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料管材整套生产线和用于特种管材定制解决方案

应用：管材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公司是定制、高能效管材挤出系统的领先制造商。每条生产线全线都是我们自主设计，各组件之间完美匹配。作为客户的合作伙伴，我们提供基

于具体应用的加工技术的全方位咨询，并为每个应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高性能设备，具有尽可能短的生产线长度，同时节约能源、节省材料、节水。

根据国际质量标准的严格要求，针对具体应用不同，塑料管材含有不同塑料成分：其主要材料是聚烯烃和PVC，拥有多种优点：

一站式供应全套最新技术管材挤出系统

第1部分：塑料的加工

易于铺设、安装和维护

重量轻

耐化学品、耐结垢、耐腐蚀

长使用寿命

可回收 

Pipe heads:
管材

机头

vacStream:
直径5 - 2,600 mm
管材的真空槽

coolStream:
直径5 - 2,600 mm管

材的冷却槽

cutStream:
直径5 - 2,600 mm管

材的切割装置

pullStream:
直径5 - 2,600 
mm管材的牵引

装置

标准管材挤出生产线示意图：

挤出机:
SPO单螺杆挤出机

PVC双螺杆挤出机

rollStream / tiltStream:
用于直径2,600 mm
以下管材的辊轮平

台或倾斜平台



第2部分：材料与加工

PVC是一种用途极广泛的材料，一般以干（粉）混料形式供应。在进入挤出机加工之前，需
要在冷热混料装置中将添加剂混入PVC中。PVC配混料对剪切和高温敏感，所以要用平行

或锥形双螺杆挤出机轻柔地加工，具体根据所需产量及管材规格而定。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双螺杆挤出机的优点

   较长的34D加工装置，实现:
 较好的产品质量

 宽加工窗口

 针对极高产量生产优化了螺杆概念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PVC模头的优点

在加工敏感的PVC材料时，采用了对流动行为进行了优化的支架式芯棒分配模头，该模头

适用于加工多种材料混料，具有较高的产量。它们的特点是:

实现最终产品均匀、精确壁厚分布的特殊结构 
升压小，物料停留时间短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还提供用于加工多层管材的共挤出解决方案和管材模头，如可以减少

材料用量的芯层发泡管材。

PE-Xa加工

PE-Xa管材挤出生产线

PE-Xa管材

PVC 加工

PE-Xa具有极高的交联度，因而耐热性能优异。

制造PE-Xa管材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工艺:
PE粉料、液体过氧化物和稳定剂的混配料在双螺杆挤出机中熔

融、均化。为防止早期交联，配混时需要采用160℃这一较低的加

工温度。
之后，熔体在优化了流动性能的管材模头中成型成管坯，并带用

极少量的特殊涂层。
接下来，熔体管坯被导引通过一个红外（IR）烘箱中进行交联。
之后的下游设备与标准管材挤出生产线相同。



第3部分：PVC生产线

3层共挤PVC管材生产线

3层PVC管材泡

沫层的放大图

3层PVC管材全套挤出生产线

1.  管材说明：

最常用的3层管材系统是带有泡沫中间层的芯层发泡管。泡沫层可以将管材的总重量减轻

25 %。此外，芯层发泡管和实壁管的中间层常常可采用再生料。

应用领域：3层PVC管材目前正被广泛用于各种非承压用途，如排水管和线缆穿管

2. 生产线配置: 
 中间层挤出机： twinEX系列，加发泡剂

 内外层挤出机：conEX系列或twinEX系列

 管材机头: spider 200-3管材机头或BC阻尼块与支架型阻尼块结合使用

 冷却部分： vacStream和coolStream
 牵引装置: pullStream
 切割: cutStream

3  技术数据:
 原材料 ：PVC干混料，采用Pb, CaZn, OBS或Sn稳定剂

 管材尺寸系列：外径 32 - 710 mm
 产量：最大1600 kg/h

4  我们的设备:
 整套交钥匙生产线

 适于各种特定应用场合的多层共挤系统，带3层共挤模头或阻尼块系统均可

 加工工艺与装备优化 

3层PVC管材用spider管材机头



PVC 管材生产线（照片：© Molecor）

拉伸管

PVC原料管（非拉伸）

O-PVC管材挤出生产线

1. 管材说明: 
O-PVC管材的特点是具有特别突出的机械性能。其优异机械性能通过管材生产过程中的拉伸

工艺实现。利用拉伸工艺可使非结晶的分子结构实现线性聚向，从而大幅提高产品性能。与
标准U-PVC管材相比，利用该工艺，管壁厚度可以减小50%，或者制造出比标准U-PVC管材压

