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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国际塑料助剂领先技术 解决技术工艺难题 国际助剂工艺配方展现

近年来，随着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通

用塑料的快速发展，塑料助剂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常用的塑料助剂约有十几个大类，主要是增塑剂、

热稳定剂、抗氧剂、光稳定剂，阻燃剂，抗冲击改

性剂、规工改良剂、着色剂、发泡剂、偶联剂、抗静

电剂以及各种填充剂等。随着合成树脂和塑料加工

工业的快速发展，目前国内塑料助剂在品种和数量

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尤其是一些具有高效、无

毒、复合、多功能等特点的的塑料助剂，因缺乏原材

料，技术落后等原因造成该类助剂无法生产，从而

严重影响了我国塑料工业的发展。

本专辑收录了全球塑料助剂主要生产商、包括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欧洲以及台湾、大陆生产

商2012-2014年10月最新塑料助剂优秀专利技术工

艺、配方精选资料汇编。涉及国际国内优秀的核心

产品技术含量高、实用性强是从事塑料及助剂、填

料等生产企业新产品开发、开拓市场、占领高端技

术领域的重要情报资料。

AEKYUNG韩国爱敬集团公司（韩国最大的石化上市公司）最新研制的（Preparation 
of epoxy-ester compound used for plasticizer composition for plasticizer, involves reacting 
epoxidized vegetable oil and alcohol compound）制备环氧酯化合物增塑剂塑化剂的制备方

法方法，优势—提供了环氧酯化合物在短的时间内,通过一个简单的过程的制备方法。最

优秀塑化剂制造方法。

ARKEMA阿科玛全球领先的化学品生产企业最新研制的（Compound used for plasticizer 
composition, comprises epoxy group(s)-containing fatty acid ester group substituted by 
primary acyloxy group and secondary acyloxy group, on adjacent carbon atoms in fatty acid 
ester group, or alkoxy group）新化合物用于塑化剂的配方，包括环氧基(s)含有脂肪酸酯组

取代酸基组和二次酸基集团在脂肪酸酯组相邻的碳原子。用于塑化剂成分用于制备增塑

的树脂,和增塑的聚氯乙烯树脂。优势——这种化合物可以用作替代邻苯二甲酸和塑化剂

在聚合物配方,尤其是聚氯乙烯配方,稳定配方对退化由于残余或生成的酸,如盐酸。详细描

述—:(1)制备方法，作为塑料添加剂配方、应用等。2014优秀国际专利，英文资料。

DOW美国的陶氏化学公司是一家以科技为主的跨国性公司，位居世界化学工业界第二名

的国际跨国化工公司（美国杜邦居第一位）。最新研制的（Producing epoxidized fatty acid 
alkyl esters by epoxidizing a natural oil by contacting with an acid and a peroxide to produce 
an epoxidized reaction mixture comprising epoxidized natural oil, residual acid, residual 
peroxide, and water）生产环氧脂肪酸烷基酯增塑剂的方法，2014优秀国际专利，英文。

比利时Proviron是欧洲有名的精细化工品生产厂家，产品远销欧洲、北美及亚洲，最新

研制的（Plasticizer used for plastisol and plastic material e.g. electrical insulation material 
for cable, flooring material and shoe sole, comprises succinate mixed ester of benzyl on one 
portion, and branched nonyi or decyi on other portion）最先进的环保增塑剂配方、制备方

法，用于塑料溶胶和塑料材料如电缆电气绝缘材料。优势——塑化剂具有良好的融合属

性,吸收属性和塑化属性,和低挥发性属性,并提供塑料材料有良好的流动性。详细描述,包
括热塑性聚合物和增塑剂配方、制备方法。2014优秀国际专利，英文资料。

DOW美国的陶氏化学公司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composition, useful for manufacturing 
polymeric resins and articles, comprises a first plasticizer comprising epoxidized fatty acid 
alkyl esters; and a second plasticizer comprising an epoxidized natural oil）环氧脂肪酸烷基

酯组成塑化剂配方,用于生产聚合物树脂，有效提高模量、抗拉强度。

MIDLAND 国际米德兰德（ADM）公司,全球生物基增塑剂著名生产公司，最新研制的

（Manufacture of epoxidized fatty acid ester for use as plasticizer for polymer compositions, 
involves determining moisture content of epoxidized natural fats or oils, and transesterifying 
low-moisture fat or oil with alcohol）环氧脂肪酸酯用作生产增塑剂配方，制备方法。特别

是聚乙烯卤化物成分如PVC成分用于薄膜,床单,电线电缆,传送带,玩具,软管,皮革的替代

品,和织物软垫家具,汽车座椅,和其他产品。有效降低玻璃化转变温度,提高韧性。

DOW美国的陶氏化学公司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useful in polymeric composition for 
producing coated conductor, preferably wire and cable, comprises epoxidized fatty acid 
methyl ester, epoxidized natural oil, and epoxidized tallate ester）耐低温、高温环保增塑剂

的配方和制造方法，最好用于是电线电缆,解决目前环氧化大豆油在pvc内有限的溶解度，

和低温-20℃和暴露100℃不能充分塑化pvc问题。新塑化剂增加聚合物伸长率、冲击强度

和撕裂强度,降低玻璃化转变温度、模量和抗拉强度的聚合物成分,提高加工性能的聚合物

成分,不含邻苯二甲酸盐,环保。配方、制备方法、产品暴露100℃测试数据，低温测试等。

EXXONMOBIL埃克森美孚化工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美国最大的上下游一体化石油公司，
埃克森美孚化工在聚烯烃应用于包装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成功经验公司，拥有最先进的
核心技术，最新研制的（Producing ester used as plasticizer for making polymer for article 
e.g. toys involves obtaining lower alcohol derived from photosynthetic microorganism, and 
contacting with carboxylic acid or its anhydride）国际绿色产品，生产酯用作聚合物塑化剂

配方、制备方法，用于玩具、医疗制品、食品包装、食品薄膜，用于聚氯乙烯(PVC)、聚氨

酯、丙烯酸树脂，电线外套、绝缘、涂料。优势—绿色产品取得更多的行业和国家环境信

用;而且降低配方成本,比现有(RTM:non-phthalate增塑剂)，2-ethylhexanol相比,低温性能优

于两种产品,和耐紫外线优于这两种产品。

NOVOZYMES丹麦国际公司，是领导世界酶制剂和微生物领域产品的最大公司，最

新研制的（Producing fatty acid alkyl esters useful as e.g. lubricants, involves forming two 
phase reactant mixture comprising fatty acid feedstock, alcohol, water and glycerol, and 
contacting reactant mixture with lipolytic enzyme）生产脂肪酸烷基酯的工艺方法，用作合

成中间体，以及作为生物基环保增塑剂。低成本和环保性。生产工厂工艺流程、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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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集团是韩国三大集团企业之一 全球500强，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for resin composition 
used in producing plastics for forming films or artificial leather sheets comprises dicarboxylic acid 
diester derivative）塑化剂，具有高增塑效率，包括硬度、抗拉强度、伸长率、模量、渗出和玻璃

化转变温度的物理性能，用于生产塑料的树脂：聚氯乙烯树脂、聚氨酯树脂、聚碳酸酯树脂或

环氧树脂的优秀增塑剂。塑化剂配方及制备方法。

瑞典特种化学品生产商Perstrop公司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used in blends and as co-
stabilizer in a polyvinyl chloride resin comprises an ester formed by reaction of a polyol and a 
monocarboxylic acid, where polyol is pentaerythritol and alkyl group is butyrate or valerate）优秀

塑化剂，用于制造在敏感应用领域，如玩具、医用器材和食品包装的柔性塑料制品等，产品优

于目前广泛使用的非邻苯二甲酸酯Hexamoll®DINCH(BASF公司的生产塑化剂商品名)。通过获

得的增塑的PVC片材的评价，塑化时间更短，性能更优异。用于混合聚氯乙烯树脂多种塑料物

品薄膜、电缆、电线、地板、管材。优势——塑化剂是non-phthalic增塑剂,融合时间短和更高的

比现有商业PVC增塑剂塑化效率。塑化剂更高效和环保的增塑剂。包括配方、制备方法。

DOW美国的陶氏化学公司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made from oil with a narrowed, fatty 
acid polydispersity and extracted from a microorganism, useful in a polymeric composition for 
manufacturing polymer products）萃取微生物油制成环保塑化剂配方及制备方法。特别适合食

品级PVC使用，具有高低温特性塑化剂，国际优秀配方、制备方法。

EVONIK赢创工业集团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特种化工企业之一，最新研制的（Preparing a linear 
alpha, omega-dicarboxylic acid diester, useful e.g. for synthesizing polymers, comprises reacting 
triglyceride with carbon monoxide, an acid and a hydroxyl-group donor in one reaction step in the 
presence of a catalyst）作为聚酯和聚酰胺塑料的增塑剂的线性α,ω二酸二酯制备方法，实现高

产率和选择率。只在一步反应产物;,只利用少量的催化剂,减少大量溶剂,很简单。

德国OXEA公司是羰基中间物及衍生物的全球主要制造商,最新研制的（Preparing polyol esters, 
useful as plasticizers and lubricants, comprises reacting polyol with aliphatic monocarboxylic acids 
in the presence of Lewis acid as catalyst and subsequently subjecting the reaction product to steam 
treatment）多元醇酯制备方法、用于可塑剂和润滑剂,使用-多元醇酯是有用的作为增塑剂或润滑

剂、增塑剂用于塑料、涂料、密封胶、橡胶、橡胶等高分子热塑性物质。优势—简单而通用的

流程生产多元醇酯具有高质量,优秀的色彩特性,低气味、低酸值。制备工艺、方法、应用。

EXXONMOBIL国际美孚化工最新研制的（New phenylene oxo-diester compounds useful in 
polymer composition and as non-phthalate plasticizers）新化合物苯oxo-diester，用于聚合物组成

和non-phthalate增塑剂，具有良好的塑化剂性能特点;低成本,制造方法简单;增加了兼容性,良好

的性能和低温性能,改善热稳定性和玻璃化转变属性。国际新环保塑化剂制备方法。

新日本石油株式会社最新研制的（Production of hydrindane used for e.g. solvent, involves 
subjecting cyclopentadiene and 1,3-butadiene to Diels-Alder reaction, distilling obtained 
tetrahydroindene, separating and hydrogenating tetrahydroindene in presence of catalyst）用于合

成树脂如氯乙烯树脂的增塑剂生产方法优势,该方法经济、高效和容易提供hydrindane。

EVONIK德国赢创工业集团最新研制的（Mixture of isomeric nonyl ester of furan-2,5-
dicarboxylic acid useful e.g. as solvent for producing colors, adhesives or adhesive components, 
coatings, plastisols and sealants, and as lubricating oil component and tool for metal processing）
作为增塑剂的呋喃-2,5-二甲酸壬基酯异构体的混合物制备方法，作为塑料增塑剂如聚氯乙烯、

聚乙烯醇缩丁醛、聚乳酸等;食品包装材料、薄膜、玩具、医疗用品(包括输液袋和管状材料,透
析和排水),电缆,电线涂料等。制备方法、配方、产品应用等。

DUPONT杜邦公司最新研制的（Preparing substituted glycerol compounds, useful in polymer as 
plasticizer or impact modifier, comprises providing substituted unsaturated glycerol compound, 
optionally acylating, and hydroxylating or reacting with carboxylic acid compounds）代替甘油化

合物,用于聚合物新型环保增塑剂,国际最优秀的新塑化剂，制备方法和产品应用。

BASF巴斯夫世界领先的化工公司,最新研制的（Mixture, useful in the manufacture of tires, 
comprises natural or synthetic rubber and ester compound）混合物、添加剂配方、制备方法。

EASTMAN(伊士曼)全球性的特种化学品公司，业务遍布全球近100个国家。公司最新研制

的（New 1,4-cyclohexane dicarboxylate diester compound useful as plasticizer in plastisol for 
producing articles e.g. adhesive, sealant, coated fabric, wire coating, floor covering, wallpaper and 
roofing membrane）新二元酸酯化合物,用在塑料溶胶生产增塑剂如粘合剂、密封剂、涂层织

物、线缆涂料、地板、泡沫、鞋类、垫片、油墨、化妆品、医疗,油管。高溶剂化物增塑剂。增塑

剂耐低温低,低粘度。同时保留塑化效率基于融合聚氯乙烯的硬度。配方、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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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NEXOLEUM BIODERIVADOS LTDA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d PVC composition useful 
in UV protection additive packages, comprises PVC resin, and a primary plasticizer 
comprising vegetable oil, alcohol, acetic acid, and e.g. substituted propane or substituted 
acetic acid propyl ester）PVC增塑剂，提高抗脂肪族溶剂紫外线降解,和热化学稳定性,非
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原料来源(包括甘蔗和大豆油),成本效益;是完全兼容的PVC树脂

具有更少的气味和颜色,比环氧大豆油更好的溶解和塑化效率。国际优秀增塑剂。

Teknor Apex国际公司，国际领先的订制混配料生产商之一，提供非常广泛的系列产
品，包括硬质和软质聚氯乙烯、热塑性弹性体、填充型聚烯烃、导电性混配料、黑白色
母料以及委托生产的混配料等。最新研制的（Polyester composition free of biopolymer, 
used as plasticizer in PVC, PVC-vinyl acetate, vinyl chloride-acrylate or vinyl chloride-
methacrylate composition, comprises blend of substituted carboxylic acid polyester and 
substituted diester）聚酯成分的生物聚合物,用作聚氯乙烯的增塑剂,可以在高收益和的低

成本方式生产。配方、制备方法及产品应用。

南亚塑胶工业股份公司，台湾最大的塑胶公司主要生产的工程塑胶有：pvc、PA66，
PA6，PET，PC，PET，PBT,PP几大类，其产品应用在全球每一个角落，最新研制的

（Preparing ester of cyclohexane polycarboxylic acid from ester of benzene polycarboxylic 
acid comprises e.g. preparing hydrogenation tank, placing reaction liquid made from ester 
of benzene polycarboxylic acid into tank and adding catalyst）。环己烷多羧酸的酯的酸增

塑剂为PVC产品提供改进的柔软和韧性。显著降低了反应温度对加氢而有效提高收益率

的环己烷多羧酸的酯酸苯多羧酸的酯的酸。制备方法、配方及产品应用。

GALATA国际塑料橡胶制造商加拉塔化工公司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composition, 
useful for plasticizing halogen-containing polymers, and in polyvinyl chloride article 
including polyvinyl chloride plastics, comprises at least one substituted vicinally diacylated 
fatty acid ester）新塑化剂成分,用于在聚氯乙烯，比传统的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相比具有

优秀的PVC兼容性。新塑化剂成分配方、制备方法。

台湾长春人造树脂公司最新研制的（Process for preparing esters plasticizers 
which comprises esterification of polyols and aliphatic linear or branched saturated 
monocarboxylic acids）新环保酯类增塑剂制备方法,包括多元醇的酯化和线性脂肪族或

支链饱和一元羧酸，生产高纯度和低颜色酯增塑剂,配方、制备工艺方法。

韩国DONGGU IND CO LTD最新研制的（Producing epoxidized fatty acid ester that 
is useful as plasticizer for PVC molded product, comprises carrying out vegetable oil 
epoxidation, and performing trans-esterification process on the epoxidated vegetable oil）环

