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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繁华—邂逅泉州
—泉州分公司 李伟真

泉州 ，简称“鲤”，别名“鲤城”、“刺桐城”，地处

泉州分公司销售业务覆盖福建、江西及周边省市，市场客

福建省东南部，北承福州，南接厦门，东望台湾宝岛，是福建

户涉及涂料、塑料、胶粘剂、新能源、鞋材、日化、油墨等多

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

个行业领域，产品应用范围广泛。为更好的服务客户，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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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设立仓库，并且有固定合作的第三方物

借用白岩松的话：“泉州，这是你一生

流，保证货源稳定，提高运输时效。

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因为别处有的，这
儿也有，别处没有的，这儿可能也有。在这

“团队奠定基石，服务创造价值，创新

儿，你能看得到中原文化，比如“中国四大

指引前进！”泉州分公司以此核心价值为准

古桥”之一的洛阳桥；在这儿，你听得到东

则，时刻秉承“付出创造付出，一切利他”

南沿海的声音，比如古老的南音旋律；在泉

的服务理念，为新老客户继续提供更好的产

州，你看得到中国，比如开元寺；你也看得

品服务。

到世界，比如各种宗教建筑——难怪她被称

每个人都是城市的过客，也是城市的归

作“世界宗教博物馆”，获得中国首个“东

人。我们热爱外电，热爱泉州，期待更多的

亚文化之都”，是联合国“世界多元文化展

合作伙伴一起来邂逅这座千年古城，感受她

示中心”……

的繁华！

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首个东亚
文化之都，闽南文化的发祥地，世界宗教博
物馆。
而上海外电泉州分公司于2011年成立于这座千年古城。

美 丽的山城-重庆
外电国际重庆分公司坐落于“网红”城市——重庆，作为
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长
江上游地区经济和金融中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目前重
庆的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两者共占到了重庆产值的较大部分。
重庆多山多雾，有“雾都”和“山城”的别名，夏天高温
伏旱、骄阳似火，故又有“火炉城市”之称。重庆是一座有山

—重庆分公司 戚华龙

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让分公司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奠定
好发展的基石，努力实现自身价值。
奋进的号角已经吹响，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逐梦惟有笃
行。任风吹雨打，任凭艰难险阻，我们都将用爱、智慧和汗水
一一化解，我们也将乘风破浪，扬帆前行，不负公司所望。

外电国际欢迎您，外电国际重庆分公司欢迎您。

有水，灵气十足的城市，过江缆车、倚江而建的“吊脚楼”建
筑、穿过楼房的轻轨等“网红”景点，无一不在表达这座城市
独特的品性，让外界看到一座颇有特色与个性的城市。
外电国际重庆分公司成立于2015年，位于南岸区茶园新区
同景国际城，背靠同景公园。茶园新区是重庆市规划的离主城
区最近的重点发展综合新城区，地理位置优越，直接联通轨道6
号线中心站点，交通便捷、路网畅通、环境优美。分公司扎根
于此，致力于成为服务汽车和电子制造行业的相关配套供应商。
四年多来，迎着黎明的曙光开始，分公司同事致力于服务
好区域内的客户，在公司总部的带领下谋篇布局、拼搏奉献，

第22届中国国际胶粘剂及密封剂展览会暨
第14届中国国际胶粘带与标签展览会

外电国际集团
上海外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会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展会时间：2019年9月18日-20日
外电国际展位号： N5B479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400-820-3711
公司总部：上海市漕溪北路18号上实大厦28楼H座
电话：（021）64283711

邮政编码：200030

传真：（021）64272933

E-mail：info@sfep.cn

Website：www.sfep.cn

订阅号

服务号

02

2019年09月18日

公司新闻

第21期

总第二十一期 E-mail:info@sfep.cn

2019 CHINAPLA S 国际橡塑展
——新朋老友来相聚

5月24日，“CHINAPLAS 2019国际橡塑展”于广州·琶洲

第21期

馆落下帷幕。展会吸引了全球3,622家展商和163,314名专业观

容易被误解被低估。随着消费升级和产品迭代加速，塑料的用武之地

众，其中42,005名观众(25.72%)来自海外150多个国家及地区，

更为广泛及高端化，构筑出非凡的想象

前15个海外国家为巴西、印度、印尼、伊朗、日本、韩国、马来西

空间。作为高质量的高新科技展示及交

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泰国、土耳其、越南和

流平台，“CHINAPLAS 2019国际橡

美国。

塑展”卯足了劲推出超过180项全球或
亚洲首发热点科技，并密集发布卓越的

2019年09月18日

爱的行动

—PDF 郭娜

塑料在人类生活及科技发展中不可或缺，然而长期以来，塑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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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幸福，宁静都是有感染力的。那些在自己内心不断播种种
子的人们，他们也会把爱，幸福，宁静种到别人心里。对公司对同事
对身边的一切，用语言，行动传达我们的爱。你会发现，充满爱意的
人活在充满爱意的世界里，你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镜子。一个
微笑,一个举止，一次善意的
帮助，一句温馨的话语，无

