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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凯柏胶宝® 
热塑性弹性体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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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无限灵活之旅：

凯柏胶宝®

从自行车车把到牙刷再到电动工具手柄，热塑性弹

性体(TPE)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对于这类用途广泛的材料，必须采用最高标准进行制

造。因此，凯柏胶宝®付出更多努力，竭诚为客户提

供优质产品、多样选择和全方位支持。

您可以从特定系列产品中自由挑选；甚至可以为您

的需求量身打造的TPE解决方案。 

对于我们的产品，不仅仅拥有高品质与量身定制，

还体现在我们的客户服务中。我们的专家团队拥有

丰富经验和无限创造力，将在整个项目的每个阶段

为您提供必要帮助。 

您可以随时随地以任何方式从凯柏胶宝®的全方位

专业知识和服务中获益。

我们在全球各地都设有办事处，可以让您体验最便

捷的服务。

本公司的宗旨:

每天进步一些!
Franz Hinterecker, 凯柏胶宝总执行长



早在1986年，资深的KRAIBURG集团就已

成为了TPE领域的开拓者。为了顺应蓬勃

发展的市场，凯柏胶宝®作为控股结构内

的一家独立公司于2001年成立。今天，凯

柏胶宝®在德国、美国和马来西亚均设有

生产基地。在一系列创新的支持下，620
多名员工将继续携手推进企业发展。

2001基地  

KRAIBURG TPE GmbH & Co. KG
瓦尔德克赖堡, 德国 

2017 基地 

KRAIBURG TPE KOREA Ltd.

2004基地 

KRAIBURG TPE China Co Ltd. 

2006基地 

KRAIBURG TPE Private Limited India

2015 基地 

KRAIBURG TPE Mexico S. de R.L. de D.V.

1999
基地 

KRAIBURG TPE Corporation
德卢斯 (乔治亚), 美国 

1986
生产启动 TPE
瓦尔德克赖堡, 德国  

1996 基地 

KRAIBURG TPE TECHNOLOGY (M) SDN.BHD.
吉隆坡, 马来西亚 

2002
生产启动 

KRAIBURG TPE Corporation
Duluth (GA), 美国 

2008生产启动

KRAIBURG TPE TECHNOLOGY (M) SDN. BHD.
吉隆坡, 马来西亚 

企业历史 

2016 Expansion 

KRAIBURG TPE CORPORATION 
Buford (GA), 美国 

2008基地 

KRAIBURG TPE (Shanghai) Co Ltd.



 

 

