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制造、
加工和装配
设计指南

Polygon 磨削、成型、车削、铣削、划线、
镗孔、车倒角、切削、工程化、设计和开

发高精度零部件

解决方案

为您提供全面的
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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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历史
公司创建于 1949 年，创始人是一位曾经在二战时期的美国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从事先进复合材料研究的化学家。如今，Polygon Company 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遍及全球的众多制造工厂和销售网络的高科技材料公司。我们在将复合材料转变
为精加工零部件方面的经验已超过 60 年。我们创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在北美，
另一家在中国厦门，可以提供从设计到加工的所有服务，包括涂装、贴标签、包
装和装配等，满足各种复合材料应用需求。

IDEA CENTER
我们严格地以实际分析数据为基础，创造出符合要求的制造工艺。这一创造性能
量正是我们所谓的 Idea Center 的发展动力。如今，我们的 Idea Center 并不局限
于内部研发，而且还承揽了外部实体企业的复合材料项目或产品的研发工作。
Polygon 深厚的技术经验底蕴使得它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精密 OEM 复合材料应用
厂商。

•  为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提供服务：GM、Xerox、Tyco-US Surgical、Terex、
Guidant Medical、Delphi、Westinghouse  Electric、General Electric 等公司。 

• 成功项目举例：
  – 汽车应用：复合材料雨刮臂、传动轴、汽车天线、悬挂系统和跑车发动机连

接链带。
  

   
  – 航空航天和军事：推进罐、射弹、隐形燃料系统。
  – 
  – 娱乐：编织棒球棒。
  –办公设备：复合材料电导体和电气通道。 

工程、制造、加工及装配
Polygon 可进行磨削、成型、车削、铣削、刻线、镗孔、车倒角、切削和其他机加工
操作，加工数量从数件到数百万件不等。我们自有刀具和模具车间，因此可以制造样
品或数量有限的产品。我们的先进生产车间可以接受各种任务，加工数量可达数百、
数千或数百万件。我们最早的基础产品是用于娱乐市场的锥形磨削复合材料拉挤成型
杆。正因为它，公司开始使用先进的无心磨床，该磨床可将高产量制造环境的公差控
制在千分之十以内。Polygon 现已拥有数台日本 Koyo 生产的先进无心磨床，该磨床带
有减震装置，可对基础产品进行高精度控制；而钢制滚针轴承部门也配备了类似的设
备。

我们是第一家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采用数控机床加工方式的复合材料制造公司，（复
合材料是独特的，需要特殊的刀具以及用于处理粉尘的环保过滤系统）。众所周知，
在制造复合材料产品时需要对非常粗糙和坚硬的材料进行机加工。

如今，Polygon 工厂的许多车间已使用各种类型的数控机床制造机械。包括机器人车
床、加工中心、加工托盘、自动切割和先进的生产装配、清洁和涂装机械。我们还拥
有一台世界上少有的 33.0 cm x 30.5 cm (13" x 12') 的自动轧辊磨床。所有数控机床编程均
由内部技师和生产工程师完成，保证了高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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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9 年起，Polygon 一直是先进复合材
料领域的领先创新者。

Polygon 购买了各种类型的数控机床。

纤维缠绕在正方形芯轴上

气缸测试站。

医用组件：多腔插管、脑肿瘤探针、骨折固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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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制造、加工及装配（续）
装配项目是我们的第二大业务。因为将物体“连接”到复合材料是一项独特的挑
战，Polygon 制造压力容器和流体动力气缸的科技方面拥有独有的知识产权。而在
接合、插入成型或将异种材料机械结合到复合材料方面，我们也具备丰富的专业经
验。我们也对需要结合到设计中的金属组件进行加工，为成品或子装配体提供性能
较好的装配件。
 
