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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公司 Hexaflex 基于使用热塑宝
®
 K 模制的六方锥铸模开发了一种缓冲

垫技术并获得了专利。凯柏胶宝
®
 的热塑性弹性体化合物使该模块化系统具

备了弹性、轻盈和全铰接特性，从而使该系统适用于多种防冲击和防震应用

领域，从运动装备和个人防护设备到医疗保健和其他严苛的行业全部覆盖。 

 

首次使用时，该创新技术用于为自行车骑行者和摩托车驾驶员制造表面采用

高强度 Kevlar
®
 弹力织物的背部保护产品。轻盈的结合料就像人体的第二层

皮肤，而 Hexaflex 搭配其热塑宝 K 联锁铸模的缓冲垫则完全铰接，不仅可

以配合人体运动，还能最大程度地减震。 

 

Hexaflex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Stephane Desnoyers 表示：“像我们 

Hexaflex 系统这样的创新概念需要采用创新材料，才能把构思变成现实。虽

然我们知道这一定是一种弹性体而非泡沫解决方案，但是与凯柏胶宝 的合作

对于该项目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帮助我们指定了最合适的热

塑性弹性体，还从早期设计阶段一直到试模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全程支持。” 

 

Hexaflex
®
 铸模可以模制成各种尺寸、厚度和定制颜色。热塑宝 K 可以长时

间保持出色弹性，能够确保拆装式缓冲垫在防护衣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保持稳

固铰接，这一点已通过大量的弯曲试验被证实。另外，当缓冲垫弯曲时，该

材料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回弹，可以带来出色的减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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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规格要求包括在比较大的温度范围内保持良好的机械性能和耐用性。客

户比较关注的优势是，产品易于回收以及化合物中不含高度关注物质 

(SVHC)。除此之外，缓冲垫完全可以清洗且防水，并且由于在设计时集成

了通风功能，它还具有透气性。 

 

Hexaflex 在将该技术成功应用于背部防护衣后，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它推广

到其他运动装备中，其中包括滑板、滑雪、滑冰和骑马等运动护膝和护肘。

另外，该公司还看到了该技术在个人防护设备（包括头盔内衬和透气吊带）

以及地板防震垫、轮胎防刺装置和各种保健用品中的广阔应用前景。  

 

凯柏胶宝 销售和营销总监 Michael Pollmann 强调道：“采用我们热塑宝 K 

材料的 Hexaflex 缓冲垫系统充分说明了通过紧密的专业合作可以确保产品

成功。我们很高兴能够为这项重大创新提供实际帮助，它的市场潜能非常大，

同时也有力地说明我们的 TPE 产品非常适用于严苛的应用领域。” 

 

Hexaflex 技术已在欧洲、中国和美国注册专利，并已获得 EN 1621-2 1 级

（适用于背部/脊柱防护衣）和 EN 1621-1 2 级（适用于所有其他防护衣）

认证。对于地板下的应用，Hexaflex 可以将结构噪声降低 2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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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LAST
®
 K 열가소성 엘라스토머(TPE)로 몰딩된 유연하고 연결 가능하며 완전 

굴절의 Hexaflex 형상은 모듈 패딩 기술로 발전, 타이어 뿐만 아니라 개인 보호 장비, 헬스케어, 

건축&건설을 비롯한 여러 업계에서 사실상 무제한 응용이 가능합니다。  

(图片: © 2018 Hexa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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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柏胶宝®
 

凯柏胶宝
®
 (www.kraiburg-tpe.com) 是一家热塑性弹性体的全球制造商。作

为 1947 年成立的资深 KRAIBURG 集团的子公司，凯柏胶宝 自 2001 年成

立以来一直是市场的领导者。公司在德国、美国和马来西亚均设有生产基地，

为汽车、工业、消费以及具有严格规范的医疗行业应用提供各类化合物。成

熟的热塑宝
®
、科柔宝

®
、高温宝

®
和尼塑宝

®
 产品线采用注塑成型或挤塑工艺，

为制造商在加工和产品设计方面带来诸多优势。凯柏胶宝 具有强大的创新动

力，在全球拥有密切的客户关系，同时能够提供定制产品解决方案与可靠的

服务。我们的德国以及马来西亚总部已通过 ISO 50001 标准认证，此外全

球所有分部均持有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认证。2017 年，凯柏胶宝 在全

球拥有 620 余名员工，营业额达到 1.78 亿欧元。 

 

关于 Hexaflex 

hexaflex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总部设在法国贝尔奈。该公司专注于打造防

冲击、防震的舒适性产品，尤其侧重于产品在运动装备和个人防护设备（如

防护衣、护膝、护肘以及安全帽）领域的应用。该公司申请的全铰接式 

Hexaflex 减震技术专利在全球受保护 (WO 2014 079 839)。有关更多信息，

请访问 www.hexaflex-technology.com。 

 

 

本篇新闻稿和相关图片可在 www.PressReleaseFinder.com 下载。 

如需查看超高分辨率图片，请联系 Siria Nielsen  

(snielsen@emg-pr.com, +31 164 317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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