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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套筒和转接器的定制解决方案



用于柔版印刷的 rotec® 印刷套筒
和转接器

丰富的经验

自 1990 年以来，rotec® 生产的套筒和转接器已经在世界
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并在德国和美国建立了先进的优质生
产设施。凭借套筒和转接器技术、成本效率、服务和生态
责任方面的创新和持续改进流程，rotec® 生产的套筒和转
接器在日常实践中实现了业界首屈一指的有效性、可靠性
和方便性。

富林特集团 (Flint Group) 致力于为所有柔版印刷机和几种特殊应用生产定制的 rotec® 套筒
和转接器。

敬业的团队

我们优质产品的幕后英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他们认
真倾听客户的诉求，以便为客户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可
靠的服务。我们向客户承诺持续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这一承诺一直在鞭策着我们实现目标，那就是让我们的产
品和服务更好、更快、更易于使用。

定制解决方案

每一个印刷套筒和转接器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定制。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需求在多种 rotec® 套筒之间做出
选择。此外，您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印刷业务，使用多
种基材、空气分配系统和气源来定制转接器。使用多种优
质的升级选件，您便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进一步设
计出最佳的套筒或转接器。

rotec®



专注的产品开发过程

富林特集团的套筒和转接器产品开发团队汇聚了材料科
学、物理学和机械工程等多种背景的人才，能够以全新的
视角来构建套筒和转接器。他们在位于德国阿豪斯的技术
中心进行研发，旺盛的精力和对于创新思维的狂热让他们
能够源源不断地开发出多种新产品，其中许多目前已经上
市。 

鉴于这些产品的销售势头迅猛，我们的产品开发团队正继
续投入大量的精力，以开发出真正想柔版印刷客户所想、
急柔版印刷客户所急的解决方案。 

在富林特集团，我们认真倾听客户的诉求，并通过多种交
流渠道将客户的诉求反馈给强大的技术开发团队，从而便
于他们开发出能够让客户的梦想变为现实的柔版印刷机解
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富林特集团，我们将自己掌握的全球市场详细情报与技
术专业知识相结合，为客户提供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解决
方案。无论是客服人员、销售人员还是生产人员，干劲十
足的员工始终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凭借这些优势，我们
可以帮助客户巩固自己的地位，为迎接这一新兴市场现在
和未来的实际形势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为客户提供他们所需的解决方案，我们还在不断扩充 
rotec® 产品系列。使用我们开发的新产品，客户可以显著
提高印刷性能、印刷机生产率以及操作员的健康状况和人
身安全。一个完美的示例是用于转接器的新型 rotec® 生
态桥空气分配选件。此选件没有气孔，而是利用操作员那
一侧的一个可呼吸的金属环来形成气枕，以便能够轻松、
快速地安装套筒。 在 rotec®，我们始终努力寻求最好的方法，以便能够开发

出创新的先进产品。

富林特集团认真倾听客户的诉求，以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和
经过优化的印刷业务。



我们的产品开发团队专注于开发产品，以帮助
客户更智能、更快速、更轻松地开展业务。例
如，rotec® 智能高级套筒是一个卓越的解决方案，
能够帮助印刷间提高效率、简化操作。

- Uwe Müller, Flint Group,  
Quality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r



rotec® 套筒
rotec® 套筒是一种优质套筒，适用于传统的柔版安装应用和其他的一些特殊应用。它们可以安装在印刷机
外部的印版上，也可以与多种转接器配合使用。