Polygon 创建了独特的测试实验室，其中包括一间湿化学实验室、具备物理特性分析
能力的分析设备（FTIR、TMA、DSC 等）以及高压电测试设备。我们的轴套实验室
具有无与伦比的磨损分析能力，能够以直线、旋转的方式向实验环境加入粉尘杂质。
而在医疗方面，我们能够进行高压灭菌和电腐蚀绝缘性能测试。我们也与数家国家认
可的测试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可在需要独立的第三方医疗认证时进行植入物、生物
毒性测试或进行 FDA / ISO 协议认证测试。

我们不仅制造复合材料，还按照非常严格的公差标准对它们进行加工。无论是年产 
4000 多万个公差为 +/-0.0127 mm (+/-.0005") 的电枢绝缘子，或是公差为 +/-0.0762 
mm (+/-.003") 的 30.5-61.0 m (100-200 ft.) 长的直径为 61.0 cm (24") 的气缸管，
Polygon 的自有制造设施都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任务。我们的总面积超过 23225 m2 
(250,000 ft2) 的三座制造厂能够进行几乎所有的二次机加工，满足您的所有应用需求。
除了机加工能力，我们还具备涂装和装配能力。我们可以为几乎所有客户的产品进行
涂装、测试和装配。我们甚至可以对设计和原型样品部分提供援助，提供已上税的工
程化部门资助，从而使得项目可以在预算内及时完成。
 
在过去几年中，Polygon 为国内外客户进行来件加工的能力已日趋成熟，这属于装配
件产品制造业务的一部分。除了努力帮助客户寻找和争取到他们所需的部件外，我们
还为客户的客户提供装配服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负责产品发货事宜。除了上述能
力外，我们还与 NSF、UL 或 NAMSA（生物相容性或毒性测试）等标准认证和程序
执行机构展开广泛的专业合作。Polygon 还进行了 ISO9001:2000 和 ISO 14001 注册
（制造和设计）。

以下所列是 Polygon 的部分加工能力：

• 纤维缠绕：
  – 3 轴和 4 轴数控机床缠绕机
  – 单轴和多轴机床

• 纤维编织：
  – 6 至 96 台刀架机床
  – 数控机床控制

• 混合加工：
  – 原位缠绕、编织和拉挤成型能力

• 无心磨削：
  – 贯穿进给磨削    
 – 插铣和成型磨削
  – 轧辊磨削

• 热固性塑料拉挤：
  – 多条纤维线

• 热塑性塑料拉挤：
  – 直线共挤出
  – 大量纤维线
• 测试实验室：
  – Instron 试验仪器、FTIR（傅立叶变
换红外光谱仪）、红外光谱仪、湿
化学实验室、DSC（差示扫描量热仪）
、高压蒸汽灭菌器等

 
   

  
–具备广泛的轴承和轴套磨损试验能力

 
   

  
–内部制定的适用于液压缸和气缸的
气缸循环和压力测试基准

 
 

   

• 装配：
  – 用于装配作业的半洁净室

• 数控机床车削：
  – 机器人
  – 瑞士机床
  – 蜂窝系统

• 数控机床加工中心：
  – 可进行托盘更换   
  – 完全集成

• 涂装：
  – 以侧边建筑作为独立的防火涂装车间。 

  
–  一条自动化涂装生产线

• 内部刀具和模具：
 – 具有自己的内部刀具部门，并雇用刀具
和模具制造商

 
   

• 手动车工能力：
  – 圆柱外径磨削和车削
  – 具有多台车床、锯床、钻床、刻模机
和冲床

 
   

小轴承测试装置。

离合器轴承测试装置。



<<<BLACK

<<<REVERSED

医疗 轴承 气缸 电气

©2012 Polygon Company, Inc.

103 Industrial Park Dr.   I   Walkerton, IN 46574 USA   I   (800) 918-9261   I   (574) 586-3145   I   polygoncomposites.com


	Polygon_Engineering-and-Fab-Guide第一页未做 1
	Polygon_Engineering-and-Fab-Guide-2页
	Polygon_Engineering-and-Fab-Guide-3页
	Polygon_Engineering-and-Fab-Guide-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