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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泰利莱集团

泰利莱集团
一家全球化公司

商贸

凭借全球化的销售网络，以
及切割、磨削和表面处理等
三个核心领域的优质产品解
决方案，泰利莱商贸业务部
门能够真正地提供以客户为
核心的营销支持。

建筑工程

在建筑工程领域，泰利莱是
一家一流的钻孔系统、墙体
和电线锯片、地板锯片和表
面处理的系统供应商。

石材-陶瓷-玻璃

我们石材-陶瓷-玻璃业务部门
的定制化金刚石工具和磨削
解决方案，因其出色的性能
和品质而倍受青睐。

金属/精密制造

从引擎和变速箱行业的精
密加工到钢铁行业直径达
2,000毫米的切割轮的生
产，泰利莱金属&精密制造
业务部门的产品范围涉及许
多高科技工具，应用极为
广泛。

泰利莱总部位于奥地利的施瓦茨

作为一家全球顶尖的粘合磨削、切割、锯切、钻孔
和整形工具的制造商，以及用于建筑行业的工具和
机器的系统供应商，家族企业泰利莱自1919年开
始，一直是超高品质产品、创新精神和优质服务的
代名词。

日复一日，泰利莱的专家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定制
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取得业务上的成功。约80,000款产品成为各行各
业的标准。

泰利莱业务部门



 3

汽车玻璃与技术玻璃 切削与除膜

平板玻璃 光学器件

数控机床刀具

玻璃行业的全球合作伙伴

能力与经验 
平等对待的专业合作伙伴

在所有业务发展阶段，泰利莱始终将客户置于其活动的核
心。我们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应用工程师团队，为全球客户提
供服务，提供最为经济有效的解决方案

泰利莱是创新产品和最高品质工具的代名词。我们的开发部门始终致力于新型产
品和创新产品的开发，旨在帮助我们的客户在所有的玻璃应用中实现更高效的各
种玻璃加工工艺。

服务与专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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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利莱开发了用于直边机和斜边
机的防波板系统

泰利莱定义了汽车玻璃高速磨边
的新标准

泰利莱引进了首个一次性使用的
汽车砂轮：HALO

泰利莱推出了STARFLEX，这是
一套用于双边机的通用金属和树
脂杯形砂轮

1992年

2010年

2014年

2018年

玻璃行业的里程碑

通过不断提出服务于整个行业的新想法，形成创新领导力。泰利莱
早在1952年就有如此举动，它引进了玻璃纤维强化，进而成为磨削
领域的先锋。在玻璃行业，泰利莱在创新开发方面，发挥着积极主
动的作用，在遍布全世界的客户日常工作中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
的里程碑。

泰利莱成为玻璃抛光盘的行业
领导者

泰利莱引进了较长使用寿命的
树脂杯形砂轮

泰利莱推出了用于太阳能玻璃的
高速周边轮

泰利莱开发了名为HYLAS的新型
周边轮

1979年

2002年

2013年

2017年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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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公司  
本土化运营

全球化公司
泰利莱代表着全球化思维和全球化活动。凭借遍
布全球65个国家的销售网络，以及遍布五大洲12
个国家的生产工厂，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作为一
家全球化运营公司的所有优势。

本土化运营
全球化思维，本土化运营 – 使用您的本土语言，在
您的附近为您提供服务。这是我们与客户往来中所
坚持的原则。通过邻近您经营场所的本地联系人，
以及全球化的专业应用工程师团队，我们确保能够
提供最优质的客户支持和一流的服务。

 + 全球化公司，但设有本地联系人

 + 快速响应和服务

您的福利 

泰利莱生产点 泰利莱销售点

全球化公司





汽车玻璃与技术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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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砂轮
泰利莱通过其丰富的经验，成为一家值得信赖的全球汽车玻璃磨削
合作伙伴。凭借不断进行的技术开发，以及专业加工技术的积累，
泰利莱可以提供符合客户要求，以及技术和经济期望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方法。泰利莱生产的特殊粘结剂，即使在极高的工作速度下，
也能确保较长的使用寿命，并且能够实现多次的砂轮配置。

 + 高速工作： 
泰利莱砂轮可用于高速设备中（在夹层应用，速度
达40米/分，在钢化应用中，速度达30米/分），同时
能够确保实现市场上最高的质量标准和最长的使用
寿命。

