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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复合材料

CIP复合材料是层压聚
酯基材料，固体润滑剂
均匀分散在整个材料
中。 具体的材料等级基
于织物、树脂和润滑剂
（PTFE，石墨和/或钼）
的组合方式。

这种织物、树脂和固体
润滑剂的组合形成了具
有低摩擦系数和低磨损
率的自润滑轴承和耐磨
材料。

CIP复合材料省却了外部
润滑系统，主要用于高
负载，低速轴承和磨损
应用，是替代青铜，木
材和聚氨酯材料的理想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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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衬套的优点

替换青铜以及镶嵌
石墨的青铜

CIP复合材料是替代传

统青铜和石墨镶嵌青

铜衬套的理想选择。 

金属轴承的运行需要

持续的外部润滑。 

CIP复合材料则可以

凭借其自润滑特性减

少或省却外部润滑系

统。

石墨镶嵌青铜衬套依

靠完全旋转运动，创

造出均匀的润滑层。 

在慢摆动应用中，润

滑层可能是不存在或

者不均匀的，此时产

生的高摩擦或爬行现

象就成了值得关注

的问题。 CIP中均匀

分布的润滑剂使得系

统在低动态和静态摩

擦情况下消除爬行现

象。

好处 优点

自润滑 固体润滑剂均匀分散于整个材料

100％轴承材料 轴承整体被完全润滑；没有玻璃纤维或金属壳

低维护 减少或去除外部润滑系统

干湿工况运行 在海水或淡水以及干燥和／或脏的工况下尺寸

稳定

低摩擦系数 消除爬行; 更好的运行效率

低磨损率 延长使用寿命

高边缘负载 / 

高冲击载荷能力

侧载和轻微偏心条件下保持稳定，无损坏或断

裂

低热膨胀率 在高温下尺寸稳定；在长度、宽度及厚度尺寸

上可预测的膨胀率小于0.15%。

极低的水溶胀性 宽及厚等尺寸上可预测的膨胀小于0.15%

易加工 可就地加工；不含有毒或有害物质

耐化学腐蚀 在许多化学溶液中稳定

非金属 耐化学腐蚀

不导电 电绝缘（不含石墨的产品）

质量轻 高强度重量比（强度/重量）

易安装 压装，胶粘，冷套或螺栓固定

可定制 可按照指定的要求加工

好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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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产品
所有等级的CIP复合材料都可根据客户图纸进
行定制。 六边形、正方形或 不规则的内径
形状的部件都可以生产。 我们还可以制造含
有不锈钢球的球体，含螺纹部件和许多其他
特殊产品。

定制产品

 制造能力

标准形状
管

小孔径 .............1/2英寸(13 mm)
大孔径 .............65英寸 (1651 mm)

标准长度 .............16—24—32英寸 
        (406-609-813 mm)

板材
小厚度 .............1/8英寸 (3 mm)
大厚度 .............6英寸 (153 mm)

标准宽 ...............16—24—32英寸 (406-609-813 mm)
标准长 ...............24—36—48—60英寸 
        (609-914-1219-1524 mm)

加加加加加工工
CIC IC IC P拥P拥P拥有完有完有完有 整的整的整的整 加工加工加工工车车车车
间，间，间，间，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先先先先进的进的进的进的CNCNCNCNC机C机C机C机
床。床。床。床。 我我我我们提们提们提们提供功供功供功供功能性能性能性能性回回回回
转工转工转工转工具和具和具和具和4轴4轴4轴4轴加工加工加工加工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以及以及以及以及一台一台一台一台用于用于用于用于快速快速快速快速生产生产生产生产
定制定制定制定制零件零件零件零件的C的C的CNCNNCNC铣削铣削铣削铣削台。台。台。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拥有拥有拥有有一系一系一系系列手列手列手列手动车动车动车动车
床，床，床，这使这使这使这使我们我们我们我 的零的零的零零件加件加件加工工工
能力能力能力扩大扩大扩大到直到直到直直径5径5径5径 4英4英4英寸寸寸
（1（1（13737371m1m1mm）m）m）。。。

