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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 plastics®...for longer life

精进技术，降低成本... 关于易格斯...
plastics for longer life  ... 公司介绍 ...

精进技术和降低成本是易格斯产品
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客户起码都得到其中至少一
项优势：有效地降低成本或延长使
用寿命、提升技术。
易格斯在工程塑料领域拥有 50 多年
的设计和生产经验，并持续推进产
品创新的理念。易格斯服务于全球
超过 200,000 家客户。在港口设备、
机床、起重机、物流、机器人、能
源冶金等各行业有着广泛应用。

了解更多产品及应用请访问：

www.igus.com.cn

陈 亚 

Daniel Chen
产品经理

电话：021-5130 3255
传真：021-5130 3200
E-mail：dchen@ig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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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gu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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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于 1964 年

● 总部位于德国科隆

● 员工 2,700 多人

● 全球 36 家分公司，53 个授权经销商

● 每年研发 1,500 至 2,500 个新产品和型号扩充

● 服务于全球超过 200,000 个客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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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应用经验... 更多在线信息...
www.igus.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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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决方案... 相关参数...
xiros® 系统解决方案 – 铝合金滚筒 ... 技术图纸及参数 ...

产品代码     内径  外径    长度

 d1(±0.05)   d2       b1

BBT-AC30-608-B180-30-ES        8   30 25 - 1.000
BBT-AC30-6000-B180-30-ES       10   30 25 - 1.000
BBT-AC30-6001-B180-30-ES       12   30 25 - 1.000
BBT-AC38-6200-B180-30-ES       10   38 25 - 1.000
BBT-AC38-6201-B180-30-ES       12   38 25 - 1.000
BBT-AC38-6202-B180-30-ES       15   38 25 - 1.000
BBT-AC38-6003-B180-30-ES       17   38 25 - 1.000

尺寸 [mm]

示意图

典型的应用领域

贴标机，包装行业，原料处理，运输系统等。

可提供长度：25 mm - 1000 mm

整个解决方案由铝合金管和xirodur® B180 轴承组成，
具有重量轻，免维护自润滑的优势：

低摩擦系数

性价比高

免维护

多种规格

重量轻

可在轴上加装密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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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决方案... 相关参数...
xiros® 系统解决方案 – 法兰轴承铝合金滚筒 ... 技术图纸及参数 ...

整个解决方案由铝合金管和xirodur® B180 轴承组成，
法兰轴承组成，具有重量轻，免维护自润滑的优势：

低摩擦系数

性价比高

免维护

多种规格

重量轻

产品代码     内径  外径  法兰直径    长度

 d1(±0.05)   d2       d3        b1
BBT-AC30-608F-B180-10-ES        8   30       30 25 - 1.000
BBT-AC30-6000F-B180-10-ES       10   30       30 25 - 1.000
BBT-AC30-6001F-B180-10-ES       12   30       30 25 - 1.000
BBT-AC38-6000F-B180-10-ES       10   38       38 25 - 1.000
BBT-AC38-6001F-B180-10-ES       12   38       38 25 - 1.000
BBT-AC38-6002F-B180-10-ES       15   38       38 25 - 1.000
BBT-AC38-6003F-B180-10-ES       17   38       38 25 - 1.000

尺寸 [mm]

示意图

典型的应用领域

贴标机，包装行业，原料处理，运输系统等。

可提供长度：25 mm - 10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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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格斯全球...

    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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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1:2008
/16949:2009

/newsletter

/contact

免费的！从igus®了解更多最新的工程运动塑料的
趋势和创新。为您或您的行业提供更多的应用和视
频。 
注册账号： www.igus.com.cn/newsletter

igus®拖链、电缆和线束以及塑料滑动轴承，通过了  
ISO 9001:2008和ISO / TS 16949:2009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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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  200131 
电话:  021-5130 3100 
传真:  021-5130 3200 
邮箱:  cnmaster@igus.net
https: //www.igus.com.cn

易格斯保留最终的解释权!                          0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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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