氧脂肪酸酯生产有用的作为PVC增塑剂的方法,该方法能够有效地生产环氧脂肪酸酯与

高收益和优秀的,加工性能和热稳定性。制备方法、工艺配方、产品应用、性能测试。

韩国爱敬油化株式会社最新研制的（Preparation of epoxy-ester compound used for 
plasticizer composition for plasticizer, involves reacting epoxidized vegetable oil and 
alcohol compound）用于增塑剂塑化剂，制备环氧酯化合物方法，包括反应过程工艺方法

SK集团最新研制的（New plasticizer for use in polyvinyl chloride resin composition, and 
has excellent volatilization property and plasticizing efficiency）新塑化剂，用于聚氯乙烯

树脂,具有很好的塑化效率。制备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ダイセルポリマー株式会社日本大赛璐公司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used for cellulose 
acetate composition for molded product for e.g. office automation components, comprises 
phosphate compound having preset reduction temperature and exhibits triangle area 
enclosed from three straight lines）增塑剂，用于醋酸纤维素复合材料注塑和挤压成型的

产品。用途包括家用电器,电气/电子元器件、通讯设备组件、卫浴产品、汽车部件、家具

和建筑材料。优势—具有良好的热塑性。优秀技术配方、制备方法。

DIC株式会社在全球拥有40多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是一家同中国有着广泛合作的
日本化工公司，最新研制的（Plasticizer for composition for hardened material for e.g. 
motorbike, comprises ester compound obtained using alkylene oxide adduct of polyhydric 
alcohol with preset hydroxyl number and carbon number, and aliphatic monocarboxylic 
acid）新塑化剂、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阪本薬品工業株式会社最新研制的（Manufacture of glycerol 2-ethylhexanoic acid diester 
used for thermoplastic resin composition, involves subjecting glycerol and 2-ethylhexanoic 
acid to esterification process under specified condition, and curing）聚合物塑化剂。具有优

秀的兼容性对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氯乙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聚乙烯醇、聚

乳酸和离聚物树脂,降低酸值,,高质量、经济生产的简单方法。

阪本薬品工業株式会社最新研制的（Resin plasticizer for thermoplastic resin composition, 
is polyglycerol 2-ethylhexanoic acid ester comprising polyglycerol having average 
polymerization degree of preset range computed from hydroxyl value, and 2-ethylhexanoic 
acid）热塑性树脂用树脂塑化剂配方和制备方法。用途包括薄膜、容器、包装材料、汽

车材料,和建筑材料。优势——树脂塑化剂在高温、不挥发性,具有优良的耐热性,柔软,稳
定,与树脂的兼容性强。国际优秀塑化剂技术。

日本精蝋株式会社最新研制的（Wax used for additives for resin modification, comprises, 
is wax extracted from sunflower oil seeds）蜡用于树脂改性添加剂,具有良好的流动性性,
和高功能性树脂性能如透明度,耐用性和低挥发性属性。用于极性树脂和非极性树脂。

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以及台湾和大陆的最新增塑剂的制备工艺、合
成工艺、配方、产品应用数据、应用方法等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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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全球增塑剂行业产品规格细化、多功能化和环保化发
展的趋势。本专集收录国际最优秀的全球化学公司最新塑料
助剂-优秀环保增塑剂、增塑剂最新产品、制备工艺、配方等
原文技术资料。以及国内优秀技术全文技术资料精选汇编。

	 本专集用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发展高附加值产
品，也是掌握国际先进配方的最佳选择，企业必备资料！

国际新技术工艺配方部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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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国际塑料助剂-润滑剂脱膜剂制造最新技术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Lonza龙沙集团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在化工和微生物控制方面也是全球的领导者，是
世界领先的供应商之一,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tricyanoborate alkyl ether compound used 
as e.g. solvent, extractant, heat-transfer medium, plasticizer, conductive salt, electrolyte, 
organic salt, additive, lubricant and hydraulic fluid)新tricyanoborate烷基醚化合物，用作

树脂润滑剂、增塑剂，具备良好的电导率和电化学稳定性。制备方法。 

DOW美国的陶氏化学公司最新研制的(Additive for rubber composition for rubber 
portion, contains hydrocarbon-type oil and styrene-diene block copolymer)树脂鞋类、软

管、带制品润滑剂添加剂，具有良好的耐热性。制备方法。 

BAYER总部位于德国勒沃库森的拜耳股份公司，2013年拥有员工约113000人，创造了
大约400亿欧元的销售额。拜耳材料科技是世界领先的高科技聚合物材料供应商公
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asterbatch, useful for preparing dyed polymer compositions with 
improved pigment dispersion, comprises a pigment and a mold release agent, comprising, e.g. 
low molecular weight polyolefins and low molecular weight polyolefin waxes)色母粒的制

备方法,用于准备染色与提高颜料分散聚合物组成,包括色素和脱模剂,组成,如低分子量

聚烯烃和低分子量聚烯烃蜡。优势—色母粒生产聚合物成分更好的颜料分散使用颜料

浓缩。详细描述制备色母粒步骤,包括:脱模剂和颜料、造粒,和干燥颗粒。 

CENT NAT RECH SCI 最新研制成功的(Preparing multifunctional compounds comprises 
reacting ethylene compound with atmospheric or molecular oxygen, in the presence of at 
least one aldehyde compound and optionally in the presence of catalyst or radical initiator)
反应的复合配方，聚氨酯,聚酯,生物塑料用润滑剂。 

DOW美国的陶氏化学公司最新研制的(Preparing estolide derivative composition, useful 
as e.g. lubricant, comprises reacting a triglyceride (hydrogenated castor oil) and alcohol 
(e.g. 1-octanol) to form product (oligomerized ester), and reacting the product with capping 
agent)制备交内酯衍生物组合物的方法，适合用作生物润滑剂、工艺流体、增塑剂、或聚

氨酯聚合物的起始材料，表现出理想的低倾点、理想的粘度和热氧化稳定性，国际润滑

剂核心技术，整体工艺、反应过程、制备方法、产品性能测试数据等。

国内大陆最新研制成功的(Granular stearate used as rubber additive, has granularity, bulk 
density in preset range, and heating loss below preset value)脱模剂及硬脂酸颗粒用作橡胶

塑料添加剂,粒度,体积密度在预设范围内,具有150～880μm的粒度，0.3～0.7g/cm3的堆积

密度，及≤1.5％重量的加热减量。优势——硬脂酸颗粒是无尘埃和环保,并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质量的橡胶和塑料制品。详细描述—制备硬脂酸颗粒方法 

JSR株式會社，日本合成橡膠、合成樹脂等石化事業的領導廠商，公司最新研制成

功的(New bis(diphenylcyclohexyl) ring-containing compound used as antioxidant and 
mold release agent in resin composition used for manufacturing resin molded product)新
bis(diphenylcyclohexyl)ring-containing化合物，作为脱模剂在树脂成分用于制造树脂成

型产品。用途：包装材料、建材、农业材料、汽车组件。优势—提供抗氧化剂和脱模剂

有良好的耐热性和树脂兼容性。包含抗氧化剂或脱模剂的树脂成分具有良好的贮存稳

定性、可塑性。制备方法、工艺配方、应用。

EMERY OLEOCHEMICALS 马来西亚公司是全球天然化学品的领先生产商，这些化学品
主要来源于如棕榈仁油和牛脂等天然油脂和脂肪。该公司提供广泛的产品组合，包括
生物润滑剂、环保型多元醇、绿色聚合物添加剂等。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eparation 
of an ester, at least based on an alcohol component, and a carboxylic acid component, 
comprises provision of the process components, reaction of the process components to give 
an ester A, and after-treatment)酯（酯颗粒）的制备方法,酯用作添加剂的成分,热塑性树脂

●

●

●

●

●

●

●

●

成型制品,如润滑剂配方钻井泥浆,液压油等。优势—有效的生产方法，产品足够的颜色,稳定,效
率高,能耗低,成本效益。

德国OXEA公司全球多羟基和酸类的领先生产者，最新研制成功的(Preparing polyol esters, useful 
as plasticizers and lubricants, comprises reacting polyol with aliphatic monocarboxylic acids in 
the presence of Lewis acid as catalyst and subsequently subjecting the reaction product to steam 
treatment)制备多元醇酯的方法、用于可塑剂和润滑剂,用塑料、涂料、密封胶、橡胶等高分子

热塑性物质。优势—简单通用的流程生产多元醇酯具有高质量,优秀的色彩特性,低气味、低酸

值。优秀的国际领先技术，制备方法和配方。 

CERNOHOUS最新研制成功的(Polymer composition useful for educing melt defects produced during 
melt processing of a polymer matrix, comprises a polymer matrix, a first fluorine-containing 
processing aid, and a second processing additive system)改善聚合物加工性能和消除缺陷热塑性

成分融化的加工助剂,氟添加剂系统,包括:润滑剂和表面活性剂。配方、制备方法。 

CLARIANT科莱恩是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特种化工产品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eparing 
aliphatic carboxylic acid ester, useful e.g. as plasticizers and lubricants, comprises reacting aliphatic 
carboxylic acid compound with alcohol compound in the presence of an esterification catalyst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脂肪族羧酸酯的制备方法,用于润滑剂,使用—获得酯用作增塑剂,润
滑剂等。优势——连续、节能制备过程准备，高度纯脂肪族羧酸酯在工业规模高度量化转化率

和大量的副产物的形成。优秀脂肪族羧酸酯的制备方法，技术工艺、配方等。 

CRODA禾大公司是一家具有80多年历史的全球性化学品公司，总部位于英国Cowick Hall，全
球年销售额10亿英镑，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branched, primary fatty acid amide having 
specific monoalkyl branches and polyalkyl branches, used as a slip and blocking agent in a 
polymer; and as a mould release agent in a polymer)新的支化饱和伯脂肪酸酰胺润滑剂，有应用

领域是滑爽和抗粘连剂或脱膜剂。适合聚合物、聚烯烃、pvc薄膜、成型品使用。优势—摩擦系

数降低、增强氧化稳定性。详细描述—工艺配方、制备方法、应用方法。 

HCA荷兰色彩公司,HCA的产品应用于硅橡胶、PET包装、不饱和树脂、聚氨酯、软PVC、TPU、压
克力浇铸等行业。最新研制成功的(Concentrate composition for melt blending of nano particle 
size additives into polymers comprises waxy matrix carrier material having specific melting point 
and metal or metal oxide primary nanoparticles having specific particle size)聚合物熔体混合的纳

米颗粒添加剂（润滑剂）（蜡状基质载体材料）使用—集中熔化混合纳米粒子大小的添加剂成

分混合成聚合物或聚合物。国际优秀的高性能添加剂配方、制备方法。 

国际苏威（SOLVAY）集团，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跨国性化工集团，工程塑料、聚酰胺
和中间体、基础化学品、特种化学品、特种聚合物、新兴生物化学等业务领域占据重要地
位。集团2012年全球销售额达124亿欧元。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fluorinated thermoplastic 
polymer additives for reducing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non-fluorinated polymers, comprising 
(per)fluoropolyether segments and non-fluorinated hydrogenated chain segments)使用氟化热塑性

聚合物添加剂（润滑剂），降低non-fluorinated聚合物摩擦系数,添加剂固体颗粒;确保改善兼容

氢化聚合物在不改变其大部分属性;和热稳定性有所提高。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SHELL国际壳牌最新研制成功的(Grease composition for use in resin lubrication incorporating into 
grease base material, comprises base oil and fatty acid metal salt thickener, and additive comprising 
saturated or unsaturated fatty acid and/or fatty acid metal salt)用于树脂基材内润滑脂润滑油脂成

分配方,不饱和脂肪酸和脂肪酸金属盐表现出一种粘结剂功能的油脂,更可靠的润滑膜形成和维

护表面的树脂,树脂配对材料,减少摩擦和满意的润滑。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如聚酰胺、聚缩醛、

聚碳酸酯、聚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苯酚树脂、AS 树脂、ABS 树脂、AES树脂、AAS 树
脂、ACS 树脂、MBS 树脂、聚氯乙烯树脂、环氧树脂等。优秀配方和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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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F巴斯夫全球化工最新研制成功的(Storage-stable aqueous emulsion for storage-stable 
liquid blend useful as stabilizer for synthetic polymer composition and organic material 
composition comprises sterically hindered phenol, surfactant, water, and alcohol)苯乙烯聚合

物、聚氯聚甲醛,热塑性聚氨酯和橡胶用添加剂系列配方。国际最优秀的领先技术，获美、

日、韩、台湾、欧洲等国际专利，核心技术。

DUPONT全球领先的杜邦公司，新研制成功的(New perfluoroalkylated esters useful for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emulsions and dispersion of nanoparticles or pigments in water)
新的和改进的氟表面活性剂系列塑料添加剂配方、制备方法和产品用途。

美国BERG最新研制成功的(Polymeric composition useful for forming film, molded product 
and release liner, comprises polymer and melt-processable ethoxylated compound additive)聚
合物成分有助于形成薄膜,塑造产品和离型膜,包括聚合物和可乙氧基复合添加剂。有助于

形成膜,模制产品,最好是吹塑产品,挤压产品,。优势—减少了—聚合物成分摩擦系数。配

方、制备方法。 

美国FOREST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bio-degradable sulfurized estolide derivative useful as 
lubricants, lubricant additives and plasticizers)新生物可降解润滑剂,润滑剂添加剂和增塑剂

配方、制备方法。 

BAYER拜耳国际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mposition, useful e.g. for preparing colored 
molded object, optical components, and multi layer system, comprises e.g. transparent/
translucent polymer/polymer blend, stabilizers, dye, release agents, UV absorbers, and further 
additives)透明/半透明的聚合物/聚合物混合,脱模剂添加剂系列配方。

美国YANCY新研制成功的(Absorbent material for removing petroleum-based products 
from water with little to no water absorption comprises sheet of polyvinyl chloride polymer-
based plastic of polyvinyl polymer and inert filler and acrylic compound in specific amount)
聚氯乙烯聚合物聚乙烯醇聚合物和塑料材质的惰性填料添加剂配方、制备方法 

韩国最新研制成功的(Release agent composition comprises 3,4-dihydro-2H-1,3-benzoxazine)
新脱模剂配方、具有高性能的脱模效果，并具有抗紫外线能力。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UNIMATEC优迈特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polyfluoroalkyl phosphonic acid used as 
synthetic raw material of mold release agent)环保多氟烷基膦酸脱模剂配方 ，具有优异的成

膜性，即使相对于复杂形状的成型品也可形成均匀的涂膜。配方、制备方法。

KUREHA 株式会社吴羽最新研制成功的(Resin-made multilayer container for foodstuffs, 
has surface layer and recovery layer containing low-density and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ethylene-type polyolefin and fatty acid amide with unsaturated cis structure carbon double 
bond)含低密度聚乙烯、高密度聚乙烯、ethylene-type聚烯烃表面光泽度的脱模剂。 

CLARIANT科莱恩化工最新研制成功的(Wax-like esters, prepared by performing metathetic 
oligomerization of esters of e.g. polyols and performing hydrogenation of resultant mixture, 
useful as lubricants for halogen containing thermoplastics e.g. polyvinyl chloride)腊状酯,聚
氯乙烯热塑性塑料润滑剂，包括聚氯乙烯、氯化聚氯乙烯、氯化聚乙烯、氯化乙烯和丙烯

