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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
珠宝

旭荣公司拥有顶尖的信誉且现在为珠宝创作提供
最完美的价格和功能的结合。。。

www.xuron.com

        美国

旭荣公司
一家最先进的精密剪钳和夹钳的制造商

凭藉有专利的精剪牌(Micro-Shear®)剪切技术，

旭荣的剪钳提供了极棒的平直切剪（决无不平或斜

角），且比一般的平直剪钳和多数普通剪钳还要便

宜。

为珠宝创作而设计的新的一系列畅行的款式和型

式。体会独特的带垫护把，徊式弹簧，和耐用尖端

的舒适感。

串珠者享有由旭荣工具所带来的世界级舒适感和

简易创作的专业成果。

2175

450BN

410



所有剪钳都有易徊弹簧和舒适把手，以有专利的精剪牌(Micro-Shear®)剪切技术获得极棒的平直切剪

且比一般的平直剪钳和多数普通剪钳还要便宜。

SUPER FLUSH

产品编号 产品说明
全长

英寸 公嫠   
开口长度
英寸 公嫠 最大切剪 头部细节

90183

90187

90310

我们最受欢迎的剪钳,轻而易举剪得干净利
落。

2175 极剪牌(Maxi-Shear™)

2175F极剪牌(Maxi-Shear™)附加留容器

2175SH 娇小型
把手宽度是1.70”(47公嫠)较适于娇小型的手

6" (152mm)

5" (127mm)

.47" (12mm)

.47" (12mm)

美式线材标准
(AWG)

12 AWG
(2.05mm)

12 AWG
(2.05mm)

90153
 
90154 
 
90160

90161

这类超级平直剪钳比高价的名牌更具有长期
耐用与高功能特性。可提供椭圆头式或锥形尖
头两种款式。

9100 椭圆头式精剪牌(Micro-Shear®) 

9100F 有保留器

9200 锥形尖头精剪牌(Micro-Shear®)

9200F 附加留容器

5" (127mm)

5" (127mm)

.35" (9mm)

.35" (9mm)

12 AWG (2.05mm) 

14 AWG (1.6mm)

90174

90175

平滑光亮的表面使得这个工具在工作台面上一
眼就找到。其尺寸是为精密工作而设的，但可
以切割厚至1.29 软线和软质金属。

LX 精剪牌(Micro-Shear®)

LXF 有保留器

5" (127mm) .35" (9mm) 16 AWG (1.29mm)

90192

90191

硬质线材剪钳有着自我调整的锁夹能够锁住
被剪物在正确的角度以便切剪。有利于两边的
平直剪裁。

2193F 有锁夹者

2193 无锁夹者

6" (152mm) .53" (13mm) 14 AWG (1.6mm)

18 AWG (1mm)

剪钳

旭荣超
极棒的平
直剪钳节
省完成的
时间

平直剪
钳或普
通剪钳

Perfect Super Flush! Integrated Wire Retainer
所有项目都有
可挑选的留容
器，剪下的线
丝得以保留

换算表
标准量 英寸inches 公嫠mm
12 .081 2.05
13 .072 1.83
14 .064 1.63
15 .057 1.45
16 .051 1.29
18 .040 1.02



各式钳子
旭荣系列的一项新产品。旭荣的夹钳创造了一个价格与性能优越的新标准。您可以购
买便宜的和昂贵的有名品牌，但是您从旭荣产品所得到的价值必将超越其他所有品
牌。每一个旭荣夹钳具备有：

产品编号 产品说明
全长 

 英寸  公嫠
 开口长度 
英寸  公嫠 头部细节

90241

园鼻型 
尖端是由圆形渐渐变成微微的椭圆形。
这个特别的造型使此钳对您所设计的任何形状都适用。

488 园鼻型钳子 5" (127mm) .78" (20mm)

90236

平鼻型 
以精确为本适于任何铁器塑形设计

485FN 平鼻型钳子 5" (127mm) .78" (20mm)

90224
90226

镊夹式长鼻型
仅仅旭荣才有这项独特的工具，它有比一般传统式的夹子还要
精细的尖端，能够处理精密复杂的设计而且它的硬度足以处理
线材的弯曲成形。它是我们最受欢迎的钳子之一。

450 镊夹长鼻钳
450S 有锯齿

5" (127mm) .78" (20mm)

90225

镊夹式弯鼻型
尖端有45度增加取径的弯角以应付难以处理的地方。尖端非常
耐用，在正常的护理下可以使用多年。

450BN 镊夹弯鼻钳 5" (127mm) .78" (20mm)

90235
90238

长鼻型 
非常适用于珠宝设计的尾尖处理，盘卷，组合，缩紧连接圈，和
加注特别的润饰。

485 长型夹钳
485S 有锯齿

5" (127mm) .78" (20mm)

专为珠宝创作设计

就如同我们
的剪钳系列

同样精确的器具 旭荣橡胶(Xuro-Rubber™)舒适手把轻点牌(Light touch™) 徊式弹簧



产品编号 产品说明
全长

英寸   公嫠
开口长度

英寸  公嫠 最大切剪 头部细节

90193

我们最受串珠者欢迎的剪钳。符合刚入门者和
多年经验的专业人士需求。对弹性纤维珠线，铜
线，单纤维线，和所有标准串珠线料都能利落平
直切剪（节省润饰的时间）。

410 Micro-Shear® 精简超级平直剪钳 5" (127mm) .35" (9mm)

美式线材标准
(AWG)

18 AWG (1.02mm)

90224

只有旭荣才有的长鼻型钳子有着精确的镊夹式
尖端。串珠者可以创造出复杂且精美的作品是一
般传统式的长鼻型钳子无法达到的。而且此工具
之强度足以轻易的将线材塑形和弯折。

450 镊夹长鼻钳 5" (127mm) .78" (20mm)

90241

又一项为串珠者而设计只有旭荣才有的特别工
具。这夹钳的尖端由圆形渐渐地转变成微微的
椭圆形。这功能使得它们适用于任何款式的创
作。

488 园鼻型钳子 5" (127mm) .78" (20mm)

90191

这个硬质线材剪钳能够轻易地剪断粗至
12AWG(2.05公嫠)加硬和加热的钢线。
此项特殊的剪切特性使得串珠者能扩展其选材
的范围。

2193 硬质线材/记忆合金线材剪钳 6" (152mm) .53" (13mm)

12 AWG 
(2mm)软线，
18 AWG 
(1mm)硬线

90157
90158

以高碳钢做成并以精准为本的剪刀。对于切剪焊
锡，厚至0.030”(.8公嫠)轻标准的铁板，火线牌
(Fireline®)，和所有的串珠线材都适用。9180的
一边有锯齿利于切剪时保持物料固定。

9180 高耐用性剪刀 
9180NS 平滑刀面

6" (152mm) .85" (21.5mm)

12AWG(2mm)软
线，.030”软片
焊锡或铁料

珠粒串连
串珠者以简易使用的旭荣精确工具来创造美丽的成果。

形状，尺寸，和握把的手感都提供了舒适的性能。自动徊式弹簧省时又有效。

产品项目 90257
包括下列项目各一支：

410 精简牌(Micro-Shear®)
超级平直剪钳
450镊夹长鼻钳

488园鼻型钳子

串珠者工具组合
产品项目 90306

包括下列项目各一支：
2175极剪牌(Maxi-Shear™) 剪钳
410精简牌(Micro-Shear®)剪钳

2193硬质线材剪钳

夹钳工具组合
产品项目 90307

包括下列项目各一支：
488园鼻型钳子

485FN 平鼻型钳子

450镊夹长鼻钳

剪钳工具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