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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城-深圳
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
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
新兴移民城市，深圳仅有40年的发
展史（深圳1979年正式建市），但
是却飞速发展成为影响力巨大的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享有“设计之
都”、“时尚之都”、“创客之都”、“志愿者之城”等美誉。
深圳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至2019年9月份，深圳建成和开放公园数量已超过
1000个，成为“千园之城”。2018年通车的港珠澳大
桥让全世界对深圳瞠目结舌，在国家规划的世界级
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深圳更是其中核心引
擎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也为深圳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更多的机遇。
上海外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位于深圳市福田
区，毗邻深圳交通要道——北环大道，靠近地铁9号线梅景
站，交通便利，为了服务好华南华中地区客户，在深圳、佛山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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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公司 杨慧

与TOSOH、WACKER、DAICEL、
SHOWA等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合作，
将一流的产品及服务提供给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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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公司将秉承公司“团队奠定
基石，服务创造价值，创新指引前进”
的核心价值观，坚守“付出创造付出，
一切利他”的服务理念，致力于成为客
户的天使，成为公司的守护者，不断
追求专业进取和创新的精
神，为客户提供最好的
产品方案和服务，为客
户和公司成就双赢。在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风口
上，在国家支持深圳建设先
行示范区的东风下，我们也
将迎风而上，逐步壮大公司
规模，面向社会敞开怀抱招
贤纳才，旨在向客户提供更贴
心的服务，成为总公司在华南华
中地区更具力量的守护者。

多个仓储配送中心，可以更快速便捷的提供销售及售后一体化服
务。多年以来一直服务于涂料、塑料、电池、黏合剂、硅橡胶等行业，

不畏严寒 勇攀高峰
记2019销售年底冲刺誓师大会

2019年9月27日，
2019年倒计时95天！恰逢
祖国70岁的生日，同时，
外电人也将迎来第四季度的
年底冲刺。在这个普天同庆
的美好日子里，来自五湖四
海的外电人们，在全国各地
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为祖国
母亲庆生也为我们的团队越
来越好而加油打气。
此时的外电人，虽然身处异地，但我们拥有同一个声音，同一
个心愿：一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二愿外电人们可以不畏经
济的寒冬，在未来的年底收关大战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 销售支持管理部 刘以敏

年底冲刺活动之:室内团建篇
外电人们齐集室内蹦床公园，进行了一场趣味十足的团队PK
赛。这一次的活动，让我们可以用最放松的姿态、最饱满的热情、
最十足的干劲迈向我们的年底冲刺。这一刻，我们能量满满，热血
沸腾！

趣味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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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冲刺活动之：我和我的祖国篇
在上海的总会场，全体员工手舞小国旗，齐聚一堂高歌《我和
我的祖国》。在天津、深圳、泉
州、青岛、重庆等各分公司的同事
们更是手举小国旗手上街头为我们
的祖国庆生。因为我们深知，有国
才有家！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幸
福生活全都来源于我们的祖国富强
繁荣。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
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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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请扫描关注下方服务号，回复：“ 数独”，即可获得答案。

第二十四届中国国际涂料展
CHINACOA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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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20日
外电国际展位号： W2.G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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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电国际SF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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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China Adhesive 国际胶粘剂展会回顾

2019年11月18日

爱心助学公益之行报道

—客服部 孔琦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与中国胶粘剂和

外电人的手臂将无限延伸，同步国内外制造业产品充分

胶粘带工业协会共同承办的“2019(第22届)中国国际胶粘剂

的发挥好自身桥梁作用！外电国际就是国外助剂的专业进入

及密封剂展览会(CHINA ADHESIVE 2019)在上海浦东新

渠道，本着“提升中国附加值，打造人生高品质”的企业愿

国际展览中心”成功举办！

景，与行业内所有客户一起努力，为中国乃至于为世界胶粘
剂领域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精准扶贫外电国际助力可持续公益，2019年度公益活动主题是“

”。

河北省隆化县-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9月5日外电一行人为了赶上头班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早早地集结在虹桥机场。两小时
的飞行，三个半小时的公路车程，终于在14点半如约而至河北省隆化县-外电国际希望小学。时间紧迫，15点，我们就分头行动跟随
校方去拜访了贫困学生的家庭，此趟行程让我们更加坚信，坚持做好希望小学的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外电国际希望小学—播种爱心树苗