爱公司书库：<<人生如登山>>，<<执着就是成功>>，<<乔布斯

不充满着爱。只要你去寻找，

传>>，<<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活法>>，其他如<<礼物

去行动，去创造，爱无所不

>>，<<此生未完成>>，<<关键对话>>，<<摆渡人>>，<<优势谈判

为行业加“塑”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活

在。付出创造付出，让爱在

>>，<<执着就是成功>>等，如果想阅读到更多童鞋们的推荐文，可以

力。

我们心中如藤蔓一般蔓延。

到SFEP官微去查看哦~静心阅读一本书系列，期待我们静下心，能有

高功能性塑料、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等，

外电国际不仅仅是与下游伙伴密切

外电国际在今年四月举办了以“有爱的行动”为主题的企业文

合作，并与我们的上游合作伙伴保持沟

化活动。

通，不断考察并引进更多新产品，更好

爱心便签：天使传递--跃然纸上；暖心小纸条。用行动传达爱
心；以花隐喻，花香弥漫，传递你我~虽只言片语，却如一股清流，让
人一种如沐春风的feeling。

的服务于我们的下游客户。外电人分工
合作，建立上下游沟通的桥梁。
4天的展会，有约定前来的客人，有合作已久的朋友，也有之前
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对全球供应链造

不曾接触的新伙伴。一起嘘寒问暖，讨论市场形势，沟通技术问题。

成冲击，使中外企业投资更加审慎。中国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

我们深知，在追求性能标准日益完善的今天，客户更需要一个可以信

复杂严峻形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作为橡塑科技重要的交流平

任的，熟知客户业务体系，并能提供贴身服务的合作伙伴。

台——CHINAPLAS 2019国际橡塑展，展商们下足功夫推出大量
兼备高颜值与丰富内涵的创新成果，在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上

康乃馨：我们一直如此以爱对待生活， 终将以爱回馈你我~
月季花：温馨服务之路漫漫，新人服务亦然，微笑加信任，才是
我们服务的追求。

玫瑰： 褪去过往的坏情绪，收拾现在的好心情，遇见更美的自

爱的行动，珍视身边的一切！
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名为一枚“神

奇的书签”，书签作为节点的功能，也可
以引申为历史的转折点。结束和开始，历
史和现代。用心制作的各类书签也传达了

己。

制作者主人的喜好和寄托着美好的寓意。

满天星：抖得了包袱，接得了梗，做得了百家讲坛。万物皆变，
祝永久不变的是笑口常开，订单信手拈来！

书签不止于节点，也同样值得纪念和珍

太阳花：健康，开心，顺心，好运常伴！
桔梗花：春暖花开，泉水叮咚，闭上眼睛感受下，是不是很有画

下游企业孜孜不倦地追求创新，传递先进技术。

所得。

爱还可以有无数种表达方式。

面感？是不是很开心?

梅花：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Keep Walking！加油~
爱的行动，化为一种习惯。

绿植的摆放，不仅是办公
室的点缀，同样绿色植物释放
氧气，也把爱心传递给我们。
养护天使们每人认领公司一颗
植物，写下专属自己的logo
标签，并开始了细心养护。植
物也是有生命的，静静的陪伴
和守护也是一种难得的惬意，
养护天使行动

上海外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注于引进国外一流的高
技术含量精细化学品的平台，为客户提供最直接的服务和最及时的

在经济形势严峻的今天，全球范围内制造业领域的加速复苏遭遇

技术支持，我们与CHINAPLAS早有渊源。CHINAPLAS于我们

瓶颈，世界经济形势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处于转变发展

的意义，不止是新产品的展示推广，更是与我们合作伙伴的一次聚

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攻坚期的时期。与客户保持合作

会。

共赢，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方向，我们努力在各个应用领域推出由多个
产品配套销售黄金组合，有效地帮助客户控制成本，提高采购效率，
强化双方的优势地位，紧密合作。
4天时间，我们在这场橡塑狂欢盛宴上切磋新材料新工艺，提升

DuangDuangDuang，接
下来看一下植物们的靓照吧~

要用多少个书签，交换多少张名片， 还记得摆在桌子上的滴滴点点。满而温馨的空间，因为有你在
身边，就不再觉得孤单，大步走向前。一天一月一起一年 我们抒写着属于我们未来的诗篇。

产品市场竞争力；会见新老朋友，相谈甚欢；积极探索和展望行业未

If you’d be loved, be worthy to be loved.