前前沿沿的的技技术术
CICICIICICICIC P高P高P高P高P高P高P高P高度重度重度重度重度重度重度重度重视优视优视优视优视优视优视优视 质机质机质机质机质机质机质机质机器、器、器、器、器、器、器、器
硬件硬件硬件硬件硬件硬件硬件硬件硬件和软和软和软和软和软和软和软和软和软件的件的件的件的件的件的件的件的件的投资投资投资投资投资投资资投资投资投资，为，为，为，为，为，为，为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们的们的们的们的们的们的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尖端尖端尖端尖端尖端尖端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技术技术的的的的的
使用使用使用。。。 这些这些这些投资投资投资包括包括包括正正正
式培式培式培式培式培训，训，训，训，训，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服务服务服务服务服务和设和设和设和设和设备备备备备
维护维护维护维护，以以，以以 大大大大限度限度限度限度地将地将地将地将利利利利
益分益分配给配给产品产品和客和客户。户。  
这些这些努力努力使C使CIPIP能获能获取市取市
场和场和客户客户所需所需的高的高效。效。

热电隔离器

耐磨垫

法兰轴承

止推垫圈止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垫圈垫垫垫圈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圈垫垫圈垫圈垫圈圈圈垫圈圈垫圈垫圈垫圈垫圈垫圈圈圈圈圈垫圈圈垫圈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圈垫圈垫圈垫圈圈圈垫圈圈圈圈圈垫圈圈圈垫圈垫垫垫垫垫垫垫垫圈圈圈圈圈垫圈圈圈垫垫垫垫垫垫垫圈圈圈垫圈垫垫垫止推垫圈

套筒轴承
普通衬套
滑动轴承

套筒轴承

耐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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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质     
压缩强度（ASTM D695）
 极限压缩强度 ..............................  50,000 PSI (345 MPa)
 屈服强度 ..................................  15,000 PSI (103 MPa)
 平行于层面的压缩强度 ......................  13,500 PSI (93 MPa)
 压缩模量 ..................................  500,000 PSI (3,447 MPa)
 
抗拉强度 (ASTM D638).............................  11,000 PSI (75 MPa)
拉伸弹性模量 (ASTM D638).........................  470,000 PSI (3,240 MPa)
泊松比 (ASTM D3039-08) ......................................0.231
剪切强度 (ASTM D2344) ............................  12,000 PSI (82 MPa)
挠曲弹性模量 (ASTM D790) .........................  260,000 PSI (1,793 MPa)
洛氏硬度 M (ASTM D785).......................................100
密度 (ASTM D792).................................  0.047 lbs/in3 (1.3g/cm3)

吸水率 (ASTM D570) ........................................<0.15%

机械性能
摩擦系数                                           干运行
 CIP 121 .......................................0.15 - 0.20
 CIP 151 .......................................0.13 - 0.15
 CIPHydrotm .....................................0.05 - 0.09 
摩擦系数随着应用中轴的材料，表面光洁度，载荷，速度，环境和外部润滑的变化而变
化。

电气性能
介电强度 (ASTM D149-97a) ..........................  200 volts / mil

体积电阻率 (ASTM D257-07) ........................ 4.2x1015 ohm-cm

热性能 
CIP 001 & 002 树脂
 工作温度 ..............................  -40°to 200°F (-40°to 93° C)

 热膨胀系数 ............................  68°to 200°F (20° to 93° C)

 垂直于层面 ............................  3.5x10-5/Δ°F (6.3 x 10-5 /Δ°C)

 平行于层面 ............................  1.8x10-5/Δ°F (3.2 x 10-5 /Δ°C)

