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密炼区域解 
决方案

Intralox® 密炼解决方案对症下药，不仅能大幅减少传送带的维修需求，还能解决 

打滑、跑偏、边缘损坏、产品粘连和橡胶污染等多种问题。为满足密炼应用不断变

化的需求，我们已专门开发并安装了 12000 多个解决方案，来帮助世界各地的客 

户克服他们面临的技术难题。采用英特乐全面的产品梯队和质保组合来优化您的 

工厂，您将体验到蔚为可观的运营效益。



从密炼到成品胎，优化轮胎输送

30 多年来，我们一直帮助轮胎制造商解决他们在工厂混炼和密炼区域中面临的输 

送挑战，同时帮助他们获得最低的总拥有成本。

综合全面的密炼解决方案

产品组合 
我们广泛的产品组合使客户能够清楚地了解我们的密炼解 
决方案，以便我们推荐最好的解决方案。

承诺和担保 
与英特乐合作的客户将获得业内最强的书面退款保证——确保您获得
切合需求的合适产品。

专业技能 
通过为您的应用选择合适的产品，我们的专家可帮助您节约 
资金、提高工厂效率，并通过缩短维护时间来节省宝贵的工厂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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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炼机进料
选用我们面向严苛密炼应用的强大解决方案，减少污染和跑偏风险。

解决方案

•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送带

• 14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可追踪传送带

• 45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送带

• 45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可追踪传送带

优势

•  传送带使用寿命长

•  更少的维护工作量

•  传送带边缘无磨损或污染

•  无跑偏问题

•  耐冲击、耐化学腐蚀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 

传送带

14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可 

追踪传送带

45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 

送带

45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可追踪传

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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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截取输送机
我们的无粘连解决方案可降低橡胶阻塞的风险并提高运行效率，即便在轮胎工厂生产的化合物越来越粘连的情况下，亦可确保高性能运行。 

解决方案

•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送带

• 14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可追踪传送带

• 1400 系列平板型耐热尼龙传送带

• 1400 系列嵌入式菱形型聚丙烯传送带 

• 1400 系列嵌入式菱形型耐热尼龙传送带 

• 45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送带

• 45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可追踪传送带

• 4500 系列嵌入式菱形型聚丙烯传送带

优势

•  传送带使用寿命长

•  更少的维护工作量

•  传送带边缘无磨损或污染

•  无跑偏问题

•  耐冲击、耐化学腐蚀 

45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可追

踪传送带

1400 系列嵌入式菱形型聚丙

烯传送带
1400 系列嵌入式菱形型耐热

尼龙传送带

45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

传送带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

传送带
1400 系列平板型易释放

可追踪传送带

1400 系列平板型耐热尼

龙传送带
4500 系列嵌入式菱形型聚丙

烯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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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1700 系列平格型尼龙传送带

• 1700 系列平格微突型尼龙传送带

• 1700 系列平格微突型可追踪传送带

优势

•  传送带使用寿命长

•  防阻塞

•  改善背部覆盖效果

•  减少浆料移转和起泡现象

•  最大限度减少空气截留

密炼隔离槽
英特乐传送带可以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品浪费和工厂停工。

1700 系列平格微突型可追踪

传送带
1700 系列平格型尼龙传送带

1700 系列平格微突型尼龙传

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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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12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合成材料传送带

• 1200 系列防滑型聚丙烯合成材料传送带 

• 1400 系列防滑型聚丙烯传送带

•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送带

• 45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送带

• 900 系列平格型聚丙烯传送带

优势

•  传送带使用寿命长

•  更少的维护工作量

•  无跑偏问题

•  夹住橡胶并将其拉出

风冷却后截取输送线
英特乐输送带的表面防滑且耐化学腐蚀，可消除工厂中的污染。

12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合成材

料传送带

1400 系列防滑型聚丙烯传 

送带 900 系列平格型聚丙烯传送带
1200 系列防滑型聚丙烯合成材

料传送带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 

送带

45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

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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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1400 系列平板型乙缩醛传送带 

• 900 系列平格型乙缩醛传送带 

优势

•  传送带使用寿命长

•  更少的维护工作量

•  方便传送带导向定位

叠胶
英特乐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可对橡胶进行整齐堆垛，以防止下游流程中断。

1400 系列平板型乙缩醛传送

带 
900 系列平格型乙缩醛传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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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送带 

• 1400 系列平板型乙缩醛传送带

优势

•  传送带使用寿命长

•  减少停工和维护

•  无传送带跑偏问题

•  无需急转结构 

二楼提升机
英特乐提升解决方案攻克了皮带跑偏问题，并避免采用急转结构，因此是复杂垂直应用的理想之选。

1400 系列平板型聚丙烯传 

送带

1400 系列平板型乙缩醛传 

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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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lox, L.L.C. USA，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888-417-2358, 免费电话：1-800-535-8848
Intralox, L.L.C. Europe，荷兰阿姆斯特丹，31-20-540-36-00, 免费电话：800-6666-1110 
Intralox Shanghai LTD.，中国上海，免费电话：400-842-3469

全球装配中心：日本  •  英国  •  澳大利亚  •  巴西  •  印度

联系方式
如需详细了解我们的创新解决方案，请访问 intralox.com。

全球设备密炼 

非洲
埃及
南非

亚太区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中国台湾
泰国
越南

欧洲
捷克共和国
芬兰
法国
德国
匈牙利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英国

拉丁美洲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墨西哥
秘鲁
委内瑞拉

中东
巴基斯坦
土耳其

北美
加拿大
美国

http://intralo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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