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塑贝 TM （OrthoPEEKTM）
--- 高性能医用植入型
）
高性能医用植入型 聚醚醚酮（
聚醚醚酮（PEEK）

Polymics 有限公司
坐落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中部美丽的宾州州立大学城（State
College）。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专业
技术，能够满足客户从高性能材料合成
到成品制作的全部需求。

公司特色:
 专注于高性能高分子材料的研发
和应用，包括用于可植入性医疗
器械方面的新材料开发。
 从原材料合成到成品制作的垂直
生产能力 (请见右图)。
 真正“解决问题”的公司 --- 可
与客户一起设计与开发最终的解
决方案。
 客户包括美敦力 （Medtronic）
和 捷迈（Zimmer）等国际知名
医疗器械公司。

Polymics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
--- 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
） 注册 & 高性能品质保证
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FDA）

PEEK

化学式

聚醚醚酮（PEEK） --- 一种 聚芳醚酮
(PAEK)

材料，通常包括以下级别：

 工业型：大量供应。应用于 医疗器
械及医疗保健等相关行业之外的行
业。材料加工及质量控制无需符合
医用标准。
 医用型: 少量至中量供应。应用
于医疗器械行业中的手术器械。限
短期身体接触最多为 30 天。
 植入型: 少量供应。适用于长期
人体植入。材料加工及质量控制标
准严格，需至少满足 ASTM 2026-08
标准。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
 Polymics 有限公司提供的植入型聚醚
醚酮（PEEK）材料 --- 包括高分子及
其复合材料的颗粒，棒，板，管，纤
维，薄膜及各种库存形状及 OEM 成
品。
 世界上仅有的两种植入型聚醚醚酮
（PEEK） 材料之一。
 独家拥有的专利合成及加工技术，
ISO 9001 认证的质量控制体系。
 一种重要的，适合各类植入型医疗器
械的材料技术平台 (请见右图)。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已在美国
食品药物监管局（FDA）注册登
记 (MAF)。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已通过一
系列生物相容性测试。 其中包括，但
不仅限于：

血液相容性
细胞毒性
敏感性
皮内反应
急性毒性

ISO 10993-4
ISO 10993-5
ISO 10993-10
ISO 10993-10
ISO 10993-11

Polymics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
--- 已被证实的卓越材料性能
红外光谱
TM

Polymics 欧塑贝
(OrthoPEEKTM) 主要材料特征：
 生物相容性佳
 化学稳定性和耐腐蚀性好
 优良的机械性能，
应力下稳定性优
 模量与密度接近于骨，
无应力屏蔽
 耐磨性优
 可加工性强，
植入器尺寸稳定性优
 优异的显影性
 适用于各种消毒方法

Polymics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与
Invibio PEEK-OPTIMA® 性能相当

欧塑贝

--- Polymics
®
--- Invibio PEEK-OPTIMA

化学性能及材料组成

欧塑贝

合成方法
重金属含量
红外光谱

TM

(OrthoPEEKTM)

PEEK
OPTIMA

亲核法
无法测量 (小于 ppb)
等同于 PEEK OPTIMA

亲核法
无法测量 (小于 ppb)
参见“红外光谱”图

PEEK 棒的产品性能








材料加工过程
化学组成
物理及机械性能
热性能
符合 ASTM F2026-08 标准
生物相容性
耐消毒性

注射成型产品典型的拉伸应力-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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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来函可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 Invibio PEEK-OPTIMA®

欧塑贝

ASTM
2026-08

Polymics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
--- 独特而优异的客户服务

联系方式:
Polymics 欧塑贝 TM （OrthoPEEKTM）:
 为医疗器械制造商及其它客户提
供合理及优惠的价格
 不收取额外费用，且不跟踪客户
库存
 商务交易及客户服务无语言障碍
（中英双语）
 提供售前、售后客户服务及技术
支持
 愿意并且有能力与客户合作，共
同进行新产品研发和 OEM 产品的
加工及制成
 同意客户开发基于本材料的其他
材料及产品
 提供各种形态的产品 --- 包括高分
子及其复合材料的颗粒，棒，
板，管，纤维，薄膜，各种库存
形状及 OEM 成品

：

中英文双语官方网站 (即将推出)
http://www.polymics.com/orthopeek
http://www.orthopeek.com
Polymics, Ltd. - USA
2215 High Tech Road
State College, PA 16803
电话: 1.814.357.5860 | 传真: 1.814.357.5863
| 电子邮件：info@polymics.com
Polymics, Ltd. – Taiwan
33455 台灣
桃園縣八德市廣福路 1006 號
應材高分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866.3.367.1357 | 传真: 866.3.377.1908
| 电子邮件: info apm@polymics.com
Polymics, Ltd. – Mainland China
XXX Inc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电话: XXX XXX | 传真: XXX XXX
| 电子邮件: info_apm@poly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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