的共聚物、聚偏二氯乙烯和氯乙烯共聚物，优势—腊状酯是透明的,具有成本效益的、方

便生产、提高聚合物熔体的流动行为,高温稳定性，不会引起变色的聚合物材料。 

德国Baerlocher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olid stabilizer composition, useful for stabilizing 
halogen-containing polymers, comprises a lubricant, a liquid organo-tin compound and a salt 
of halogen-containing oxy acid)润滑剂组成配方。 

最新研制成功的用做塑料橡胶隔离剂和氨基模塑料中的润滑脱模剂硬脂酸锌制备方法，

最新研制成功的用于塑料的润滑剂12-羟基硬脂酸甘油酯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同时由于

有较高的熔点，在塑料中使用时析出慢，有效提高了使用有效期，也提高了薄膜的透明

度，使塑料薄膜的抗静电的持效性和流滴剂的持效性都有较好的改善。

用于塑料橡胶用环保级高芳烃油的生产方法。该橡胶用环保级高芳烃油的生产方法，包

括经过加温、过滤除渣、高温蒸馏和配方调和的高芳烃油，工艺精确，生产连续化，无泄

漏，不易燃、易爆，环保无污染，生产成本低，适于广泛推广应用。

聚氯乙烯塑料加工助剂，硬脂酸铅类复合稳定润滑剂的非水生产方法。非水合成方法，生

产过程中不采用水作为反应介质，没有废水排放，且硬脂酸铅类复合稳定润滑剂的生产

反应体系为粘性膏状物，解决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粉尘污染问题，且在捏合机中完成非水

合成操作，充分利用了捏合机搅拌动力大、剪切力强、捏合效果好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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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SUMITOMO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heat-
resistant aluminum hydroxide used for resin composition, involves heat-treating gibbsite-
type aluminum hydroxide under specified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and under atmosphere 
having preset water vapor molar fraction)用于制造树脂的耐热氢氧化铝制备方法,包括详

细生产工艺。使用——制造耐热氢氧化铝用于树脂。用途包缆涂料材料、绝缘材料、轮

胎、人造大理石、密封材料和成型聚烯烃材料。国际先进配方、制备方法。

KYOWA CHEM日本协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ALCAMIZER®1-C水滑石聚氯乙烯
热稳定剂的生产商，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hydrotalcite particles for e.g. 
thermostabilizer, involves reacting aqueous solution in which magnesium salt and 
aluminum salt are mixed, alkaline material and inter-layer anion in forced thin-film 
microreactor)生产水滑石颗粒的方法。用于树脂稳定剂，涉及镁盐和铝盐的水溶液反应

混合，用途包括聚烯烃树脂、氯系树脂稳定剂、导热剂、吸附剂、稳定剂补强剂。优势—

水滑石颗粒高效生产方法，具有优良的透明度和可分散性。热稳定性能高 ◆安全环保，

不含重金属 ◆制品透明性高 ◆卓越的分散特性 ◆良好的耐候性 ◆无硫化物污染 ◆适

用于所有树脂 ◆不影响PVC的绝缘性能，是有国际优秀的树脂添加剂。（繁体中文）

BASF 全球化工巴斯夫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mposition used in e.g. oars and rear lights, 
comprises organic material susceptible to oxidative, thermal or light-induced degradation 
which is e.g. polymer and substituted 6,6a-dihydro-isoindolo(2,1-a)quinazoline-5,11-dione 
compounds)有机材料树脂热、光、氧化安定剂系列配方及制备方法，用途广，适用于恶

略容易氧化,热或光环境中，各种形状的有机材料树脂制品，如漂浮设备,海洋应用,浮筒,
浮标、塑料木材甲板、码头、船、皮划艇,桨,沙滩,汽车应用(如保险杠、仪表板、电池、前

后衬里,线脚部分罩下,空气袋封面,头灯玻璃、汽车灯、头灯、停车灯,尾灯和停止灯),门
面板,油箱,燃料泵、油箱、道路交通设备、道路标记、电线电缆。（繁体中文资料）

东洋スチレン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Flame-retardant masterbatch for manufacturing 
styrene-type flame-retardant resin composition, comprises styrene resin, 2,4,6-tris(2,4,6-
tribromophenoxy)-1,3,5-triazine, antimony trioxide, antioxidant and talc)稳定剂配方、苯乙

烯热稳定阻燃色母粒制造方法。

BASF  全球化工巴斯夫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mposition, useful for making e.g. oars, 
cans, syringes, foams, mats, tables, wires and toys, comprises organic material susceptible to 
oxidative, thermal or light-induced degradation and new or known 4,5-diphenyl-5H-furan-
2-one compound)新耐热光抗氧化稳定剂系列配方和制备方法，用于稳定有机材料的5H-
呋喃-2-酮衍生物新塑料助剂。用于制造如桨、罐、注射成型、泡沫、垫、电线和玩具。

DOW 全球化工道康宁最新研制成功的(Process, to improve f ire resistance of 
thermoplastic, thermoset or rubber organic polymer composition, comprises adding 
alkoxysilane compounds having carbocyclic and/or heterocyclic ring fused to aromatic ring 
to composition and heating)热塑性树脂如聚碳酸酯、聚苯乙烯、聚烯烃、丙烯腈丁二烯

苯乙烯树脂和聚酯用添加剂系列配方、制备方法。

SABIC沙伯基础创新塑料，全球塑料树脂供应商全球雇员数总计约30,000员工，最新研

制成功的(Composition useful for producing wood-plastic polymer composites comprises a 
thermoplastic resin; wood filler; a thermal stabilizer comprising a blend of organophosphite 
and hindered phenolic antioxidant; and an ultraviolet stabilizer)用于生产塑聚合物复合材

料包括热塑性树脂;木材填料;热稳定剂配方，热稳定剂组成的混合有机亚磷酸酯和受阻

酚类抗氧化剂紫外线稳定剂,用于塑复合材料,建筑行业、塑造汽车零部件、家用电器、

挤压型材设备和家具。国际优秀技术。

BASF  全球化工巴斯夫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amine compounds useful for 
preparation of stabilizers, which is useful for stabilizing an organic material against the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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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dative or light induced degradation)用于制备稳定剂新胺化合物制备方法,有助于稳定有机树

脂材料对热、氧化或光退化。

日本瑞翁株式会社，瑞翁拥有许多值得自豪的世界第一的产品，在国内上海、广州都有分支机
构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fluorene compound used for stabilizer and composition e.g. rubber 
composition)新的芴化合物用于稳定剂配方和制备方法，用于塑料橡胶制品,国际优秀配方和制

备方法。

日本瑞翁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diarylamine compound for anti-aging agents of 
polymers, has at least one signal derived from hydrogen of amine group at preset range, when 
measured in dimethyl-d6 sulfoxide solution)新二芳香基氨化合物，塑料橡胶添加剂，具有良好的

耐热性。详细描述——一个新的二芳香基氨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和应用。

东洋制罐グループ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ultrafine copper 
particles used in resin composition, involves mixing and heating copper fatty acid and fatty acid 
salt of metal silver and/or gold, where copper fatty acid are formed into ultrafine particles within 
resin)拥有优秀稳定性和耐久性,超细铜粒子，有效预防树脂热恶化添加剂。国际优秀新技术。

HACKER美国最新研制成功的(Stabilizer system, useful for stabilizing consumer article having 
polymer containing halogen, comprises alkaline earth metal double carbonate, nitrogen-containing 
organic compound and an alkaline earth metal aluminohydroxo-carbonate)含卤素聚合物稳定剂配

方和制备方法，最好是如PVC刚性或半刚性的PVC、空心体(瓶),包装箔,包装外壳装置,绝缘体,
电脑外壳,和选民的家庭设备,以及电子应用程序,最好是半导体行业、电线护套、电缆绝缘,装饰

箔、屋面衬托,泡沫材料,和农业衬托。优势——稳定剂廉价和高效。

CHEMSON POLYMER ADDITIVE AG 国际最大塑料添加剂生产商奥地利开米森集团最新

研制成功的(Particulate solid heat stabilizer composition, useful e.g. for a vinyl halide polymer, 
comprises a particulate solid heat stabilizer, and magnesium/aluminum-based hydrotalcite-type 
particles coated with fatty acid or fatty acid salt)颗粒固体热稳定剂的配方和制备方法、用于乙烯

基卤聚合物,如PVC,镁/ 铝与脂肪酸或脂肪酸盐的热稳定剂、大大降低成品塑料热稳定剂的用

量,国际最优秀的颗粒固体热稳定剂的配方、制备方法。

GALATA CHEM LLC 国际Galata化学公司是世界上领先的添加剂生产商，为多种PVC和其他
聚合体提供配套的产品。他们的产品系列包括热稳定剂、增塑剂、防撞击改性剂等。该公司在
塔夫特，美国路易斯安娜和德国的拉姆普特海姆都有生产基地，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alkyltin 
derivative used for thermal stabilization of halogen-containing resins, e.g., PVC compositions)新
PVC热稳定剂的配方、制备方法,合成过程,反应物等。

GALATA CHEM LLC Galata国际Galata化学公司(New alkyltin compound used for alkyltin 
thermal stabilizers for halogen-containing resin compositions)新alkyltin化合物，树脂复合热稳定

剂，有效的颜色稳定并表现出优越的长期热稳定性，PVC有黄色指数。详细描述—复合配方、

制备方法、增加PVC产品应用。国际领先技术。

CHEMTURA CORP Chemtura集团是一个全球性的特种化学品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CHMT),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alkyltin sulfanyl ester thiol compounds useful for stabilizing a 
halogen-containing resin e.g. polyvinyl chloride against elevated temperatures, ultraviolet light, and 
oxidation)新alkyltin sulfanyl酯硫醇化合物树脂稳定剂,树脂如聚氯乙烯与气温升高,紫外线和氧

化，最好是聚氯乙烯(PVC)或溴化聚乙烯醇,耐温度升高、紫外线、氧化、和高剪切力。优势—

优秀的抗变色。详细描述—Alkyltin sulfanyl酯硫醇化合物的公式，制备方法、配方、应用。

Chemtura集团最新研制成功的(Increasing hydrolytic stability of first phosphite and phosphonite 
stabilizers involves blending the stabilizer with a second phosphite different from first phosphite 
and acid scavenger)增加亚磷酸盐的水解稳定性和phosphonite稳定剂.用于热塑性树脂组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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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环氧化合物、三聚氰胺和酚醛塑料。优势—亚磷酸盐的方法提高水解稳定性化合

物。这些稳定剂的稳定有利地协助改善聚合物树脂成分特别是高温处理对熔融指数的变化

和颜色,聚合物树脂进行挤出。稳定剂可能容易被纳入树脂，国际优秀热稳定剂制备方法。

NITTO KASEI CO LTD 日东化成株式会公司,1954年在日本用有机锡系安定剂(稳定剂)的
开发成功，是最著名的国际稳定剂制造商。最新研制成功的(Stabilizer used for chlorinated 
resin and chlorinated resin composition containing stabilizer characterized by inhibiting 
decomposability of tetrazole-based compound to promote stability effect as a stabilizer)用于氯

化树脂的稳定剂，能够促进优秀稳定的效果,详细技术背景分析、配方、制备方法和应用。

FDC LEES CHEM IND CO LTD 台湾奕益集团，特用化学品制造商，专精塑料添加剂的研
发与生产。最新研制成功的(Formamidine's stabilizers and compositions)稳定剂和成分，对

聚合物增强热,紫外线稳定，特别是氯树脂特别优良效果。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韩国锦湖石化最新研制的(Heat-resistant additive used for polymer resin composition, 
comprises specific thiol group-containing compound)树脂耐热添加剂配方、制备方法。

TODA KOGYO KK 日本户田最新研制成功的(Zinc-magnesium-aluminum hydrotalcite 
particulate powder used in resin composition, comprises magnesium-aluminum hydrotalcite 
type particles as core particles and zinc-aluminum hydrotalcite shell layer)Zinc-magnesium-
aluminum水滑石颗粒粉用于树脂成分,作为稳定剂和填料在树脂成分。降低了碱度和优良

的阴离子捕获性能。包含水滑石颗粒粉树脂具有良好的色彩保护财产和耐热性。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xanthene derivative used for heat stabilization of 
thermoplastic polymer in thermoplastic polymer composition)新的氧杂蒽衍生物用于热塑性

聚合物的热稳定热塑性聚合物组成，使用氧杂蒽衍生物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详细描述—

氧杂蒽衍生物制备方法，使用的氧杂蒽衍生物进行热塑性聚合物的热稳定性的应用技术。

 株式会社クレハ公日本吴羽集团是日本最大的化学品制造公司之一，最新研制成功的

(Phosphonic acid for copper phosphate compound used in resin composition for forming 
laminate, has organic group having hydrocarbon structure in which fluorine atom in amounts 
of specified range is substituted bonded with phosphorus atom)膦酸磷酸铜化合物稳定剂，用

于树脂成型制品,用途：建筑材料,顶部覆盖材料,窗口材料，具有良好的透明度、近红外的光

吸收特性和稳定性。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北広ケミカル株式会社是日本生产化学助剂的专业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 N e w 
carboxyalkyl tris(4-phenoxyphenyl) phosphonium halide for heat resistant filler)新
carboxyalkyl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磷卤液耐热填料（热稳定剂）具有相当出色的耐热性和可分

散性。优秀的热稳定剂配方和制备方法。

日本出光兴产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microparticles for e.g. microparticles-
containing liquid mixture, involves mixing metal oxide raw material powder containing oxide 
of metallic elements having different valency, heat-processing and pulverizing)制造的微粒塑

料添加剂方法，具有较高的隔热性能和降低平均粒径。生产微粒子方法、配方。

COATEX SAS 法国高泰集团，致力于持续创新的发展策略,旗下高性能的环保型添加
剂在世界范围内不同领域都得以广泛应用，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a linear amphiphilic 
copolymer in chlorinated and filled thermoplastic composition containing chlorinated 
thermoplastic resin and mineral filler, as agent improving heat stability and resistance to UV of 
the composition)氯化热塑性树脂添加剂无机填料,改善热稳定性和抗紫外线的成分，提高了

光学性质(亮度)和机械(冲击强度)。国际优秀技术配方、制备方法。

COATEX SAS 法国高泰集团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oxyalkyl macromonomer for preparing 
(meth)acrylic comb copolymer through copolymerization of (meth)acrylic monomer and 
macromonomer having unsaturated ethylene function, and as agent for improv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copolymer)改善共聚物的稳定性的添加剂配方和制备方法。提高抗冲击性和光泽的塑

料添加剂。详细描述—热稳定剂的制备方法、配方、工艺及应用pvc的性能测试等。

LAMBERTI SPA意大利宁柏迪集团，意大利领先的化工公司之一，分别在法国、西班牙、
土耳其、美国、墨西哥、巴西、南非及中国设有分公司,2010年的营业额为3.70亿欧元。

最新研制成功的(Preparing overbased calcium carboxylate/carbonate composition involves 
reacting calcium hydroxide/oxide with unsaturated aliphatic carboxylic acid, in presence of 
plasticizer and aliphatic hydroxy containing compound, and then carbonating)稳定的含卤素聚

