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产品 — 德国唯特·
莱茵兹密封件有限公司
永远有更好的想法，随时随地。

VICTOR REINZ 一 想前进，就要有强劲的动力
VICTOR REINZ 是世界领先的密封
产品研发及生产专家。产品品
种覆盖广泛：从发动机各部位
密封件，到变速箱密封件，排气
系统隔热罩，及由合成材料制
成的气缸罩盖，油底壳或其他
各种盖罩。
VICTOR REINZ 以其优质的产品、
专业的解决方案及强大的研
发、生产、售后服务能力立足于
密封行业 80 余年。
任何车型，任何档次，无论是
宝马还是尼桑，福特或者奔驰
迈巴赫：VICTOR REINZ 产品得到
了全世界汽车制造商的一致认
可。

++ AMG ++ Aston Martin ++ Audi ++ Bajaj Tempo Ltd. ++ Bertone ++ BMW +
Deutz ++ Evo Bus ++ Fendt ++ Ferrari ++ Fiat ++ Ford ++ GM ++ Honda ++
Rover ++ Liaz ++ Lombardini ++ Lotus ++ Mahindra & Mahindra ++ Maserati
++ Rolls Royce ++ Saab ++ Scania +++ Seat ++ Sisu ++ Skoda ++ Spiess Tu
Motors ++ VM Motori ++ Volvo ++ VW ++ Yamaha ++ Zetor ++ YA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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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范围
Victor Reinz 生产的密封产品已
得到全世界众多汽车制造商的
一 致认可。
密封件，防护罩，塑胶制品:
¬ 发动机气缸垫 一 全金属结
构，单层或多层垫片，带局部
或整体橡胶涂层
¬ 各种平面垫片 一 金属材质，
单层或多层垫片，带局部或整
体橡胶涂层或橡胶密封圈
¬ 各种平面垫片 一 非石棉纤维
与橡胶混合材质，或橡胶-金
属复合材质
¬ 密封系统 一 带温度传感器集
成，或其他特殊集成的密封件
¬ «Electronic Connector Gasket» 一
带导线路经集成的密封系统
¬ 气缸罩盖 一 带油雾分离器集
成，或油雾分离器模块
¬ 油底壳 一 带传感器及其他部
件的集成
¬ 防护罩 一 对高温及噪音的隔
离

++ Bombardier ++ Chevrolet ++ DAF ++ Daimler AG ++ Detroit Diesel ++
Industrie Pininfarina ++ Isuzu ++ Iveco +++ Jaguar ++ John Deere ++ Land
i ++ Mazda ++ MTU ++ Nissan ++ Opel ++ Porsche ++ Peugeot ++ Renault
uning ++ SsangYong ++ Tata Motors Ltd. ++ Tatra ++ Toyota ++ Vauxhall

¬3

多层金属结构发动机气缸垫
内燃机科技的不断进步导致了
对发动机密封系统及其他零部
件要求的时刻提高。这就意味
着汽车零件供应商应及时了解
科技发展趋势并将其迅速转化
到自己的研发及产品中去。
VICTOR REINZ正是凭借其强大的
研发技术证实了自己的革新实
力，并成为世界范围内众多汽车
制造商的首选合作伙伴。
多层金属结构发动机气缸垫 一
密封功能体现在每层中
发动机气缸垫肩负着对燃烧
室，对冷却系统，对润滑系统及
对螺栓孔等不同部位的密封功
能，是发动机密封系统中对科
技含量要求最高的密封件。它
位于发动机缸体及缸盖之间，
对发动机整体功能及气缸变形
度、发动机寿命、机械损耗和油
耗有很大的影响。
根据不同的发动机设计要求，
VICTOR REINZ 可生产结构为一
层至五层的全金属发动机气缸
垫。

波形阻挡层 一 «Wave-Stopper»
波形阻挡层是指在多层金属气
缸垫的功能层(弹簧钢)上冲压
出得与气缸同心的特殊“波纹“。
波形阻挡层通常由2至5圈波纹
组成。

创新性的波形阻挡层技术可使
气缸垫更好地适应被密封平面
上不同位置的不同密封要求，
从而给发动机设计提供更灵活
的创意空间。
波形阻挡层的特性取决于波纹
的圈数、间距、高度及钢板厚
度。灵活的波纹形状可使气缸
垫满足具有不同刚度的发动机
零件的密封要求。其独特的与
气缸同心的波形设计理念也
极大地增加了气缸垫的密封潜
能。
精确的一地形“控制 一 «topography»
为达到对燃烧室的最佳密封效
果，可针对气缸口周围的不同
“地形“而调整波形阻挡层高
度。这种灵活的高度调节功能
实现了气缸垫对气缸口周围所
有位置的均匀密封效果，并可
满足任意一款发动机对燃烧室
独特的密封要求。



