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茂橡膠
密封件的好夥伴



繼茂橡膠
橡膠密封零配件領導品牌
立足台灣 、 擴廠於中國與泰國 ， 依循國際分工的理念 ， 將產品拓銷至世界各地 。 透過配方開發 、 模具設計與穩定的
產品質量 ， 深獲客戶肯定與信賴 。 

韓國

泰國

日本

中國 台灣

繼茂實驗室通過TAF (ISO/IEC �����:����) 超過��個國家認證
之材料測試報告。

實驗室認證 

品質認證
遵循著「持續不斷改善」的最高品質原則，繼茂已經被認可為世界
級的製造廠，並通過以下的諸多認證。



密封件應用很廣泛，如何挑選適合的密封件材質就十分的重
要，繼茂橡膠具備三十多年製作經驗，實驗室通過 TAF 認證
(ISO/IEC �����)，能針對您的客製化使用開發配方，並提供
值得信賴的數據。

提供不同產業領域的橡膠密封件
及零配件產品
成立於����年 ， 繼茂橡膠一直以來以橡膠密封件 、 零配件領導廠牌在台灣聞名 。 秉持著創新以及不斷持續改善成長的
精神 ， 繼茂產品廣受各種不同產業所認可使用 。

材質認證
NSF 61 (美國飲用水認證)

NSF 42 (美國飲用水認證)

WRAS (英國飲用水認證) 

ACS (法國飲用水認證) 

W-270 (德國飲用水認證-微生物測試)

KTW (德國飲用水認證)

AS/NZS 4020 (澳洲飲用水認證)

USP VI (生物相容性認證)

UL 157 (墊圈和密封件安全標準認證)

UL 1238 (易燃液體控制設備標準認證)

API 6A (抗H�S硫化氫酸性氣體認證) 

DIN EN 549 (歐盟燃氣器具及管線設備認證)

NORSOK M-710 (ISO 23936) (RGD抗爆破認證)

NACE TM0297(RGD抗爆破認證)

Total EP PVV 142 (RGD抗爆破認證)

一般工業 空油壓產業 飲用水產業 食品產業 農機具產業

半導體產業再生能源產業 石油與天然氣產業 航太產業 醫療產業

汽車產業



一般標準型 特殊配方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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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件材料
工

作
溫

度

在 ASTM No.3 試驗油內的體積膨脹程度

工作溫度範圍表

耐油和耐熱性比較表

繼茂膠料都採購自業界頂尖的供應商，如：Chemours, Solvay, DAIKIN, Dupont, Dow Corning, 
Shin Etsu, Nippon Zeon, Bayer-polysar, Toshiba等。



可靠度容易與品質混淆，其實兩者有著本質的不同，若用簡單的話描述可靠度與品質的差異：可靠度就是性能伴隨著時
間的變化。使用者最在意的不外乎是產品失效原因及產品壽命。繼茂實驗室可根據使用者的應用工況，藉由實驗模擬來
進行密封件材料的可靠度分析，提供使用者最信賴的密封件產品。

可靠度設計驗證

收集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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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統計分析流程 Reliability(Weibull) analysis flow chart

專業應用與開發
透過產品設計與FEA模擬分析，繼茂橡膠應用團隊，為密封件注入性能、可靠性、壽
命、耐久等表現，一同與工程師們提供創新與新突破領域所對應的解決方案。

STEP 1
確認需求

STEP 3
設計選型

STEP 2
模擬驗證

STEP 4
製造生產

選擇
分佈

Ch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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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產品