合物的钙羧酸盐/碳酸盐制备的添加剂配方、制备方法和应用。

还包括稳定剂系列工艺配方：PVC材料的增塑、抗氧化和热稳定改性剂制备方法，用于

PVC的稀土热稳定、促塑化剂和PVC的复合助剂及其制备方法，癸二酸巯基乙酯二甲基锡

热稳定剂及其制备方法，环状稀土热稳定剂及其制备方法,有机硫代苄基锑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马来酸甲基锡及其制备方法,不含酚的亚磷酸酯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塑料加工复合功

能助剂及其制备方法,环氧大豆油酸钙锌复合PVC用稳定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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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数量】	 118项	国际新技术
【资料页数】	 1858页（容量：212MB）
【文件格式】	 中英日韩德等文字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U盘数据（因数据量大）

【价格】	2380元

	 本专集收录国际最优秀的全球化学公司最新塑料助剂-润
滑剂、脱模剂最新产品、制备工艺、配方等原文技术资料。以
及国内优秀技术全文技术资料精选汇编。

	 本专集用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发展高附加值产
品，也是掌握国际先进配方的最佳选择，企业必备资料！

国际新技术工艺配方部分介绍

03.《国际塑料助剂-热稳定剂制造最新技术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项目数量】	 110项	国际新技术
【资料页数】	 2202页（容量：208MB）
【文件格式】	 中英日韩德等文字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U盘数据（因数据量大）

【价格】	2380元

	 本专集收录国际最优秀的全球化学公司最新塑料助剂-热
稳定剂最新产品、制备工艺、配方等原文技术资料。以及国内
优秀技术全文技术资料精选汇编。

	 本专集用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发展高附加值产
品，也是掌握国际先进配方的最佳选择，企业必备资料！

国际新技术工艺配方部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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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クレハ日本吴羽集团是日本最大的化学品制造公司之一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

(Manufacture of near-infrared absorber for resin composition, involves mixing phosphonate 
compound, phosphate compound dispersant and copper salt with solvent, obtaining reaction 
mixture of near-infrared absorber, and recovering solvent)生产近红外吸收剂配方和方法，

用于的树脂成分,用以吸收太阳光中的近红外部分。用于遮阳材料可以有效降低30-40%
的光能。用于购物中心、体育馆和火车站等，可以直接使用在PC,PMMA等聚合物母粒

材料中。使用——近红外吸收剂用于制造树脂用于中间膜层压玻璃。优势——稳定良好

的透明度。优秀配方，国际领先技术。

BAYER 全球性化工企业拜耳集团，最新研制成功的(Producing substituted triazine 
compounds, useful as polymerizable UV absorber for UV-curable protective coatings, 
by reacting carboxylic acid compound with hydroxyalkyl(meth)acrylates in presence of 
catalyst and polymerization inhibitors)生产代替三嗪化合物,紫外线吸收剂，用于机紫外光

固化防护涂料、透明的塑料制品如片材，注塑或挤出成型组件。显著降低制备成本。高

性能透明塑料制品。详细配方、制备方法。

AKZO NOBEL COATINGS INT BV 全球领先阿克苏诺贝尔集团，阿克苏诺贝尔是
全球财富500强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大型工业公司，产品涉及工业涂料，基础化学品
及聚合物化学品等，最新研制成功的(Matting paste composition useful for producing a 
liquid coating composition comprises thermoplastic non-hydroxy-functional acrylic resin, 
hindered amine light stabilizer, UV absorber, silica, flattener, and organic solvents)受阻胺

光稳定剂、紫外线吸收剂配方和制备方法。

BASF 全球化工巴斯夫集团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alkoxyamine-hindered amine 
light stabilizer (NOR-HALS) compounds for inducing flame retardancy in polymers e.g. 
thermoplastic polymers (polyolefin homo- and copolymers) and duroplastic polymers 
(polyepoxides))使用alkoxyamine-hindered胺光稳定剂(NOR-HALS)化合物，光稳定剂配

方，用于聚合物的阻燃性热塑性聚合物,最好是聚烯烃人类和共聚物,缩聚物,如多胺或聚

酯,聚环氧化物。优秀添加剂,大大降低减少使用传统的含卤素阻燃剂和卤代环氧树脂、

锑化合物和无机填料。详细光稳定剂配方、制备方法。

BOREALIS AG 北欧化工（Borealis）是一个领先的创新和增值塑料解决方案的供应
商。凭借在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业务领域40多年的经验Borealis的销售额高达50
亿欧元，拥有4,500名员工，总部位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Amino-
triazine-based Mannich-compounds, dimers or trimers, and/or precondensate form are used 
as antioxidant and UV stabilizers of organic materials in combination with hindered amine 
light stabilizers)有机材料抗氧化剂和紫外线,稳定剂，新受阻胺光稳定剂,用于模型制品生

产,注塑,吹塑、管道、薄膜、带、纤维非织造布,档案、粘合剂、涂层等。国际优秀技术。

DSM IP ASSETS BV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以科技为立足之本，公司在中国拥有包括26个
生产场地在内的40个分支机构，员工约3,500名。帝斯曼在华业务健康稳步增长，2012
年中国销售额为17亿美元。 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benzotriazole derivatives 
used for stabilizing butyl methoxydibenzoylmethane by reacting 2-(2H-benzotriazol-2-yl)-
6-chloromethyl-phenol derivative with alcohol in the presence of calcium oxide)用于光稳

定剂的苯并三唑衍生物制备方法。制作过程简单经济,提供产品的高纯度和产量。

3V SIGMA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ixture, useful to stabilize organic material subject, 
which is degraded by light, comprises e.g. (1,3,5)triazine compound, 2,2,6,6-tetramethyl-
piperidine compound and 2,2,6,6-tetramethyl-piperidine substituted (1,3,5)triazine 
compound)光稳定剂、(1、3、5)三嗪化合物,优势——混合物提供了高的聚合物材料力学

性能没有任何变色。配方及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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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PONT全球化工杜邦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olymer composition, useful for producing a 
shaped article comprising tubing, pipe, wire coating, or film comprising blown film, comprises an 
inorganic particle)光稳定剂，无机填料，用于生产管、薄膜包括吹塑薄膜,优势——低成本效益,
改进的耐光性不改变产品的颜色。

日本第一工业制药有限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N-oxyl compound useful as e.g. 
radical polymerization inhibitor of unsaturated compounds, involves reacting secondary amine and 
hydrogen peroxide in non-reactive catalytic system)具有国际领先技术光稳定剂配方、制备方法。

日本化薬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carboxylic acid compound for hindered amine optical 
stabilizer composition for plastic composition and carboxylic acid composition, electronic material, 
optical material, coating material, modifier and lubricating oil raw material)受阻胺光稳定剂,新羧

酸化合物塑料成分和羧酸组成、用于电子材料、光学材料、涂层材料、改性剂和润滑油原料、

聚酰亚胺树脂和成型产品。具有良好的耐热性，特备是聚乙烯聚丙烯类聚烯烃制品。详细工艺

配方、制备方法，繁体中文资料。

FUJI 日本富士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Ultraviolet absorber composition for ultraviolet ray filter, 
contains nitrogen-containing compound and ultraviolet absorber of preset maximum absorption 
wavelength)紫外吸收剂，最大吸收波长270 - 400纳米。优势——紫外线吸收剂组成高度溶于有

机溶剂,有很好的耐光性。紫外吸收剂配方，制备方法。

DOW 道康宁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eparing bisphosphite involves contacting phosphorus 
trichloride with f irst aromatic diol in presence of  second aromatic diol, contacting 
phosphoromonochloridite, removing excess phosphorous trichloride, and adding nitrogen base)紫
外线稳定剂,制备二亚磷酸酯的逐步制备方法，UV稳定剂。优秀高收率制备方法、合成方法。

美国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substituted UV absorbing 2-(2-hydroxyphenyl)-benzotriazole 
compounds, useful as e.g. protective agents and stabilizers in coatings, plastics and topically 
applied products)新的2-(2-羟基苯基)苯骈三唑的紫外光吸收酮，其制备方式及用途，例如作为

涂料、塑料与表面涂布产品的保护剂与稳定剂。用于有机材料,如聚酯、聚碳酸酯、聚砜、聚酰

胺、丙烯酸树脂、聚烯烃、聚苯乙烯、聚氨酯和其他各种聚合物,如木材;保护组织免受紫外线辐

射，优秀光稳定剂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德国MCA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Halogen-free polymer useful as flame retardants and light 
stabilizers in thermoplastic polymers such as polypropylene or regenerated cellulose or polyester 
comprises oligomers or polymers of 1,3,5-triazine derivative)无卤阻燃剂和聚合物有用光稳定剂

配方和制备方法,用于聚丙烯等热塑性聚合物或再生纤维素或聚酯低聚物或聚合物等制品中。

优秀的国际领先技术。

3V SIGMA SPA国际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Light stabilizer mixture, useful for stabilizing organic 
material subjected to light degradation, comprises oligomers comprising substituted polymethylene 
diamine compounds, and a compound e.g. substituted polyethylene diamine compounds)光稳定剂

混合物,用于稳定有机材料进行光降解,包括低聚物组成取代聚亚甲基二胺化合物,高稳定性的优

秀配方、制备方法

美国最新研制成功的(UV absorbent, useful in polymer material of polymeric molded products e.g. 
plastic, comprises substituted 4-benzylidene-pyrazolidine-3,5-dione or substituted 3,5-dioxo-4-(1-
phenyl-meth-ylidene)-pyrazolidine-1-carboxylic acid)紫外线吸收剂,用于高分子材料如塑料、聚

合物成型产品，在长波紫外线吸收能力和优秀的耐光性，同时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吸收能力。

详细描述—紫外线吸收剂,的制备方法。

台湾奕益集团，特用化学品制造商，专精塑料添加剂的研发与生产最新研制成功的

(1,1-Dimethylhydarzine stabilizer used for stabilizer composition, is obtained by re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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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thylhydrazine stabilizer and hindered amine functional group-containing reaction 
product)二甲基肼型安定剂,做为有机材料的抗氧化剂、光稳定剂或热稳定剂，以有效防止

有机材料因受光和热引起的化学特性变化。优秀光稳定剂技术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韩国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hindered amine compound used for amide-type stabilizer, has 
hindered amine in both ends)新受阻胺化合物用于amide-type稳定剂、改善了树脂耐紫外线

的稳定性。详细描述—生产受阻胺化合物的方法、稳定剂配方及应用。

HWASUNG韩国工业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reparation of triazine-based ultraviolet 
stabilizer, involves reacting azide group-containing triazine compound with acetylene group-
containing ionic compound)制备紫外线稳定剂的方法,包括叠氮化反应：三嗪化合物与乙炔

包含离子化合物，优秀的工艺方法详细制备过程。

日本旭硝子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optical stabilizer composition used for e.g. 
curable composition, involves dissolving hindered amine light stabilizer in drying oil, by 
heating beyond melting point of hindered amine light stabilizer)光稳定剂，包括溶解受阻胺

光稳定剂，用于制造硬化材料,建筑材料,多层眼镜,电缆、涂层材料、薄膜材料、垫片材料

和注塑成型材料。优势—光稳定剂成分具有良好的溶解稳定性、耐污染和耐气候性。优秀

国际领先技术配方、制备方法。

DUPONT 全球化工杜邦集团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carboxyl group-containing compound 
used for ultraviolet absorber, resin composition and film)新羧基包含化合物，新紫外线吸收

剂配方制备方法,用于树脂，特别是薄膜,用途:农业薄膜,窗薄膜,包装薄膜、光学薄膜,薄膜,
具有较高的消色差,抑制变色。详细描述—新羧基化合物新紫外线吸收剂配方制备方法。

河合石灰工業株式会社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Boehmite composite particle for e.g. UV-
blocking agent, cosmetics and plastic composition comprises titanium oxide which coats the 
surface of Boehmite and is coated with cerium oxide or zinc oxide)勃姆石复合粒子。防紫外

线剂、用于塑料成分，用作防紫外线的机动车头灯盖填料或太阳能电池面板。优秀的塑料

填充材料。详细复合粒子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シプロ化成株式会社（日立化成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benzotriazole derivative 
compound for ultraviolet absorber for e.g. laminated film for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新的苯

并三唑衍生物化合物，紫外吸收剂，用途光学薄膜、树脂、塑料透镜、包装材料、农用薄

膜,色素增感太阳能电池复合薄膜。在长波长地区紫外吸收率高,良好的耐光性和耐热性，

国际领先技术配方制备方法。

東永産業株式会社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methylene bis(benzotriazolyl 
phenol) compound for ultraviolet absorber, involves reacting benzotriazolyl phenolic 
compound with formaldehyde, trioxane and dimethoxymethane in presence of catalyst in 
organic solvent)制造亚甲基双(benzotriazolyl苯酚的方法，紫外吸收的化合物,包括反应和

制备过程、配方。使用—用于合成树脂复合材料。有效地生产产品方法、复合配方等。

 株式会社クレハ(出光兴产株式会社)司最新研制成功的(Ultraviolet blocking material used 
for ultraviolet blocking sheet, contains crystalline polyglycolic acid-type resin)紫外线屏蔽材

料，包含结晶聚乙醇酸性树脂。配方、制法。

ケミプロ化成株式会社，日本优秀化学品、助剂、中间体制造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

(New triazine-containing compound used for ultraviolet absorber, and polymer composition 
for coating material of motor vehicle)新化合物，用于紫外线吸收剂,用于聚合物。优势——

复合低挥发性属性。新化合物的生产技术、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テイカ株式会社，日本优秀化学品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e of monoclinic 
system fine particles bismuth oxide for coating composition used for UV-ray shielding 
involves wet-grinding obtained monoclinic system bismuth oxide in presence of solvent and 
dispersion media)单斜晶系细微粒子的生产方法，用于塑料薄膜、塑料成型、具有高透射

率(透明度)和长波长紫外线(紫外线)屏蔽能力对可见光紫外线防护剂。详细描述—制造方

法、工艺配方。

BAYER全球化工拜耳集团最新研制成功的(Polymer composition, useful e.g. to produce 
automobile glazing or architectural glazing, comprises a transparent thermoplastic synthetic 
substance, an inorganic infrared absorber comprising cesium tungstate and a phosphine-based 
stabilizer)光稳定剂配方和制备方法，长期稳定在较高的温度、和良好的红外吸收特性。详

细描述—光稳定剂配方、色母粒组成配方,透明的热塑性合成物质熔融混合及应用方法。

EVONIK  DEGUSSA GMBH德固赛（德国）全球最大的化学品制造商之一 ，最新研制成

功的烟尘颗粒,用作的填充补强剂,作为紫外线稳定剂、用在橡胶、塑料有良好的耐磨性。

混合造粒、稳定剂工艺配方及制备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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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SONGWON工业公司，是国际最大的抗氧化剂生产商之一，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bis(di-tert-butyl-methylphenoxy)-tetraoxa-diphosphaspiro undecane used as antioxidant for 
polymer resin composition for molded product, has thermal decomposition temperature, 
coloration stability and melting-flow stability)抗氧化剂新化合物，用作聚合树脂抗氧化