波形阻挡层对气缸口部位精确的“地形“控制


波形阻挡层 — «Wave-Stopper» 设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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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罩
防护罩 一 隔绝噪音与高温
防护罩应具备多种功能，即能
在高温、高机械强度的恶劣环
境中工作又要外形美观。
VICTOR REINZ 隔音隔热罩正是因
其卓越的产品性能得到了众多
汽车制造商的一致推崇。
VICTOR REINZ 防护罩完美的结合
了隔热、隔音、耐久性、低重量、
外形可塑性强及成本低廉等多
种特性。不同方式的表面处理、
材料厚度、夹层厚度及丰富的
材料选择性一定会满足客户对
此产品的各种需求。
ReTeC
VICTOR REINZ - ReTeC 产品为“三
明治“结构，由0.2-0.5毫米厚的
镀铝钢及无石棉纤维隔热夹层
构成。其制作工艺相对简单，较
适用于小批量生产或其他普通
生产模式。该产品在全世界范
围内已有数百万件的产量。
ProTeC
VICTOR REINZ 一 ProTeC 产品的隔
热夹层为新一代高效隔热材料
一 膨胀云母颗粒。其950°C的
最大耐热温度及高温下无尾气
的特性使ProTeC成为无可替代
的最佳隔热产品。
VICTOR REINZ 的ProTeC 一 对高
温的发动机室是永远的正确选
择。



ReTec —
无石棉纤维隔热夹层



ProTeC —
来自大自然的最佳隔热材料: 膨胀云母颗粒

¬5

平面密封垫片
动力总成密封系统
密封件的密封性及耐久性取决
于正确的材料选择和最佳的设
计方案。根据密封件不同的应
用部位和环境条件, 在选择材
料及方案时需注意以下因素：
¬ 耐高温性
¬ 化学稳定性
¬ 耐腐蚀性
¬ 回弹性
¬ 受载压缩性
¬ 安装简易性
¬ 可回收性
正确的动力总成密封系统 一
我们不仅是提供最佳方案



Retall HRS, Retall HTS — 带弹性压筋密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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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M 30 — 无石棉纤维/橡胶软材料垫片



Xtreme plus — 应用在高温环境下的密封件

合成材料制品
油雾分离器
油雾分离器是曲轴箱通风系统
中非常关键的部件。它不仅要高
效、耐用、可靠、灵活、小巧而
且要成本低廉。由VICTOR REINZ
研制开发的«Multitwister» 是目前
市场上最小且最高效的油雾分
离器，它可集成在气缸罩盖中也
可作为单独的油雾分离器模块
被使用。

气缸罩盖总成 一 模块式，灵
活，美观
由合成材料制成的气缸罩有重
量轻，制作工艺简易、成本低廉
的优点。由于塑胶气缸罩的几
何外形在注塑过程中就已经被
确定，这就省略了其他诸如削、
铣、钻孔等额外工艺，并且其原
材料 — 塑胶颗粒也十分便于
运输、储存。另外，灵活的外形
可塑性也使它具备极佳的隔音
潜能。

Electronic Connector Gasket —
带导线路经集成的密封系统
VICTOR REINZ生产的 «Window
Gasket» 是一种将密封系统、电
路系统、导线路径集成在密封
载体上的一种多功能密封产
品。该产品实现了在密封件上
对电子信号传输及导线线路的
集成，避免了额外的导线孔可能
引发的泄漏危险。由热塑性塑
料制成的密封载体、由耐高温
橡胶制成的密封件及灵活的设
计方案都使该产品具有极高的
产品优势。此科技可在气缸罩
密封件、油底壳密封件、变速箱
密封件或其他相似密封系统中
使用。
—«Window Gasket» 除了拥有强
大的科技优势外，也使降低客户
生产成本成为可能。(更简易的
安装方式、更简约的零部件组
成及更简洁的检测方式等)



«Multitwister » —
新型油雾分离器，高效、小巧且成本低廉



«Electronic Connector Gasket» —
带电子信号传输集成的气缸罩密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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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纳控股公司
(Dana Holding Corporation)
Dana公司是汽车行业全球领先的零配
件供应商，其产品涉及汽车动力总成、
密封系统和热量管理系统，它是所有大
型汽车制造商、商用车制造商和非公路
用车制造商的全球合作伙伴。公司成立
于1904年，如今拥有员工几千名，遍
布五大洲。

Dana公司能为您提供什么？
车轴
驱动轴
非公路用车变速器

密封系统
气门盖模块
热量系统/隔音系统

Dana公司为汽车工业的三大核心领域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这三大领域是：动
力总成、密封系统和热量管理系统。对
于汽车制造商来说，我们一手包办的技
术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最高的灵活
性 - 无论是在重要的汽车中心还是在
新兴市场。我们能确保自己的产品采用
的是最先进的技术并能完全适合不同的
市场。Dana公司的工程师们可通过遍
布全球的技术中心获得开发、设计和制
造等方面的最佳资源，以满足不同客
户的各种需要。这种紧密的协作关系
使Dana公司不仅能够生产优质的零部
件，还可以制造出完整集成的模块化系
统。

变速器油冷却器
发动机油冷却器

REINZ-Dichtungs-GmbH
Reinzstrasse 3-7
动力技术集团
89233 Neu-Ulm
(Power Technologies Group)
Germany
REINZ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Tel. +49 731 7046-0
Reinzstrasse 3-7
Fax +49 731 7046-71 90 89
89233 Neu-Ulm
www.reinz.com
德国
www.rei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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