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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向无纺布和产业用纺织品市场提供乳液和
服务，以便......

......以区域技术服务、研
发、生产和客户服务中心为
依托为您提供支持与服务

......帮助您提升无纺布
的价值

......为您提供可再
生、可重复使用纤
维的粘接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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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乳液，湿纸巾、餐巾纸、过滤材
料或卫生巾将不可能是现在这样。它们是
生产无纺布/工程织物和纺织品不可或缺
的原材料。含有VINNAPAS®威耐实® 醋酸
乙烯酯-乙烯共聚物乳液的粘结剂不仅具
有出色的应用性能，还具有低气味和低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等特点，而
且在生产过程中未使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APEO）——我们只为客户提供良好的
产品。

纺织品和产业用无纺布
VINNAPAS®威耐实® 和VINNOL® 乳液有助
于改善阻燃性、尺寸稳定性、耐磨性和耐
洗性等性能。VINNAPAS®威耐实® 乳液与
另一种乳液以及与传统无纺布以及纺织品
添加剂的相容性确保可在很大范围内调整
使用性能。涂覆VINNOL® 乙烯-氯乙烯共
聚乳液的无纺布和纺织品可进行热封和高
频焊接处理，并具有良好的耐化学品性。

个人用无纺布
个人用无纺布用VINNAPAS®威耐实® 乳液
因其多用途性而著称。它们可赋予无纺布
出色的性能，例如：优良的干/湿强度、
柔软手感、尺寸稳定性、吸水性和耐溶剂
性，从而确保应用效果。

它们具有较高的皮肤和食品接触安全性，
因此是各种生活用品如桌布、湿纸巾和个
人卫生产品等的优选粘结剂。VINNAPAS®

威耐实® 乳液可通过各种常见工艺（例如
浸渍、喷涂、发泡等）应用到无纺布中，
为最终用户提供诸多好处。

有效提升无纺布和产业用纺织品的性能

VINNAPAS®威耐实® 和VINNOL® 是Wacker Chemie AG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通过技术支持帮助您提升产品性能

得益于广泛的价值优势
•  阻燃性
•  手感多样性
•  吸水性可控
•  优良的干/湿强度
•  蓬松到密实
•  可丢弃/可分散、耐久

•  可热封/不回粘
•  耐高温
•  低温柔韧性
•  耐候（紫外线、湿度、污染）
•  透气、吸水
•  易铺展

优良的干/湿强度

可控吸水性

多样性手感

阻燃性

•  可食品接触
•  耐磨性
•  干强度
•  耐洗性
•  尺寸稳定性
•  耐褪色性
•  溶剂稳定性

尽享我们无微不至的专业服务
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中心，可协助您开发新
产品配方或优化现有产品的性能参数。无论
是在我们的实验室开展分析测试，还是前往
您的生产基地提供实践支持，我们的专家都
将在各个生产环节为您提供协助。  

我们的服务包括：
• 有关技术和化学问题方面的建议
• 根据您的设备和应用要求设计个性化配方
• 产品开发支持
• 在美国和欧洲等地在气流成网非织造布试
   点生产线上进行产品测试
• 有关提高生产效率和削减成本方面的建议
• 分析性实验室工作
• 独立仓储和物流解决方案
• 电子商务解决方案



应用和性能一览

湿纸巾  
• 湿强度
• 可分散性
• 吸水性
• 柔软手感

桌布
• 易铺展
• 柔软手感
• 吸水性
• 可食品接触
• 可印刷性

女性卫生用品  
• 吸水性
• 防尘性

医疗应用 
• 可变吸收率
• 柔软手感
• 湿强度
• 耐磨性

桌布

女性卫生用品 医疗应用

湿纸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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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伙伴，本地解决方案

无论您在何处，瓦克都在您身边。我们的
技术专家遍及全球五大洲，他们以瓦克全
球知识网络为强大后盾，随时为您提供本
地化的技术服务。我们拥有超过75年的丰
富经验，并在极其广泛的应用和市场领域
积累了独特的专业技术知识，这些都将使
您受益匪浅。

瓦克将为您提供以下支持：
• 区域技术支持中心
• 遍布三大洲的研发中心
• 科隆、博格豪森、卡尔维特市、南京、
  蔚山等诸多生产基地
• 面向每位客户的专业客户服务团队

区域技术支持中心



让梦想照进现实是我们的专长

您的技术向导 
瓦克是全球高质量粘结剂和聚合物添加剂
供应商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瓦克
科学家一直致力于聚合物乳液的研究，并
从6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醋酸乙烯酯-乙烯
（VAE）共聚乳液。瓦克在北美、欧洲和
亚洲设有多个VAE共聚乳液的生产基地。

您的绿色源泉 
采用VINNAPAS®威耐实® 乳液和VINNOL®

乳液，可生产以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无
纺布。
采用合适的结构，由瓦克乳液制成的无纺
布还具有可降解和/或可分散特性。

您的创新伙伴
市场变幻莫测，提前把握未来趋势，是迈
向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知道如何顺势而
为，推出以市场为主导的产品则是另一大
关键因素。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
一直致力于将创意转化为创新成果，客户
可以享受三大优势：专业的人员、独特的
产品以及遍布全球的技术中心。这些技术
中心配备了先进的设备，并拥有经验丰富
的本地专家。他们不仅对您所在的市场了
如指掌，而且还可以充分利用超过25个
国家的其它技术中心和研发部门的丰富经
验。因此，您将享受到我们历经数十年建
立起来的庞大知识库。

欢迎随时与我们分享您的想法，请随时联
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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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中所列数据是基于我们当前所掌握的知识，但不免除用户在收到产品后对其进行仔细检查的义务。在技术进步或新开发的范围内，我们保留变更产品常数的权利。由于一些加工过程中无法
控制的条件，特别当使用其他公司的原材料时，本手册中的建议需经初步的实验验证。我们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免除用户检查是否有第三方侵权可能性的义务，如有必要，请阐明情形。无论是明示
还是暗示，资料中的建议并不构成对产品在特定应用下的有效性或通用性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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