剂，具有高的热分解温度,优良的着色稳定性、热稳定性和melting-flow稳定,低波动性、

黄色指数低。是国际最领先的抗氧化剂核心技术，2014年最新技术。详细描述- 3,9-bis(4-
di-tert-butyl-6-methylphenoxy)2,4,8，10-tetraoxa-3,9-diphosphaspiro的化学结构式，制备

方法、配方、产品应用等等。

KE KELIT KUNSTSTOFFWERK德国化学品著名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tabilizer 
used for preparing polyolefins using phenolic antioxidants e.g. 3,5-di-tert-butyl-4-
hydroxycinnamic acid attached to a polymer as a side chain)酚类抗氧化剂的制备方法，用

于制备聚烯烃用酚类抗氧化剂。优势—稳定有效、长期影响效果，聚烯烃静止的抗氧化

剂。详细描述—聚烯烃用酚类抗氧化剂配方、生产方法。

SUMITOMO CHEM CO LTD住友化学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Antiaging agent 
for rubber, comprises metal oxide chosen zinc oxide, copper oxide and iron oxide, and 
antiaging substance supported on metal oxide)塑料橡胶抗老化剂,包括金属氧化物选择氧

化锌氧化铜、氧化铁、金属氧化物和延缓衰老的物质组成，用途包括：皮带、轮胎、汽车

防振橡胶,塑料弹性体。优秀的国际新技术、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BASF 全球化工巴斯夫最新研制成功的(Formation of stable liquid blend used as stabilizer, 
involves preparing solid mixture containing specified amount of pentaerythritol propionate 
compound, octadecyl propionate compound and phosphite compound, heating and cooling)
优秀的抗氧化液体混合的制备方法，用作有机材料合成聚合物的优秀助剂。

BOREALIS AG 北欧化工（Borealis）是一个领先的创新和增值塑料解决方案的供应
商。凭借在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业务领域40多年的经验，北欧化工专注于开发管
道系统、能源和通信电缆、汽车和高级包装市场。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an organo-
metallic compound or coated talc in a polymer composition to accomplish a headspace 
emission of all volatiles together of the polymer composition or 2-methyl-propene of the 
polymer composition)新的酚类抗氧化剂及在聚丙烯聚合物的使用方法，可以显著减少挥

发物，须提供针对环境影响比如氧化降解的长期稳定性，用作汽车室内材料，泡罩包装,
汽车用品等物品,机械性能不改变。符合国际环保要求。

DSM IP ASSETS BV荷兰帝斯曼集团，是全球优秀的工程塑料制造商，最新研制成功

的(Polymer composition contains a polymer (thermoplastic elastomer) containing residues 
of a dimerized fatty acid and/or its derivative and a secondary antioxidant e.g. dilauryl 
thiodipropionate and distearyl thiodipropionate)含三价磷的抗氧化剂及其塑料添加剂系列

配方，用于聚合物成分，增加热稳定性，良好的加工性能,耐化学性和耐撞击。含三价磷

的抗氧化剂及塑料添加剂系列配方制备方法。

SI GROUP INC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市的SI集团，全球抗氧化剂制造商
之一，最新研制成功的(Producing a tert-butyl phenol, comprises reacting an isobutylene-
containing 4C raffinate stream with a phenol or a substituted phenol in the presence of a 
group IIIb metal or a group IIIb metal oxide)用于抗氧化剂的叔丁基苯酚生产,包括反应、

制备工艺方法,与以经济的方式改进的产量和纯度。

KOREA KUMHO PETROCHEMICAL CO LTD 韩国锦湖石油化学株式会社,引领韩
国石油化学产业发展的石化行业的先驱者。锦湖石油化学涉及包括合成橡胶、合成树

脂、精密化学等化学品，最新研制成功的(Production of bis(alkylamino)diphenylamine 
used as intermediate for preparing e.g. dye, involves producing dinitrodiphenylamine by 
reacting urea with nitrobenzene in presence of polar organic solvent, and hydrogenating 
product with ketone)bis(alkylamino)二苯胺生产方法，用作抗氧化剂,塑料橡胶添加剂，

先进的工艺和制造方法，减少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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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TURA CORP科聚亚公司（Chemtura）是一家全球性特殊化学品公司，科聚亚聚氨酯
在全球聚氨酯热浇注模塑预聚体、特殊水性聚氨酯分散体以及聚酯多元醇应用上处于领先
地位。最新研制成功的(Liquid phosphate composition used as secondary antioxidants in polymer 
resins such as polyolefins and elastomers comprises a phosphite and an amine)新型水解稳定的亚

磷酸酯抗氧化剂(液体)配方、制备方法。用于聚烯烃等聚合物树脂和弹性体。尤其是在高温加

工稳定，即使在多次挤出后熔融指数和/或颜色也很少的变化。通过对泛黄和颜色变化的抗性

度量的另外的耐气候性。

科聚亚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hosphite composition used for stabilizing e.g. polyethylene, 
comprises tris(dialkylaryl)phosphite, bis(dialkylaryl)monoalkylaryl phosphite, bis(monoalkylaryl)
dialkylaryl phosphite, and/or tris(monoalkylaryl) phosphite, and other phosphites)亚磷酸盐成分，

用于稳定如聚乙烯、包括亚磷酸三羟甲基氨基甲烷(dialkylaryl)液、是用作抗氧化剂，用的在薄

膜等形成加工,片材,和纤维挤压和复合挤压以及吹塑、注塑、旋转成型。最好是聚烯烃中使用,
用于与饮料,食物等耗材。改进后的溶解度提高聚合物薄膜表面光泽;提高印刷油墨附着等。

科聚亚公司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hosphite composition useful for stabilizing polymeric 
composition comprises tris(monoalkylaryl)phosphate, and at least one of bis(monoalkylaryl)dialky
laryl phosphate, bis(dialkylaryl)monoalkylaryl phosphite and tris(dialkylaryl) phosphate)固态亚磷

酸盐成分有助于稳定聚合物成分包括磷酸三(monoalkylaryl),以及至少一个的bis(monoalkylaryl)
磷酸盐抗氧化剂制备方法组成,作为稳定聚合物组成的抗氧化剂。用在模制品如瓶、要求严格食

品容器和玩具。优势—具有高度理想的加工特征,可以轻松地融入各种各样的聚合物,如固体亚

磷酸盐成分有相对较低的熔点和可能在低温液化。详细描述—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ALBEMARLE CORP美国雅保（Albemarle corporation）是从事精细及特殊化工产品及销
售的跨国公司，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约有4000名员工，分布于全球38个地区，服

务于100多个国家。主要业务包括聚合物化学品、精细化工产品和催化剂三大部分，最新研制

成功的(Preparation of 1,3,5-trimethyl-2,4,6-tris(3,5-dialkyl-4-hydroxybenzyl)benzene comprises 
combining acetic acid, paraformaldehyde, secondary amine and 2,6-di-tert-butylphenol, refluxing, 
and adding mesitylene and acid catalyst)用于生产酚类抗氧化剂绿色和经济的方法。优势——制

造工程:环保(绿色);消除有害溶剂的使用,消除了中间体的分离和净化;减少危险废物,为产品提供

了高纯度(至少98%);低成本。详细描述制备工艺路线,配方、催化剂、制备方法。

加拿大LIGNOL创新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lignin derivative having specified aliphatic 
hydroxyl content, useful e.g. as an antioxidant for thermoplastics, and in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nutraceuticals, and functional foods, stains, pigments, inks, coatings and rubbers)新的有脂肪族羟

基含量木质素衍生物、天然抗氧化剂，用作热塑性塑料的抗氧化剂,如聚烯烃类聚丙烯、聚乙烯

等以及在营养补充,营养食品,功能性食品,污渍,颜料,油墨,涂料,橡胶。优秀的新型抗氧化剂。资

料详细描述了技术工艺方法、原料来源：包括甘蔗渣、麦秆等。

ALBEMARLE CORP美国雅保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multi-ring compounds comprising sulfur-
bridged aromatic hydrocarbon compound substituted by sterically hindered 3,5-dihydrocarbyl-4-
hydroxybenzyl moiety on aromatic rings, useful e.g. as antioxidants for lubricant composition)新
芳香族碳氢化合物新抗氧化剂，抗氧化剂用于热塑性聚合物,树脂或低聚物;或天然或合成橡胶

或弹性体,燃料成分的汽油,柴油燃料,航空燃料和燃气涡轮发动机燃料。

ADDIVANT USA LLC是全球最大的液体亚磷酸酯类、特种抗氧化剂和非粉尘型添加剂生产
商，Addivant以其广泛的特种添加剂系列产品组合获得业内公认，这些系列产品包括光稳定
剂、聚合物改性剂、阻聚剂和中间体，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hosphite composition, useful as 
antioxidants in a stabilized polymer composition, comprises two different alkylaryl phosphites and 
free phenol compounds)亚磷酸盐成分的抗氧化剂，，安全有效地稳定聚合物树脂的成分。耐光

和热降解。国际优秀抗氧化剂技术配方、制备方法、产品应用等。

美国创新塑料公司 最新研制成功的新抗氧化剂，以及形成复合树脂提供适应混合优化的填充

材料、包括酸清除剂和抗氧化剂,用于聚乙烯复合母料的组成、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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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聚合物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Composition, useful for producing e.g. fabrics, films and 
tapes, comprises polymer susceptible to gas fading, phenolic antioxidant, phosphite stabilizer 
e.g. bis(2,4-dicumylphenyl)pentaerythritol diphosphite, and hydroxyl amine stabilizer)酚类抗

氧化剂工艺配方,用于生产成型、挤压,或旋转塑料制品如面料、薄膜和汽车零部件。国际优

秀酚类抗氧化剂，制备方法。

日本住友最新研制成功的(Aqueous dispersion liquid for e.g. molded product e.g. motor 
vehicle component, is obtained by dispersing polyamide-type rubber elastic component 
containing specified amount of hindered phenolic antioxidant, in dispersion liquid)受阻酚类抗

氧化剂水分散液,用于模制产品如汽车组件，具有良好的耐热性、耐久性、抗拉强度和伸长

率,即使长时间加热。

日本最新研制成功的(Butylidene-type compound used as antioxidant for e.g. synthetic rubber, 
comprises N,N-diethylhydroxylamine, and has specified purity and hue)Butylidene-type化合

物作为抗氧化剂，用于塑料橡胶,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色相和纯度高。)

精工化学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p-diphenylamine derivative used as antioxidant or 
anti-aging agent and prevents appearance aggravation such as coloring caused by volatilization 
or extraction of additive component)新衍生物用作抗氧化剂或抗衰老剂,耐热性能对聚合物

或橡胶化合物很长一段时间,并防止出现恶化,如着色添加剂的挥发等。新衍生物用作抗氧

化剂化学结构、制备工艺、配方、合成方法等。

北欧化工（Borealis）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a combination of additives comprising two of 
6-hydroxy benzopyran derivative, phenol derivative, or carbon black, for reducing taste and/or 
odor in a polyolefin composition)包括以下至少两个化合物:6-hydroxy benzopyran衍生物的

抗氧化剂;果显著减少的味道和气味,同时保持理想的和优越的机械性能,制造过程简单,且成

本低。详细描述—减少味道和气味聚烯烃组成、添加剂的组合，工艺配方等。

日本住友最新研制成功的(Granular formulation, useful for producing thermoplastic polymer 
composition, comprises 3,9-bis(2-(3-(3-tert-butyl-4-hydroxy-5-methylphenyl)propionyloxy)-
1,1-dimethylethyl)-tetraoxaspiro-undecane and a compound having a hindered amine)包含抗

氧化剂的颗粒配方,用于生产热塑性聚合物组成,，优势—形状的颗粒配方很好保护高温下

稳定的气氛。颗粒配方带来稳定与热塑性聚合物光和热,而不会导致除尘的问题。详细描

述——颗粒配方、制备方法以及产品应用等。

日本住友最新研制成功的最新研制成功的(Producing granular composition useful for 
imparting anti-oxidant properties, involves stirring and granulating mixture of phenol 
compound and binder to obtain granular agglomerate, and cracking granular agglomerate at 
specific temperature)生产颗粒成分用于抗氧化性能,包括搅拌和成粒混合酚化合物和粘合剂

获得颗粒结块,在特定温度和裂化颗粒结块，粒度不大于5毫米。优势—提供了颗粒可以降

低生产过程维护;实现的改进生产力;防止热降解和氧化降解。详细描述—生产颗粒成分：

搅拌和混合造粒、酚化合物的公式、粘结剂、获得颗粒结块性能优异。

CHEM FAB BUDENHEIM OETKER R A 德国最新研制成功的(Composition useful as 
oxygen sapping component in plastic parts, comprises plastic matrix, an acid-activatable metal 
component comprising aluminum, magnesium, zinc, copper, iron, tin, cobalt or manganese and 
at least one acid carrier)优秀抗氧化剂，用于塑料零件,包括塑料、最好是在食品包装。优

势—确保高而持久的保护产品和包装材料。详细描述塑料的添加剂系列配方制备方法。

德国最新研制成功的(Pigment granules, useful e.g. for the pigmentation of powder coatings 
and plastics, comprises a platelet-shaped effect pigment, polymer particles, polymer particle 
mixtures, an adhesive agent, an antioxidant and optionally additives)含有抗氧化剂和添加剂

色素颗粒的配方及制备方法,用于如粉末涂料和塑料的色素,色素颗粒可用于生产批次结合

塑料与塑料粉末或颗粒。优势-色素颗粒:无尘和自由流动。详细描述—聚合物粒子,胶剂、

抗氧化剂和添加剂配方和制备方法。

最新研制成功的辅助抗氧剂及其制备方法与提高其抗水解稳定性的方法。剂具有优异的色

泽稳定性及抗水解稳定性、 性价比高、与其它光稳定剂如二苯甲酮、苯并三唑共用具有良

好的协同效应。

最新研制成功的制备双酚单羧酸酯化合物抗氧剂产品的工艺方法，主要用于合成橡胶、聚

烯烃塑料、工程塑料等高分子材料中。具有生产工艺简单、产品收率高、质量好、便于工业

化生产的特点。可满足对颜色要求较高的高分子材料的使用。

最新研制成功的橡胶抗氧剂KL的生产方法，采用新型催化剂后大大节省了催化剂的用量，

提高了原料利用率，也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溶剂回收循环利用，能耗低，生产过程中无废

气废水产生，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抗氧剂KL的合成过程中原料转化率大于96％，烃化聚酚

(KL)产品各项质量指标均达到了美国国家质量标准。

最新研制成功的乳液型复合抗氧剂的制备方法。合成固体含量在53～56％，pH＝7～11，粘

度≤1200mpa.s的复合抗型氧剂水乳液，其具有优良的抗氧化性质，且粘度低分散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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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国际塑料助剂-光稳定剂制造最新技术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项目数量】	 138项	国际国内新技术
【资料页数】	 3681页（容量：343MB）
【文件格式】	 中英日韩德等文字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U盘数据（因数据量大）

【价格】	2380元

	 本专集收录国际最优秀的全球化学公司最新塑料助剂-光
稳定剂最新产品、制备工艺、配方等原文技术资料。以及国内
优秀技术全文技术资料精选汇编。

	 本专集用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发展高附加值产
品，也是掌握国际先进配方的最佳选择，企业必备资料！