 + 多样配置： 
采用标准或者个性化配置生产的工具，设计用于改善
生产周期。该工具可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特殊和非对称
配置，包括用于加工天窗、档风玻璃、后窗玻璃、夹
层侧窗玻璃和薄玻璃。

 + 使用寿命长： 
砂轮具有高金钢石层厚度，以及设计用于不同加工/
应用/操作参数的规格，可以获得最佳性能，确保所
有后续使用的可重复性

 + 迅速调试： 
专门的粘结剂可以实现非常完美的金刚石表面处理，
确保从首件开始就可能实现出色的磨边效果，在调试
几件后就可以达到最大加工速度。

 + 轻便： 
砂轮主体主要由铜和铝制成。铜可以抑制刀具架锥体
的生锈，而通过这种方式生产的主体可以减轻工具的
重量，并且可更方便地用于电主轴轴承上。

汽车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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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O
在HALO产品线中，泰利莱定义了一个全新的汽车玻璃磨边概
念。这款一次性砂轮的设计具有加工速度高、修整频率低和边
缘整齐等特征，与标准的重复配置砂轮相比，它具有诸多优点
和附加值。

 + 最小启动时间： 
采用特殊合金，从首件加工开始就能确保完美的磨边
效果，在数件后就能达成最大速度。

 + 生产率提高： 
由于调式时间减短并且同一个磨轮锥上能安装更多的
砂轮，HALO可以保持连续工作。从首件加工开始，
泰利莱就能保证尺寸公差。

 + 最简化机器设置： 
因为使用具有精确几何结构的新砂轮，因此机器设置
和工作参数始终保持不变。

 + 经济优势： 
新砂轮投资最小化：极大的减少了处理/物流工作，
同时因砂轮更轻减少了主轴维护，进而减少了工作期
间的振动。

 + 安装方便： 
数秒安装，通过特殊设计的磨轮锥和适配器，实现准
确的定位。

应用 
用于档风玻璃、侧窗玻璃、夹层侧窗

玻璃、后窗玻璃和天窗玻璃的磨边

汽车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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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汽车行业的金刚石钻头
泰利莱可提供用于汽车玻璃行业的各 
种一体式钻头，以及带有可移动沉口钻头。 
这款特别设计和制造的钻头是为了在高进给 
速度下，确保钻孔的最佳质量。

修整砂轮的油石片
用于修整上一代金刚石工具的泰利莱油
石片旨在改善汽车玻璃行业各种磨削和
钻孔应用性能。

 + 最大限度减少对表面质量的影响：  
不管使用频率如何，泰利莱油石片能快速恢复
出色的切削率，同时不影响边缘磨削的质量。

 + 降低使用频率： 
结合新一代粘结剂，实现粒度与油石片硬度
的完美平衡，进而降低修整频率，增加每个
周期加工的件数。

 + 提高产能： 
高质量的泰利莱油石片可以降低修整频率，
进而提高产量。

 + 多种解决方案： 
泰利莱提供许多不同种类的产品，通过不同
的粒度和硬度，满足不同的生产要求和工作
条件。

 + 出色的启动性能： 
从第一个钻孔开始，您就可以获得出色的边
缘质量。为了提升启动速度，泰利莱为钻头
配置了适当修整的金刚石表面。

 + 高进给速度： 
金刚石钻头设计能够确保其整个使用寿命
中，一直保持高性能：在高达120毫米/分的
工作速度下，仍然能够确保高边缘质量。

 + 出色的边缘处理： 
金刚石钻头能够帮助您达到最高质量标准，
确保完成的表面质量。

 + 使用寿命长： 
使用特殊的粘结剂制造的烧结金刚石钻头，
能够确保出色的使用寿命，并且符合市场上
的最高标准。

汽车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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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LAS
通过HYLAS，泰利莱引进了用于家具和技术玻璃的磨削新系列
砂轮产品。其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快速启动、高速度、高质量
精加工和使用灵活性大。

不管何种类型的机器配置，通过专门设计的适配器，HYLAS可以将同一个砂轮安装在
不同型号的双边机上。HYLAS的设计无需进行修复，因此它始终能够展现新砂轮的工
作优势。

