服、动力、信号、编码器电缆

  无剪切费用，无额外费用，即使是小订单

  根据客户要求提供电缆长度

  最小弯曲半径 7.5 x d

  减少仓储成本，提高现金流

24-48 小时发货

www.igus.com.cn/readycable

装配拖链 readychain®

全装配的拖链系统 3-10 个工作日发货，在全球 11 

个装配拖链工厂每周生产 700 个订单，为您节省时

间，提高现金流。

   消除电缆、拖链和接头的库存

  装配时间减半

  灵活的订单管理

  减少 75% 订单量

  减少停机时间

  系统保障 - 根据要求提供

www.igus.com.cn/readychain

易格斯装配服务

专业装配，避免停机时间和额外费用 - 易格斯装配

服务

  来自同一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 – 为您减少物流费用

 易格斯的系统保障，根据每个不同的系统提供

www.igus.com.cn/assemblyservice

igus® 发货系统 - 快速可靠

* 交货时间是指货物离开易格斯的时间。

24 小时或当天*
所有样本产品

如： 一个拖链链节， 6 米拖链， 3 个去应力元

件，一个 iglidur® Q2 滑动轴承， 一个 dryLin® 直线

轴承

24 - 48 小时*
客户定制系统

如： 11.46 m 拖链带内部分隔系统，导轨， 接头； 

2.46 m dryLin® 导轨带 2 个滑块

3-5 个工作日
装配系统

如：带电缆不带接头的简单装配拖链系统；特殊要

求的丝杠单元。

10 个工作日

复杂系统和机加工部件

如：带各种类型电缆并装配接头，以及各种接口、

配件的装配拖链系统，根据图纸机加工的轴，精加

工的轴承，或者需重新注塑的部件。

motion plastics®

50 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做同一件事

情 – motion plastics®: 将工程塑料产

品用于运动机械。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工程塑料 - 经过摩

擦和磨损优化的高性能工程塑料。

这项技术使得易格斯成为世界领先

的拖链和工程塑料轴承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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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us® 专家 ...

igus® 德国

科隆 (总部)

易格斯包装行业经理

Jan Michels

电话：  +49 2203 9649-775

传真：  +49 2203 9698-775

手机： +49 173 5415565

E-Mail:  jmichels@igus.de

igus® 德国

科隆 (总部)

易格斯包装行业经理

Sebastian Jacobs

电话：  +49 2203 9649-7734

传真：  +49 2203 9649-334

E-Mail:  sjacobs@igus.de

igus® 德国

科隆 (总部)

易格斯包装行业主管

Lars Braun

电话： +49 2203 9649-218

传真：  +49 2203 9698-218

手机： +49 172 2561826

E-mail:  lbraun@igus.de

igus® 德国

科隆 (总部)

易格斯包装行业经理

Bastian Mehr

电话：  +49 2203 9649-140

传真：  +49 2203 9649-334

手机： +49 172 4008998

Email:  bmehr@igus.de

igus® 法国

Fresnes (Paris)

Julien Villard

电话：  +33.1.49.84.98.16

传真：  +33.1.49.84.03.94

Mobile: +33.6.42.15.80.72

Email:  j.villard@igus.fr

igus® 奥地利

Ampfl wang

Christoph Föttinger

电话：  +43-76 75-40 05-17

传真：  +43-76 75-32 03

Email:   cfoettinger@igus.at

igus® 加拿大

Concord, ON

Kevin Wright

电话：  001-905-760-8448

手机： 001-416-570-1411

传真： 001-905-760-8688

Email:  kwright@igus.com

igus® 巴西

Santo Amaro

Márcio Marques

电话：  +55-11 35 31-44 57

Fax  +55-11 35 31-44 88

Email:  marcio@igus.com.br

igus® 中国

上海

夏宁翔 Ahren Xia

电话：  021-5130 3146

传真：  021-5130 3238

... 全球易格斯包装行业专家

Email:   axia@igus.net

igus® 西班牙

Barcelona

Shadi Lara Rojas

电话：  +34 936 473 973

传真：  +34 936 473 951

Mob.:  +34 678 669 064

Email:  slara@igus.es

igus® 英国

Northampton

Chris Foot

电话：  +44-16 04-67 72 40

传真：  +44-16 04-67 72 45

Email:  cfoot@igus.co.uk

igus® 意大利

Robbiate (Lecco)

Matteo Zaniboni

电话：  +39-039 59 06 1

手机： +39-335 75 70 517

传真：  +39-039 59 06 222

Email:  mzaniboni@igus.it

igus® 印度

Bangalore

Abhay Madanlal Kothari

电话：  +91-80-39 12 78 12

传真：  +91-80-39 12 78 02

Email:   amkothari@igus.in

igus® 日本

Tokyo

Takayuki Matsumoto

电话：  +81-3-58 19-20 57

传真：  +81-3-58 19-20 64

Email:  tmatsumoto@igus.co.jp

igus® 马来西亚/新加坡

Singapore

Aw Kai Hua

电话：  +65-64 87 14 11-838

传真：  +65-64 87 15 11

Email:  kaihua@igus.com.sg

igus® 韩国

Incheon City

Sean Kim

电话：  +82 32 821 29 11

传真：  +82 32 821 29 13

Email:  skim@igus.co.kr

igus® 台湾

Taiwan

Sean Hsiao

电话：  +886-4-2358-1000

传真：  +886-4-2358-1100

Email:  shsiao@igus.com.tw

igus® 墨西哥

Toluca

Francisco Marquez

电话： +52-1-72 22 64 39 23

传真：  +52-728284-3187

Email: fmarquez@igus.com

igus® 瑞士

Neuendorf

Lutz Alof

电话：  +41-76-380 97 15

传真：  +41-62-388 97 99

Email:  l.alof@igu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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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 Soi Bangkok -Nonthaburi 30,
Bangkok - Nonthaburi Rd.,
Bangsue,Bangsue

Phone    +66 (0)2 587 4899
Fax       +66 (0)2 587 4898

Bangkok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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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格斯拖链、轴承、电缆及装配符合 ISO 9001:2015及 
ISO/TS 16949:2016 标准。

/newsletter
免费邮件! 了解更多关于易格斯运动塑料 motion pla-
stics®的发展趋势和创新产品。还有很多新奇的应用
案例和视频，再次申请：
www.igus.com.cn/newsletter

易格斯拖链轴承仓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11号46号厂房A部位
邮编：200131
电话： 021-5130 3100
传真： 021-5130 3200
免费服务热线：400 720 3100
E-mail: cnmaster@igus.net
https://www.igus.com.cn   

易格斯保留最终解释权！
MAT0071573.14 截至 05/2018

/contact
您可以联系您国家或行业对应的联系人: 
www.igus.com.cn/conta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