来发展趋势，在市场激烈竞争中强势突围。下届展会重返上海滩，

敲黑板，画重点啦~我们还可以用哪些行动来表达爱呢？

2020年上海虹桥，外电国际与您再相会。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月的主题活动，而是一场持久的，
可持续的，潜移默化的行动。
biubiubiu~~~比心~爱的讯号是不是转化为动力了呢~
期待我们爱的魔力转圈圈~

晚来一枝栖寒蝉（猜字谜：打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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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友松香改性酚醛树脂产品介绍

2019年09月18日

TM

FTR 石油树脂应用介绍

——ATP 王樑
——ATP 赵兴栋

——ATP 赵兴栋

PR-12603：固体热塑性树脂，可耐高低温环境（-40℃

FTR 是基于三井化学独有的低聚物制造技术而开发的芳香

~300℃）；在高温和低温下能使压敏胶保持很好的粘结力。其次

族石油树脂，低分子量／非结晶质，色相优异，热稳定性良好，

还具备----高密着、高耐热、高绝缘、高耐候性等，亦可增粘

高温下有良好的粘着性；广泛应用于丙烯酸胶粘剂、热熔胶及各

树脂体系！

种胶带；另外该产品还能用于提高复印机、打印机墨粉制造过程

EXCESTAR是基于日本旭硝子（AGC）公司独有的高分子化学技术研发的，以超高分子量聚醚为主链、甲氧硅封端的新型高分子液态聚
合物，加入催化剂后常温状态下会与空气中的水反应形成弹性体。作为树脂原料应用于生产密封胶等产品，在多样化领域被广泛应用。

主要提高胶水的耐温性能，增加内聚力、持粘力、剥离力，

★低粘度，操作性

高分子聚醚主链

甲氧硅基

EXCESTAR

FTR 的特征：

品名

颜色外观

熔点

软化值

酸值

PR-12603

4~5号色颗粒

133℃

153℃

65

1、热色相良好，稳定性良好；
2、与各种树脂的相容性良好,
例如弹性体、蜡等等；
3、易溶于多种溶剂；

★优异的物理特性

4、高温下有良好的粘结性。

★优异的耐久性能
★固化条件简单

中的粉碎效率以及热转印碳带产品中。
TM

帮助产品在长期高温情况下保证其性能，减少残胶。
甲氧硅基

TM

SMP

FTR6000系列性价比高，是最常用的牌号。鉴于OCA对透
光率的要求，FTR无色、透明，高温下色相无衰减（不黄变）的

SMP密封胶是硅烷改性聚醚密封胶的简称，主要是以硅烷改性
聚醚为基础，配合填料，增塑剂以及其他功能性助剂而成的单组分
或双组分弹性密封胶，是继硅酮胶(SR)、聚氨酯胶(PU)之后发展起
来的新一代建筑密封胶。主要应用于建筑工程和装饰装修的粘接、
填缝、接缝、密封、防水、补强等领域。随着人们对MS胶优点的
认识不断加深，其在冷藏车、集装箱、电梯工业领域的应用也在不
断扩展。

特点完全能够满足大多数OCA的需求，且在日系的OCA光学胶

环保性

配方专利中是推荐使用的材料。

SMP密封胶不会像PU含有毒性的异氰酸酯基团和游离异氰酸
酯。改性硅烷聚醚树脂粘度低，具有良好的作业性，无需使用有机
溶剂调节配方的工艺操作性能。因此SMP密封胶可以完全做到不添
加任何有机溶剂，其总挥发性有机物(VOC)极低。

可涂饰性
普通的硅酮密封胶表面不能刷漆上色，只能根据用户需求调配
成用户所需的颜色；而SMP密封胶可刷漆上色，具有较好的可涂饰
性。

PR-12603可以用甲醇、甲苯、乙醇、乙酯、丁酮等溶解,
溶解性很好。可以使用到油性丙烯酸压敏胶、油性橡胶压敏胶, 热
熔压敏胶、水性丙烯酸压敏胶。3M和日东胶带使用PR-12603

SMP胶在各国市场占比情况
SMP密封胶由于具有粘结材料广泛、环保、耐候等优异特点，
在欧美国家正方兴未艾，在日本市场应用占比达到了45%，其次欧

已经30 多年，应用于胶水、胶带中。
Durez19900：芳烷基酚醛树脂，是固形的非热反应性的芳
烷基酚醛树脂，被作为各种橡胶的增粘剂使用。

洲、美国、中国分别占比为30%、23%、2%。在国内，随着人们
对绿色生活的向往和对环保装修的追求，SMP密封胶具有广阔的发
展空间。

品名

颜色外观

熔点

软化值

酸值

Durez19900

淡黄色颗粒

72℃

90℃

33

无色、无味、透明的C6-C8单体共聚石油树脂
FTR6000/8000系列广泛应用于光学设备胶粘剂，OCA胶、压敏
胶带、标签、密封材料等，优异的透明性、相容性，提高胶粘性

