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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精密的世界
霍尔罗伊德精密部件有一个全球的销售代理网络。

请登录以下网站来找到离您最近的代理处：

holroy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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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型螺杆转子
提供给全球最大、最成功的螺旋型
螺杆转子压缩机制造商。

我们在铣削及磨削型线方面拥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经验，能够
通过有效且高效的转子生产满足客户的需求。 我们永远敞大
门，欢迎全球各地的新老客户进行垂询，了解我们铣削及磨削
技术的应用。
作为一家通过 ISO 9001 认证的制造商，我们生产受 Holroyd 
Profile Management System (HPMS) 软件支持的优质精密转
子。 对钢铁、铸铁、铝、镁和各种特殊材料的了解，加上全
面的尺寸能力，使我们能够灵活地满足您的业务需求。

精密零部件 – 
为制造业提供支持 
从原型到生产，我们始终如一 
地采用高标准精度。

螺杆和转子制造技术 
精密零部件加工有限公司 (Precision Components Limited) 50 多年来一
直走在螺杆和压缩机转子制造的最前沿，与客户紧密合作设计和生产各
种类型的螺旋型、转子、增压器、鼓风机、泵用和真空螺杆。
作为精密零部件加工有限公司的分包制造部门，精密零部件加工有限公
司既能够生产原型零部件，也能够进行批量生产。
精密零部件加工有限公司与暖通空调、空气压缩、燃气输配、液体处
理、计量和装卸市场领域的客户紧密合作，能够灵活地在几个小时内生
产出新型的螺杆型线，显著缩短了客户开发和加工的前置时间。

PTG 简介
旗下拥有霍洛伊德 (Holroyd)、宾斯巴瑞 (Binns 
& Berry)、克劳福德-斯威夫特 (Crawford Swift)、 
PTG 等世界一流重工和精密零部件品牌

PTG 是真正世界一流的制造企业。 但这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看法。

霍洛伊德三度荣获女王颁授的企业和创新大奖就是对我们成就的见证。 回顾历史，
我们倍感自豪，但我们也期望未来能够继续改进与创新，并承诺应用我们的知识、
经验和能力为您、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服务。
凭借绝对精密。

 

Tony Bannan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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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压器
面向汽车、赛车、 
船舶和航空航天领域。

从概念性观点到全面的交钥匙制造单元，精密零部件加
工有限公司为全球增压器市场上的转子开发和生产提供
帮助和建议。
利用我们在使用各种材料和专业防护涂料方面的经验，
我们努力迎接各种挑战，以满足原型和批量产生方面的
需求。 我们全天候运营的生产基地，可以实现 10-20 微
米的精确度。

真空螺杆
真空泵技术在一般的制造应用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覆盖多个行业。

真空泵技术的目的是更清洁地运行，减少所用电力，并减少
产生的噪音、振动和热量。 与 PTG 精密零部件同行，我们拥
有与您合作实现上述目标所需的经验。
我们在螺旋型螺杆方面的技术知识以及我们在磨削这些外形
方面的专长使我们能够帮助客户提供有效且高效的真空螺杆
生产和设计。
凭借多年来在压缩机行业获得的经验，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材
料生产公差极其严格的螺杆。

泵用螺杆
用于泵送高压粘性流体的离岸和船
舶应用。

多年来，我们为诸多应用开发和生产泵用螺杆的经验不断丰
富。 我们的能力不断扩展，现已能够生产化工行业所用的高
精度计量螺杆。
我们在螺旋型螺杆方面的技术知识，以及我们在磨削方面的
专长，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有效且高效的泵用螺杆生产。

典型应用：
n	 离岸和船舶装置
n	 水处理
n	 油输送
n	 液体和气体燃料计量
n	 提升泵
n	 润滑系统

鼓风机
节能的螺杆式鼓风机。

无论您正在寻找传统的“罗茨”型旋转叶片鼓风机，还是现
代新型的节能双螺杆螺旋鼓风机，我们知名的制造专长都能
为当今现代的鼓风机和散货装卸行业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
精密零部件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用于工业鼓风机的无油螺旋螺
杆。工业鼓风机用于卸载颗粒状和干散货材料， 例如谷物、
粉状化学制品、糖、面粉和干麦片。
我们的螺杆系列支持下列行业

和应用：
n	 污水处理
n	 散装粉物的气动输送
n	 发电
n	 食品饮料
n	 制药

n	 化学制品
n	 造纸
n	 纺织业
n	 石化
n	 钢铁

重庆机电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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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机
随着废热回收市场的快速发展，精密零
部件加工有限公司供应各种用于此应用
的螺旋螺杆。

很多自然和工业流程都释放热量到环境中，这通常是“低级的”，一
般被称为废热。
膨胀机可以通过有效的湿蒸汽膨胀利用这种热量生产干净的电力。 这
种膨胀机的中心是一套高度工程的螺旋螺杆。
凭借我们的技术专长和灵活的制造流程，我们可以生产高精度的耐磨
转子来适合这一流程。 我们能够提供各种硬质涂层，以尽量延长转子
的使用寿命。

设计与优化
从设计到优化，无论新旧型线，精密零部
件加工有限公司都可以一路领先。

所有客户都希望以更低的成本更快速地生产出更优质的产品。 精密零
部件加工有限公司通过利用高度先进的 Holroyd Profile Management 
System (HPMS) 软件来实现这一目标。
HPMS 应用于螺杆转子、真空和泵用螺杆型线的开发和控制。 该软件使
您能够操纵文件，从而获得更有利的机加工型线。 HPMS 亦用作在生产
过程中帮助控制型线的工具。
精密零部件加工有限公司与伦敦城市大学携手，可以提供压缩机和型线
设计方面的咨询，以帮助客户设计新的型线及优化现有型线。

图片版权所有，  
Heliex Power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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