围场县 — 因病返贫案例

2019年9月6日隆化初晨，外电国际一行十人来到了隆化县
庙子沟乡外电国际希望小学，卷起袖子，举起铲子，翻起泥土，
栽下一棵棵的树苗……外电国际总裁陈瑞斌先生带领团队种植了
代表公司员工爱心的28棵小树苗，我们庄重的在树上挂上了刻有

此次我们外电国际爱心助学探访的河北围场县广发永乡小
学的学生家庭，外电员工亲眼所见，并已送上外电慰问金。

基本情况：母亲在女孩确诊后离异离家，父亲一人照顾患
病女儿，还有年迈的父母和小儿子需要照顾。

众筹重点：小女孩今年12岁，

外电国际集团员工名字的植树牌。

患有发育性髋关节脱臼疾

外电国际希望小学
外电国际致力于成为您在化学品行业的专属顾问，为您提
供研发技术、售后服务方案解决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手术治疗的话，会导致下

2019年9月6日上午

在胶粘剂展会平台上，与新老客户见面，聊感情，展新

九点，在隆化县政府、庙

品，获商机。为期三天的展会，让我们与合作已久却未曾有机

子沟乡政府一众领导及外

22年的行业耕耘，国际胶粘剂展不仅获得了国际展览联

会见面的老客户相遇，坐下一起畅谈，共同提升业务量，创造

电国际希望小学全体师生

盟UFI的权威认证，也逐渐成为胶粘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

价值，让刚认识的新客户们了解我们可以提供的一揽子服务，

品牌盛会。展会始终致力于搭建胶粘领域高层次交流平台，

真正体现我们参展的价值。

与企业一起全力呈现高性能材料的创新应用，配合产业链上

病，若此病在16周岁前不

— 揭牌仪式

半身瘫痪，终身残疾。但
治疗资金缺口25万，考虑
到小女孩年纪，如采用进
口关节材料手术费用则高

的见证下，外电国际总裁陈瑞斌先

达50万。

生、隆化教体局副局长汤晓晨为外电

外电国际持续关注助力中，希望

国际希望小学揭牌，外电国际希望小

下游对接，推进胶粘行业与创新环保互相融合，打造全产业

您能伸出爱心

学段桂东校长回赠锦旗。最后可爱的同学们又

链一体化展贸平台。

为大家表演了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舞蹈《微

援手。

特色帮扶 — 教师队伍

笑的季节》、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贵摔跤》。

2019年9月7日,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分别与在校老

走进学校课堂 — 趣味课程

师进行了座谈，了解了老师们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

下午，外电国际员工走进课堂给学生们带来了生动的化

难，表达了对老师们的敬意并送去慰问，希望他们能够坚守

学课、体育课以及故事、手工课，孩子们见到平时课堂上少有的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教导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们，让他们学有

内容都表现得非常兴奋。

所成后回来建设家乡。
2019年9月5日-7日，外电国际团队持续公益，播种爱心
树苗/探访困难家庭/调研师资现状/学生趣味课程/外电国际希望
小学揭牌仪式/全程食堂用餐等等。

外电国际 携手2019ChinaAdhesive配套产品
专注于引进世界高端原料供应商的精细化学品，致力
于打造中国优质特殊化学品，配套，销售，技术，信息，
库存，物流及附加值服务一揽子解决方案供应商——
TOTAL SOLUTION PROVIDER!
外电国际ATP事业部参加此展会，将公司产品、文化、

我们认为只有近距离的和客户接触，才能知道客户真正的
需求，成为客户的天使。一年又一年的胶粘剂展会，我们不
断创新，不断成长，一路上我们始终围绕着优质的品质和完
善的服务，为客户打造高品质的胶粘剂市场，我们力争帮助

技术的全面展示给国内外客户，公司也将继续秉承企业宗旨

客户提升产品竞争力，在世界的舞台上，与国外品牌一较高

“Your

Extended Arm In China”，致力于将国外优秀

下！外电国际的愿景就是成为中国顶尖的特殊化学品、配

的高技术含量产品配套引进国内市场，为中国企业寻求优质的

套、技术、信息、库存、物流及附加值提升服务的一揽子解

化工助剂来提升中国整体制造业附加值！

决方案供应平台，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出席捐资助学仪式，
相信这也不是最后一次，
外电公司将继续我们的公益之路 ！

付出创造付出，一切利他
付出创造付出一切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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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粒子也有大未来