• 在所有类型的印版上，都可以轻松、可靠地执行操作

• 具有紧密的公差，采用了高精度研磨工艺 (TIR < 0.02 mm)，长度符合 DIN ISO 2768 T1c 标准

• 成熟的 rotec® 内饰由合成树脂和玻璃纤维化合物制成，可确保经久耐用和安装一致性

• 非常高的耐用性和稳定性

• 可应要求提供具有特殊壁厚和长度的选件

壁厚

出色的尺寸稳定性：

轻便：

高速：

易于安装的技术： 导电选件：

可压缩：

这些产品具有出色的尺寸稳定性，原因在于套筒结构中包含一个额外的玻璃
纤维屏蔽层，可防止任何生物滋生。

这些产品更易于操作，为印刷机操作员提供了更多便利。这要归功于更轻的
重量和更易于安装的特性。

我们利用高级材料和先进的套筒结构为这些产品开发了易于安装的新技术，
帮助印刷机操作员简化了安装。

采用 rotec® Ω 形槽导电技术，可以在套筒基体到表面之间实现完全导电。

这些产品非常适合高速印刷机应用，原因在于这些套筒的结构和材料降低了
弹性。

这些产品具有可压缩的外表面，可实现最佳的可印刷性。

0.9 mm - 125 mm rotec® Blue Light Sleeve

30 mm - 125 mmrotec® Lightweight Premium

0.8 mmrotec® Cover Sleeve

0.8 mm - 2.2 mmrotec® Base Sleeve

14.5 mm - 125 mmrotec® Offset Sleeve

7.5 mm - 125 mmrotec® Smart Premium Sleeve 

7.5 mm - 125 mmrotec® Smart Sleeve

2.9 mm - 125 mmrotec® Compressible Sleeve 



每一个套筒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进行定制。几乎可以定制各种长度和直径。此外，您还
可以选择多种升级选件。 

选择您自己的 rotec® 套筒

rotec® Blue Light Sleeve 
印版安装的标杆

• 长久的使用寿命和出色的耐用性
• 一致、持久的安装和夹持特性
• 可以轻松、可靠地操作

rotec® Lightweight Premium Sleeve  
易于操作，增强了操作员的人身安全

• 与 rotec® 蓝光套筒相比，最多可以将重量减轻 40%
• 新开发的轻量化聚氨酯中间层 
• 端板套筒边缘进行了密封，可提供长效保护

rotec® Smart Sleeve 
下一代的聚氨酯技术

• 重量经过优化，与 rotec® 蓝光套筒相比，最多可以减轻 25%
• 新开发的简易安装技术
• 专用的套筒结构降低了弹性，加快了印刷机的速度

rotec® Smart Premium Sleeve 
下一代的聚氨酯技术，具有出色的尺寸稳定性 

• 重量经过优化，与 rotec® 高级套筒相比，最多可以减轻 25%
• 新开发的简易安装技术
• 专用的套筒结构降低了弹性，加快了印刷机的速度

rotec® Compressible Sleeve
独特的可压缩性

• 可长期保持可压缩性，使用时不会折叠
• 可节省印版和胶带，进行大批量印刷时能够保持印刷一致性
• 网点增大幅度小，在不规则基板上能够实现最佳的固体油墨密度



rotec® Offset Sleeves 
独特、耐用的结构

• 胶印版和橡胶套筒套件专为卷筒纸胶印机而设计
• 可以极快地为所有的重复尺寸切换格式
• 在高温和高扭力的条件下能够实现最高的耐用性
• 对紫外线油墨和溶剂具有完美的耐受性

rotec® Cover Sleeve  
套筒具有高端表面，可以为产品提供保护

• 在存放和运输期间，能够为网纹辊和其他的贵重产品提供保护
• 末端的橡胶圈用于将套筒盖固定到位
• 具有出色的耐用性，因此实现了超长使用寿命

rotec® Nyloflex ITR Sleeve  
圆形可立即印刷的感光树脂套筒

• 融合了富林特集团专用感光树脂印版的优点以及在生产套筒方面的丰
富经验

• 最适合无边设计和无缝印刷
• 有几种壁厚可选，以满足作业规格要求

rotec® Base Sleeve  
极其耐用

• 具有最佳的稳定性和非常轻的重量，可以与涂层材料粘合在一起
• 长期使用时能够保持坚固、耐用
• 玻璃纤维能够与各种涂层材料完美粘合在一起



我相信 rotec® 生态桥将成为印刷业的新标杆。

- Robert Adler,
Flint Group, Sales Director



rotec® 转接器
高性能的 rotec® 转接器产品具有更薄的壁厚，以使印版安装式套筒能够减轻重量、简化操作。它们可以根
据客户的规格进行定制。选择可以弥补气缸与套筒之间直径差异的 rotec® 转接器。

• 可快速安装、简化操作和节约成本

• 创新的导气系统可简化套筒的安装 

• 适用于快速切换悬臂式机器和传统的滚筒印刷机

• 具有严格的公差，采用了高精度研磨工艺 (TIR < 0.02 mm)，长度符合 DIN ISO 2768 T1c 标准

• 成熟的 rotec® 内饰由合成树脂和玻璃纤维化合物制成，可确保经久耐用和安装一致性

• 可应要求提供具有特殊壁厚和长度的选件

壁厚

出色的尺寸稳定性：

轻便：

高速：

这些产品具有出色的尺寸稳定性，原因在于转接器结构中包含一个额外的玻
璃纤维屏蔽层，可防止任何生物滋生。

这些产品更易于操作，为印刷机操作员提供了更多便利。这要归功于更轻的
重量和更易于安装的特性。

这些产品非常适合高速印刷机应用，原因在于这些套筒的结构和材料降低了
弹性。

生态桥选件

导电选件：

可压缩：

可提供生态桥版本。这些产品受专利保护或者正在申请专利，展现出我们的产
品开发团队为满足客户需求而开发创新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

