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全球技术领导者的挤出解决方案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是全球最早进入挤出行业的公司之一。我们不仅从业多年，也是唯一一家仅仅专注于挤出技术的公司。正是基于专注和遍

布全球的员工在设计和加工工程领域展示出的专知，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已成为世界上最具全球化和创新性的挤出系统制造商。

公司简介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 全球生产基地

 杰出的技术实力和全球项目工程经验

 源自同根的挤出机和完整挤出生产线

 下游设备雄厚的设计和制造能力

 奥地利：维也纳

 中国：广东顺德

 德国：巴腾奥茵豪森和肯彭

 美国：麦弗森市，堪萨斯州

此外，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拥有遍布全球的销售机构和服务网络。

 性能和能效均为 “leading solutions“ (“领先的解决方案“)
 定制优化的螺杆设计和自有热处理解决方案

 与整个供应链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与知名机构和协会合作研发



您的产品

凭借我们的全球化组织和本地化制造中心，我公司可以提供应用广泛的挤出解决方案: 

型材（包括WPC/NFC）& 板材 管材 包装/造粒

 门窗型材

 技术型材

 共挤型材

 WPC/NFC制品 （甲板、壁板、栏杆、篱笆）

 片材：整体、自由发泡或共挤型

 汽车工业型材

 大口径管材 
 单层&多层管材用于:

  供水系统

  排水系统

  排污管道

  采矿

  灌溉

   电缆管

  供暖

  燃气管

  微型导管

  通讯

  卫生系统

 

 热成型片材

 压延机喂料

 多层片材

 PVC造粒

 非PVC片材

 热塑性塑料挤出与造粒

Picture: NATURinFORM GmbH ©



      

用于PVC管材加工的twinEX挤出机系列

（也适用于型材和片材）

PE-Xa管材生产线

 2.5米管材牵引装置pullStream

四层PP-R管材共挤生产线，配

置：helix 630-4 VSI-T+管材模

头，solEX 60-40 单螺杆挤出机，

两台uniEX 60-30作为共挤出机

2.5米生产线切割装备cutStream

装配helix VSI-T+管材模头的三层管材共挤装置

直径可达1.2 米 的spider 1200 PVC管材模头

装配有快变尺寸（FDC）系

统的高速四层共挤生产线

管材挤出机和生产线举例



      

PVC自由发泡片（板）材全套挤出生产线

空间节省型窗用型材共挤出机：conEX 63作为

共挤出机安装在twinEX78-34挤出机上部

用于生产技术型材和管材的techBEX生产线

适合中等产量应用（最高可达400公斤/小时），

采用fiberEX 93-34D挤出机的全套生产线

采用FiberEX 114挤出机的全套挤出生产线，

针对WPC / NFC生产配备了优化的排气系统

加工装置全新设计的“新一代”conEX NG 挤出机

型材 & 板片材挤出机与生产线举例



PP sheet extrusion line with Multi-Touch roll stack

造粒用挤出机

热成型片材和挤出造粒设备的完整生产线举例

装配有辊组的高速挤出机共挤生产线

9层片材共挤生产线 

Multi-Touch 辊组

采用STARextruder的PET片材挤出生产线

ZSE 200-250行星转子

挤出机

行星转子挤出机

的几种螺杆结构



近年来取得的重大技术创新与成就

管材
 2010: “绿色管道”下游设备冷却能耗大幅减少

               成功研制新型平行双螺杆挤出机系列twinEX 
 2011: 全球化设计并生产首套2.5米聚烯烃（PO）管材挤出生产线

 2013: 带有高扭矩马达的 GL单螺杆挤出机投放市场 
 2013: 新一代helix VSI-T+  PO管机头使用管内冷空气冷却和主动熔体冷却技术

            : 创新的管道内部冷却技术使冷却段可缩短多至45%
 2015: FDC（快速改变尺寸）技术使管材挤出性价比更高

 2015: 设计制造首套2.6米聚烯烃（PO）实壁管生产线        
 2015: 新型高性能单螺杆挤出机solEX 150-40用于加工PE-HD，产量可达2750 kg / h（6000磅/小时）