国际新技术工艺配方部分介绍

05.《国际塑料助剂-抗氧化剂制造最新技术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项目数量】	 112项	国际国内新技术
【资料页数】	 1731页（容量：181MB）
【文件格式】	 中文	英文等PDF文档

【资料形式】		提供U盘数据（因数据量大）

【价格】	2380元

	 本专集收录国际最优秀的全球化学公司最新塑料助剂-抗
氧化剂最新产品、制备工艺、配方等原文技术资料。以及国内
优秀技术全文技术资料精选汇编。

	 本专集用于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发展高附加值产
品，也是掌握国际先进配方的最佳选择，企业必备资料！

国际新技术工艺配方部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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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KYOWA CHEM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Flame retardant for resin composition used for molded 
article, consists of magnesium hydroxide particles, primary coating layer containing specified 
inorganic compound, and secondary coating layer containing specified organic compound)由氢氧

化镁颗粒组成树脂阻燃剂,表面处理剂配方（包含有机化合物从较高的脂肪酸,其金属盐,更高的

多元醇脂肪酸酯、磷酸酯、其盐、阴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硅烷偶联剂,钛酸酯偶联剂,铝酸盐偶联

剂、有机硅烷化合物,硅氧烷化合物和有机硅氮烷化合物)。使用-阻燃剂用于树脂组成型电缆用

于户外。优势——表面处理阻燃剂有良好的加工性能和可分散性,并提供树脂成分具有优良的

硬度、抗拉强度、磨损特性和耐酸性。

BRIDGESTONE CORP全球500强企业、世界3大轮胎生产商之一株式会社普利司通集团新

研制成功的(Rubber crawler used as driving components for e.g. agricultural machines, contains 
rubber composition containing specified amount of sulfenamide-based vulcanization accelerator, 
cobalt-containing compound, sulfur and rubber components)塑料橡胶履带用,硫化促进剂,附着力

促进剂、偶联剂化合物、塑料橡胶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工作性和外观。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OMYA DEV AG欧亚集团（OMYA）于1884年始建于瑞士，至今有120多年的悠久历史。其子公
司遍布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36家工厂及办事处。欧亚集团的传统产品为重质碳酸钙，
广泛应用于塑料、油漆、橡胶、涂料等领域。最新研制成功的(Manufacturing surface-treated 
compacted material involves subsequently feeding primary powder material and molten surface 
treatment polymer into high speed mixer unit of cylindrical treatment chamber; and transferring it 
to cooling unit)重质碳酸钙表面处理剂（偶联剂）配方、制备方法,表面处理材料作为添加剂在

制造热塑性聚合物过程应用;用于生产吹膜,薄片,异型材、挤压管道、档案、电缆纤维;用于用于

聚合物,如低密度聚乙烯(LDPE),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LDPE)、高密度聚乙烯HDPE,聚丙烯(PP)
如聚丙烯均聚物、聚苯乙烯(PS)、高抗冲聚苯乙烯和聚丙烯酸酯。优势—使用极低浓度的表面

处理的产品,即表面处理聚合物和表面处理剂,减少负面影响热塑性聚合物和增加兼容性。低成

本的制造过程。国际最优秀、最领先的塑料添加剂配方、制备方法及产品应用。

PREMIX OY 欧洲领先的导电塑料生产商Premix Oy公司， Premix Oy公司总部在芬兰，从
1983开始研发生产炭黑型导电聚合物，其公司由于优异的炭黑分散技术而在该领域具有很高
的知名度。最新研制成功的(Production of filler material used for dispersing in polymer material, 
comprises obtaining basic filler with carrier particles having titanate, stannate or zirconium oxide, 
and coating by organic acid, alcohol, thiol or silane)填充材料表面处理方法处理剂，用于生产高

分子材料分散材料,包括获得基本填料与载体颗粒钛酸,锡酸或氧化锆涂层的有机酸、醇、硫醇

或硅烷。生产填充材料用于分散在高分子材料高介电常数的聚合物。如天线、移动终端材料。

优势—具有高介电常数、低正切值损失。详细描述—生产填充材料包括氧化钛锶钡(BaxSr1-
xTiO3)、氧化钛镁(Mg2TiO4),钛酸铋(Bi2(TiO3)3),涂层载体粒子由有机酸、醇、硫醇或硅烷表

面处理剂处理方法、工艺配方。

道康宁东丽（日本）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hydrolyzable group-containing organosilicon 
compound used as adhesion imparting agent, silane coupling agent, and intermediate for 
introducing hydrolyzable group in compounds)新可水解的包含有机硅化合物的制备方法，用于

硅烷偶联剂和中间体，有效降低模数、增加伸长率。

BASF SE全球化工巴斯夫最新研制成功的(Mixture useful as flame retardant in polyurethane 
comprises metal hydroxide at least surrounded by coating, flame retardant comprising derivative of 
phosphoric acid, phosphonic acid, or phosphinic acid, and hydrotalcite, or phyllosilicate)包括金属

氢氧化物包围涂料（偶联剂）配方、制备方法，有用的混合物作为阻燃剂，用作阻燃热塑性聚氨

酯,用于生产电缆护套。不仅改善机械强度值,而且改善的抗老化性,和阻燃性属性也有所改善。

涂层（偶联剂）不影响热塑性聚氨酯的阻燃性属性。详细工艺、配方、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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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 道康宁公司是是有机硅产品行业的全球领先企业，也是国际最大的偶联剂制造商
之一，产品行销全球，最新研制成功的(Modifying surface of carbon based filler used e.g. 
to improve adhesion of filler to e.g. elastomer, comprises treating carbon based filler with 
compound containing amine containing hydrocarbyl moieties or hydrocarbyl moieties)新偶

联剂配方及制备方法，用于改善粘附或耦合的烃聚合物填料,弹性体,热固性,氟碳聚合物,
甲硅烷基包含(co)聚合物或有机硅聚合物(声称);在有机硅聚合物,有机硅弹性体,硅胶橡

胶、树脂、密封剂、粘合剂、涂料。优势——表现出优秀的改进的物理性质，包括：改善

导热、阻燃性、抗拉强度、减少裂纹故障在聚合物/填料界面,导电性和热稳定性。详细描

述—偶联剂配方、制备方法、产品应用等等。

SHIKOKU CHEM CORP 四国化成工業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Coupling agent used 
for resin composition for carcass, belt, bead and tread of tire, contains fused heterocyclic 
aromatic compound)包含稠杂环芳香族化合物新偶联剂，用于树脂橡胶,使偶联剂用于树

脂成分和轮胎的胎面。优势—偶联剂降低了轮胎滚动阻力,和优秀的湿性能,控制和降低燃

料消耗性能。橡胶成分含有偶联剂具有良好的和易性和强化属性。优秀国际新技术。

DU PONT DE NEMOURS&CO E I 美国杜邦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Polymer composition 
used in shaped article comprises treated inorganic particle containing inorganic core particle, 
first treatment of silicon compound added in single step, and second treatment of a co-
precipitated zinc oxide and alumina)用于无机核心粒子聚合物合成使用的偶联剂及处理方

法,作为色母粒形成,应用油管、管、涂料或薄膜。优势——改善和提高抗菌性能，提高了

透明度和粘度。表面处理有机处理剂的制备方法、配方。

IMERYS MINERALS LTD英格瓷矿业公司 是一家世界一流的白色染料生产商，生产高

岭土、研磨碳酸钙（GCC）和沉淀碳酸钙（PCC）。最新研制成功的(Recycling polymer 
waste material for manufacturing article involves cleaning waste polymer; and combining 
the waste polymer and functional filler containing inorganic particulate and coating including 
terminating propanoic/ethylenic group)回收聚合物废弃物制造方法，涂层表面的无机颗粒

的处理剂（偶联改性剂）配方和制备方法。无机填料功能填料的处理方法。

RHODIA 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Use of a phosphinate compound, an optionally in a 
polymerized form, in an elastomer composition of an inorganic filler, in elastomer 
composition which is useful in solid article preferably a tire)用于弹性体组合物的新的偶联

剂,以及弹性体组成的无机填料,特别是用于轮胎如重型车辆的轮胎;作为偶联剂与无机填

充剂之间的弹性体。详细描述新偶联剂配方、工艺和制备方法、产品应用等。

GUNEI CHEM IND CO LTD (GUNE-Non-standard);  GUNEI KAGAKU KOGYO KK 
(GUNE-Non-standard)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Resin-coated silica for rubber composition used 
for tire, contains silica coated with coating material containing phenol and another coating 
material containing novolak-type phenolic resin, curing agent and/or resol-type phenolic 
resin)解决二氧化硅粒子在塑料橡胶中分散性不良的新偶联剂配方和制备方法，包含二氧

化硅涂层材料的配方、制备方法。用途：橡胶履带、防振橡胶、软管、垫和栅栏的海洋。

优势—混炼性良好，具有良好的硬度和强度。使用橡胶轮胎形成的组合使有利的平衡转

向稳定和提高燃油效率的汽车由于降低轮胎的滚动阻力。优秀的偶联剂配方、制备方法。

日本NOF公司（日油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thioether-containing alkoxysilane 
derivative used for adherence improving agent)对无机基材的附着性改善效果优异的新的

含硫醚的烷氧基硅烷衍生物的新偶联剂，能够在少量添加的情况下获得高附着性。能够

改善树脂与无机材料间的附着性，如：纤维增强塑料)、FRTP( 纤维增强热塑性塑料)、树

脂混凝土、人造大理石、塑料磁体、橡胶磁体、磁带之类。含硫醚的烷氧基硅烷衍生物的

新偶联剂制备方法。

●

●

●

●

●

●

●

TRONOX LLC 特诺(Tronox Incorporated)是以极高的姿态进入化工世界的，其钛白
粉产品品牌名为TRONOX，年销售额约30亿美元号称是钛白行业的“巨无霸”。最新研制

成功的(Forming titanium dioxide pigment involves forming titanium dioxide particles into 
agglomerates in agglomerator, mixing with hydrophobic, organic treating agent by spraying 
on particles in agglomerator, and agglomerating to form agglomerates)二氧化钛表面处理剂

（偶联剂），配方、工艺及生产方法、处理方法，用于聚合物成分包括聚烯烃、聚氯乙烯

(PVC)和聚碳酸酯(工程塑料)组成。优势—二氧化钛粒子团聚体处理由疏水有机处理剂,
显示改善二氧化钛颜料粒子的加工性能没有影响二氧化钛颜料的流变特性;减少尘污、改

善二氧化钛颜料流动特性。国际优秀领先技术配方、制备方法。

台湾俊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精于通讯业应用之改性高分子材料的研发，最新研

制成功的(Thermally conductive flame-retarded plastic composition used e.g. in electronic 
components, circuit boards or diode, comprises polyolefin, thermoplastic elastomer, thermally 
conductive filler, flame retardant filler and coupling agent)导热阻燃塑料，包括聚烯烃、热

塑性弹性体、导热填料、阻燃填料、偶联剂配方及应用。使用——导热阻燃塑料：电子元

器件、电路板、二极管或制造LED照明、家用电器。优势—导热阻燃塑料、导热系数大于1 
Watts/m-K,熔融指数大于 0.5 g/10 minute,表面电阻高于1 e + 9ω/平方,热挠曲温度高于105

摄氏度和易燃性等级比UL94 V1(塑料可燃性标准)。包括注塑、挤出、热成型。

FUJI 日本富士施乐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Silica particles, useful as an additive component 
or a main component of toners, cosmetics, rubber, abrading agents, to enhance the strength 
of resin, to enhance the flowability of powder, or to suppress packing)二氧化硅粒子表面处

理剂,提高了树脂的强度,提高二氧化硅粉末的流动性,优秀的配方及制备方法。

LION COPOLYMER LLC全球领先的美国狮子化学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Functionalized 
silica useful for blending with organic polymers and in wet polymer silica masterbatch for 
rubber composition, comprises dry precipitated silica and silane coupling agents which are 
organosilicon derived from organic silanes)硅烷偶联剂配方、功能化二氧化硅制法，用于混

合与有机聚合物和聚合物硅色母粒，湿橡胶组成,包括干沉淀二氧化硅和硅烷偶联剂的有

机硅来自有机硅烷。用于轮胎和内胎、传送带、鞋类、电缆、橡胶软管。

KOREA INST SCI&TECHNOLOGY 韩国科学技术院最新研制成功的(Functional 
reinforcing filler used in rubber composition such as tire comprises inorganic particles having 
a surface modified by an organic silanepolyol obtained by hydrolyzing an organic alkoxy 
silane compound)无机粒子表面改性的有机烷氧基硅烷化合物制备方法。功能补强剂用于

橡胶成分,如轮胎,选择汽车传送带、输送带、涂料滚筒。优势——功能增强填料具有疏水

性和反应性。具有优良的物理性能

美国HYBRID PLASTICS公司最新研制成功的(Modification of surface or interfacial properties 
of material, particularly dispersing particulate into polymer by incorporating nanostructured 
chemical (e.g. polyhedral oligomeric silsesquioxanes) with polymer or particulate material)高
性能偶联剂配方及制备方法，产品应用，用于丙烯酸、碳酸盐、环氧树脂、酯、硅树脂、

聚烯烃、聚醚、聚酯、聚碳酸酯。微粒包括金属、金属合金、氧化物、陶瓷、陶瓷合金、

超小型电子管,纳米管,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MOMENTIVE 迈图高新材料集团，全球第二大的有机硅产品及其关联产品的生产商

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自行研制的聚氯乙烯、有机硅等原材料已成功在美国、日本、
荷兰、韩国、新加坡、中国（含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销售网络。

最新研制成功的(New organosilicon compound for silane coupling agent, surfactant, fiber 
treatment agent, adhesive agent, coating-material additive, and polymeric modifier contains 
amino group and protected hydroxyl group)新有机硅复合硅烷偶联剂配方、作为表面活性

剂、纤维处理剂、粘合剂、涂料添加剂、较高的机械特性、耐热性。

株式会社白石中央研究所最新研制成功的(Surface treatment of calcium carbonate used for 
polymer composition, involves performing surface-treatment of calcium carbonate surface 
with condensed phosphoric acid and silane-type processing agent)碳酸钙表面处理剂，用于

聚合物组成,具有良好的可分散性和力学性能。详细描述—碳酸钙表面处理剂配方制法。

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最新研制成功的(Surface-treated inorganic powder for, e.g. 
cosmetics, is surface-treated by organopolysiloxane obtained by hydrolyzing/polycondensing 
organosilicon compounds (partial-hydrolysis condensate) using liquid catalyst used as 
separation state)无机粉末有机硅化合物表面处理剂（偶联剂）,无机粉具有良好的贮存稳

定性和热稳定性。表面处理剂配方、制备方法。

还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台湾以及大陆的更多优秀新技术制备工艺、配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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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国内领先技术 绿色环保安全 性能稳定 高性价比 最新配方展现新配方 
模仿创新 重要情报资料

2014高性能印染助剂、整理剂制造新技术工艺配方汇编

资料一、《2014纺织印染前处理剂制造新技术配方资料汇编》

目前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而言，低碳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发展的重要
方式正贯穿于整个纺织行业，它是以低消耗、低污染和低排放的理念为基础，以
节约能源技术和减少排放技术的革新为核心的。