力等级更高的O-PVC管材。

应用：O-PVC管材可用于水管理相关的很多应用领域。

2. 生产线配置: 
 挤出机: twinEX系列，专门针对加工O-PVC管材设计

 管材机头: 带内管冷却的spider O-PVC系列管材机头

 真空浴: vacStream, 6或 9 m
 牵引装置: pullStream
 切割: cutStream

3. 技术数据:
 原材料：PVC干混料，CaZn或OBS稳定剂体系

 管材直径范围: 外径90 - 800 mm, PN 12.6 – PN25
 产量: 最大1,400 kg/h

4. 我们的设备:
 针对O-PVC配方优化了螺杆设计

 管材机头适用于具有较小壁厚比的管材生产的特殊要求

 对于35mm以上的厚壁管材，采用带内管冷却系统的管材机头

 与我们合作伙伴Molec 合作，可提供全面的工艺技术



PVC大口径管材生产线

管材说明: 
全球对塑料管材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原材料成本是管材挤出中的关键成本因素。PVC具有

稳定、有吸引力的价格，因此脱颖而出成为理想的管材适用材料。同时，PVC管材具有良好

的机械性能，如由于具有高弹性模量而具有高刚度， 以及优异的强度。

应用：所有水管理领域

2. 生产线配置: 
 挤出机：twinEX系列，也可采用双挤出机配置

 管材机头：spider RD双支架型机头

 冷却部分：vacStream和coolStream，取决于产量

 牵引装置：pullStream
 切割：cutStream
 起动辅助装置：startStre

3. 技术数据:
 原材料: PVC干混料，Pb, CaZn, OBS或Sn稳定剂体系

 管材尺寸范围: 外径最大1,600 mm
 产量: 最大4,000 kg/h

4. 我们的设备:
 整套交钥匙生产线

 具有可实现的最高产量生产线

 多种成熟双支架型机头系统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公司双支架型机头具有优异的流变性能，可保证管材低超重

 已在全球安装的大量系统积累的丰富的工艺技术

供水管线用PVC管

twinEX 114挤出机

左图：
用于1200mmPVC管材的支

架型双管材机头

下图：
双支架性管材机头

twinEX 114挤出机



1出4管材挤出生产线

U-PVC管材（照片：© istock）

用于uPVC管材挤出的全套

1出4高速挤出生产线

用于U-PVC 管材1出4挤出的

spider 50-4管材模头

1. 管材说明: 
在电缆保护领域，由于PVC具有高刚度和自熄特性，是应用最广泛的管材

保护材料。

为了减少空间占用，1出2管材生产线已成为标准配置。作为进一步的发展，
现在已设计了1出4管材生产线。

应用：小规格PVC管材主要用作电缆保护套管，也用于冷水供水系统。

2．生产线配置: 
 挤出机: twinEX 114-34
 管材机头: spider 50/4
 真空浴: vacStream 250-6 twin 
 冷却部分: coolStream 250-6 twin
 牵引/切割组合

 扩口机

3. 技术数据:
 原材料: PVC干混料

 管材尺寸范围: 外径 6 - 50 mm
 产量: 最大1,200 kg/h

4. 我们的设备:
 整套交钥匙生产线

 视管材规格，生产线速度可高至30 m/min
 两个可独立控制的真空槽 
 每个管材可独立控制的牵引装置 
 每个切刀有其单独位置



聚烯烃加工

聚烯烃一般以粒料形式供应。由于其对剪切和热应力仅有中等程度的敏

感性，所以特别适于单螺杆挤出。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单螺杆挤出机的优点

 模块化挤出机概念，有两种加工长度(30 L/D或 40 L/D)，可根据客户要

求和应用选择

 带沟槽进料区可实现极佳的材料喂送和稳定的高产量挤出

 加工装置配备经优化的混合螺杆和剪切组件，可在较低温度下轻柔地

加工熔体

 专门设计的加热/冷却组件，实现最佳材料温度控制和高挤出效率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公司PO管材机头的优点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公司提供螺旋芯棒式分配器和VSI管材机头（螺旋芯棒