               推出LeanEX：整线，交钥匙工程聚烯烃（PO）管材挤出生产线标准应用最高可达630 mm规格

 2016: 推出solEX NG挤出机，配备强大的高能效加工装置

               开发出“WT”系列新型真空箱

               推出用于管道生产中快速颜色切换的新系统 （材料损失最小）

型材
 2010: 推出新型twinEX平行双螺杆挤出机系列，也可用于管材和片板材加工

 2013: 推出节省空间的“背驮式”配置，用于型材共挤

 2014: 推出“绿色型材”下游设备

               推出双条挤出的专用技术解决方案

               重新设计fiberEX挤出机排气系统，以实现WPC / NFC加工的更高产量

2.5m helix 聚烯烃（PO）管材模头组装

 2010: 推出用于PET片材挤出的STARextruders 挤出机

 2012: 重新设计造粒挤出机“EMS”系列，产量更高

               引入革命性的Multi-Touch辊组技术，由于板材冷却均匀，可实现高透明度和出色的产品质量

 2013: 热成型片材用高速挤出机十周年，挤出机产量可高达2000 kg / h ；自上市以来，已售出300多套系统

 2014: 推出首台绝热高速挤出机（另外可节能10％）

 2016: 产量达4.5吨/小时的行星转子挤出机ZSE 355/320出售给中国

               推出XXL版Multi-Touch 辊组; 新开发的XXL Multi-Touch辊组性能极高，产量超过3吨/小时

热成型片材和包装解决方案
 2012年推出的Multi-Touch辊组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服务项目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全球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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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和培训

备件:
extruserve服务

挤出机翻新服务；例如

titan系列，翻新之前（上

图）及翻新以后（右图

(图片来自: © istock)



      

24小时热线保证所有咨

询第一时间解决

经验丰富的服务工程师进行现场试

车、阶段性检查、保养和维修

全球技术支持联络信息请看本手册封底页

您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服务手册 ”We care - wherever you are” 
(“您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在哪里”)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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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分析:

技术服务:

维修和升级: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磨损技术专家检测双螺杆

挤出机机筒

技术专家提供远

程技术支持，进

行远程诊断

测量锥形双螺杆涂层厚度



      

五大生产基地分布于三大洲，另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办事处。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全球服务基地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美国生产基地
堪萨斯州，麦弗森市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德国生产基地

德国，巴腾奥茵豪森和肯彭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奥地利生产基地

奥地利，维也纳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挤出技术美国有限公司

地址: 麦弗森市,堪萨斯州,美国

成立时间：1977年
员工：约70人

核心竞争力：本土制造的挤出机和模具。PO和PVC管
材与型材应用的成套生产线。

佛山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塑料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顺德

成立时间：1996年
员工数量：约120人
核心竞争力：本土化制造的挤出机，模具及

下游设备。PO和PVC管材与型材应用的完整

生产线工程。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china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usa



      

五大生产基地分布于三大洲，另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办事处。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全球服务基地

      

battenfeld-cincinnati Austria GmbH

Location: Vienna, Austria
Founded in: 1948
Employees: 230

Core competence: PVC extrusion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

地点：德国巴腾奥茵豪森

成立时间：1943/44年

员工：约280人
核心竞争力：生产单螺杆挤出机，行星转

子挤出机、

机头和辊组。PO管材应用与包装解决方案

的整套生产线工程。

地点：德国肯彭

成立时间：1950年
员工：约50人
核心竞争力：生产用于管材和型材的下游

设备组件。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挤出技术德国有限公司

成为我们欧洲团队中的一员: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unternehmen/recruiting

请观看我们的设备视频: 
www.youtube.com/BattenfeldCincinnati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墨西哥
办事处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日本分公司
川崎市（近东京）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中国）生产基地
中国，广东顺德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挤出技术奥地利有限公司

地点：奥地利，维也纳

成立时间：1948年
员工：约190人
核心竞争力：双螺杆挤出机与模具生产，PVC管材、

型材和片板材应用的整套生产线工程。WPC/NFC应用

研究中心。

肯彭

巴腾奥茵豪森

www.battenfeld-cincinnati.com



版本 03/cn: 2016-09
因应技术变更。

作为VDMA蓝色竞争力倡议的一员（www.bluecompetence.net），我们为促进可持

续发展尽到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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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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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挤出技术奥地利有限公司

E-Mail: service.austria@battenfeld-cincinnati.com
P +43 (1) 61006 – 300

备件查询:
E-Mail: spares.austria@battenfeld.cincinnati.com
P +43 (1) 61006-420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挤出技术德国有限公司

E-Mail: service.germany@battenfeld-cincinnati.com
P +49 (5731) 242 – 321 
P +49 (2152) 1495 – 52

备件查询:
E-Mail: spares.germany@battenfeld.cincinnati.com
P +49 (5731) 242-311

佛山巴顿菲尔辛辛那提塑料设备有限公司

E-Mail: service.china@battenfeld-cincinnati.com
P +86 (0) 757 2238 0110
 +86 (0) 757 2997 5321 
 +86 (0) 757 2997 5397

巴顿菲尔辛辛那提挤出技术美国有限公司

E-Mail: usa@battenfeld-cincinnati.com
P (inside USA) 1-800-835-0065
P (outside USA) +1 (620) 241 6843

备件查询:
E-Mail: bupp.t@battenfeld-cincinnati.com
P +1 (855) 798 2499

全球服务网络

欢迎访问我们网站，联络您所在区域销售经理或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