在您的引导下，我们共同进步，

实现共赢

您希望无等待即可享受全方位支持，

我们将尽快建立这种机制。我们的所

有业务关系均基于以下两个原则：快

速响应和及时交付。我们会安排相关

人员与您保持联系，确保满足您的

每一项需求。我们始终坚持通过用

心倾听立足于行业顶端。KRAIBURG 
TPE（凯柏胶宝）员工将始终伴随您

的左右。

永恒的品质，灵活的服务

您需要具备相应安全保障的创新型

产品，这点我们十分清楚。选择我

们，您获得的不仅仅是品质统一的

优质弹性 TPE 化合物，您还可通过

客户服务包和支持包体验我们的专

业水准。我们的专家团队将协助您

完成项目规划和执行，当然，在加

工过程中我们也会随时为您提供服

务。对于我们而言，能力和创造力

二者相辅相成。

业务遍及全球各地，

我们正与您邻近

您希望得到最适合您的产品，但也

不希望大费周折。我们当然也是忧

您所忧，想您所想。作为一位拥有

全球业务的客户，您可以从我们分

散化、个性化的咨询服务、物流服

务和通讯网络中获益。 

我们在亚太、欧洲和北美这三个具有

战略性意义的地区均设有生产基地和

销售办事处。因此，我们能够快速响

应当地市场和客户的要求。

满足广泛的市场需求，

精准定位个体要求

您需要的高品质材料解决方案应能

精准满足您的技术要求。这正是凯

柏胶宝®的优势所在。当我们制造热

塑性弹性体时，我们会充分利用自

己在各个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完

善的专业知识。我们只需不断扩充

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系列，满足您

的特殊要求。我们的咨询服务和客

户服务能够与您的需求完美契合。

关键技能开启无限可能： 

高附加值的材料解决方案



将构想变为现实：

热塑性弹性体

什么是热塑性弹性体？简而言之，TPE 就是您最终

产品的附加价值。 

一方面，它们具有极高的弹性，而另一方面，它们

同样易于加工。

得益于这种独特的组合，从产品研发一直到产品设

计，可供我们自由发挥的空间非常广阔。 

从科学角度来说，热塑性弹性体是通过物理交联产

生的。在高温环境下，它们将转变为具有延展性的

塑料。经过冷却后，它们又会再一次展现出优良的

弹性。TPE 可经过数次熔化，因此可用于重复性成

型工艺，并能回收利用。

热塑性弹性体的优点：

• 易于进行热塑性材料加工

• 生产周期短

• 能源消耗量低

• 具有热稳定性，可转至多种加工窗口

• 可用于多组分加工（硬质-软质复合物）

• 100% 可回收

• 支持各种着色方案和效果，

 可自由大胆地进行设计

我们的产品

高温宝®

科柔宝®

尼塑宝®

热塑宝®



我们的热塑性弹性体广泛应用于汽车领域。  

根据材料要求，它们完全符合 OEM 厂商的规范。符合相应认证的原

材料为车辆制造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出色的耐候性和抗紫外线性能受

到人们关注，尤其是当这些特性与良好的流动性相结合时。因此，这

样的原材料非常适合应用于汽车外饰。

一些特定的系列符合严格的 OEM 要求，可用于汽车内饰部件。我们

的 TPE 产品耐刮伤性优异、可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和雾化值低，可用于

制造多种内饰部件。 

另外，还有一些产品拥有极佳的密封和减震性能，以及耐高温、耐

油、耐清洁剂的特点。这些产品特别适用于发动机组件内部或车底应

用。它们对所有标准硬质表面部件都具有卓越的包胶性能，此外其出

色的表面光洁度带来了更多优势。

汽车

• 内饰

• 外饰

• 动力系统

运转万物的解决方案



各式各样的手柄反映了工业领域中需要人员直接接触部件的重要性。

我们多个系列的 TPE 产品都能提供广受欢迎的解决方案，同时实现柔

和的表面触感和良好的防滑性能。此外，我们还可为客户提供所需的

任何颜色。

在需要密封或与多种塑料极佳包胶性的应用场景中，我们的 TPE 产品

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如此，在生产方面还有其他的优点不断展

现 — 例如消防和饮用水方面的应用。我们已时刻准备好应对出现的

任何挑战。

"我们种类繁多的 TPE 产品能应对工业中的多种应用，并在电子、建

筑、卫生设施和其他领域受到了高度赞赏。而我们的双色部件一直以

来都有着功能和设计的完美统一。热塑性弹性体也在各种家用电器和

电动工具中广泛应用。

工业用途

• 电气与电子

• 包装与运输

• 家具与内饰

• 工业用品与安全

• 饮用水与卫生

• 建筑与施工

• 工具

• 家用电器

• 白色家电

完美满足特殊质量需求



无论是密封件、阀门或是食品容器（我们的TPE能直接应用于食品接

触）。在研发这些特殊的TPE化合物系列，我们将欧盟的10/2011 标
准以及FDA- 联邦法规 (CFR)，标题21 和EN 71/3的要求考量在内。 此

外，它们还非常适合双色应用，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而着色。 