2019年11月18日

汽车漆行业的发展趋势

—日本东曹与外电国际合作21周年
日本东曹集团成立于1935年，是一家全球性的化学公司，拥有全球133家分支机构员工超过11,000人。东曹集团的主要市场包

— CTL 曹宏伟
工信部2011年发布《乘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中，

括化工和石化，建筑，汽车，消费电子，信息技术，生物科学，环保市场。其中日本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与外电国际已经合作有21

要求自2012年起规划新建汽车生产线要采用水性中涂漆和水性色漆。

年之久，也是外电国际成立21周年合作最悠久的供应商之一。日本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于1959年创业以来，专注于二氧化硅化学的

传统的油性工艺将逐渐被淘汰，国内水性汽车涂料产业得到迅速发展。

研发与生产，其主要二氧化硅产品分为两大类Nipsil（沉淀法二氧化硅）和NIPGEL（凝胶法二氧化硅），都属于湿法二氧化硅。
湿法二氧化硅除了具有多孔性，比表面积大等特点之外，其化学稳定性高，被广泛地应用到各个行业和领域。可应用于卡
车、客车及乘用车等轮胎补强，具有优异的橡胶补强性和耐摩性。它可以在降低轮胎滚动阻力的同时确保胎面的湿地抓着性，实
现安全行驶。通过超细粉碎、碾压和分级处理后的特种水合二氧化硅具有超微微粒，粒径均一，分布均匀等特性，同凝胶法水合

目前国内主机厂采用的水性面漆涂装工艺主要有三种，分别为水
性3C2B，3C1B及免中涂（B1B2）涂装工艺。高固溶剂型面漆涂装工
艺主要为3C1B涂装工艺。几种水性、高固体分涂装工艺在工艺流程，

二氧化硅一样，使用在涂料行业中，尤其是高级音响器材及家具表面涂层中，发挥了卓越的消光性能。另外，在特种纸张助剂、

材料和环保等方面各有特点，相对传统工艺的VOC排放均可以降低

消泡剂、流动助剂等用途中它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50%以上，有些工艺甚至可以降低70%以上。

自2005年起，日本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与外电国际在
中国国际涂料展上联合参展，2019年11月18-20日的中国

以3C1B为例，涂装工艺使

国际涂料展，这已经是日本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第十次与

用特殊的水性涂层，使每一层涂

外电国际联合参展了。

层都可以在前一涂层未干燥的情

从外电国际创立之初，日本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就与

况下施工，或者只需很短的闪干

我司开始了合作关系，在日本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的大力

时间，大幅降低与能源消耗相关
的运营成本。主机厂可以用更

协助下，我司销售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外电国际也希望与

短、更低能耗的闪干区域，代替

日本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相信在我

传统的大型烘炉，大幅降低了运

们共同的努力下，我们的成绩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扩大，
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营成本和安装烘炉的资本支出。
2015年中国国际涂料展上日本东曹与外电国际联合参展的双层展台

产品推荐：

突出的应用优势

德国瓦克气相法二氧化硅HDK 产品所拥有的亲水型等级
与憎水型等级的独特分类，能够精确地调控所有类型的涂层材料
与涂料的流变性，以满足应用需求。在增稠性、触变性、防沉淀

1. 流变／流动

性、可浇注性以及静电性应用。可应用于以下系列体系：

a) 涂层厚度与流平的调控

a) 双组份溶剂型与高固体份的涂料

b) 用于颜料、填料与消光剂上的防沉淀剂

b) 溶剂型与高固体份的烘烤体系

c) 流动性与液化性的调控

c) 空气干燥型溶剂型涂料与高固体份涂料
d) 双组份无溶剂型与紫外固化性体系

b) 高透明性、极佳的高光泽性

f ) 粉末涂料

2017年中国国际涂料展合影

g) 用于胶版、凹版、柔版与丝网印刷体系

新产品介绍：

2. 外观
a) 不影响色彩

e) 水溶性涂料
外电国际访日代表团与东曹硅化工株式会社合影

HDK 以其独特性能，促进了涂料与油墨在重要性能上的突
破：

c) 吸水性低、改善印刷清晰度

3. 额外优点
疏水型凝胶法消光粉

a) 改善防腐蚀性、湿态粘结性、机械性

型号

水份（%）

pH

平均粒径（μm）

表面处理

b) 金属颜料的防护

SBY-61

5.0

7.3-9.3

4.0-6.0

疏水处理

c) 静电控制

SAZ-20B

4.0

6.0-9.5

2.0-3.5

疏水处理

SAZ-24

4.0

6.0-9.5

1.3-2.3

疏水处理

4. 使用优点

S-243

8.0

5.5-7.5

-

疏水处理

a) 无需在溶剂内预先活化

S-515

7.0

6.0-8.0

-

疏水处理

凝胶法消光粉相对于沉淀法能聚集更大直径的二次粒子，从而会有较大的吸油量和硬度。经过表
面疏水处理后，凝胶法消光粉在溶剂型体系中具有更好地分散性和抗刮性，疏水处理一样也给消光粉

