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堡�封�统

您的�封技术伙伴

®�� M12
�有��伦�性�的�压�封件



• �够耐�括各�润�油在�的几乎�有介质；

• �有杰�的耐�损和耐��性；

• �有更长的�封�命；

• �在各�温�、压力和速��件�正常工作； 

• ��程�的硬件�损，�够阻止��封件��

• 在恶�工况��面�常�色；

• �好的耐挤�性；

• 由于不��铜粉�加剂，减�了对环�的�响； 

• 在�压应用中是���选用的�封材料； 

• 库存品项��，材料选���易；

• �有�性价�的�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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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12

�有��伦�性�
的�压�封件

®�瑞堡�封�统的Turcon  M12是���氟乙烯

为基材的�封材料，其在��、�损、�压工况

等主要�压�封指标�面�有��伦�的性�。

其他任何�封材料都��再有如此

�美的�封性�

® 大量的测试�明�� M12材料�耐受�括各�润�油

在�的几乎�有介质。同时还有��的耐�损和耐�

�性。该�封件性价��，�合于在各�温�，压力

和速��工作，�够�长�封件的使用�命。综合性

测试显示其他任何��氟乙烯基材的�封件都��再
® �备�� M12材料的卓�性�，�此�瑞堡�司现�

® �� M12�荐为各类�压�统的首选�封材料。

®�� M12材料的�点和�点

的配合面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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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应用  ®�� M12 的�点

�体动力 • �压油�和执行元件
• �型油�
• �压千斤顶
• 夹紧油�

• �够和�有类型的�压�体兼�，�括�润
   �性�的�体；
• ��损性；
• �频运动中，��力小；
• �够��硬件损坏配合面。

�压机械 • 机�和加工中心
• 注塑机
• �压机
• 折�机和冲孔机
• 轧钢机

• ��力小，并且�合短行程的�线运动； 
• �够和�有类型的�压�体相兼�，�别是 
   那些�有�润�性的�体；  
• �够承受�续冲击；
• 极好的耐�损性；
• 在�压�正常工作；
• �够应用于重载工况。

风� • �压��油�
• 涡轮活�式���

• 更长的�封�命�够减�维护需要；
• 24-7不间�工作。

汽车 • 活动折叠车�的油�
• 减��
• 车�主动�制�统

• ��配合面的损坏；
• ��小�够提供平稳的运动；
• �够承受��统压力。

行走机械 • 举升油�和伸缩油�
• 主动悬架和稳��的油�  

• �够承受恶�工况；
• 极好的�封��；
• 有�地���损污染物。  

铁路 • 减�� • �够承受恶�工况；
• �其�用于�频�短行程运动。  

重点应用

®�� M12是应用于各��压工况的�选材料。



 
 

® ®Turcon  Slydring ��力

矿物基HLP 46 �压油.  
人造�基可生物�� 46 �压油 

道达尔超�粘�为 46（运动 
粘�为46）的矿物油

 

200,000 30,000 100,000

280 mm/ 11 in 200 mm/ 8 in 250 mm/ 9 in

112 kilometers/ 70 miles 12 kilometers/ 7.5 miles. 50 kilometers/ 31 miles

测试�两侧压力�为30 MPa/ 油�两侧压力�为10 to 30 MPa/  
1450 to 4350 psi  

恒�压力为 2.5 MPa/ 362 psi 
侧载: 8 N/mm 2

0.20 m/s/ 0.66 ft/s 在 0.05 m/s/ 0.16 ft/s 和
0.30 m/s/ 0.98 ft/s�间

0.20 m/s/ 0.66 ft/s

+55 °C/ +131 °F +55 °C/ +131 °F +50 °C/ +122 °F

测试结果 在矿物油中:  

 
 

 

 
 

 

 
 

测试的�体结果

® �� M12 是�有耐�损矿物纤维��加剂的中等��复合物。该材料�其���氟乙烯
® ® ® ® ®�封材料�用来生产Turcon  Stepseal  2K，Turcon  Twinseal，Turcon Stepseal  V，