式分配器器和筛篮式模头的专利组合），全部在公司内部设计与制造，特
别适于聚烯烃加工。其特点是：

 模块化设计

 可提供定制解决方案

 可以升级改造

 多层管材机头或共挤出解决方案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公司配有熔体冷却和管材内部冷却装置的系统可缩

短冷却区长度，并可利用所收集的废热对粒料进行预热，具有显著的成

本优势。

用于外径630 mm以下4层PP-RCT管材和带玻璃纤维增强中间层的4层PP-
RCT多层管材挤出生产线。



燃气管道

饮用水管材

塑料管材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燃气管网中。供气用最大管材尺寸为250 DN，用于供气网络的主管道。较小尺寸的塑料管连接总管道与家庭供气管线，将燃气输送到各家各户。

第4部分：应用

饮水管和燃气管

塑料管材已广泛应用于整个饮用水供水网络。供水用塑料管最大尺寸为2600 DN，用作连接水源、水处理厂和饮用水水库的供水管道。它们还用作供水网络中的主供水管道。较
小直径的塑料管连接总水管与家庭供水管线，将饮用水输送到各家各户。



Haustechnikrohre

带有EVOH 阻氧层的5层PE-RT管材 玻璃纤维增强PP-R热水管材带有EVOH 阻氧层的PE-Xc 4层管材

家用管材

用于家庭安装的管材

“家庭安装”涵盖建筑内部的多种应用。包括各类面板和地板下的采暖系统，冷热水装置，以及建筑中的隔音排水系统（更多信息请参见第12页的排污管材）。

对于建筑内部应用，塑料管材的3种特性意义重大，相关使用取决于每种应用的具体情况。采暖和热水管材必须耐内部压力，并有高耐热性。采暖系统中的管材还

必须具有气密性，防止系统中的金属配件被侵入的氧腐蚀。为了确保塑料管材符合这些要求，实践证明PE-X, PE-RT, PP-R, PB和C-PVC都是最适用的材料。采暖系统

中管材的阻氧性能由复合管材中的EVOH层或铝阻隔层来实现。



实壁电缆管 波纹电缆管 微导管套管

电缆管

电缆行业几乎全部采用塑料管材对电力线路和用于数据传输、控制系统和电讯系统的电缆进行保护，以防止外部冲击。在欧洲，电缆管约占塑料总消耗量的10%。此类管材最常

用的材料是聚乙烯、聚丙烯和PVC。PPO或ABS/PC共混料的用量较少，主要用于建筑内要求无卤的装置。电缆管可以是实壁管，也可以是波纹管。在汽车行业，还使用由聚酰胺制

造的波纹电缆管。

在这些应用领域中，特别关注的是优异的管材刚度与极轻的管材重量相结合。因此，有多种管壁结构和尺寸来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

用于保护玻璃纤维电缆（如用于电讯和高速互联网连接）的微型导管是另一个快速增长的应用领域。有多种方式将微型导管集约成所谓的多束管材（更多信息请参见第19页的“
微导管套管挤出生产线”）。



