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封系统 导承零件

液压技术

导承零件 聚四氟乙烯密封 旋转密封 垫圈



将创意融入产品

将技术转化为液压解决方案

S.F. Components 始于制造液压元件，经过多

年的发展创新，如今我们凭借自身的技术

诀窍、精密制造工艺、生产经验以及高于

一切的创新标准意识和追求完美解决方案

的激情，提供独特的产品系列。

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S.F. Components 业已

成为复杂液压应用的全球合作伙伴，提供

技术先进、质量优秀的导承和密封解决

方案。

我们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提供各类特殊

的创新型导承零件、密封件、不同的特殊

部件以及复杂的定制技术解决方案。这一

丰富的产品组合是我们深耕行业多年、持

续开发产品和应用现代生产技术的共同

结晶。

通过与直销合作伙伴展开紧密合作，

S.F. Components 基于层压材料和织物基底材

料，进行困难精密元件的现代化、专门化

和前沿化开发，构建和制造；在针对液压

产品的导承零件、密封件和轴套领域中，

成为先进生产资源、高质量材料、经验丰

富的专家和复杂加工技术的代名词。

质量与精确度

对于 S.F. Components，高质量的产品、耐久的

产品生命周期、优秀的效能比以及出色的技

术水平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产品进行

持续优化、提供连续服务是我们最基本的商

业原则。

为了保证客户的满意度，产品的任何生产环

节都不容轻视。我们在全程贯彻极高的质量

要求，涵盖从选择原材料和结构材料的供应

商和制造合作伙伴、生产制造流程，到整体

制造技术的全部环节。

力求完美

S.F. Components GmbH 公司具有优秀的技术质

量水平和技术诀窍，生产流程和质量管理体

系符合 EN ISO 9001:2008 国际标准，并在合规

性和流程效率方面进行持续的内部监督。

这一国际认证是我们产品的优良质量和可靠

性能的最好证明。



满足高要求的合格产品

导承和密封系统

S.F. Components – 您拥有的优势

S.F. Components 根据最新的技术标准进行产

品研发，拥有丰富库存，提供具备最高可

靠性、灵活性、效能和经济效率的产品，

为各种行业和技术领域的应用打下坚实

基础。

■ 农业机械行业

■ 工程机械行业

■ 气缸生产

■ 驱动技术

■ 重工业

■ 工业卡车

■ 机械和设备工程

■ 采矿业

■ 移动液压设备

■ 可再生能源

■ 船舶技术

■ 固定液压设备

此外，S.F. Components 提供从单独问题解决

方案，构建、原型设计、测试和生产到完

成的液压元件的全面介入方式。

在这其中，起决定性的要素是与客户展开

有关技术需求、性能和创新的集中合作对

话，这是保证共同成功的基础。



S.F. Components 的生产过程高度机械化，提供高品质的液压元件（用于传统导承和密封系统）、特殊部位以及定制

个性化解决方案，面向液压行业的各类具体应用。我们提供的产品基于五大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