采用 rotec® Ω 形槽导电技术，可以在套筒基体到表面之间实现完全导电。

这些产品具有可压缩的外表面，可实现最佳的可印刷性。

4.7 mm - 11 mm

7.9 mm - 80 mm

16 mm - 125 mm

16 mm - 125 mm

30 mm - 125 mm

4.7 mm - 11 mm

11 mm - 80 mm

17.5 mm - 125 mm

rotec® Bridge Adapter

rotec® Unifit Adapter

rotec® Airo Adapter

rotec® CFX Bridge

rotec® ULW Bridge

rotec® H/C Bridge Adapter

rotec® H/C Unifit Adapter

rotec® H/C Airo Adapter



+

聚氨酯转接器
rotec® 转接器
非常适合各种滚筒配置

轻便的聚氨酯转接器  
rotec® ULW 桥
超轻的转接器选件

碳纤维转接器  
rotec® CFX 桥
高模量碳纤维转接器，可实现最高的印刷性能

可压缩的转接器 
rotec® H/C 转接器
可压缩的转接器，装得下整个套筒

• 适用于柔版印刷业的标准转接器
• 非常高的耐用性和稳定性
• 可提供多种供气方案，以满足特定印刷机的要求

• 与类似的转接器相比，最多可以将重量减轻 65%
• 可以为定制的送气系统提供 Unifit 或 Airo 版本
• 可应用于印刷机或印版安装式设备中

• 适用于高速印刷，可实现出色的印刷效果
• 高模量碳纤维结构提供了减振特性
• 比使用传统工艺生产的产品要轻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壁厚更厚
• 可以为定制的送气系统提供 Unifit 或 Airo 版本

• 独有的可压缩防滑表面
• 可压缩的表面具有回弹特性，可实现一致、持久的印刷性能，在进行大批量印

刷时尤其如此
• 可配备定制的导气系统

基材

从多种基材中做出选择，然后添加您所需的空气分配系统和气源。几乎可以定制各种长度和
直径。此外，您还可以选择多种升级选件。

打造您自己的 rotec® 转接器

转接器的结构中使用了功能性基材，以实现具体的印刷机应用所需的特性



+

 

生态桥 - 可呼吸的金属环

在操作员的一侧，转接器的整个圆周上套着一个可呼吸的
金属环，可以将生态桥与 Airo 或 Unifit 气源搭配使
用，这样在转接器的整个长度内通常无需再开凿其他的气
孔。 

• 最多可以将所需的压缩空气减少 90%，可以简化套筒
的安装

• 将噪音降低 99%
• 更高的效率可节约成本和提高生产率

标准气孔

操作员那一侧有 4 到 8 个气孔，转接器的侧面还有一
些气孔

当安装套筒时空气从转接器中流出的方式

通气

气孔

PUR 表面层

PUR 中间层

玻璃纤维

心轴的气路

气孔

PUR 表面层

PUR 中间层

玻璃纤维

心轴的气路

气孔

PUR 表面层

PUR 中间层

玻璃纤维

专用的外置通气系统。在生态桥版本中，气孔被操作员那一
侧的可呼吸金属环取代。

适用于 10 mm 以下的壁厚。通过气孔将气缸中的空气
引导至表面。

定制的送气系统，适用于大多数类型的气缸。在生态
桥版本中，气孔被操作员那一侧的可呼吸金属环取
代。

气源

空气向转接器中流入的方式

空气分配

Bridge

Unifit

Airo



切口选项

• 确保安全、精确地将 rotec® 套筒或转
接器放在气缸上

• 切口类型选项：磨制切口、金属增强
切口

• 可以提供几乎所有标准尺寸的标准形
状和互锁形状

套环选项

• 确保安全、精确地放置 rotec® 套筒和转接器，并
在套筒基体边缘提供额外保护

• 材料选项：不锈钢和聚氨酯
• 带有末端挡板的外环，用于安装 ITR 套筒

• 聚氨酯外环，用于为 rotec® 可压缩套筒边缘提供
额外保护

• 拉环，用于安装重型套筒，尤其是胶印版套筒

端板和末端挡板

• 铝质端板可以为套筒的边缘提供保护
• Airo 端板包含外置通气阀
• 末端挡板用于安装没有切口的套筒
• 软挡板用于安装 ITR 套筒

标准 rotec® 产品不足以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可以为您升级！  

富林特集团推出了多种高质量的升级选件，可以根据您的具体印刷机和作业规格为您定制套筒和转
接器。无论您有哪些大胆的设想，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帮助您得偿所愿。我们拥有多年的丰富经验，
能够为几乎所有的需求和要求提供出色的解决方案。对于每个订单，我们都会为客户重新配置每个
套筒和转接器！