赋予SBR、IR、SBR/BR的混合橡胶、CR等橡胶中能起到

以及耐水耐热性；FTR8000系列在180℃加热60h色相为0号色。

很好的增粘性。Sumitomo Bakelite Europe N.V.（比利时）生

对基材粘结的广泛性

产。

SMP胶对多数无机、金属和塑料基材具有良好的湿润能力，从
而对基材能产生良好黏附性。

优良的耐候性、耐久性
SMP密封胶经过室温湿固化，具有优良的耐候性、耐水性、耐
老化和耐久性能，而且能有效地抑制和避免密封胶经长期使用后表
面裂纹的产生。

横竿垂钓小方塘（猜字谜：打一字）

05

06

2019年09月18日

行业技术

第21期

总第二十一期 E-mail:info@sfep.cn

第21期

工业味精-气相二氧化硅

填料在胶粘剂中的应用
概述

填料在胶粘剂中的功能

胶粘剂是六大高分子材料(包括胶粘剂、涂料、塑料、橡胶、纤

胶粘剂的组成主要包括基料、固化剂、增韧剂、稀释剂、填料和改

维、高分子基复合材料）之一，广泛用于建筑行业，交通运输、设

性剂等。而填料是一种在胶粘剂组分中不和主体材料起化学反应，
但又可以改变其性能，降低成本的一种固体材料。其作用有：

2019年09月18日

全球领先的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ATP 黄丽莎

——ATP 王樑

备制造与维修，电子、电器工业，新能源设备制造，航空、航天、

行
业技术

总第二十一期 E-mail:info@sfep.cn

——ATP 黄丽莎

瓦克气相二氧化硅为多孔性、无毒无味无污染的白色蓬松粉

美国科腾，作为苯乙烯嵌段共聚（SBC）化学的最初发明者，

末，号称“工业味精”，它具有良好的耐高温性能，并且以其优越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科腾聚合物就与全球的创新者合作，一直致

的稳定性、补强性、增稠性和触变性，使得它已被广泛地应用在各

力于提供精确的聚合物解决方案。

个领域中。其中在胶粘剂领域的应用最为常见，由于它分散在胶粘

科腾SEBS具有优异的耐老化性能，既具有可塑性，又具有高

剂中，可以形成氢

弹性，无需硫化即可加工使用，边角料可重复使用，广泛用于生产

胶粘剂的分类

（1）提高胶粘剂力学性能，起补强效果。

键桥联作用，产生

高档弹性体、塑料改性、胶粘剂、油品增粘剂、电线电缆的填充料

按化学成分，胶粘剂主要分为:

（2）降低胶粘剂热膨胀系数和固化收缩率。

可逆的三维网状结

等。SEBS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耐热性、耐压缩变形性和优异的力

（1）有机硅胶粘剂

（3）增加胶的粘度，改善触变性，改善操作工艺。

构，因而赋予胶粘

学性能。

军工领域以及医疗行业等领域。

（2）环氧树脂类胶粘剂

（4）赋予胶粘剂新的功能。配制成导电胶黏剂；改善胶粘剂的导

（3）丙烯酸类胶粘剂

热性；提高胶粘剂的阻燃性；制取特殊场合使用的导电或导磁胶粘

（4）聚氨酯类胶粘剂

剂；提高强度保持率；降低树脂的吸水性。有的填料还可起到改善

（5）合成橡胶类胶粘剂

胶接接头耐湿热老化和耐盐雾的作用。

种类
石英粉、刚玉粉
各种金属粉体
二硫化钼、石墨
石棉粉、玻璃纤维
碳酸钙、水泥、陶土、滑石粉等
白炭黑、改性白土

用量%
40-100
100-300
30-80
20-50
25-100
＜10

作用
提高硬度、降低收缩率和热膨胀系数
提高导热性、导电性和可加工性
提高耐磨性及润滑性
提高抗冲击强度和耐热性
降低成本、降低固化收缩率
提高触变性、改善胶液流淌性能

胶粘剂中常用的填料的选择要求
胶粘剂中填料的选择有一定的要求，否则不仅不会改善胶的性能，还会影响胶的粘结性，起到相反的作用。一般填料的选择有如下几点要

剂最适宜的流变效

SEBS通过与碳五等石油树脂配合可用于生产高档胶粘剂、密

果。

封剂。

一、在环氧
树脂
(EP)胶粘剂
中的应用：

二、在聚氨酯
(PU)胶
粘剂中的应
用：

三、在甲基
丙烯酸酯
厌氧胶中的
应用：

EP胶粘剂以EP为主体配制而成。EP胶粘剂
具有粘接力大、收缩率小、电性能优良和易
改性等优点。在制备过程中，加入一定量的
气相二氧化硅，制得的胶粘剂会表现出相对
最好的增稠触变性和抗流挂性，用量在产品
性能相同时低于同类型产品10%～15%，能
明显降低相应产品的生产成本。

