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缝合线、编织线、纤维与树脂

Work With The Experts™

（与专家合作）

我们可将您的 
项目工程从树 
脂带到纤维、 
组件、缝合线、 
器械状态

精选缝合线和 
胶带

生物可吸收性 
缝合线、纱线 
和树脂



Work With The Experts™（与专家合作）
我们创造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与Teleflex Medical OEM合作，实现您的缝合线或纤维基产品概

念。我们是世界上少数几家垂直整合和全系列缝合线和纤维线生

产商之一，拥有方方面面的技术和资源，可定制产品性能，满足

您的各种特定应用。我们有能力将您的项目工程从树脂一直带到

纤维、组件、缝合线和成品器械，因此，Teleflex Medical OEM
是真正的单一解决方案提供商。

与我们的专家团队合作 
高素质工程师、材料与聚合物专家以及经验丰富的技术员，让

Teleflex Medical OEM在同行业中出类拔萃。不管您的产品要求

如何，我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专门人才。我们可在公司内聚合、

挤塑、编织和穿针，并能开发独特的化合物和涂层。

定制是我们的专长 
在缝合线、编织线和纤维领域，Teleflex Medical OEM的创新性

和技术专长世界闻名。对于定制解决方案，您可以放心依赖我

们，以满足您对强度、柔韧性、操作和可视化的特定要求。我们

提供：

•	 广泛的材料...加上定制组合

•	 尺寸（USP/EP和定制）

•	 编织线精选，包括我们的专利无芯编织线

•	 涂层

•	 各种颜色和式样

•	 更改PIC数

•	 将生物活性材料融入到您的项目中

一切为了您的成功

垂直整合能力。高深的技术专长。数十年的经验。广泛的内部

资源，随时可承接您的项目，确保高效率和保密性。我们的服务

包括：

•	 组合

•	 工程设计

•	 材料选择

•	 可制造性设计

•	 原型制作

•	 法规支持

•	 制造

•	 精加工操作

•	 包装

•	 私用标签

•	 灭菌

作为一种增值服务，Teleflex Medical OEM已经在各个市场获得

监管部门的批准。您可根据您的用途或应用，引用这些监管部门

的批准许可。

让我们开始为您的项目出力

出色的产品鞭策着我们，而我们也为客户提供出色的产品。让我

们联系，开启我们的合作吧。

电子邮箱：oeminfo@teleflex.com
网站：www.teleflexmedicaloe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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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供缝合线可为无菌定尺长度（带缝针或不带缝针）、非无菌散装线轴或定制、私用标签产品形式。

所供OrthoTape®编织线可为非无菌线轴、定尺长度，或带缝针形式；无菌产品可以定尺长度或带缝针的形式供应。

FORCE FIBER®缝合线和编织线

非吸收性

*可根据要求评估定制式样

产品 材料 颜色 结构 美国药典尺寸

Force Fiber® 缝合线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
白色 编织 5至5-0

蓝色 编织 0、1、2

绿色 与聚酯混合编织 0、1、2

绿色／白色 与聚酯混合编织 2

白／蓝 与蓝色聚丙烯混合编织 5至5-0

白色／黑色 与黑色尼龙6,6混合编织 5至5-0

白色／绿色 与聚酯混合编织 0、1、2

Force Fiber®

OrthoTape®

编织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UHMWPE)

白色（未染色） 编织 1至5毫米

蓝（染色） 与蓝色UHMWPE编织 1、1.5、2毫米

白／蓝 与蓝色UWMWPE混合编织 1.5毫米

白色／绿色 与绿色聚酯混合编织 1.5、2、2.5、3.5毫米

混合编织式样：* 十字形或示踪线 1.5、2、2.5、3.5毫米



非吸收性
缝合线和胶带

**请注意：尺寸8-0聚酯缝合线为绞合线。

您的项目需要定制的解决方案吗？我们是您的忠诚合作伙伴，聆听您的所言，理解您的需

求，并提供创新的定制解决方案，满足您对强度、柔韧性、操作和可视化的要求。

产品 材料 颜色 结构 美国药典（USP）尺寸

Cottony™ II缝合线/胶带 聚酯（PET） 白色或绿色 编织** 9至8-0； 

2、3和5毫米胶带

（仅白色）

绿色/白色 混合编织 2至4-0

Polydek®

缝合线/胶带

有PTFE薄涂层的聚酯

（PET）
白色或绿色 编织** 9至8-0;

1、2、3和5毫米胶带

绿色/白色 混合编织 2至4-0

Tevdek®

缝合线/胶带

有PTFE厚涂层的聚酯

（PET）
白色或绿色 编织** 9至8-0；

1、2、3和5毫米胶带

绿色/白色 混合编织 2至4-0

Deklene® II
缝合线

聚丙烯（PP） 蓝色或透明 单丝 2至9-0

尼龙缝合线 尼龙6-6 黑色、绿色或透明 单丝 2至8-0

丝缝合线 丝 黑色或白色  编织 5至7-0



生物可吸收性
缝合线

复丝纱线***

树脂***

***注：有关生物可吸收性纱线和树脂的规格见www.teleflexmedicaloem.com

（可应要求提供定制丹
尼尔）

产品 材料 颜色 结构 美国药典尺寸

Bondek®加强型缝合线 聚乙醇酸 (PGA) 紫色或米色（未染色） 编织 2至8-0

Monodek® 缝合线 聚二氧六环酮(PDO) 紫色 单丝 0至6-0
（以无菌终成品形式供应）

产品 材料 颜色 丝线 丹尼尔

PGA纱线 聚乙醇酸 (PGA) 米色 18 45
(100% PGA) 30 75

36 90
48 128

紫色 6 15
18 45
36 90

淡紫色 18 45
36 90

PGLA纱线 聚乙醇酸聚合聚左旋乳酸 
(PGA/PLLA) 

米色 28 56

PLLA纱线 聚左旋乳酸(PLLA)  
(100% PLLA)

白色（未染色） 18 83.3
30 75
30 120
120 600

产品 材料 颜色 供应形式

PGA树脂 聚乙醇酸 (PGA) 米色（未染色） 

紫色
均匀颗粒

PLLA树脂 聚左旋乳酸 (PLLA) 白色（未染色） 均匀颗粒

(83-93摩尔% PGA聚合7-11摩尔% P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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