d) 高贮藏稳定性

b) 温度对流变性没有影响
c) 无后续的返粗现象
d) 减少了喷涂、扑撒、喷雾
e) 提高了堆叠性

带来了超强的耐酸碱性和耐盐雾性。

没有饱和的市场，只有饱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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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化线 张明杰

5G网络,离我们越来越近,作为通讯技术的一种,5G技术的

LPOKEL 产品是独特的膦酸盐可溶于油性和脂肪相。它们是

发展,应该和涂料行业没啥关系。没想到，粉末涂料技术能为

金属离子(Ca2+、Fe3+、Cu2+...)的螯合剂和缓蚀剂，特别设

5G通讯设备提供全面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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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固性粉末涂料产品系列，具有优异的防腐蚀性能、出色的绿

韧、耐用和靓丽的外观，可以说是为5G技术设备提供全面、
有效防护的理想之选。
全球各通讯市场表示将在2020年前后推行5G商用。随着
全新通讯时代即将到来，全球范围内的通讯设备也面临更新。
由于波长变短，信号穿透力较弱等原因，5G网络的实现需要

®

LIPOKEL 12
®

溶剂
混合脂

LIPOKEL 12G

丙二醇

LIPOKEL® PG 50
LIPOKEL® MPD
50

1,2-戊二醇
2-甲基丙二
醇

—ATP 赵兴栋
球形硅微粉的应用领域非常广，电子封装材料是其应用领域的第一大市场。电子封装是集成电路的支撑业，随着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
发展，集成电路越来越精细，对封装材料的要求越来越高，封装形式不断优化与更新。电子封装的3大主材料是基板材料、塑封材料和引线框架及焊
料。塑料封装由于其成本低廉、工艺简单，并适于大批量生产，自诞生起便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封装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当前塑料封装在世界范围
内占集成电路市场的95%以上。在塑封料中，环氧塑封料(EMC)是国内外集成电路封装的主流，95%以上的微电子元件采用环氧塑封。

的要求越来越高，石英粉作为EMC的重要支撑材料，不仅要求其粒度符合封装的特定范围，而且还要求其纯度高、放射性元素含量低，特别是对于

应用领
域
工业
工业/日
化
日化

活性磷脂
酸%
12

日化

18

12
18

颗粒形状提出了球形化要求。
球形硅微粉不但形状好，而且化学纯度高、放射性元素含量低，能满足高端集成电路的各项技术要求，其应用能极大地降低塑封料的热膨胀系
数、降低其介电常数、减少应力，极大地增强制品的刚性、耐磨性、耐候性、抗冲击性、抗压性、抗拉性、耐潮性、耐燃性，使制品具有良好的耐电
弧绝缘特性和抗紫外线辐射等，已成为电子封装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球形石英粉除主要用于电子封装领域外，还可广泛用于电子油墨、光导纤维、
高档化妆品、高级精密陶瓷的制造，光学器件及电子元件的精密研磨，以及用作特种油漆涂料的填料等。

龙森高纯度熔融性石英填充材料FUSELEX

微电子用硅微粉
硅微粉可分为结晶型和无定型两大类。微电子封装领域主要用无

FUSELEX

定型或者说是融凝态硅微粉，尺寸在微米量级，根据其形状，融凝态硅

更多基站才能确保稳定的信号强度，这为网络设备制造上下游
企业带来无限生机。

微电子封装用球形硅微粉

基体里掺杂无机填料，当前使用的无机填料几乎都是石英微粉(二氧化硅微粉)。随着微电子工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对封装材料

INCI名称：月桂醇二膦酸 月桂酸。

产品名称

2019年11月18日

在微电子封装中，主要要求集成电路封装后高耐潮、低应力、低α射线，耐浸焊和回流焊，塑封性能工艺好。针对此，环氧塑封料必须在树脂

质或油性产品的储存和利用。

色环保性能，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 的含量几乎为零，
无有害排放物，产品利用率高达98%，可令涂覆表面呈现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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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剂 LIPOKEL 与其他抗氧化剂的协同作用