排污管

过去，排污管道系统主要采用铸铁管或水泥管。现在，根据不同应用，排污管大量

的采用塑料承压和非承压实壁壁、波纹管或多层管材。

公用排污系统(DN 200-800及更大的管道) 的首选材料是PE, PP或 PVC管材。用于

生活污水处理的管材 (DN 100-200) 要求耐磨、耐腐蚀，以及耐生活污水和高达

95℃的温度。由于PP刚度极高，是污水管道的主要材料，尤其是较大直径的管道。

管壁填充有高比例填料的管材用于污水输送，因为除刚度高外，其还具有优异的

隔音性能，而且材料用量少。对于具有额外功能要求的管材，如需要便于相机检查

的白色管材内表面，或外层要求耐UV特性极好，要采用共挤技术工艺。

以上所述所有类型的污水管材都具有极高的性价比，使用寿命在50年以上。

工业采矿最主要的应用是原油、天然气和矿石。用于生产钢材的铁矿石以及用

于电力和通讯行业的铜矿石最受关注。以前矿山的输送系统采用钢管。钢管的

使用寿命比塑料管长，但存在明显的缺点，如输送粉碎矿石与水混合浆料时噪

音很大，钢材不可避免的磨蚀（可达管壁厚度的20%）会对浆料造成污染等。因
此，现在在这些领域更多的采用由PE 100制造的厚壁、大直径管材。

对于采矿应用场合，仅采用直径大于800 mm的塑料管材。

塑料管材还用于原油生产，以及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天然气。

工业采矿管材 排污管

用于采矿/原油生产的管材



灌溉管材

农业灌溉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滴灌系统最近几十年才问世。滴灌系统主要包括由聚烯烃制造

的塑料管材，以及以固定间隔安装的出水口。在实际使用时，由置于地上或掩埋于地下的管线上集

成（生产中）或插入（施工现场）的滴头将水直接供到植物根部。

聚烯烃管材很容易大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低。这些管材耐天候，耐紫外线辐照，铺设灵活。具有压力

补偿作用的厚壁滴灌管与没有压力补偿作用的薄壁滴灌管有显著区别。有压力补偿作用的滴灌

管，滴头上带有膜片，会在预设压力下闭合，可防止滴灌管线完全排空。为了保证向每一个滴头的

供水量稳定，有各种不同滴头可采用，如圆形滴头、扁平滴头或滴灌带。

用塑料管材灌溉时，可以有针对性地施用肥料，所以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此外，还可防止土壤盐

碱化，这对于干旱气候地区尤其重要。

在一片玉米地中的灌溉管（照片：istock）

排水管材

排水管材

排水管材要满足地下排水愈来愈严格的要求。建筑排水系统要将雨水和冰雪融化

的水通过水沟和地下水管排放到主体建筑排水系统中。在道路建设中，雨、雪产生

的地表水需由排水系统收集、输送，以防止发生交通危险和建筑损坏。

在欧洲，30%以上的塑料用于制造污水处理和排水的管材。内壁平滑，外侧带环形

轮廓的波纹管主要用于道路和隧道建设，但也用于建筑工地排水。

聚丙烯管材常用作铁路轨道、机场和隧道建筑的渗水管材，在这些场合管材要承

受高的动态和静态负载。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下铺设的管材通常为聚乙烯管。在高

负载应用场合，如道路和地下结构中，首选PVC隧道管材，因为其具有较高的环刚

度。管材底部的平滑表面具有远优于波纹管材的排水特性。



区域供热供暖管

区域供暖定义为采用通常铺设在地下的隔热管网将热能从热力公司输送

到用户̶̶主要用于集中供暖，也用于建筑中的热水供应。区域供暖有利

于环境保护，因为在热能生产过程中排放的CO2及其他对气候有害的废

气较少。塑料夹套管材具有超过30年的长使用寿命，耐化学品、耐盐、耐冲

击、耐腐蚀。根据具体应用要求，可耐工作压力40 bar，耐水温高达150℃。
它们最大的优点是热损极低，主要得益于其优化的隔热性能，比传统管材

高40%。

塑料夹套管的设计

塑料夹套管是带管件的预制压力管材。其包含一个金属内管（介质管道），
一个由聚氨酯(PUR)泡沫制造的隔热层（或隔绝低温）和一个由塑料，如聚

乙烯（PE）制造的夹套管。由于要求耐高压和耐热，最内层的介质管主要由

PE-Xa、聚丁烯或钢材制造。

PUR泡沫隔热层的其他功能包括：有效地粘合介质管、隔热层和夹套，承
载整个介质管的重量，并将所承受的力传递到地面。

夹套管保护隔热层，防止其受到外部冲击。标准介质管尺寸为15-1200 
DN。夹套管直径可达 2000 mm。

区域供热供暖管



铝塑复合管材生产线

铝塑复合管材生产线

1. 管材说明: 
直径为16 - 63 mm的5层铝塑复合管材常用了热力工程，尤其是地暖应用。中间的铝层由两

个粘合层包围，内层和外层为PE-X 或 PE-RT。由于有金属芯，所以这些管材可完全阻隔氧和

其他气体；如果使用PE-X，外层还耐UV辐射，内层耐氯。同时，铝层可保证高尺寸稳定性和灵

活性。用手就可以方便地成形适应管道的小弯曲半径，也可以采用冷压或夹持工艺连接，不
需要昂贵的组装费用。

复合管材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所谓的“稳定管”，是一种铝包覆的PP-R管材，带有挤出外表层，
可提高其刚度。