纺织品在染整加工过程中的气体排放、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等是行业最
终对产品环境影响综合评定的最根本依据。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强制或是自愿
性的法规或市场限制，例如要求产品标识碳足迹等信息。因此，对于整个染整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减量法则”，就是要求用最少的资源消耗获
得最大的产品功能。

对于当前的染整企业，进行低碳染整的直接好处不仅仅是提高了产品的环
境价值，而且降低了能耗、物耗和排放，也就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国家颁布的
“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染整行业将把织物高效短流程前
处理新技术做为今后几年的重点研发和推广工作，到2015年，前处理新技术将完

成产业化研发，并在行业中推广。

为了帮助国内企业获取印染纺织助剂最新技术、新产品制造工艺配方、产

业前景分析技术资料，迅速发展和转移产品重点。北京恒志信科技发展公司收集

整理了本期最新技术资料。

资料详细地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术领域、现有市场产品技术分析、新产品

发明的市场背景、新产品制作的主要技术原理、实现该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原

料配方、具体实施例、以及该项目的研制单位名称、通信地址、研制时间等。

资料分两种形式提供：

1、光盘电子版（电脑、手机、iPad均可阅读）

2、资料合订本（大16开装订成册，方便阅读）

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阅读习惯选择购买

据有关资料介绍，棉织物漂白和洗涤耗水量占印染加工

总耗水量的75%，但COD值只占5%，污染负荷为8%，织物印染

加工存在的“三高”(能耗高、水耗高和废水COD值高)问题，与

目前普遍使用的烧碱前处理工艺有关。因此，研究和推广节

能减排的低温低碱短流程新产品、新工艺成为当务之急。

本资料重点收录了国际国内纺织印染前处理制造工艺配

方全中文技术资料，包括：日本花王株式会社等公司、国内大

学、科研单位、印染助剂生产企业的最新专利技术资料，涉及

优秀前处理剂新技术配方和生产工艺，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

术特点、现有市场产品分析、新产品发明的市场背景、制作该

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原料配方、具体操作实施例、产品性能

测试数据等等。

国内最新研发一种固体低温练漂助剂，由表面活性剂、双氧水活化

剂、漂白增效剂、螯合剂、双氧水稳定剂、消泡剂、填充剂混合而

成。这种一剂型低温练漂助剂可以用于棉或棉混纺针织物或棉散

纤维60℃的低温浴中练漂，用于棉或棉混纺纱线80℃的低温浴中练

漂；用于棉织物冷轧堆处理。包装、运输方便；可替代精练剂、双

氧水活化剂、螯合剂、增白剂、氧漂稳定剂等三种以上助剂，投料、

加工方便；助剂适用工艺广，适用于浴中练漂及冷轧堆工艺。

   资料详细描述了该助剂的制造工艺方法、配方和产品性能检测

数据等等。是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秀技术。

最新研发成功由多种乳化能力极强的表面活性剂复配而成低温精

炼剂，能够降低煮练液的表面张力、提高碱液的渗透性和棉纤维的

润湿性，煮练过程中的膨化水解物充分乳化并最大限度的增加其

在水中的溶解度，从而提高正反应速率，降低煮练温度，使煮练效

果大大增强；主要优点：

  1、由常规工艺要求的98℃降低到80℃对于比较纤薄的织物，甚至

只需常温堆置、热水洗两步操作即可。

  2、将常规前处理中的退浆、煮练、漂白工序缩减为煮漂合一，

使针织物的前处理时间缩短29min以上、梭织物的前处理时间缩短

40min以上；

  3、同时具有双氧水稳定剂、碱剂、螯合分散剂和精炼渗透剂等多

种功效，代替常规退煮漂工艺中大量使用的烧碱等辅助助剂，使每吨

针织布加工成本降低81.52元，每万米梭织物节约成本671.12元;

  4、有效改善煮漂后半制品的品质，具体表现在:织物白度达到

76.5%以上、瞬时毛效≤5sec (中薄品种毛效≤ 2.5sec)、30min毛效

≥ 8.5cm (中薄品种毛效≥ 11cm),与传统工艺基本相当，强力损失≤

12.6% (远远低于常规退煮漂的强力损失≤18~25%)；

  5、使用稳定性高，减少废水排放，降低其中的C0D/B0D值。

  资料详细描述了新低温精炼剂配方和制备方法，低温少碱短流

程前处理工艺方法，含碱量、渗透性、泡沫性、螯合力、对双氧水

的稳定性的对比测试数据，前处理工艺优化工艺，经济效益分析，

成本对比分析等等。

●

●

最新研发成功的低温活化漂白剂，与传统高温双氧水漂白方法相比较，

在达到良好漂白效果的前提下，将漂白温度从100℃降低至80℃以下，渐

少织物损伤，对印染业生态环保、节能降耗。新配方成本低、产效率高。

只需在50-70℃条件下处理，较原来的高温漂白配方的处理工艺能有效

降低能耗约20%的纯棉机织物的低温漂白工作液配方和制造方法。

新型固体低温前处理复合制剂配方，解决了目前精练酶存在的问题，可

以有效去除棉纤维中的棉蜡与棉籽壳，效果稳定、适用于各种深浅色的

棉针织物，可应用于采用酶氧一浴法工艺，将精练和漂白合二为一，简

化了工艺流程，无需高温处理。

新型环保型精练剂配方和制造方法，具有强渗透、高毛效等优点；前处

理中可加强净洗，提高毛效，在冷堆工艺和煮练工艺中优于同类产品。

最新研发一种纺织用新型精炼剂，保证织物的白度，缓冲液能够有效调

节精炼剂中的pH值，无需添加硫酸、醋酸进行调节，减少了水冲洗的次

数，防腐剂使得预处理后的织物具有一定的抗菌性，能抑制细菌、霉菌

等，并且阻燃添加剂使得预处理后的织物具有一定的阻燃性。资料详细

描述了该新型精炼剂的制造工艺方法、配方和产品性能检测数据等等。

解决现有常用的精练剂不耐浓碱，在碱性条件下渗透性不理想的新型

环保耐碱精练剂配方及其制备方法。

国内最新研发成功的高性能金属配合物添加剂，该添加剂添加到纺织品

常规练漂助剂中，可增加助剂的效率，用于使用双氧水作为漂白剂的前

处理工艺，可降低练漂温度，将织物练漂温度从95-100℃降至60-85℃，

甚至可降至更低温度，大大降低生产能耗，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资料

详细描述了该添加剂制造工艺方法、配方等等。

纺织品连续冷堆助剂及其制备方法，在温度35℃、时间50分钟的条件下

对棉、涤棉等梭织布在长车设备上进行连续式退煮漂一浴的前处理，

环保产品，不含有禁用化学物质，可以取代常规高温汽蒸前处理工艺。

国内最新研发成功的高效低泡环保型精练剂配方，耐碱性高，渗透快，

起泡性低，稳定性好，使用过程中，不易引起环境污染。

日本的仿丝、仿毛织物几乎达到了真丝和真毛织物的程度，这些都说明

碱减量处理是涤纶纤维织物加工中的重要工序。国内最新研发成功的

碱减量促进剂，耐碱性可达200-400g/L,生物降解性好，具有优异的乳

化、 分散和除油效果，能够适合平幅连续碱减量处理工艺的碱减量促

进剂配方和制备方法

最新研发成功的蚕丝织物冷堆前处理新型助剂，在有效的去除各种丝

胶杂质的同时对蚕丝的纤维损坏率可减少到0.6%以下。

渗透性和强碱性极强的新型耐碱精练渗透剂配方和制法，耐碱精练渗

透剂的耐碱性可达200g/l，渗透性和强碱性极强，生物降解性好，具有

优异的乳化、分散、除油及净洗效果，适用于棉、麻及混纺的前处理。

最新研发成功的用于羊毛物理细化的化学前处理剂配方和制造方法，

能够使羊毛大分子侧基充分膨化、迅速降低羊毛大分子之间的内应力，

能够生产出具有真丝般光泽、羊绒般手感的新型羊毛纤维。

新型涤纶机织物染前褪浆助剂配方，优点：新配方（涤纶染前褪浆同浴

剂）对涤纶织物进行染前处理，处理后半制品的白度、毛效、克重断裂

强力等完全达到染色、印花的工艺要求。且染色后的色牢度、手感、缩

水等物理指标均相同或高于传统工艺。其流程相当于传统工艺的1/2，

该技术克服了前处理工艺消耗高、效率低、污染大的缺点，具有工艺流

程短、综合成本低、节能环保的显著特点。

新型纳米茶皂素环保高效精炼剂配方，外观为淡黄色液体，阴离子/非离子

型，pH值11-12，配方合理、工艺先进，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棉、麻纱线及织物、

混纺纱线、混纺织物及针织物、机织物、巾被织物、家纺面料，非织造布等产

品的纺织前处理，具有耐高温、耐硬水、耐强碱(>200g/L)。有效去除棉籽

壳、蜡质、果胶、色素、油脂，杂质等。可替代传统烧碱工艺，与传统工艺比

较，可使纱线、织物，表面光泽、手感柔软，其白度、毛效、强力，有很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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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氧漂稳定剂配方及其应用，氧漂稳定剂，可最高限度地抑制无

效氧的分解，增加双氧水参与反应部分的比例。新型氧漂稳定剂配

制出来的一浴精练剂，进一步缩短了退煮漂工序的处理时间，降低了

用水、用电量，且经过处理的半制品品质优异。

采用五氧化二磷直接磷化法合成的高耐碱渗透剂，操作简单，反应

条件温和，这种研发的高耐碱湿布丝光渗透剂可用于棉、麻织物及

其混纺织物的湿布丝光工艺。

新型纺织品精练漂白用双氧水去除剂配方及其应用。新型纺织品精

练漂白用双氧水去除剂，为pH4-6，应用于棉针织或纱线的精练漂白

工艺中，与目前最为常见的过氧化氢酶去除过氧化氢工艺相比，在不

影响后续的活性染料染色前提下，合理地缩短工艺流程，有助于提

高生产效率，并显著减少用水和排水量，降低了生产成本。

新型用作棉及其混纺织物的前处理助剂的练漂剂配方、制造方法和

应用。练漂剂与双氧水并用，可达到精练漂白工序合并的良好效果。

处理后织物的品质优于传统工艺。整个工艺达到连续操作、低碱排

放、节水、节能、节时以及节省人力，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新型用作麻纱及麻类织物煮炼用漂白剂配方，可以有效降低麻纤维

损伤，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资源消耗，减少麻纱或坯布煮炼时加入的

前处理助剂用量。

新型用于机织物退染一浴工艺用的淡黄色乳液退浆剂配方，在机织

物退染一浴工艺的应用中具有优良的耐酸碱性能，并具有很好的 精

炼、乳化、除油、除顽污、除各种浆料等功效，无污染绿色环保，具

有节能减排和提高染织物染整效率的特点。

新型用于大豆蛋白质纤维筒子纱染色漂氧剂配方及其工艺方法。具

有白度高、纱线回缩小、色差小、成色均匀等特点。

将棉针织物的练漂处理从98℃降至60℃，在能耗上至少可以节省

53.7%以上，织物失重降低20%，残液COD减排8%，实现了在确保加

工质量的前提下，对纯棉针织物既节能又环保的练漂加工的用于棉

针织物超低温练漂的处理剂配方和制造方法。

新型棉织物短流程用前处理助剂，与100%双氧水协同使用，可以达

到良好的退浆、煮练和漂白效果。前处理工艺：将浓度为7.5～17.5g/

L新助剂与浓度为8～12g/L100%双氧水配制成工作液,经过两浸两

轧，经过汽蒸40～80min，水洗烘干。资料详细描述了该前处理助剂配

方和制造工艺方法、产品性能检测数据。

新型棉纤维冷堆处理助剂。助剂包括冷堆剂A和B，新助剂在常温下即可

完成对棉纤维的前处理，无需使用高温溶液进行处理，节省了大量的蒸

汽、水、电等资源，减少了污水排放，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印染前处理专用漂白剂配方，解决了现有技术中漂白剂稳定性不够，

导致漂白时间长时漂白效果差的缺点，其使用时工艺简单，条件友

好，所提供的印染处理用漂白剂更在保证效果的同时，更加廉价

高温和强碱下，仍保持较高除油除蜡能力，并且广泛应用于印染行

业的新型精炼剂配方和制造工艺方法

用于纺织品的短流程前处理新型练白剂，新练白剂将前处理工艺中

所需要的各种药品按照适当比例复配在一起，其使用后可以将传统

的前处理退浆、精炼、漂白三个工序缩短为退练漂一步发或先退浆

后练漂两步。该练白剂使用简单、节能降耗效果好、能源利用率高，

经济和社会效益良好。资料详细描述了新型练白剂，配方和制造工

艺方法、产品性能检测数据等。

能够实现有色羊绒的一浴二步法预媒脱色工艺和壳聚糖的改性助剂

配方和制造工艺方法、脱色工艺和产品性能检测数据等。

新型固体多功能前处理剂配方，解决了原技术所造成的印花渗透力差，

染色质量不高，布的制成率低等问题，同时提高了前处理工作效率，一步

到位提高织物的毛效和白度且环保、卫生，具有广泛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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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二、《2014织物染色助剂制造新技术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该资料收录的包括匀染剂、促进剂、固色剂、分散剂染

色助剂配方和制造工艺2014年最新专利技术的全中文资料，

包括：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术特点、现有市场产品分析、新

产品发明的市场背景、制作该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原料配

方、具体操作实施例、产品性能测试数据等等。

【技术背景和问题缺陷】目前较常用的几种羊毛低温染色方法，有

甲酸法、乙二醛，双氧水法、还原剂添加法等，虽有一定成效，但

成本高、污染严重或对羊毛纤维具有不同程度损伤等弊端。 

   低温染色80-90℃代替沸点染色不仅节约能源，而且对减少角

元纤维损伤，尤其是柔嫩的羊绒、兔毛、羊驼绒、羔羊毛等特种动

物纤维的保护有重要意义。【新技术】国内东华大学最新研制成功

一种毛织物染色助剂配方和制备方法和应用，新配方助剂可作用

于毛及其织物提高其对染料附着强度，染色温度低、操作简单、

染料附着力强、染料利用高效。经该助剂染色后的毛纺织物在染

色能力和机械强度上均有提高，染料分布更均匀，更稳定，新毛织

物染色助剂，可以直接作用于各类毛纺织物，省去了以往处理过程

中的化学试剂前处理，避免了环境污染。

【技术背景和问题缺陷】天然纤维的染色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牛仔

服饰的靛蓝染料染色中，由于靛蓝隐色体与纤维之间的亲和力低，

往往需要多次浸轧-氧化才能获得较高的染色深度；且残液染料、

助剂浓度较高，增加污水负担。真丝染色也因用到大量染色促进剂

(元明粉)来促进染料对纤维的上染而造成了废水处理的负担。因

此，如何提高染料的上染率和利用率，降低染浴中染料、助剂的残余

量，缩短染色工艺流程，对染色节能降耗，有积极意义 

【新技术配方】最新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天然纤维染色促进剂促进

剂，能够对棉、蚕丝等天然纤维进行阳离子改性，以有效提高染料

与天然纤维的亲和力，提高染料对天然纤维的上染率，缩短染色

工序，减少染色废水排放，稳定染色产品质量。采用新染色促进

剂进行改性后再染色，织物的得色率明显提高，染料的上染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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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提高，染浴中染料、助剂的残余量降低，染色工艺流程缩短，实用