—泉州分公司 林清波

油漆与涂料企业已开始和全球主要通信设备制造商合作，

第22期

与标准抗氧化剂的协同作用：

是一种将高纯

度石英，使用电力以及煤气作为能

微粉又可进一步分为角形硅微粉和球形硅微粉两种。

源，经过高温1900℃使其完全燃

随着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集成度越高，要求环氧

“通讯设备的不断升级给粉末涂料企业带来了新的契

自由基清除剂在脂肪物质中通常用作抗氧化剂，它们与自由

塑封料中的硅微粉纯度越高，颗粒越细，球形化越好，特别对其颗粒形

烧后形成非晶质，无定型的高纯度

机。”环保的粉末技术既稳定又耐腐蚀，十分适合运用于通讯

基反应的能力实际上是保护不饱和化合物的氧化。BHT（丁基

状提出了球形化要求。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应部分使用球形硅微粉，超大

熔融性石英填充材料产品；其具有

羟基甲苯）是食用/工业油或化妆品中常用的抗氧化剂。BHT作

规模和特大规模集成电路中，集成度达到8M以上时，必须全部使用球

提高环氧树脂性能的作用，特别是

形硅微粉。

RD-8，此产品近于完美的满足了

设备。而不同客户在制造产品时，选择的工艺和产品设计也会
不同。这要求粉末涂料企业不仅提供符合普遍需要的标准化产

为自由基清除剂的活性可能由于铁离子的存在而受到损害，事实

品，也要聆听客户需求，寻找独特配方。

上BHT与一些铁离子是不相容的，而且金属离子催化形成的自

目前正在研发当中的5G设备对涂层在表面电镀工艺基础
上又增加了新的挑战。“技术升级的通讯设备需要在室外经受
酷暑和严寒的考验，雨雪风沙的洗礼，以及紫外线照射等的侵
蚀，同时还要满足设备制造商自身的工艺要求，需要有性能更
全面的涂料提供保护。”
粉末涂料在进行细粉碎之前，添加极为少量的HDK 气相
法二氧化硅可以显著提高粉末涂料的流动性。不管是带正电的

充当环氧树脂封装用途的填充材料

这是因为：

由基随着时间推移 而消耗更多。 BHT与LIPOKEL 的结合可大

(1)球的表面流动性好，与树脂搅拌成膜均匀，树脂添加量小，粉

被要求的所有特性，由单一的品级衍生出的优越的成型特性，产品具

的填充量可达到最高，质量比可达90.5%，因此，球形化意味着硅微

备的电气绝缘、耐热特性，使其成为能够制造半导体环氧树脂封装料

大有助于节省第一种抗氧化剂的抗氧化活性，从而保证油的持久

粉填充率的增加，硅微粉的填充率越高，其热膨胀系数就越小，导热系

的填充材料而驰名世界。

稳定性。在图1中可以观察到，当衬底掺杂1ppm铜时，由于大
豆油中不饱和化合物的催化氧化而形成的羰基即使在存在BHT

数也越低，就越接近单晶硅的热膨胀系数，由此生产的电子元器件的使
用性能也越好。
(2)球形化形成的塑封料应力集中最小，强度最高，当角形粉的塑

的情况下也是一致的。通过添加螯合剂，BHT的保存保证了油

封料应力集中为1时，球形粉的应力仅为0.6，因此，球形粉塑封料封装

在试验条件下的良好稳定性。

集成电路芯片时，成品率高，并且运输、安装、使用过程中不易产生机
械损伤。

还是带负电的粉末涂料，这对于他们的静电电荷并没有不利的

(3)球形粉摩擦系数小,对模具的磨损小，与角形粉相比，模具的

影响。由于疏水型HDK 产品不受潮气影响，使用后，可以保

使用寿命可提高一倍，塑封料的封装模具价格很高，有的还需要进口，
这一点对封装厂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也很重要。

持长期稳定电荷起电性。 一般的添加量非常少，低于0.5%,这

图（一）

对于粉末涂料在固化过程中的流平性没有不良影响。

图（二）

化学成分：

外电国际集团致力于打造中国优质的特殊化学产品、配
套、技术、信息、库存、物流及附加值提升服务的一揽子解决
方案供应商！

Al2O3

Fe2O3

Na

99.8%以上

300 ppm 以下

30 ppm 以下

2 ppm 以下

色相

白色

真比重

2.21

硬度

图1. LIPOKEL 和BHT对大豆油中羰基团增加的协同作用,
表现为在430nm的吸光度，由于不饱和 组分的催化氧化。试验
条件：温度：90°C；时间：15小时；空气流量：10升/小时。