® ® �Turcon  Slydring 等�封件。这些�封件经过一�列严格测试来获知其在各�技术�

��的�封性�，这对用于�压应用的�封件来说极其重要。

测试项目

测试�件 润�油

行程长�

总长�

压力

速�

温�

�环次�

在矿物油和环保型润�油中

的兼�性

不同温�和速��件��

�力图�

道达尔超�粘�为 46（运动
粘�为46）的矿物油

4351 psi  

® Turcon M12 是�佳�封材料，在

�有材料中其�示了����力。

而且，该�封件的侧面��几乎

不受�响，�总体�损和变形�

���。

在环保型的�压油中：

环保型�压油可�对�封件的工

作环�带来严��验；在这项测

试中，一些复合材料�现了��

�漏，�人���受。
®Turcon  M12 在�漏�制�面的�

现��惊艳，并且其��力�稳

�性达�了�美的统一。

该�封件在侧面�向��的��

�面可�顶级材料媲美，�漏水

平也处于可�范围。��，在使

用环保型�压油时，我们�荐
®Turcon  M12 作为�佳�封材料。

在这些测试中，�封件必须在压

力�速�的相�作用�响�工作。

随�压力升�时，�封件�活�

杆的���域也随�加大，并且

��力变得更�。�速运动时，

更�的油膜的形成��了���

�，从而减�了��力。

在各�压力�温��件�测试结
®果�明：Turcon M12 的��力

��。

®在此项测试中，Turcon  M12 中

的���加剂发挥了积极作用，

�过了�合期后，其��力�于

其�任何�加测试的复合材料。

该�封件发生�损�变形的可�
®性��，可�有��长Slydring

 �封件的使用�命。

备注：所有测试都是在一个坚固的尺寸 镀铬活塞杆为ø 50mm/ 2的 上进行的。

�



Visit www.tss.trelleborg.com/films

HLP 46,  HLP 46,  HLP 46,  HLP 46,  
 

1 million 16 million 24小时�1.3 million 在恒�压力�，两侧�达� 
1 million次�环

300 mm/ 12 in 300 mm/ 12 in +/- 5 mm / 0.2 in 20 mm/ 0.8 in

- > 9500 km �达 15Hz 1Hz

4 to 36 MPa/ 580 to 5221 psi 30 to 0 MPa/ 4351 to 0 psi 15 MPa/ 2175 psi 20 MPa/ 2900 psi

0.14 m/s/ 0.46 ft/s  
(average, sine signal)

- - -

+80 °C/ +176 °F +60 °C/ +140 °F +60 °C/ +140 °F +80 °C/ +176 °F

®��  M12

 www.tss.trelleborg.com/films

�压�损测试                          耐久性测试                             水力脉冲��损测试               风�工况��损测试 

润�油

�环次�

行程长�

总长�/频�

压力

速�

温�

�锌矿物油 �锌矿物油�锌矿物油�锌矿物油

这些�件对�封件而�，

都是极�的要求，�别是

在�锌�压油中。
® Turcon M12材料的�封

件经过测试后�有丝��

损�划�。在此项测试中，

 Turcon®M12 �现�于
®其�任何Turcon 复合材

料。

当行程长�超过9500km

时，�对��力和耐�性

的测验结果来看，证明
®Turcon M12在一个��

稳�的�统中的性��势。
®在那�工况�，Turcon

M12型材料的�封件不再

成为易�损件。

�封件和其�硬件的配合

面上的���和��损性，

�够�保处在一个��稳

�的�统中，这样也�带

来保�长久使用�命的好

处。

® 该项测试结果�明Turcon

M12 材料的�封件可�

止配合面划伤。�使在�

成1.3million次�环周期后，

活�杆上的纹路�然清�

可见，除了金属�面有轻

����，并�其�丝�

划伤。

® Turcon M12材料的�封

件�别�用于�频�和短

行程运动。

镀铬的活�杆�面只有轻

���，�有其�丝�划

伤和�封件挤�现�。粗

��值保�的�常稳�，

这也保证了在�封件�面

和硬件配合面�间的��

�统�够在一个��的�

域�运行。

Turcon® M12 材料的密封

件表面显示几乎无磨损现

象。

® 观看视频，找到有关Turcon M12材

料的更多信息，请浏览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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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联��息

联系方式：

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CNMEC Technology Company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T1-C座2115室邮编：100102
*Tel: 010-8428 2935 | * Fax: 010-8428 8762
*手机：139 1096 2635 （微信同号）
*电子邮件： sales@cnmec.biz
主页：http://www.cnmec.b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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