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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专家合作

与经验丰富、富于创新的定制球囊和球囊导管的
全球供应商合作

与球囊专家合作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您

尽管业内有一些球囊制造商，但是
Teleflex Medical OEM 的独特之处在于
我们有能力为您提供从理念开发到最终
成品的全套服务，我们的球囊团队在业
内有超过 25 年的经验，已具备了深厚且
全面的应用专业技术。不论您对球囊或
球囊导管有任何要求，我们总能够为您
的成功助上一臂之力。

在 Teleflex Medical OEM，我们建立了
一支敬业的团队，这支队伍里包括工
程师、材料和聚合物专家、以及技术
娴熟的技术人员，在医用球囊和导管的
开发和制造领域里，为您提供业界领先
的技术水平。

Teleflex Medical OEM 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能够提供适合多种应用的非
顺应性、半顺应性和顺应性的医用
球囊，包括适用于外周血管、冠状
动脉、血管内、内窥镜及耳鼻喉科的
应用。我们的专长是设计应用于 PTCA
和 PTA 手术程序的球囊和导管。
需要一个制作完成的器材吗？我们也在
定制球囊导管方面享誉世界。我们了解
自己的员工——我们的专业延伸到上百
项球囊和球囊导管设计，这些设计被
用于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应用。
让我们携手共进，创造奇迹。

2 － 与专家合作

以您的需求为驱动力，我们的方案从概
念到执行都是合作性和动态性的。请到
我们的厂房中坐下交谈，通过视频会议
进行联络，或者我们前往您所在地进行
交流。讨论方案和理念。为样品设计提
供反馈意见。我们的团队会成为您研发
部门和运营团队的一个自然延伸。
我们就是以这种密切的团队合作和自由
流畅的交流来保证您项目的成功，并加
快您进入市场的速度。

其能力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
全面性
我们强大的内部实力让 Teleflex Medical
OEM 能够真正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
方案。我们具备让您的项目获得成功的
所有必要因素，其中包括：
• 开发设计规格
• 可制造性设计
• 监管事务
• 材料选择和配制
• 球囊吹制和折叠
• 原型制作
• 测试与验证
• 生产工艺开发
• 定制工具
• 制造，包括临床前、
试验及大批量制造
• 部件、子组件和成品设备生产

根据您的规格设计球囊
分类

各种形状

• 非顺应性

• 圆柱状

• 半顺应性

• 球状

• 顺应性

• 椭圆形

球囊规格
• 直径：1 毫米至 30 毫米
• 长度：4 毫米至 300 毫米
正规生产、符合要求的球囊导管
Teleflex Medical OEM 让您的气囊导管
概念成为现实。与其他只提供少量组件
的导管制造商不同，Teleflex Medical
OEM 将所有最新技术引入您的项目，
并可提供从挤压、产品组装到包装的
所有服务。
• 0.014”、0.018” 和 0.035” 球囊导
管扩张和输送系统
• 整体交换（OTW）和快速交换
（RX）功能
• PTCA 和 PTA 球囊和球囊导管
• 治疗动脉和静脉血管狭窄的球囊导管
• 支架输送导管
• 血管成形术导管
（冠状动脉和外周血管）
• 药物洗脱球囊 （DEB）导管
• 内镜球囊导管
• 肾脏去神经支配（难治性高血压）
和 Barrett 食管治疗的球囊导管电极

• 萎缩率小于 3%
材料
• 聚酰胺及工程化尼龙，比如
Pebax®、Grilamid®和 Vestamid®

• 圆锥形
• 梯形
• 锥形
• 狗骨式
• 按要求定制形状开发
球囊端口
• 圆锥形锐角

• 聚酯

• 圆锥形半径角

• 聚氨酯

• 偏心颈状部

• 混和物

• 球状端口

• 不同硬度

• 方形

• 层状

• 按客户要求定制设计开发端口

管腔
• 单腔和多腔

让我们来完成您的项目
唐明金（英文名：James）
联系电话: 86 138 441 05757
电子邮件: mingjin.tang@teleflex.com
苏源（英文名：William）
联系电话: 86 138 236 32335
电子邮件: yuan.su@teleflex.com
网站：www.teleflexmedicaloe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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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球囊
联系 Teleflex Medical OEM，为您定制各种直径和不同长度的医用球囊。
所有产品均可快速定制完成。采用 Pebax®和尼龙制造。
外径
（毫米）

长度
（毫米）

最小爆破压力

1.5		10		18
1.5		15		18
1.5		20		18
2		10		18
2		15		18
2		20		18
2		25		18
2		30		18
2		40		18
2		50		18
2		60		18
2		80		18
2		100		18
2		120		18
2		150		18
2		200		18
2.5		 10 		 18
2.5		 15 		 18
2.5		 20 		 18
2.5		 25 		 18
2.5		 30 		 18
2.5		 40 		 18
2.5		 60 		 18
2.5		 80 		 18
2.5		100 		18
2.5		120 		18
2.5		150 		18
2.5		200 		18
3		10 		18
3		15 		18
3		20 		18
3		25 		18
3		30 		18
3		40 		18
3		80 		18
3		100 		18
3		120 		18
3		150 		18
3 		
200 		
18
没有看到您想要的产品类型？定制设计医用球囊。
详见宣传单内页介绍。

www.teleflexmedicaloem.cn

外径
（毫米）

长度
（毫米）

最小爆破压力

3.5		 10 		 18
3.5		 15 		 18
3.5		 20 		 18
3.5		 25 		 18
3.5		 30 		 18
3.5		 40 		 18
3.5		 60 		 18
3.5		 80 		 18
3.5		100 		18
3.5		120 		18
3.5		150 		18
3.5		200 		18
4		10 		18
4		15 		18
4		20 		18
4		25 		18
4		30 		18
4		40 		18
4		60 		18
4		80 		18
4		100 		18
4		120 		18
4		150 		18
4		200 		18
5		20 		16
5		40 		16
5		60 		16
5		80 		16
5		100 		16
5		120 		16
5		150 		16
5		200 		16
6 		
20 		
16
6		40 		16
6		60 		16
6		80 		16
6		100 		16
6 		
120 		
16
6 		
150 		
16
6		200 		16
7		15 		15
7		20 		15
7		4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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