+

SiO2

应用牌号推荐：
用于封装材料（环氧成型混合物）：RD-8（15u）；RD-120
（30u）；MCF-4（12u）；GP-200T（8u）；ZA-30（5u）。
用于注塑、灌封、DIPPING（环氧树脂铸型变压器、电磁、点火线
圈）：RD-8（15u）；Y-40（9u）；E-2（7u）；Y-60（5u）。

学习提升价值，成长创造机会

7

(新摩氏硬度)

屈折率

1.4585

pH

5.0 〜 6.5

热传导率

图（一）

比热

图（二）

Cl

-

2 ppm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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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腾在弹性无纺布领域的应用

一路向前的塑料世界
—PDF 郭娜

—PDF 欧昊翔

对于塑料一词我们都不陌生，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塑料是一种

无纺布生产工艺可分

被误导的描述聚合物的方式。准确地说，应该统称为热塑性塑料，这

为：水刺、热风、浆粕气

一术语充分描述了可以使用热塑造和重塑的聚合物材料。

流成网、湿法、熔喷、纺

世界上第一种完全合成的塑料是酚醛塑料，当时是以绝缘材料取

粘、针刺等，不同纤维类

代天然的虫胶应用于电力材料中。每一种材料的诞生，都是因当下需

型的使用都必须契合其对

求而生。因战时的丝绸短缺迫使女性寻找其他材料来制作长筒袜,促使

应的无纺布工艺，而依据

尼龙的商业化。二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征服切断了汽车轮胎用天然

纤维不同材质

橡胶的供应，导致了一种合成聚合物代替品出现。

又可分为：丙纶(PP)、涤

需求、科学进步和意外发现的结合最终出现了各种聚合物制品，

纶(PET)、锦纶(PA)、粘

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将其识别为“塑料”。从工业生产到衣食住

胶纤维、腈纶、乙纶

行，塑料制品无处不在。

(HDPE)、氯纶(PVC)、
芳纶等。那么，从实际市
包装消耗的聚合物占合成聚合物总量的35％至45％。PET在饮料瓶
和纺织纤维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房屋和土木建筑消耗了生产聚合物总量的20％，其中PVC管占主导
地位。
聚氨酯是一整套相关的聚合物族群，广泛用于家庭和电器的泡沫保
温绝缘材料以及建筑涂料。
汽车行业使用越来越多的热塑性塑料，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从而
达到更高的燃油效率标准。

织物在纵向和横向具有同等的拉伸性能，织物弹性可通过预拉伸
进一步增强。

SEBS产品应用于纺粘无纺布领域具有的特点：

场应用来说，纤维类型的

1）优异的加工稳定性

选择与无纺布工艺其实是

2）无需预干燥

递进关系。

3）一步完成颗粒到织物的加工
4）可达工业纺丝速度

科腾SEBS聚合物在目前国内无纺布行业几乎鲜有应用，可
以说还处于零起步阶段，究其原因在于传统单组份无纺布市场的

5）无后处理等待时间
6）弹性可以通过不同的皮/芯比选择来控制

生产工艺及市场定位都已饱和成型，而新型双组份体系的发展建
立除了需要更高活性官能团的聚合物改性材料来满足市场之外，
还需符合该行业所面临的多种工艺的挑战。因此，SEBS聚合物
如何能植入纤维并满足后期工艺才是科腾在无纺布领域所需面临

每年有7000多万吨热塑性塑料用于纺织品，主要是服装和地毯。

的挑战。

对拉伸、吸湿排汗和透气性等特殊性能的要求，合成纤维行业的服装
和地毯都出现了大幅增长。
随着塑料无处不在的应用，人们悄然发现，塑料垃圾正向我们袭
来。并且，由于石油和天然气日益减少，能源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
们。人们开始反思，我们对于塑料制品的过度依赖，导致日渐增加的

喷熔无纺布可与双组分纺粘无纺布复合，获得高弹性和高强度的

塑料垃圾无从处理，从而引起社会和环境的问题。

产品。

我们对于环境的担忧，让塑料回收成为新的发展课题。但是无论

SEBS产品应用于熔喷无纺布领域具有的特点：

物理或者化学回收，均面临不同程度困难。人们对环境保护的决心使

1）双向弹性，纵向和横向性能相同

回收技术不断创新优化。

2）喷熔无纺布非常柔软，断裂伸长率高，永久变形率低。
3）高弹性回复率，柔软悬垂性好
对于回收材料的相容性及制品韧性需求，上海外电可以提供科腾马
来酸酐接枝剂FG1901GT，它具有优异的相容性、低温柔韧性。并且有
很好的耐热性，抗拉强度高，抗UV等效果十分优越。