（2）易于分散，且与基料有良好的润滑性。
（3）不含水分、油脂和有害气体，不易吸湿变化。

四、在α-氰
基丙烯酸
胶粘剂中的
应用：

（4）无毒。
（5）具有一定的物理状态，如粉状填料的粒度大小均匀等。
（6）应符合胶粘剂的特殊应用要求，如导电性、耐热性等。
（7）成本低廉，来源广泛，加工方便。

五、在有机
硅体系胶
粘剂中的应
用：

（2）优异的耐老化
性能，在人工加速
老化箱中老化一星
期其性能的下降率
小于10%，臭氧老
化（38℃）100小
时其性能下降小于
10%。

（3）良好的溶解性
能、共混性能和优
异的充油性，能溶
于许多常用溶剂
中，其溶解度参数
在7.2-9.6之间，
能与多种聚合物共
混。

（4）比重较轻，约
为0.91，同样的重
量可生产出更多体
积的产品。

在PU体系中，加入气相二氧化硅后的产品具
有最佳的增稠性、触变效果和储存稳定性
(28d)，并且具有易分散、迅速脱泡等特性。

要想使其具有高触变性、高黏度稳定性，那
么加入气相二氧化硅就可以使厌氧胶表现出
此特性。

求：
（1）与胶粘剂量中的其它组分不起化学反应。

（1）较好的耐温
性能，其脆化温度
≤-60℃，最高使
用温度达到149℃，
在氧气气氛下其分
解温度大于270℃。

加入气相二氧化硅后的产品极易分散，并且
容易脱泡。

硅橡胶主要分为室温硫化(RTV)硅橡胶和高温
硫化硅橡胶。室温硫化硅橡胶的最显著特点是
在室温条件下无须加热、加压即可快速固化，
使用极方便。目前RTV硅橡胶已广泛用作胶粘
剂、密封剂、防护涂料、灌封和制模材料等领
域，在各行各业中都有它的用途。

Kraton G 聚合物
性能

特别推荐
空心微珠在胶粘剂中的应用特点
（1）空心玻璃微珠的流动性优于不规则填料：传统填料因外形不规则、表面积较大，故其在液态中的流动黏性较大。
（2）空心玻璃微珠具有相对较小的表面积，其在体系中的用量较高时仍能保持相对较适宜的黏度。
（3）空心塑料微珠是一种含微小空心泡球的新型填料，其低密度的微小泡球可赋予制品的性能多样化，可广泛用于树脂制品、胶粘剂和涂
料等诸多领域。其优点：①能降低产品的密度，能用较低的成本减少树脂使用量；②不易碎，能保持或提高产品的性能。
日本龙森TATSUMORI石英粉在EP、硅橡胶胶粘剂中的应用
（1）龙森VX-SP石英粉采用独特的生产方法，其粒子大小正好与硅胶网状结构的网孔大小相同，即正好可以进入硅胶内部发挥作用，并保
持原有的空间结构。
（2）龙森石英粉在RTV产品中可控制弹性模量，并且能提高硬度、耐化学品性和性价比。
（3）在电子用EP胶中，龙森石英粉可控制弹性，提高拉伸强度、弯曲强度、固化速率和硬度稳定性。
（4）在变压器用EP胶中，龙森石英粉产品纯度高、粒径分布稳定，可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大方主动称巾帼（猜字谜：打一字）

G1650M
(SEBS)
线型

G1651H
(SEBS)
线型

G1652M
(SEBS)
线型

G1657M
(SEBS)
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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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粉的应用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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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分公司 程申

绒毛粉是由弹性聚合物微球组成的粉体，是指经特种硅树脂改性的着色
或不着色的聚氨酯弹性微球,具有橡胶弹性，耐热、耐溶剂，抗酸碱及耐
刮性均佳，可广泛适用于皮革、塑胶等各类平光、着色柔感的涂料。与
适量弹性树酯配合，使涂膜产生绒面的触感。绒毛粉有各种粒径和各种
颜色，而且可以通过染色来达到所需的颜色，使其更具丰富的色彩。

玻璃粉对很多人来说是很陌生，它在涂料领域内主要用在家具木器漆和
工业漆中，玻璃粉的优点主要体现在漆膜上：①透明度高；②硬度高；
③抗刮伤性强；④耐高温，抗腐蚀。

一、产品特点
玻璃粉的折光率较好，与涂料混合使用能够提高涂料的透明性，特别是
家具漆。而且玻璃粉的添加量即使达到20%也不会影响涂料的性能，还
能更加耐刮。增加的玻璃粉不会增加涂料的粘度，不影响涂刷。还具有
耐变黄，耐高温，耐侯性的功效和抗紫外线及天然抗粉化性，PH值稳
定。其强度较高，从而使得涂料的耐磨、耐折性能也得到提高。
玻璃粉是由无污染的原料制作而成，通过低温加工以及多级筛选，出来
的粉末粒径获得分布最窄的累积峰值。这样的结果也让搅拌变得简单，
用一般的分散机就能分散然后用于涂料中搅拌均匀。

1．涂膜不耐划
a、涂膜过硬：改用弹性树脂；减少固化剂用量。
b、涂膜过软：固化剂用量不够或固化剂存放不善或助剂挥发造成涂膜固
化不完全。

4．涂膜表面发花
a、绒毛粉分散严重不良。
b、喷涂不均匀。
c、粘度不够，增加增稠剂用量。

1.