性强。与传统染色方法比较，可节省染料用量15-30%，节省活性染料染

色促进剂元明粉用量50-80%。

用于聚酯纤维的高温匀染剂配方，其不仅使得聚酯纤维染色后的织物

色泽更加匀和、鲜艳，具有良好的匀染效果，而且可以改善聚酯纤维的

蓬松柔软感、抗静电性、平滑亲水性。

【技术背景分析和问题缺陷】阳离子染料色谱齐全、色泽鲜艳、染色工

艺比较简单、染色牢度优良，是腈纶和阳离子可染涤纶染色用的最佳染

料选择。当染色温度高于腈纶或阳离子可染涤纶的玻璃化温度时阳离

子染料上染腈纶或阳离子染料可染涤纶纤维的速率十分迅速，染色织

物很容易造成染色不匀，而现有染色的缓染剂不仅有浓烈的鱼腥味。且

使用不当易造成染色织物的得色较浅，影响染料利用率。  

【新技术】国内研制一种缓染剂新配方，解决了常规阳离子染料染色时

用1227含有苯扎氯铵，CTAB有浓烈的鱼腥味的缺点，制得产品质量与常

规工艺一致。只需加入0.02mmol/L即可达到与传统工艺一致染色效果。

新型面料促染剂配方，加入新促染剂后，只需五六分钟就开始上色，完

全上色时间也大大缩短，仅46-58min，具有良好的促进染色的效果。

新型尼龙面料染色剂配方，染色后，皂洗牢度在4.5-5.0级，染色剂不容

易被清洗，结合牢固，K/S值高达8.168，染色性能好。

环保型新型匀染剂配方，制得的新匀染剂具有良好的匀染性、缓染性、

移染性和分散性能，所染出的织物色泽纯正饱满，手感佳。

新型多功能高温除油匀染剂配方，主要借由稀土的助染性，得到除油功

能外，还具有匀染性、分散性、消色性及同步上染性等功能的复配剂，

所得织物色光纯正、丰满、手感佳等优点，提升了染色机织物的一等品

率，可以使除油和匀染同浴进行，其大大缩短了工艺流程，降低了生产

成本，还实现了节能减排的有益效果。

新型羊毛真丝专用匀染剂配方及其制备方法，新匀染剂可使羊毛和真

丝在染色时均匀上色，使其具有良好的匀染性，还可提高染料的上染

率；配方合理，对羊毛和真丝较温和，匀染后的羊毛可维持原有的纤维

强度，且可使染料上染率达80%。

【新技术】活性染料浸轧堆置染色用新型助剂配方，解决一般的活性染

料不耐碱，染料和碱不能同时存在于染液中，当采用织物浸轧染液后室温

堆置的染色方法进行生产时，产品质量稳定性差的问题。新助剂和活性

染料一起配制成染液，采用织物浸轧染液后直接进行室温堆置染色的工

艺进行染色时，具有染色一次成功率高，节能减排，产品稳定特点。

【新技术】新研制成功的亚麻织物活性染料阳离子染色助剂配方和制

备方法及应用，解决现有亚麻织物活性染料染色过程中染料上染率、

固色率低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由于染色过程中促染剂NaCl的使用、染

料上染率差和固色率低，因而在染液当中残留的大量染化料不仅造成了

染化料的浪费，大大增加了染色成本，而且还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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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新研制成功的涤纶长丝纤维染色匀染剂配方，适用于涤

纶长丝纤维染色一浴法工艺，省略了传统技术中染前退浆、漂底工

序，染后多次还原清洗的繁琐工序，并且一浴中匀染的重复性和稳

定性优异，所得织物的整体染色效果极佳，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降低了生产成本。

【新技术】新研制成功的在染色同时能够除去油剂和油污的涤纶织

物染色除油剂配方及其制备方法。涤纶织物染色除油剂的生物降解

性好，具有优异的渗透、乳化、分散、除油和防沾污等效果，直接将

除油剂加入到染色浴中，将除油染色这两道工序合为一道工序，达

到了在染色的同时能够除去油剂和油污目的，节约了水电汽及时间，

节能减排。

【新技术】新研制成功的耐碱耐高温低泡染色用渗透剂配方和生产

方法，涉及对纯棉或涤棉织物染色的低泡渗透剂的生产技术领域。

制成的低泡渗透剂用于纯棉或涤棉面料的染色中，具有可耐受210℃

的高温，在染整时能耐受的染液中NaOH的浓度为300g/L，可使染液不

分层，提高染色的均匀性和色牢度。

新羊毛的改性剂配方，改性后羊毛纤维对酸性媒介染料的染色性能

显著提升，提高染料的上染百分率及对媒染剂的吸附性能，减少染

色废水中的铬污染，实现羊毛纤维的低温低铬染色，还有效利用废

弃鸭毛角蛋白，改性后羊毛产品的服用性能得到改善。

一种新型选用价格低廉的氯酸盐作为硫化染料的氧化处理剂配方，

解决传统重铬酸钠氧化处理带来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且色牢度好、

亲水性好，给染色后处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氧化处理后不用重复

洗水及多次再皂洗调色光，解决了重铬酸钠氧化后因洗水不干净造

成布面酸味、手感粗糙、色光萎暗的问题。

新型羧基磺酸基木质素染料分散剂配方和制备方法，该分散剂具

较多磺酸基和羧基，较高分子量和较少酚羟基，可提高染料的分散

性，降低对偶氮染料的还原及对纤维的沾污性。

具有优异的缓染、移染和分散性能，适用于多种情形下的染色过程

等有益效果新型织物分散匀染剂配方和制备方法。

新型用于活性染料轧-烘-蒸染色的固色碱剂配方和制备方法，采

用三氯乙酸钠和三氯乙酸的混合物代替传统工艺中用到的碱剂对纤

维素纤维及其混纺或交织物进行轧-烘-蒸轧染工艺；制得的产品

颜色均匀，具有良好的耐洗牢度和耐摩擦牢度；新技术方案工艺简

单、便于操作，对设备无特殊要求，利用常规的轧染染色设备就可

进行大规模生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新型纤维染色专用减排透染剂配方，涉及既能减少染色残液中染料

含量、达到减少排污目的，又能使纤维染色牢度大大提高，达到提高

服用性能的的纤维染色专用减排透染剂。优点：一是能减少染色残液

中染料的含量，达到减少排污的目的，二是能使染料向纤维内部渗透，

提高色牢度，达到提高服用性能的目的，同时避免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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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料收录的包括印花助剂配方和制造工艺2014年最

新专利技术的全中文资料，包括：阐述了每个项目的技术特

点、现有市场产品分析、新产品发明的市场背景、制作该产品

的生产工艺过程、原料配方、具体操作实施例、产品性能测

试数据等等。

【技术背景分析和问题缺陷】现用分散染料织物印花过程中分散

印染料需用糊料等助剂为媒介，通过蒸化来发色，通过水洗工艺

将没有进入织物纤维里的分散染料、糊料等助剂全部洗去，因而

在水洗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分散染料的色水、糊料、助剂的污水

排出，造成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破坏性严重。据权威资料统计，

印花厂每加工一万米化纤面料，就要耗水250吨左右，其中90%是

色水、废水。而现在最有效的措施也仅仅是停留在减排、色水、污

水的后处理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我国是纺织印花、印染大

国同样也是污染排放大户；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纺织产品的扩大消

费，也阻碍了我国纺织印花、印染工业可持续有效的再发展。  

【新技术】国内最新研制用于分散染料免蒸洗印花工艺方法和印

花浆，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分散染料印花由于普遍使用蒸、洗工序

带来的新鲜水的浪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等问题。特点是：  

   1、只要按比例加入去离水、自来水、河水、分散染料经

高速搅拌增稠到适合印花的稠度即可直接印花。  

   2、印花后的全涤面料无需要象常规分散染料印花一

样再经蒸化发色，直接在烘干、发色、定型中就可完成发

色，染料发色呈现出的色彩纯度、明度，均比常规分散染料

印花后必须通过蒸化才能发色的色泽还要亮丽。  

   3、分散染料的用量明显减少。  

   4、无需按常规工艺进行水洗。  

   5、实现分散染料印花污水零排放。  

资料详细介绍这种印花浆的生产配方和工艺、分散染料免蒸洗印

花工艺步骤，实施例等等。

●

资料三、《2014织物印花助剂制造新技术工艺配方资料汇编》
【存在问题】目前印花合成增稠剂。聚丙烯酸盐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类，原

料来源丰富，产品吸水量大，增稠效果好，在国内外受到重视。但是聚丙

烯酸盐的增稠剂耐盐效果较差，与染料混合后其增稠性能很不理想，必

须增加增稠剂的用量，造成印花成本较高，同时印花效果也不尽满意。 

【新技术】国内最新研制耐盐性能稳定且效果较好的聚丙烯酸盐系增

稠剂配方，新配方既能满足纺织品涂料印花和分散染料印花的要求，又

具有高性价比的特点。能提高印花质量，且节省用量，降低成本。产品

达标（《纺织品色牢度试验耐摩擦色牢度》）

无甲醛涂料印花遮盖白浆配方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遮盖白浆包括

遮盖白浆专用粘合剂、高效螯合分散稳定剂和抗凝胶剂。产品可在棉、

麻、丝绸、涤纶及腈纶等各类纤维及其混纺或交织物的有色或白色织物

上罩印白色花纹，具有遮盖力强、无甲醛、不堵网、不反沾、牢度优良等

优点，可以用合成增稠剂增稠、存放稳定性好，还可加入一定量的色涂

料作为有色织物上的各种彩色罩印印花。

新型涂料印花增稠剂的合成方法。包括聚氨酯预聚物制备，聚氨酯-聚

丙烯酸复合乳液制备，复合乳液中滴加氨水调整pH等步骤。利用聚丙

烯酸良好的增稠能力和聚氨酯优良的抗渗化效果，采用互穿网络合成

技术，通过分步骤合成，精确控制反应条件，制备出一种新型高增稠能

力、高抗渗化效果涂料印花增稠剂。

新型绒类织物浮雕印花浆配方及制备方法，具有透明度好，高温不黄

变，牢度好，手感软，颜色鲜艳，无甲醛、无APEO，光泽好，生产工艺简

单。在绒类织物上印花，凹凸效果十分突出，花纹轮廓清晰光洁度好。

新型环保型聚丙烯酸酯涂料印花粘合剂配方和制备方法，新配方，无

甲醛释放；将其应用于涂料印花工艺中，能够提高涂料在织物上的附着

力，且不易堵网。经涂料印花后织物的干湿擦牢度达2级以上，皂洗后褪

色牢度达3级以上，粘色达4级以上。

新型水性涂料印花粘合剂配方和制备方法，在低温条件下焙烘，干摩

擦牢度，湿摩擦牢度，皂洗牢度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生产操作简单

易控制，并节能、环保。

环保型纺织品烫金印花浆用粘合剂乳液配方和制备方法，将该粘合剂配

置成烫金浆料，用于粘合织物烫金箔，解决市面上产品赌网操作性差，手

感硬，牢固度不佳洗水易失色、不环保等缺点。初粘性和持粘性优良，耐

水性好，可对不同纺织布料具有很好的粘着力，同时该胶粘剂内聚持粘力

好，环保无甲醛等毒性物质释放，无烷基酚类添加物。适用于手工或机械

印花的冷、热烫金工艺，易操作，手感柔软，无砂眼，成品率高。

涂料印花过程主要是借助于粘合剂成膜物质，将不溶于水、对织物无亲

和力和反应性的颜料固着在织物上，从而达到着色的目的，故粘合剂的性

能将直接影响印花成品的质量。然而该类材料在实际应用中仍存在一些

技术弱点，比如耐水性不够等。国内最新研制成功的耐水性强聚丙烯酸酯

涂料印花粘合剂，解决了现有技术问题。资料详细描述了耐水性强聚丙

烯酸酯涂料印花粘合剂制造工艺和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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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数码喷墨印花工艺中，粘合剂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织物的手感、

色泽和织物的各项色牢度。目前市场上用于涂料数码印花的粘合剂

质量残差不齐，普遍存在成膜耐水性差、手感差、冷脆热粘等问题。 

最新研制成功的环保型涂料印花粘合剂配方及其制备方法。用于特

深色印花，克服了现有特深色印花时耐摩擦牢度不足的问题。  

1、该粘合剂不含APEO、甲醛及难降解化合物等，环保无污染。  

2、可以实现低温焙烘(100-120℃)，不会对聚乳酸纤维带来强力损伤，

且由于粘合剂中改性聚硅氧烷的引入，印花织物的手感较为柔软。 

3、提高粘着性和产品色牢度，经检测，织物经多次水洗后，牢度还能

维持在5级。     

  资料详细描述了环保型涂料印花粘合剂配方及其制备方法、产品

性能数据分析以及生产实施例等。

新型印花糊料配方，与传统的印花糊料相比，具有渗透性好，得色量

高，白的沾污少，印花精度高的效果，大大改善了活性染料印花性能，

改善印花糊料的流变性能，工艺流程简单，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

和印花废水减少。用于纤维素纤维包括:棉纤维(织物)，粘胶纤维(织

物)，各种麻纤维(织物)。印花后的织物具有布面整洁、织物滑爽、织物

风格及手感极佳的优点。

纺织品用活性染料冷转移印花新型粘合剂配方及其制备方法。该粘

合剂将活性染料图案牢固的粘附在PET薄膜离型基材上、耐干擦，同

时在湿润的条件下迅速溶解，将活性染料图案转印到纺织品表面，具

有常温速干，耐干擦，成膜后水溶的特点。

涂料印花低温粘合剂配方，使用聚酯丙烯酸酯为基材，添加多种单

体，得到的粘合剂低温固化且固化速度快，柔韧性佳、低粘度、光泽

高、流平性好、附着力强，对各种面料都有良好的粘着力，牢度高。

新型涂料印花粘合剂配方，采用氧化石墨烯改性聚丙烯酸酯制备，该

涂料印花粘合剂在粘合剂用量相同的条件下，氧化石墨烯的加入使印

花织物的干湿擦牢度提高，织物柔软度和水洗牢度基本不变。

印花织物浆料增稠剂配方，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很好的增稠作用和

高粘度；可以大大提高得色量，可以使涂料印花浆减少用量；对印花

织物的色光鲜艳度、刷洗牢固度和手感柔软性均无不良影响。

国内最新研制成功一种耐电解质性能稳定且效果好的聚丙烯酸盐增

稠剂，既能满足纺织品涂料印花、分散染料印花和活性染料印花的要

求，又具有高性价比的特点。资料详细描述了新型聚丙烯酸盐增稠剂

配方及其制备方法、产品性能数据分析以及生产实施例等。

新型液体有机硅消泡剂包括有机硅和乳化剂，乳化剂的用量为有机

硅的20%-50%。不仅能够在纺织印染过程发挥良好的消泡剂的作

用，并且提高了工艺中在无机盐、染料和酸碱环境中的稳定性和持续

性，提高了染整产品的质量。    

 资料详细描述了新型液体有机硅消泡剂及其制备方法、产品性能数

据分析以及生产实施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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