SEBS产品用于双组分纺粘弹性长丝或弹性无纺布的芯层，皮层

4）表面干燥，不发粘，弹性不受老化影响

材料可为聚丙烯、聚酯、尼龙或聚丙烯共混物。

5）PP/SEBS合理配比得到芯层，以增强可纺性及纤维内应力
6）选择用于皮层材料时，可帮助得到更好的印刷性

上海外电专注于进口精细化学品的国内市场推广，提升中国附加值
是我们共同的企业愿景。我们与国际知名化工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包括
KRATON、SOLVAY、3M、LG、WACKER等，一直努力赋予产品
更高的使用价值。
现代生活中，塑料的用处我们早已视而不见，因它的回收污染问题
以及廉价普通的形象，我们对它更是嗤之以鼻。为适应社会发展，外电
国际会与各领域塑料人一起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没有借口，保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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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孕育希望，用心浇灌梦想

空心玻璃微珠在农药中的应用
—ERP 王远

—外电国际爱心助学有感

空心玻璃微珠（Hollow glass microspheres）是一种经过特殊加
工处理的玻璃微珠，其主要特点是密度较玻璃微珠更小，导热性更差。
它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微米级新型轻质材料，其主
要成分是硼硅酸盐，一般粒度为10~250μm,壁厚为1~2μm;空心玻璃
微珠具有抗压强度高、熔点高、电阻率高、热导系数和热收缩系数小等
特点，它被誉为21世纪的“空间时代材料”。空心玻璃微珠具有明显的
减轻重量和隔音保温效果，使制品具有很好的抗龟裂性能和再加工性
能，被广泛地使用在玻璃钢、人造大理石、人造玛瑙等复合材料以及石
油工业、航空航天、新型高速列车、汽车轮船、隔热涂料等领域。

9月5日10位同事分别从上海和青岛赶
早班飞机抵达北京机场，开始为期三天的外
电国际爱心助学活动。对于我个人来说，能
看到自己牵头了1年多的希望小学项目终于
能顺利落地成行，心情无比激动。
此次公益行，一方面是进行我们外电国
际希望小学的揭牌仪式，同时在我们这10位
同事的不懈努力下，让此行的意义变得更为
深远，相信此行也将会成为我们外电国际未
来很多次公益行动的铺垫之旅。

上海 缪政

本次外电国际爱心助学一行，行程满
满且收获很多。探望贫困家庭时看到残疾
的父亲独自抚养一个孩子，虽然只靠着政
府每月的550元补贴度日，但是墙壁上却
贴满了鼓励儿子的话语，身残志坚；外电
人都是凡人，但是我们愿意用我们微薄的
力量去做一些踏踏实实的事情。用我们的
爱帮那些孩子们孕育希望，用心帮助他们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农药行业中，利用空心玻璃微珠密度低的特点，在漂浮大
粒剂中将其作为轻质填料使用，添加量一般推荐在
25%-30%。
外电国际代理美国3M空心玻璃微珠，相较于普通空心玻璃
微珠，3M产品拥有密度低抗压强度好的特点，挤压时破损率更
低，从而保证产品成品率与最终性能。

上海 陈浩宇

更多资料请关注我司官方网站或来电咨询。

3M空心玻璃微珠加入到漂浮粒剂中TEM透射电镜图

美国派诺烷基二苯醚二磺酸盐产品介绍
—ERP 王远
烷基二苯醚二磺酸盐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双亲水基Gemini型表面活
性剂，由于独特的双磺酸盐结构，使之具有优异的水溶性，表面活性以
及抗硬水性能，在强酸，强碱，高浓度无机盐和漂白剂溶液中具有很好

9月初的河北隆化县和围场县，我们满
怀热情，想为这群在冀北山区的孩子带来一
点不一样的精彩。这里的孩子，黑红的脸庞
上一对对大眼睛闪着明亮的光芒，我们给他
们带去的化学课、体育课、手工课、绘本课
让孩子们全神贯注，从他们的眼神中我们知
道这才是孩子真正想要并需要的东西。
正如陈总裁所说的：我们只是想通过
我们的行动，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希望，我
们也希望将这份爱心传递出去，让更多爱心
人士愿意与我们同行。

推荐牌号

牌号

化学名称

CAS No.