导承零件
活塞导承

杆导承

柱塞导承

套管

标准

独立

面料基地层压材料
棉织物/酚醛树脂
合成纤维/酚醛树脂与聚四氟乙烯
聚酯纤维/聚酯纤维树脂
聚四氟乙烯化合物
聚缩醛

聚四氟乙烯 - 铜
聚四氟乙烯 - 碳纤维
聚四氟乙烯 - 光纤
聚四氟乙烯 - 食品兼容合成物

特殊材料（如聚醚醚酮，聚苯酯）
聚氨酯

聚四氟乙烯 - 铜
聚四氟乙烯 - 碳纤维
聚四氟乙烯 - 光纤
聚四氟乙烯 - 食品兼容合成物
特殊材料（如聚醚醚酮，聚苯酯）

标准材料，例如聚氨酯、 
聚四氟乙烯、NBR/FPM
特殊材料

聚四氟乙烯 - 铜
聚四氟乙烯 - 碳纤维
聚四氟乙烯 - 光纤
聚四氟乙烯 - 食品兼容合成物
聚氨酯
POM
特殊材料（如聚醚醚酮，聚苯酯）

标准材料，例如聚氨酯、 
聚四氟乙烯、NBR/FPM 聚
乙烯 POM、PA 特殊材料

单动和双动

单动和双动

外部密封操作

内部密封操作

单动和双动

客户要求

单动和双动

活塞密封

杆密封

凸轮

旋转密封

活塞密封

杆密封

凸轮

连续螺旋

开槽

活塞密封

杆密封

凸轮

特殊密封

特殊元件

液压密封系统

垫圈

特殊密封系统
特殊元件

聚四氟乙烯（聚四氟乙烯）密封

产品类别 形状 材料

单独制造



精准材料和先进技术

的能力和科技

导环

套管

球型支座

通过在特殊工艺流程中

使用酚树脂和聚酯树脂

进行处理，棉布、合

成纤维织物基底层压

材料和聚酯棉料拥有

了持久、可靠的最大

阻力，因此在很多领

域中可以作为金属材

料的替代品。

这些织物基底层压材

料的成品零部件专门

用于液压、机械和

轴承工程，以及采矿

业、重工业和可再生

技术领域。

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不断调整校正的

过程，向技术上可行的和改进的方向不

断发展。我们将这一原则视作生产精度

高、技术完善的聚酯合成元件和层压材

料的核心要求。通过将棉纤维、聚酯纤

维和合成纤维和多种树脂相结合，我们

将最为先进、完善的制造技术应用到优

质生产性层压材料的生产过程中。

导管、型材、杆材和板材 - 精密零件根

据 ISO EN61212 标准规划化生产，适用

于工程行业中的许多不同应用领域。

导
向
元
件

织物基底层压材料 聚四氟乙烯化合物 聚氨酯 丁腈橡胶



从层压材料和织物基底材料，到

复杂液压应用的精确导承和密封

解决方案。

KT 导环

KT 活塞和杆导环

使用织物强化的 KT 材料制成的活塞和杆导环在国际液压工程领域久负盛名。S.F. 导环应用了不

同的树脂粘合织物材料，其生产制造涵盖从原材料到完成具有优异公差的活塞和杆导环的完整

过程。我们使用预浸料装配、现代绕线机和 CNC 选择机器人进行管材制造，并在全程进行严密

的质量控制。因此，这使我们能够快速、灵活地响应客户在尺寸规格上的特殊要求。导环必须

能够精准地导承液压缸的活塞杆，并能吸收存在的侧向力。在滑动部件之间，不能存在任何的

金属接触（即具有对偶面）。我们的导承零件具有保护对偶面的能力，同时在最大阻力方面极

为优秀，可在许多领域中作为金属材料的替代品。正是因为具有卓越的最大阻力、出色的滑动

特性和低摩擦表面，此材料适用于各类全新应用环境。

KT 导环已经成为液压缸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侧面加压液压缸系统（针对传统

液压缸生产、采矿、工程机械行业、机械和设备工程的应用）中，用于吸收异常高的侧向力。

■ 棉纤维、合成纤维织物基底层压材料和聚酯纤维

■ 在工艺流程中使用特殊的酚树脂和聚酯树脂进行处理

■ 最大阻力、高支承强度、优秀的滑动性能

■ 可替代金属材料

■ 标准尺寸

■ 独立尺寸

■ 独立直径

KT100：棉纤维 + 酚树脂   EN 61212, PF CC 22

KT102：优质棉纤维 + 酚树脂   EN 61212. PF CC 21

KT107：棉纤维 + 酚树脂 + 石墨

KT200：合成纤维织物 + 改进型酚树脂 + 聚四氟乙烯  PF CA ac.to EN 61212

KT500：聚酯纤维 + 改进型酚树脂 + MoS2（alt. + 聚四氟乙烯)

KT700：芳纶纤维 + 耐高温聚四氟乙烯



导带

KT 导带

KT 导带

套管 球形支座

（按米）

（螺旋版本）

我们的导环产品使用久负盛名的织物强化 KT 材料制成，通过带卷/带条的形式供应，具有极高的

直径，尤其适用于传统液压缸生产。带卷材料同样可用于具有独立尺寸的单独部件的生产，便于

维护和维修。带条以缠绕在线轴上的形式提供，长度约为 5 700 / 10000 mm 或为针对任何适用直

径的所有常规尺寸。导带材料（按米）允许我们的客户灵活生产所需的各类的尺寸的导承零件。

此材料优异的物理和机械性允许我们制造螺旋版本的 KT500T 导带，这在提供装配简易性的同时，

仍能提供多种不同的固定直径。

织物复合材料外的套筒的作用是滑动轴承或振

动衰减。这一原件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

具备 KT 产品久负盛名的物理特性。

使用织物复合材料制成的球形支座用于连接固

定轴和移动轴，或用于液压缸中。由一个或两

个部件组成的支座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

如有必要可提供 0 间隔。

KT200T：合成纤维织物 + 改进型酚树脂 + 聚四氟乙烯  PF CA ac.to EN 61212

KT500T：聚酯纤维 / 聚酯纤维树脂 + MoS2（alt. + 聚四氟乙烯)

KT500TS：聚酯纤维 / 聚酯纤维树脂 + MoS2（alt. + 聚四氟乙烯)

■ 用于液压缸制造

■ 标准或个性化长度

■ 标准或个性化直径，最高可达 1800 / 3000 mm

■ 适用于极端压力，免维护，抗腐蚀

■ 高支承强度，适用于几乎所有媒介

■ 标准或个性化长度

■ 标准或个性化直径，最高可达 1800 / 3000 mm



标准密封系统

个性化特殊密封件

个性化车床加工、注射成型特殊密封件

通过提供选择丰富、触角深入的活塞、

杆和旋转密封以及凸轮产品系列，S.F. 