FG1901具有较好的紫外光稳定性、抗氧性和热稳定性，所以
在屋顶和修路用沥青中也可以使用。

应用于ABS改性

ABS是一种热塑性工程塑料，极性高，与一般塑料相容性差，
需要一种相容剂将ABS与其他原料结合在一起，FG1901作为接技率
达到1.7%的无水马来酸酐的低分子量SEBS,是一种非常推荐的相容
剂。

FG1901与科腾新型道路沥清改性SBS聚合物的强强联手，比

2. 应用于PA改性

传统的改性沥青具有数倍以上的抗疲劳及抗变形能力。
FG1901应用于凉爽屋顶中间层SBS自粘卷材部分，良好的紫

Kraton FG1901可有效增韧PA-6和PA-6,6。 饱和的中间橡
胶链段可以使其能够承受工程塑料的加工条件，并具有良好的耐老化
和耐候性能。
冲击改性剂的粒子尺寸决定其冲击改性效果。
粒子尺寸取决于：
① 聚酰胺类型(PA-6,6 与PA-6表现不同)
② Kraton G聚合物无水马来酸酐的接枝量 (官能团含量可用
G1657稀释）

冲击改性概述

共混解决方案

聚合物

科腾改性剂

ABS

FG1901+G1657

备注

PA-6,PA-6,6 FG1901+G1657

FG1901是官能化的Kraton G聚合物，其为极性聚合物和基板

三、实际应用中的难点

之间提供相容性和粘附性。通过共价键交联将两种不相溶聚合物"锁

1.防沉难。玻璃粉的密度比漆要大，进行稀释后，就很容易会沉降在漆的
底部。要防止这种情况，需要采用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防沉原理，能够
让漆在稀释之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明显沉降，即使出现分层，只需要
搅拌就能使用。
2.重涂性难掌控。在涂料中加入玻璃粉，主要是为了其透明性以及抗刮
伤性，单从玻璃粉角度分析，漆膜的手感不会很好，所以一般在配方中
配用蜡粉或者是手感助剂，腊粉和助剂如果选用不恰当，就会影响其重
涂性。

定"在一起，达到缠结链段的相互贯穿。此时，FG1901在不相容的

PET,PBT

FG1901

可添加G1657

材料中充当的是"界面助剂"的角色。广泛应用于各种热塑性弹性体共
混物，包括电器、工具、汽车、消费品、家庭用品、个人护理用品、
体育用品、玩具、工业用电线电缆等。

特点及优势：
FG1901作为高性能接技聚合物，可提高最终制品的使用范围
和使用性能，而这些优势是通过产品的分子结构及制定的专有技术配
※ 高强度和富有弹性

平均粒径
（μm）

特征

32

优良的弹性、手感、
抗刮伤性和耐低温性能

透明、黑

C

300

22

优良的弹性、手感、
抗刮伤性和耐低温性能

透明、黑

C

400

15

优良的弹性、手感、
抗刮伤性和耐低温性能

透明、黑、白、
红、蓝、黄、绿
透明、黑、白
透明
透明

C

800

6

优良的弹性、手感、
抗刮伤性和耐低温性能

P
P

400
800

15
6

颜色比较深
优良的基层附着力

回收料应用

方来实现，使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外电国际所代理的日本根上绒毛粉，多种颜色及粒径的型号供您选择！

200

冲击强度，增加产品韧性。

③ 接枝Kraton G聚合物基材本身的粘度

日本根上绒毛粉：

C

Kraton FG 赋予共混体系稳定的相结构，降低体系脆性，改进

高，抗UV、抗氧效果十分优越。

1.玻璃粉用于哑光树脂时，能减少消光剂的比例。
2.添加用量大约在3%-5%之间，为了保证透明性，亮光漆可以添加约
5%的量，而色漆可以添加约6%-12%的量。
3.为了避免玻璃粉使用中出现颗粒，可以加入1%分散剂，分散时速度不
宜太快，不然颜色会变黄变黑，影响到涂刷效果。