 + 快速启动： 特殊的粘结剂和精确的金刚石表面处
理，能够确保自首件开始，就能够实现出色的磨边
质量。

 + 最大性能： 仅安装最大直径的新砂轮，能够确保其
始终保持最佳性能，实现完美的砂轮制冷、高速度和
长使用寿命，以及出色的磨边质量。

 + 最简化调机设置： 借助专门设计的适配器，安装便
捷。因为仅仅使用具有精确几何结构的砂轮，所以工
具定位和机器设置始终保持不变。

 + 提高产能： 由于安装时间短、启动速度快、高运行
速度和耐用性等特点，您将获得最大的产能和效率。

 + 经济优势： 新砂轮投资最小化，在工具配置、维修
和物流方面都节约了成本。 
 
 
 
 

技术玻璃





平板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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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FLEX
这是用于浮法玻璃和夹层玻璃平边加工的通用金属和
树脂杯轮套件。

出于加工效率和灵活性考虑，泰利莱推出了
STARFLEX。这是一套特别设计用于双边机的平边磨
削金刚石砂轮，从3毫米的镜玻璃到厚玻璃，甚至是
夹层玻璃，都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实现出色的边缘
处理和性能。

应用 
可用于生产从3毫米的镜片玻
璃到厚玻璃，甚至是夹层玻璃
等所有玻璃的双边机

 + 高速度： 
为提高整台机器的工作效率, 特别开发的粘结剂和几
何结构，结合完美匹配的金属和树脂砂轮，能够在高
速运行的状态下，达到出色的切削性能。

 + 灵活性： 
STARFLEX的设置由带槽的金属和树脂砂轮组成，能
够确保在所有玻璃处理中都能实现最优性能。双边机
上的平边处理的最佳技术方案为两个金属轮，后接一
个树脂轮。

 + 使用寿命长： 
STARFLEX的配置能够在不同的砂轮间适当地分配切
削率，确保工具的消耗一致性和最佳效率。

 + 最佳磨边效果： 
STARFLEX通过几何结构和粘结剂的结合，能够实现
最佳磨边效果，为各种抛光玻璃做好前道准备。

平板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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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时启动： 
通过CERIUM精抛轮，从首件加工开始，直至其
整个使用寿命中，一直可以保持出色的表面效
果。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因为通过工具的完
美平衡和对称，可以对玻璃边缘产生均匀的粘
附力。

 + 高性能： 
泰利莱 CERIUM精抛杯形砂轮可以在极低压力和
高速下使用，并且仍然可以确保完美的边缘处理
质量。

 + 高生产率： 
该工具由高品质材料制成，能够确保其使用寿命
高于当前的市场标准。

 + 出色的表面光亮度： 
采用新规格，保证出色的抛光质量，进而使边缘
的粗糙度（Ra= 0.05）降低至非常接近玻璃表面
的水平。

CERIUM精抛杯形砂轮

应用 
用于双边磨边机上加工的

浮法玻璃和夹层玻璃。

泰利莱推出全新系列的CERIUM精抛杯形砂轮，提供用于平板玻璃处
理中最后一步的出色解决方案。通过这款产品，泰利莱为市场提供
了一款具有高性能和高品质，并且兼具成本效益的工具。

平板玻璃





数控机床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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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机床砂轮
配有齿牙和连续边缘的金属粘结剂工具，适用于水平和垂直数控机床上的不
同应用和工作序列。砂轮有多种直径可供选择，从25到200毫米，可用于所
有厚度的平板玻璃和夹层玻璃。

数控机床倒角砂轮
设计用于立式数控机床上加工玻璃的金属粘结剂工具。

 + 高切削率： 
通过磨料和粘结剂的成熟组合，这些工具可以适用于各
种不同的工作条件，并且始终能够确保高切削率。

 + 高速度： 
这些工具可用于所有玻璃厚度，并且能够达到高于标准
的速率。

 + 使用寿命长： 
得益于该产品技术特征，这些工具在耐用性方面的表现
也非常出色。

 + 卓越的品质： 泰利莱倒角砂轮在其整个使用寿命中，都
能够确保出色的精加工品质，这点对于所有后续加工阶
段都非常重要。

 + 高速度：泰利莱是该应用的全球领导者，这些工具能够
确保高于市场标准的加工速度。

 + 使用寿命长： 该工具不仅能够在高速状态的运行，始终
确保完美的质量标准，同时也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数控机床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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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色的启动性能： 
从第一个孔开始，就能确保出色的边缘质量。为了
加速启动，泰利莱为钻头配备了适当修整的金刚石
边缘。