密封程序能够为最为复杂操作条件和市

场分区，提供一站式精密和可靠的液压

解决方案。

特殊密封件和特殊元件同时支持根据客

户要求进行个性化设计和制造（车床压

制、注射成型），并且以模块化的方式

提供（作为单独模块或者完整的密封系

统），适用于几乎所有液压应用。

S.F. Components GmbH 拥有由聚氨酯、高弹体、现代施工工具、

可靠高效的材料和个性化的材料创新共同组成的精密制造技术、

门类齐全的专业密封系统库存以及卓越服务标准，这使其深受众

多用户的喜爱。



可靠、符合要求的液压密封件

基于最新技术标准，进行开发

和制造

高产品范围和深度

高库存

交货快

产品可用性高

价格/性能比合适

技术成熟功能的安全性

大量提供特殊密封件，但仅以

单独价格收费

活塞密封件

杆密封件

旋转密封件

特殊密封件

凸轮

氟橡胶

聚氨酯

丁腈橡胶-丁腈橡胶织物

聚甲醛

特殊材料

S.F. 意味着：

我们与销售合作伙伴合作，出售 22,000 种标准密

封件，提供市场中最为全面、质量最高的产品组

合，涵盖多种主要尺寸以及从氟橡胶到聚氨酯、

聚四氟乙烯、高弹体和织物强化高弹体的丰富材

料范围。

密
封
系
统

织物基底层压材料 聚四氟乙烯化合物 聚氨酯 丁腈橡胶



聚四氟乙烯导承和密封元件具有优异的滑动特性、承载强度和尺寸稳定性，抗热力和化学侵蚀，

抗磨损，为在液压工业中实施众多应用提供了可能，涵盖从精密应用到极端高性能应用的丰富

领域。

S.F. 导承零件对液压缸的设计、功能和服务生命周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聚四氟乙烯产品线中的各类

材料组合能够为各种具体需求提供对应的功能可靠性和持久性。

由此，丰富的活塞、杆和旋转密封件，

凸轮和支持环，以及最为多变的聚四氟

乙烯材料合成物可以满足对应的应用要

求。通过以导带形式提供，材料可以用

作金属导承材料的替代品。 

S.F. Components 通过提供各种标准尺寸

和个性化定制尺寸的聚四氟乙烯导承和

密封元件，或提供对应的聚四氟乙烯化

合物，尽最大努力提供精准、功能可靠

的液压解决方案。

导承零件

密封系统

垫圈

特殊密封件

半成品

模塑料

■ 抗化学侵蚀、抗磨损、适应各种应用温度

■ 使用于高压力、高刚性应用，具有良好的滑动特性

■ 特殊化合物，同样适用于食品、医疗和制药行业。



导承零件

垫环

聚四氟乙烯

 (PTFE) 化合物

密封件

■ 导带

■ 密封系统

■ 垫环

■ 特殊密封件

■ 模塑料

■ 半成品

聚四氟乙烯 (PTFE)，聚四氟乙烯 (PTFE) 化合物 - 导带

导带（按米/线轴）

导带（根据规格切割为个性化长度）

标准尺寸和个性化尺寸

个性化直径

聚四氟乙烯 (PTFE)，聚四氟乙烯 (PTFE) 化合物 – 密封件、垫环

密封件：标准和特殊类型

垫环：连续、开槽和螺旋

特殊材料：如聚醚醚酮

聚四氟乙烯 (PTFE)，聚四氟乙烯 (PTFE) 化合物 – 模塑料、半成品

提供所有当前聚四氟乙烯 (PTFE) 化合物的半成品

模塑料根据图纸单独生产

织物基底层压材料 聚四氟乙烯化合物 聚氨酯 丁腈橡胶

聚
四
氟
乙
烯

 (
PT

FE
)



织物基底层压材料 聚四氟乙烯化合物 聚氨酯 丁腈橡胶

用于液压系统的导承零件和密封件

S.F. Components GmbH

Lise-Meitner-Str. 5
D-82216 Maisach-Gernlinden 

Germany

电话：+49 / 8142 / 65 180 -  0 
传真：+49 / 8142 / 65 180 - 45

www.sf-components.com
info@sf-component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