O型環 X型環 背托環

華司墊圈 空油壓密封件 真空中心環

無限大尺寸O型環 V型環 S型密封件

膠筒 液態矽膠密封件 夾鐵密封件

橡膠球 傘閥、鴨嘴閥薄膜夾紗密封件

橡膠密封件塗佈 繼茂O型環維修盒 客製化密封件

繼茂橡膠提供廣泛的系列產品，以滿足不同市場的應用需求，從標準O型環到客製化密封件，繼茂有專業的開發團
隊以及實驗室，能依照客戶需求提供合適的密封解決方案。

提供NBR, FKM AS��� 全
系列標準尺寸。

為液、氣壓缸內的常見應用
提供一系列出色的低摩擦和
耐磨性密封件。 

提供中心環材質
金屬 :鋁 (AI)、SUS���
O型環材質 :NBR或FKM

依照客戶設計需求供應 
NBR以及FKM材質。

FS型密封件 T型密封件 由壬密封件

S型密封件廣泛運用在石油
與天然氣產業。標準尺寸針
對O-Ring AS���標準溝槽
尺寸。

提供由壬密封件的尺寸為
�"、�"、�"。

FS型密封件廣泛運用在石油
與天然氣產業。標準尺寸針
對O-Ring AS���標準溝槽
尺寸。

T型密封件的設計適用於一
般標準的O型環溝槽，並經
常用於取代翻轉變形出現故
障的O型環。

提供NBR與FKM硬度��度
的全系列 AS��� 標準尺寸。

提供數十萬種O型環尺寸，
且有多種材質可因應不同需
求做選擇。

相較於O型環，華司更能夠
承受在相對高壓的環境下
的使用，並擁有較佳的使用
壽命。

生產非標準的大型O型圈，且
不用負擔高昂的模具成本。

可結合尼龍、聚酯纖維
等......欲知產品詳情，可來
電詢問業務人員。

橡膠球適用於石油系液壓油、
汽油、水、矽油等介質，且耐
高溫，有極佳的耐候性、耐臭
氧性和耐化學性。

提供系列尺寸AS���、JIS B 
����、 Metric
材質NBR硬度��、��，FKM
硬度��、��。

繼茂擁有專業團隊可依照需
求提供全方位的客製化密封
件服務。

提供客製化傘閥及鴨嘴閥，
如欲知產品詳情，可來電詢
問業務人員。

膠桶具高韌性與緩衝特性，
運用於保護鑽井管線防止管
壁碰撞，繼茂可客製化膠桶
產品。

繼茂液態矽膠產品都在潔淨
環境或����級無塵室中生
產，能夠提供高潔淨度的矽
膠密封件。

繼茂製造多種客製化橡膠夾
鐵密封件。具有豐富的專業
技能，為客戶提供最佳的金
屬橡膠附著力。

塗佈材質: 二硫化鉬、石墨、
PTFE等......欲知產品詳情，
可來電詢問業務人員。



EDI電子數據交換

繼茂已於����年��月建立B�B電子資料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平台，支援客戶進行電子資料交換，節省雙方交易處理
時間，並確認交換過程正確與資料安全。
歡迎對我們的EDI服務感興趣的客戶與我們的業務代表聯繫。

材質大師

材質大師
O環大師

O環大師

GMORS O環大師提供橡膠密封
圈的國際標準尺寸查詢，當您使
用本應用程式(APP)您不需要網
路連線即可操作；除了O型環也可
以查詢到X型環及補強環(背托環)
尺寸，另外也可以依安裝的缸體
溝槽尺寸搜尋您適用的O型環。

O型環商城

APP應用程式

繼茂O型環商城可查詢O型環，X型環，背托環，V型環，O型環維修盒等多項標準品，讓您24小時都能夠查詢庫存並
下單，簡易的下單流程也讓您可以輕易的完成購物。

立即搜尋

多種材質可供應各種需求選擇

優異的產品物性與表面外觀

數十萬種O型環庫存尺寸
AS 568, BS 4518, Metric, SMS 1586, 
GB/T 3452.1, JIS B2401, JASO F404

O型環商城

https://stock.gmors.com.tw

GMORS 材質大師依照您橡
膠密封圈產品的應用環境，像
是"溫度"與"介質 "來建議適
用的材質。 我們提供近千筆
介質來比對材質的兼容性 。



各項產品目錄 影音頻道

繼茂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我們 Contacts

彰化縣鹿港鎮工業區東四路��號
��-�������(REP.)
 ��-�������
Rubber@gmors.com.tw

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