5．涂膜无绒感
a、绒毛粉和树脂比例不够，增加绒毛粉用量。
b、涂膜太厚而溶剂挥发过慢。

级别

塑性弹性体，具有优异的相容性、低温柔韧性。FG1901苯乙烯含量

改性沥青及凉爽屋顶

——PDF 郭娜

改性领域应用

接技SEBS FG1901是美国科腾公司推出的一种带有极性的热

外光稳定性，增加卷材的耐侯性以及使用寿命,同时提高产品韧性。

2．涂膜干裂
a、稀释剂少而形成干喷，可用稀释剂稀释至所需喷涂粘度。
b、溶剂挥发过快，应增加高沸点溶剂用量，如乙二醇乙醚醋酸酯用量或
改用丙二醇乙醚醋酸酯或在稀释剂配比中增加环已酮比例。
c、喷涂后应表干后再放入烘箱。
d、喷涂过厚，应控制涂膜干燥后为30—40um。
e、绒毛粉和树脂比例过大，减少绒毛粉用量 。
3．涂膜表面粗糙
a、绒毛粉未分散完全。增加分散时间，改善分散方式。
b、应过滤除去少量粗粒未分散颗粒。
c、绒毛粉用量太大，调整用量。
d、溶剂太少，形成干喷，应稀释至合适粘度。
e、干燥速度过快，应先静置表干再放烘箱或完全自然干燥，表面细致。

2019年09月18日

科腾 FG1901应用分享
30%,有效官能基接枝比率高达1.7%。耐热性、热稳定性、抗拉强度

二、玻璃粉的应用
使用绒毛粉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行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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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粉的用途

——CTL 顾志悦

聚氨酯
型号

第21期

颜色

为该产业提供解决方案，从而生产出合格的再生产品。此时的FG是

※ 透明性和可着色性

作为产品的增容剂存在，提高不同塑料之间的相容性，并能将每个

※ 柔软的手感和极好的干、湿握感

材料的最好性能结合起来。

※ 使用温度宽

四、推荐产品

※ 良好的电气性能

VX-SP是日本TATSUMORI（龙森）公司的产品，是VX-S系列用于
涂料行业的专用型号，在中国木器涂料行业已经得到广泛而成功的应
用。VX-SP的平均粒径控制在4μm左右。

※ 易共混、无交联反应

物理性质:
白度
比重
硬度
平均粒径
pH

95～97
2.65
7莫氏硬度
4微米
5.6～7.5

在回收料再利用和生产废料重加工的过程中，FG的加入能够

※ 耐久性

提升塑料废物性能的关键是废料的质量，所有非塑料的成分
（纸、金属、食物等），PVC和交联橡胶都要从废料中移走，针对
不同的废料成分，FG同时也是相容剂的担当。
回料指南
ABS、PS、PP、PE混合料

FG1901/G1657

PET、PP、 HDPE混合料

FG1901/G1657

PP、PA混合料

FG1901/G1657

起始配方
“洁净”废料
混

合

料

两童相依到陇西（猜字谜：打一字）

10% FG1901
2.5% FG1901, 7.5% G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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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素磺酸盐在农药SC中的应用

高导热低粘度的LORD在锂电方面的好助力
——青岛分公司 王慧

——资深客户 俞庆军

木质素磺酸盐作为一种阴离子型高分子分散剂，具有来源广、成本低、适应性好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各个化工领域，木质素
磺酸盐在农化领域主要应用于农药悬浮剂、悬浮种衣剂、WP、WDG、DF等。
农药悬浮剂（Suspension Concentrate， SC）是指不水溶固体农药或不混溶液体农药在水或者油中的分散体。农药悬浮
剂以水为分散介质，将原药、助剂（包括润湿分散剂、增稠剂、稳定剂、pH调节剂和消泡剂等）经湿法超微粉碎制得的农药剂
型。该剂型的优点是可与水任意比例均匀混合分散，不受水质和水温影响，使用方便，不易污染环境，是可直接或稀释后喷雾的
理想剂型。
木质素磺酸盐在农药悬浮剂中的应用，悬浮剂中原药表面吸附或粘附分散剂的含量是影响其性能的最重要因素。吸附达到平
衡时，原药粒子表面上吸附的木质素磺酸盐的数量超过5mg/m 2，该悬浮剂具有足够高的分散稳定性和防凝聚能力。针对高含量
悬浮剂有很好的降粘作用，防止奥式熟化发生，比如 600g/L吡虫啉，35%噻虫嗪，20%啶虫脒等。木质素在悬浮剂中使用的缺
点就是颜色深。

