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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柏胶宝® 在杜塞尔多夫参加关注可持续产品的主题活动和讨

论会 

 

在即将举办的 K 2022 贸易博览会（杜塞尔多夫，10 月 19 日至 26 日）上，

全球热塑性弹性体 (TPE) 实力领导品牌凯柏胶宝® 将向大家展示公司各类产

品组合，并特别关注可持续发展。届时，我们将在 6 号展馆 C58-03 展位展

出凯柏胶宝® 的 TPE 材料，并由市场专家亲临现场为您解疑答惑，恭候各位

大驾光临。参展产品包括热塑宝 R，这是全新的先进可回收化合产品系列。 

 

为确保客户始终获得最满意的结果，凯柏胶宝® 按照客户要求，为多种应用

提供个性化材料解决方案。届时，在 K 2022 贸易博览会上，凯柏胶宝® 将

向大家展示热塑性弹性体与一定比例可回收材料组成的热塑宝 R 系列化合产

品。该产品系列目前包含多种化合物解决方案，面向消费品市场和各工业市

场，以及严格监管的汽车产业。该系列产品的共同点是均掺有高达 41% 的

可回收材料，能够进行过程中回收，同时具有“德国制造”的匠心品质以及

良好的可用性。  

 

“在过去的 16 个月里，我们做了无数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结果运用到热

塑宝 R 系列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它是凯柏胶宝® 经历的一次转

变。对于所有的解决方案，我们保证所提供的信息 100% 透明。所以，我们

材料的可持续性对所有客户公开透明。我们的目标不是攫取高价值，是要将

目光集中在可持续产品组合上，坚定不移，诚信透明，以客户所需为己

任”，EMEA 大区总裁 Monika Hofmann 博士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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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定制产品，切实贴紧客户需求，提供满足客户期望的解决方

案”，凯柏胶宝® EMEA 大区销售与营销总监 Michael Pollmann 说道。

“全球市场瞬息万变，虽然我们已走了很远，成功开发出了热塑宝 R 系列，

但我们依旧在路上，离我们的宏远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为客户提

供先进的、功能强大的可持续性产品，并随附产品的碳足迹信息。服务与产

品紧密结合，更能吸引追求高品质产品的忠实客户”，Pollmann 先生解释

道。  

 

“除了可持续解决方案，我们目前的重点依旧是开发具有一定附加价值的 

TPE，如导热或导电 TPE、光滑触感 TPE 和化妆品专用高抗性 TPE。研发

背景：我们多数化合产品都是在当前客户要求的基础上研发并进一步改进，

所以，我们的方案总能满足当前应用的需求。这样，凯柏胶宝® 就能优化各

种产品组合，提供能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案。秉承此理念，凯柏胶宝® 才能够

在过去的一年里，推出多个新品，而且这些新品目前都已应用到了客户应用

领域。凭借我们在 TPE 市场的实力领导地位和过硬的专业知识，公司拥有

超过 64 个产品组合系列和上千种 TPE 产品，能够满足每一位客户的需求。

即便当前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也能够为客户进行研发，提供定制解决

方法”，凯柏胶宝® EMEA 大区产品管理主管 Josef Neuer 总结道。 

 

根据近些年所做的努力和积攒的经历，K 2022 将是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

凯柏胶宝® 诚邀各位客户和合作伙伴莅临展会，参观我们的展台，我们期待

与各位洽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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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不是攫取高价值，是要将目光集中在可持续产品组合上，坚定

不移，诚信透明，以客户所需为己任”，凯柏胶宝® EMEA 大区总裁 Monika 

Hofmann 博士总结道。(图片: © 2022 KRAIBURG TPE) 

 

 

“热塑宝 R 系列为成熟产品，可随时投入使用。凯柏胶宝® 早已踏上了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凯柏胶宝® EMEA 大区销售与营

销总裁 Michael Pollmann 如是说。(图片: © 2022 KRAIBURG T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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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TPE 行业的实力领导者，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组合，能够满足每一

位客户的需求。即便当前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也能够为客户进行研发，

提供定制解决方法”，凯柏胶宝® EMEA 大区产品管理主管 Josef Neuer 解

释道。(图片: © 2022 KRAIBURG TPE) 

 

新闻阐述信息: 

在贸易博览会期间，公司的材料与市场方面的专家将驻守现场，在 6 号展厅 C58-03 展位

与各位面对面探讨专业问题。更多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kraiburg-tpe.com/en/k-messe。  

如需预约 K 贸易博览会（10 月 19 日至 26 日），请联系 juliane.schmidhuber@kraiburg-

tpe.com。 

 

图片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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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kraiburg-tpe/?originalSubdomain=de
https://www.facebook.com/KRAIBURGTPE/
https://www.xing.com/pages/kraiburg-tp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QKi_-RJ8sJqMNfyfAO8PVQ
https://bit.ly/34qxB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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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柏胶宝® 

凯柏胶宝® (www.kraiburg-tpe.cn) 是一家业务足迹遍布全球的定制热塑性弹

性体制造商。凯柏胶宝® 成立于 2001 年，是凯柏集团旗下的独立业务单

位，现已成为 TPE 化合物领域最具竞争力的行业领导者。公司旨在为客户

提供安全、可靠、可持续的产品。公司拥有超过 680 名员工，遍布全球，在

德国、美国和马来西亚三地建立了生产基地，致力于向汽车、工业、消费品

和监管严格的医疗领域提供品类丰富的产品。旗下的成熟产品线——热塑宝 

(THERMOLAST®)、科柔宝® (COPEC®)、高温宝 (HIPEX®) 和尼塑宝® (For 

Tec E®) ，通过采用注塑或挤出工艺，为各行各业的制造商带来出众的加工

和产品设计优势。凯柏胶宝® 拥有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全球客户导向，能够为

客户提供定制产品解决方案和可靠的配套服务。公司在德国的总部经过 ISO 

50001 认证，全球所有基地均已取得 ISO 9001 和 ISO 14001 认证。 

http://www.kraiburg-tp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