客户们都正（如字面意义地）牢牢把握着我们的 TPE 产品。产品范

围从牙刷到书写工具一应俱全。除了家用物品，它们还被用于体育设

备，尤其是用于玩具中。我们定制的配方可在实现表面柔软触感的同

时，完全如客户要求地满足特殊的机械性能以用于其特定的应用。

消费品

• 消费者护理用品

• 消费电子产品

• 家庭用品

• 办公用品

• 运动与休闲用品

• 玩具

• 包装

独特而多样



医疗用品

在医疗和药品技术市场，我们的 TPE 产品代表着高标准和高度责任

感。这是因为我们为医疗技术领域生产的所有产品都绝对服从于我们

特别设计的“变更控制流程”。

"这一流程管理设计帮助我们优化了所有的工作流——无论是开发和生

产流程还是最终的销售流程。这一流程也正是我们的医疗化合物满足

质量和可靠性方面最高标准的基础和保证。 

 

大量外部的测试（符合 USP VI, ISO 10993-4, -5, -10, -11标准）也为我

们的成功背书。“

例如我们的热塑宝 M 材料，具有出色的回弹性和低永久压缩形变值。

它们均不含乳胶或 PVC，因此适合需要直接接触血液的应用。此外，

这些材料都可使用标准的消毒程序进行消毒。 

• 医疗设备 

• 诊断

• 药品包装

令人印象深刻的安全性



我们的客户服务宗旨就是始终伴您左右： 

我们的服务包

我们以您的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败

的标准。为保持尽可能高的满意度，

我们已创建出一套充分考虑产品、工

艺和人员三方面因素的品质理念。

生产性能出色、品质卓越以及量身定

制的化合物是我们立足行业的基石。

为给您提供全方位支持，我们通过技

术知识、个性化咨询以及个性化客户

服务的方式为您带来更丰富服务体

验。

您可以相信，我们时时恪守并不懈实

践着公司的座右铭：“凯柏胶宝® — 

TPE量身定制和满足您所需”。我们

会忧您所忧，想您所想。凯柏胶宝®

会通过坚持不懈的进步，始终伴随您

的左右。 

全球网络

• 本地或全球的客户顾问及代表

• 在德国、马来西亚和美国设有生产工厂

• 全球专业且针对个别市场的顾问人员

专业支持

• 根据客户规范对化合物个性化改进

• 针对应用的咨询服务

• 针对样品配对的支持

• 现场工艺培训

• 针对项目进行材料选择

• 模拟支持

• 全面的实验室准备和测试能力

客户服务

• 细致入微的客户服务

• 全球范围快速交付

• 客户研讨会

• 专家建议

• 针对各种市场应用的专家

• 快速供应材料及样品

质量

• 提供全球性的最高质量

• 可在在线数据库中查询我

们产品的信息

• 已获认证：ISO 9001,  
ISO 14001, ISO 50001



我们始终伴您左右：
凯柏胶宝全球业务

凯柏胶宝® 运营于全球层面。  

我们在三大洲上设有生产工厂和销售办事处，借助这一优势，我们

得以更好地伴随客户左右并对当地市场的需求做出快速而有效的响

应。

欧洲、中东、非洲
总部：

德国瓦尔德克赖堡

销售办事处：

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波兰、比利时、瑞典以

及其他欧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分销合作伙伴

亚太地区
地区总部：

马来西亚吉隆坡

销售办事处：

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越南、泰

国，韩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分销合作

伙伴

美洲
地区总部：

美国佐治亚州比福德市

销售办事处：

美国、墨西哥，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分销合

作伙伴



我们的生态和社会原则

收益并不是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无论是

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非常乐意为环境和社会肩负

起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凯柏胶宝®，“可持续性”绝不只是一句空洞的

口号，而是我们赖以为生的原则。我们推崇节约资

源的理念，不采用PVC或乳胶进行加工。我们将始

终本着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企业内部的研发。我们

生产的所有材料均不含卤素，完全可回收利用。 

以下为我们可靠的保证：

•  已通过ISO 14001和9001全球认证 

•  德国总部已通过ISO 50001认证

•  EHS管理、报告和审计

•  系统化能源管理

•  每年制定环境与职业安全计划

•  根据质量和环境相容性选择原料供应商

而归根到底，员工及其对企业使命的

坚信与践行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