第5部分：特殊用途的生产线

铝塑复合管材（照片：© istock）

2. 生产线配置: 
 主挤出机: uniEX 60-30                  
 管材机头: spider 32 PE-X             
 真空槽: vacStream 63-9/2C         
 冷却部分1: K63
 牵引装置 1: pullStream B 63 / 800    
 共挤出，粘合层: E 25.3 x 25D          
 护套层模头 1: coat 40 P                           
 铝成型和焊接工位

 牵引装置 2: pullStream B 63 / 1200
 共挤出，粘合层: E 25.3 x 25D
 共挤出，外层: uniEX 45-30
 护套层模头2: coat 40 P-2
 冷却部分 2: K 63
 牵引装置3: pullStream B 63 / 800
 管材干燥装置

 切割装置: cutStream RTA 63

3. 技术数据:
 加工材料: PE-RT II型
 管材规格: 16 x 2.0 mm
 生产速度 : 40 m/min

4. 我们的设备:
 速度最高 50 m/min,激光或TIG  
焊接



1. 管材说明: 
出于安全原因，燃料管道通常铺设在另一个管道中。为
了尽可能提高这些管材系统的生产经济性，采用了管中

管挤出工艺。管中管生产中面临的主要挑战如下：
 带EVOH内层的内管

 外管内部轮廓作为隔离结构

 用内管校准外管

 两个管材无接触或粘合

 不损伤外管的内部轮廓

 两个生产线各部分同步

 同时切割两个管材

2.1 内管生产线配置

 主挤出机： uniEX 45-30
 共挤出机，粘合剂: E 25.0 x 25 D
 共挤出机，EVOH: E 30.6 x 25 D
 共挤出机，色条: E 20.0 x 25 D
 管材机头: helix 125-3 VSI 
 真空槽: vacStream 125-9
 冷却部分: coolStream 125-6
 牵引装置: pullStream R 125/4E

2.2 夹套管生产线配置

 主挤出机: uniEX 45-30
 共挤出机，色条: E 20.0 x 25 D
 管材机头：coat 125 VSI
 真空槽 ：VacStream 125-9
 冷却部分: coolStream 125-6
 牵引装置: pullStream R 125/4E

 切割装置: cutStream RTA 125 E
 成品工作台: tiltStream KR 160

3. 技术数据:
 原材料: PE-HD / 粘合剂 / EVOH
 内管尺寸: 32 x 3.0 mm /

    50 x 4,6 mm / 63 x 4,7 mm
 外管尺寸: 40 x 2.5 mm /

     63 x 2,5 mm / 75 x 2,9 mm
 速度: 3 m/min to 7 m/min

我们的产品:
 在线挤出内管和外管的整套生产线

  制造这些生产线的全面工艺技术 用于夹套管材挤出的管材机头

管中管挤出生产线与管材

管中管挤出生产线



PP-RCT / 玻璃纤维 / PP-RCT 4层管材挤出生产线

1. 管材说明:
这种4层管材包含一个PP-RCT内层，一个PP-RCT玻璃纤维中间层, 另一个PP-RCT层和带颜色

的PP-R第4(外) 层。

应用： 冷热水输送

2. 生产线配置: 
 主挤出机，PP-RCT内层和外层: solEX 60-40
 共挤出机，PP-RCT 玻璃纤维内层: uniEX 60-30
 共挤出机，PP-R表层: uniEX 35-30
 共挤出机，色条: co-EX 30-25
 管材机头: helix 630-4 VSI-T+
 真空槽: vacStream 630-6 (2x)
 冷却部分: coolStream 630-6 (2x),
 牵引装置: pullStream R 630-6 EZ
 切割装置: cutStream PTA 800