Calfax® DB-45

十二烷基二苯醚二磺酸钠

119345-04-9

产品理化性质
45 min

产品应用

上海 顾志悦

9月的隆化，同学们已经早早的排好队
伍迎接我们的到来。从来没有被这么多孩子
异口同声的称为老师，脸上洋溢着笑容期待
的看着我们，没有紧张，也没有严肃，只有
爱心洋溢的欢声笑语，开始了一场童趣纯真
体育课。我们给孩子做了一个简单的游
戏——“反着来”作为破冰，又给他们带来
几个足球，教他们运球和传球。这里体育教
材缺乏，但是这并不影响孩童的兴趣，孩子
们的精力仿佛无穷无尽。一节体育课很快结
束，望着孩子们离开背影，只希望我们用更
多的热情和爱心，去守护他们快乐和微笑。
外电集团的助学才刚刚开始，我们将不
抛弃不放弃，秉承外电国际做实业的态度，
i行动了，所以 I成长了！

上海 杨杰

此次是外电国际在长期的公益事业中开展的第
二次爱心助学活动，这次我们更多的是与老师进行
访谈，与老师一起走访了更多的受助家庭，了解当
地教育、家庭、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在
此次活动中我看到随着国家精准扶贫的推进，我们
的脱贫致富攻坚战形式大好；但要完成这一目标还
有一段路要走，这就需要像我们外电国际这样的社
会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帮助这些贫困地区来发展教
育，留住有信念的教育人才，用知识的力量来改变
家庭甚至于当地的经济现状。

青岛 王慧

的溶解性和稳定性。

活性成分 (wt.%)

很荣幸两次被选为外电国际河北公益
之行的人选，当被告知要为希望小学6年级
两个班共56个孩子，上化学兴趣课的时候，
我的内心是忐忑的，怕我的不熟练耽误了孩
子们原本的学习时间。课程结束，我告诉孩
子们下次的公益之行，我会争取继续过来，
为他们带来不一样的内容。当时有好几个孩
子回答我：
“不能是争取，是一定要过来，因
为明年六月我们就毕业了，至少在毕业前还
希望可以上一次这样的兴趣课。”

pH (5%)
8.0 – 10.0

水溶解度

密度

外观

100

1.15

浅琥珀色

（农药）

广泛应用于微乳（ME）,水乳（EW）等剂型，搭配非离子表活使用，因为具一定的渗透性，可增加作物对成分的吸收，起到增
效的作用。同时因为拥有良好的扩散性能，也可以在水悬（SC）中用作助分散剂使用。

（肥料）
随着水肥一体化，特别是药肥混用的推广，二次溶解分散的兼容稳定性问题时常会影响到施用方式，特别是叶面喷施，滴管等
现代施用方式，本产品可有效解决二次分散兼容性问题，是有效的药肥混用添加助剂。

此次公益之行有太多的感动，太多的第
一次。第一次，我以老师的身份站上神圣的
讲台；第一次，亲手为自己的树挂上属于自
己的名牌；第一次，代表公司探望贫困家
庭。望还有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机会！希望
用我们的绵薄之力，尽可能地帮助到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们，同时，也呼吁更多的社会爱
心人士，能够加入我们，一起传播爱，因为
我们深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上海 刘敏琪

上海 刘以敏

此次爱心公益行，包含外电国际希
望小学的揭牌仪式和各项助学活动。这
三天里，我参与了6个贫困学子家庭的
探访，还和外电希望小学、广发永小学
的老师进行了座谈及全程的拍照及摄像
工作。我亲眼见证了贫困家庭的真实困
难，这是需要政府、社会和企业一起来
帮助他们，也真切感受到我们外电国际
所做的是真公益和可持续的公益。

通过这次公益行我们也发现了，比
如贫困家庭孩子、留守儿童、自闭儿童
的教育等等问题，后期应该更多的关
注，如何改变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有更
多的心思用在学习上，端正学习的态
度，不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我
们心理的引导，这都是我们未来需要共
同思考解决的问题。此次公益活动让我
在思想认识上有很大提升，对于公司的
文化也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和认同，希
望有更多的家人能够贡献出我们的时
间、精力和智慧让我们外电国际希望小
学培养出优秀人才而努力，让我们外电
的助学公益走的更远走的更好！

上海 张伟

培养学习团队，优秀中国品质

上海 赵兴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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