注意：数据应作为参考。 请直接咨询我们来评估具体的应用需求。

通用材料
CIP Hydrotm

适用于高载荷或关节轴承应用

等这些低摩擦非常关键的场

合。  

常用于：

  - 门板门柱衬套

  - 泄洪道耳衬套

  - 操作环耐磨垫

CIP151A
适用于湿或干运行下的高负载

应用等这些摩擦力不是很关键

的场合。 

常用于：

  -导轨锁衬套

  - 垂直门

  - 滑轮衬套

CIPMarinetm

适用于水润滑轴承或完全浸没

式应用。  

常用于：

  - 主导轴承

  - 主导板

CIP131A
适用于在潮湿或干燥条件下工

作的普通应用。

常用于：

  - 水闸

  - 伺服油缸

       耐磨环

性能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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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 Hydrotm...
    由PowerTech实验室测试



 安装方法

配合面
配合运行零件的相对表面光
洁度对复合材料的性能有
很大的影响。 理想的表面
处理应为32 RMS（0.7μm）
和HRC 40。适用于轴，推力
面等的合适材料是硬化钢或
不锈钢。 所有配合面应无
切削刃和润滑槽或孔。 注
意：镀铬钢表面在某些条件
下可能会导致高磨损，此时
应考虑抛光或其他表面光洁

度处理方式作为替换。

外部润滑
如果需要，CIP复合材料可
以与外部润滑剂一起使用。 
我们可以为水、油脂或油等
润滑剂定制设计含有润滑沟
槽的轴承和耐磨垫。 虽然
大多数润滑剂不会伤害CIP
复合材料，但我们仍建议使
用合成润滑剂。

5

轴承和耐磨垫
CIP复合材料轴承能被设计于多种安
装方式，如压入式装配，冷冻式装配
以及胶黏式装配。可以使用环肩，螺
栓，其它环或保持器来防止轴承随着
时间的流逝而移动。扁平部件，如耐
磨垫可以通过沉头螺栓或金属嵌件来
固定，在有高横向或剪切载荷处可以
通过锁紧板来定位。

冷冻式装配
应通过均匀的过盈量，使轴承在其整个受压
面上得到支撑。沟槽和轴承径向上要有合适
的引入倒角，以此确保一个合适的起始安装
角度。我们可以推荐一个预估力，确保能够
完全克服其安装阻力。

  

冷冻式装配
轴承在冷冻过程中不会变脆。液氮是
高效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使用
干冰或冷冻设备。轴承一旦被冷冻，其
外径会小于沟槽，进而将轴承封盖或挟
持到位。随着轴承恢复到正常温度，轴
承的尺寸会增大，与沟槽之间会获得一
个合适的干涉量。

胶黏式安装
CIP复合材料本身能够与胶粘剂结合得特别
好。采用胶黏式装配时，轴承与腔座之间的
小间隙能够被设计为0.005英寸(0.127mm)。在
安装过程中，应保持轴承上下不动。耐磨板可
以用粘结剂固定在许多种金属的表面上。我们
可以为您推荐合适的胶粘剂。请联系我们获取
更多信息。



现场工程支持
我们的工程人员现场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技术协助和应用工程

服务。利用 新的软件程序，工程师们能够以业界 常用的

格式有效地提供有价值的设计支持。设计打印，3D模型和视

觉呈现都可以被分享和用于促进有效的沟通。CIP开发了一

款计算程序，能够以PDF格式快速一致地向客户说明关键信

息

在线资源页面
CIP网站（资源页）有链接下载CIP工程手册和所有产品手册/目录（翻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询价
询价请求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或者通过电子邮件：sales@cipcomposites.com来完成。 应用问题可

以在资源页面找到并通过电子邮件提交一个新的RFQ。 此信息有助于CIP更有效地评估各类请求。

追踪我们的 新新闻和事件
您可以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页面上找到关于我们 新的新闻和事件。在Twitter和LinkedIn上搜索

CIPComposites。 

 支持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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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向我们公司索要时事通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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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umbia Industrial Products, Inc.
29538 Airport Rd., Unit A 
Eugene, Oregon 97402 USA
Local Phone: 541-607-3655 
Toll Free: 888-999-1835
Fax: 541-607-3657
Email: sales@cipcomposites.com
www.cipcomposi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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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