洛德（LORD）公司成立于1924年，是一家多元化的

锂电池电芯的组装过程称为PACK，可以是单只电池，

技术和制造企业，主要研究高度可靠的胶黏剂、涂料、振动

也可以是串并联的电池模组，掌握这一技术自己可组装电

控制和运动管理设备以及传感技术。洛德自1987年以开姆

池，而不再仅仅充当厂家“电池搬运工”的角色，利润和售

洛克技术服务中

后不再受制于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的结构胶和填

心的形式进入中

缝剂。洛德产品应用在电芯或者电池模组与散热器之前，确

国市场。到目前，

保良好的热传导，导热

洛德在上海拥有

系数1.0到4.0W/mK可

一个营运中心和

选择。其产品适用于圆

两个生产企业。

柱、方壳和软包电池模

此次我司携手洛德公司，主要引进丙烯酸结构胶、有机
硅导热填缝剂、聚氨酯导热填缝剂等一系列用于新能源车的

配方举例：600g/L吡虫啉SC

配方举例：35%噻虫嗪SC

模组、PACK相关材料。

组，使用过程中，操作
简单，室温可固化。
洛德产品以其高导热、低粘度、无析出、电绝缘性好等一

吡虫啉原药折百

60%

噻虫嗪折百

35%

N18

1%

N18

0.8%

2118

3%

2118

3%

际希望洛德产品也能为国

磷酸酯三乙醇胺盐

1%

600#磷酸酯三乙醇胺盐

1%

内新能源行业带来更好的使

白炭黑

1%

白炭黑

2%

黄原胶

0.1%—0.15%

黄原胶

0.25%

防腐剂

0.1%—0.15%

防腐剂

0.25%

消泡剂

0.2%—0.3%

消泡剂

0.2%—0.3%

水

补足

水

补足

热贮15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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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特点，征服了欧美、日韩等一系列国际知名品牌。外电国

用效果，期待各位朋友来电
来函洽谈。

抗氧化剂LIPOKEL 在彩妆中的应用

热贮15天后

— 日化线 张明杰

产品是独特的膦酸盐可溶于油性和脂肪相。它们是金属离子(Ca2+、Fe3+、Cu2+...)的螯合剂和缓蚀剂，
特别设计用于处理由于重金属离子的存在而导致质量恶化的工业 脂肪物质或油性产品的储存和利用。

INCI名称：月桂醇二膦酸 月桂酸。
产品名称

图左为加入木钠N18，无析水。
图右为加入国内萘系分散剂，少量析水。

应用领域

活性磷脂酸%

混合脂

工业

12

LIPOKEL®12G

丙二醇

工业/日化

12

LIPOKEL®PG 50

1,2-戊二醇

日化

18

2-甲基丙二醇

日化

18

LIPOKEL®MPD
图左为加入木钠N18，无析水。
图右为加入国内萘系分散剂，少量析水。

溶剂

LIPOKEL®12

50

通常，口红中含有高比例的蓖麻籽油、石榴籽油和牛油果黄油提取物，以及柠檬烯、Cl 77891、Cl 15850和 Cl 15985等
香料。所有这些化合物对氧化过程都是敏感的，脂肪物质氧化的结果可以使口红的气味、味道和颜色发生强烈变化。
保存唇膏性能的能力通过对标准唇膏配方进行热处理的实验测试来证明。在表中，报告了在40℃的红外灯下热老

小结：加入适量的木质素磺酸盐能在原药表面形成的较大的吸附层厚度，从而形成更大的空间位阻效应，对提高制剂的稳定
性有很大的改善。木质素磺酸盐类产品在SC中应用最大的阻碍是其颜色，但如果能打消大众对SC颜色的顾虑，改变使用习惯，

化12小时或一周后，用

木质素磺酸盐是SC中不可多得的高性价比分散剂。

较结果，添加使用

产品名

pH 值

还原糖

ARBO N22

7.0-9.0

<8

ARBO N18

8.5-9.5

<6

牌号

固含量

磺化度

分子量

水不溶物

木质素磺酸钠
木质素磺酸钙/铵复合
物
木质素磺酸钙

ARBO C12

ARBO CA_P

6000-8000
93-97%

0.6- 0.8

4.7-5.7

2000-3000

4.7-5.7

<11

<0.5%

<4

含有

处理或未用

处理的口红的嗅觉和味觉特性。脂肪脂配方的热老化试验的比

处理或不使用

测试条件

参数

标准口红

口红+0.1% LIPOKEL®

口红+ 0.2% LIPOKEL®

加 热 之前 的 初 始

气味

特点

与 std 可比较的

与 std 可比较的

状态

味道

特点

与 std 可比较的

与 std 可比较的

红外 灯下加 热 12

气味

比初始条件弱

轻微比初始条件弱

轻微比初始条件弱

小时 (40°C)

味道

轻微不适

稍微不适： std. 实验后

轻微不适，口红+0.1% of LIPOKEL®

红外灯下加热 7 天

气味

比初始条件弱

比初始条件弱

比初始条件弱

(40°C）

味道

稍微不适

轻微不适, std .实验后

轻微不适, 口红+0.1% LIPOKEL®

的口红，即使暴露于高温下，仍保持比标准品更浓烈的香味和嗅觉

更多牌号可供选择，欢迎来电咨询！

谜底答案揭晓：外 电 国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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