升级您自己的 rotec® 套筒或转接器

Metal-reinforced NotchGrinded Notch Interlock Notch

Outer Ring with End StopOuter Ring – Stainless SteelInner Ring – Stainless Steel Outer Ring – Polyurethane Pull Ring

Airo End PlateEnd Plate Soft StopEnd Plate with End Stop



标号和其他工具

• 标号可以表明套筒的主要状况：雕刻的徽标和套筒状况、标号带
• 间隔圈允许安装更短的套筒并使其居中

导电：rotec® Ω 形槽导电技术 

为什么要导电？
将印刷机所有零件（包括套筒和转接器）接地，有助于防止火灾和爆炸。每当使用燃点低于 55°C 的溶
剂型油墨的时候容易发生危险。

相比其他方案，rotec® Ω 形槽导电技术有什么优势？
rotec® Ω 形槽导电技术，可以在套筒基体到表面之间实现导电。其他导电的套筒和转接器通常使用仅
安装有弹簧的球轴承,通过该轴承仅将产品的导电表面连接到印刷机的气缸以接地。如果弹簧断裂或表
面被破坏，该套筒将不再具有导电性。

10 年担保：
rotec® Ω 形槽导电技术提供 10 年导电性能担保，原因是没有零件会损耗。其套筒或转接器可以保持
导电性。

对版工具

• 对版工具有助于加快安装的速度和缩短印刷作业的准备时间，可实现更高的印刷机生产率
• 划线、对版销、带有 GPS/RFID 功能的对版系统

• 10 年的导电担保
• 可以将内部结构中的静电全部引导至表面
• 符合 ATEX 欧盟指令
• 2014/34/EU（前身为 ATEX 95）对于静电导电能力的规定

rotec® Ω Technology

Registration LabelRegistration SystemRegister PinScribe Line

Label StripLaser Engraving Spacer



nyloflex®

适合所有包装应用的柔性印版

加工设备

可立即印刷的 ITR 套筒

rotec®

套筒和转接器

ThermoFlexX
柔版及凸版数字成像

dayGraphica®

胶印版橡皮布及套筒

nylosolv®

冲洗溶剂

dayCorr®

刀模橡皮布及平台盖

nyloprint®

凸版、移印、管、杯以及罐子印
刷和特殊应用的印版

加工设备

面向包装行业的无与伦比的产品组合

富林特集团关键事实
富林特集团 (Flint Group) 成立的愿景是成
为打印及包装行业的解决方案供应商。在
践行这一愿景的过程中，我们开发出了无
与伦比的产品组合，涵盖了包装行业打印
业务价值链的所有步骤。 

为进一步说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举个例
子：想象一家面向标签市场的富林特集团
工厂。图像制版机、柔版和凸版印版及设
备、印刷机安装套筒及转接器、墨水和数
字打印解决方案等等，富林特集团的产品
及服务涵盖此工厂中打印业务价值链的所
有步骤。

富林特集团图像转移解决方案为包装行业带来无与伦比的
系列产品。这包括 nyloflex®、nyloprint® 印版及设
备，rotec® 套筒及转接器，以及面向平板印刷市场的 Day 
产品。从市场角度来看，所有产品及服务都是将图像转移
到基板上的关键要素，这使得我们能够打造一系列高性能

的工程材料组合，以一致的质量和技术执行印前和打印作
业，帮助我们的客户在相应市场中创造价值。

www.flintg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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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包装行业的无与伦比的产品组合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的 rotec® 套筒和转接器
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几乎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和可
能性。

- Patrick Lüdecke,
Flint Group, Sales Director



我们的技术文档旨在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信息及建议。其中所包含的信息基于富林特

集团的知识水平已尽力确保其正确性。我们不承担任何错误、事实或意见所产生的

责任。关于该产品对具体应用的适用性，客户应当自行确认。有关任何人因依赖文

中包含的材料导致的任何损失，我们概不负责。后面带有符号 ® 的产品名称是富林

特集团的注册商标（代表方为 Flint Group US LLC 或 Flint Group Germany GmbH）

。

有关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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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nt Group
Solmsstraße 83
48683 Ahaus
German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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