 + 高进给速度： 
金刚石钻头的设计能够确保其在整个使用寿命中，始终
保持高性能：即使在高达120毫米/分的运行速度下，也
能确保较高的边缘质量。

 + 出色的边缘光洁度： 
金刚石钻头能够帮助达到出色的质量标准，同时对两
个表面进行完美的处理。

 + 使用寿命长： 
使用特殊粘结剂的烧结金刚石钻头能够确保较长的使
用寿命，在这方面能够达到市场的最高标准。

铣刀和复合刀具
泰利莱可提供多种不同的铣刀和复合刀具。
该复合刀具可用于数控机床上各种类型玻璃
的铣削和磨边。

 + 使用寿命长： 
因为该工具在使用过程中具有出色的消耗均匀性和产
品稳定性，不管用于铣刀还是与复合刀具结合，它都
能确保最佳收益，并且其基础配置可以适应连接器的
磨损。

 + 无噪音： 
与市场上的其它工具相比，此类磨削工具产生的噪音
大大减少了。

 + 即刻启动： 
泰利莱在生产中非常关注工具的修复，因此泰利莱刀
具和复合刀具都能够快速启动。

 + 高生产率： 
始终能够确保高切削率和出色的表面处理。正因如
此，通过使用泰利莱工具，其循环周期始终能够高于
标准要求。

空心钻
泰利莱可提供最优钻孔解决方案，即使在高钻孔速度
下，从第一个孔开始，就能实现完美的边缘。

公司在开发用于钻孔的金刚石工具，以及使用先进的制造技术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因此能够确保最佳结果的实现。

数控机床刀具





切削与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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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IC 除膜轮
泰利莱通过使用便携式除膜机，以及立式
固定和桥式机器，可从玻璃上削除各种类
型的金属涂层，为其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应用  
用于低辐射玻璃涂层去除的磨削工具

 + 完全去除玻璃保护层： 
因为它具有嵌入式阻尼性能

 + 可用于干湿环境： 
这款特别开发的除膜轮在干湿环境在均可使用。

 + 中心加固： 
砂轮中心的孔进行加固处理，因此更为耐用，并
且可用于所有工作条件下。

切削与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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锯片
泰利莱金刚石锯片为夹层玻璃的切割提供了完美解决
方案。该锯片有300、350和400毫米直径可供选择。

 + 快速切割和使用寿命长： 
一流品质的金刚石和新一代粘结剂的完美结合使泰利
莱锯片能够达到出色的性能。

 + 整齐切口： 
泰利莱锯片的分段设计中包括特殊的凹槽，能够轻松
地去除塑料，确保切口均匀、整齐且无缺陷。

 + 无噪音切割： 
采用特殊的“三明治”核心，刀片切口笔直，且无噪
音，进而确保了在加工过程中，各分段的均匀消耗。 

切削与除膜

应用 
金刚石锯片，用于
切割安全玻璃。





光学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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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生成和研磨工具、镜片磨边砂轮
曲线生成工具、金刚石芯块和全平面工具，用于眼镜镜片生产。该
金刚石砂轮适用于手动、自动和高生产率的数控机器，可用于眼镜
镜片的磨边。

应用 
曲线生成和研磨工具、镜片磨边砂轮

 + 曲线生成： 
用于曲线生成器的高性能金刚石砂轮和周边轮。即使
在高加工速度下，也能保持完美的表面质量，进而缩
短精加工时间。

 + 研磨工具： 
不同砂砾尺寸的金刚石芯块，可用于镜片、模具或玻
璃的精加工、二次研磨或背面清洁，以及其它特殊应
用。用于二次研磨、精加工或去斜边的全平面工具。

 + 镜片磨边砂轮： 
完美配置，可用于手动磨边机、数控磨边机或者工业
磨边机上的各项应用，同时确保最佳切割速度、边缘
质量和抛光光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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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本目录中所示工具，以及有关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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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或者任何类型的复制，即使是
部分复制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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