技术数据:
 加工材料： PP-RCT / 含玻璃纤维PP-RCT / PP-R 
 内管尺寸： 500 x 36.8 mm SDR 13.6气冷却）  总产量: 450 kg/h
 牵引速度: 0.15 m/min

我们的设备:
 目前最大规格的PP-RCT管材，直径和壁厚(500 x 36.8 mm)
 对于大直径管也具有良好的各层分布

 管内层冷却和 T+ 熔体冷却减小下垂效应

 极低牵引速度下良好的管材表面质量

 在极 低速度范围内牵引装置的高同步稳定性 (1/50)
 无屑切割大壁厚玻璃纤维增强PP-RCT管材 牵引装置pullStream R630-6EZ和 切割装置cutStream 

PTA 630 E
4层 PP-RCT 管材

4层PP-RCT管材挤出生产线，配有

solEX主挤出机和配备EAC（高效

空系统的 helix VSI-T+管材机头）



PE-RT 3层和5层管材挤出生产线

1. 管材说明: 
这些3层和5层管材包含一个由PE-RT制造的内层，一个

粘合剂层和一个EVOH层（3层管材），以及另一个粘合剂层和一个

由PE-RT制造的外层（5层管材）。 
应用：主要用于地暖管材和热水输送管材

2.生产线配置：

 主挤出机，PE-RT内层: uniEX 60-30
 共挤出机，粘合剂: E 25 x 25D
 共挤出机，EVOH: E 30 x 25D
 共挤出机，粘合剂: E 25 x 25D
 共挤出机，PE-RT外层: uniEX 45-30
 管材机头 1: helix 32-5 VSI-P
 管材机头 2: helix 125-5 VSI-P
 真空槽: vacStream 125-9
 冷却部分: coolStream 125-6 (2x)   
 牵引装置: pullStream B 125 / 1200 
 切割装置: cutStream TRK 125

3. 技术数据:
 材料: PE-RT II型
 管材尺寸: 20 x 1.9 mm到 110 x 15.2 mm
 速度: 1.0 m/min到 20 m/min

4. 我们的设备:
 高速生产小规格管材

 宽管材尺寸范围

 生产3层和5层管材，每种管材只用一个模头 
 各层良好的层厚分布

多层管材

带管材机头的多层管材挤出生产线



微导管套管挤出生产线

1. 管材说明: 
将多种不同类型的微导管集成束，并作为这些管材的套管，可以有真空处

理，或没有真空处理（针对多导管）。

应用：光纤电缆

2. 生产线配置: 
 主挤出机：uniEX 45-30
 涂层模头：coat 80 VSI
 冷却部分：coolStream 63-6
 牵引装置：pullStream B 63/800

3. 技术数据:
 加工材料：PE-HD
 管材尺寸：14/10 7-通和14/10 3通
 生产线速度：16 m/min和 21 m/min

4．我们的设备:
 不同管材束的展开与供料

 仅用一个模头装置挤出套管包覆各种管束

 套管包覆较宽直径范围的产品

 套管良好的表面质量

 起动废料少，生产起动快

微导管套管生产

3通多导管套管  7通多导管套管



以下您可以找到我们所有用于生产PO和PVC管材的设备

欢迎访问我们的在线服务: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china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usa

www.youtube.com/BattenfeldCincinnati

版本 01/cn: 2016-09
因应技术变更。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

挤出技术德国有限公司

P +49 (5731) 242-0 
germany@battenfeld-cincinnati.com

佛山巴顿菲尔辛辛那提

塑料设备有限公司

P +86 (757) 2997 5318 / 2238 0110 
china@battenfeld-cincinnati.com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

挤出技术奥地利有限公司

P +43 (1) 61006-0 
austria@battenfeld-cincinnati.com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

挤出技术美国有限公司

P +1 620 241-6843 
usa@battenfeld-cincinnati.com

我们的生产基地

 单螺杆挤出机

 双螺杆挤出机

 PO管材机头

 PVC管材机头

 FDC̶̶快速在线变换管材尺寸

 管材下游设备

 我们为您提供高能效设备和生产解决方案，从我们的产品手册或在线服务可了解更多。

管中管共挤出生产线

生产PO和PVC管材的生产线可以使用多种挤出机

下图为采用uniEX 和conEX挤出机（绿色）的生产线布局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