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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字一个时代

本着“在线优先”原则，瓦克杂志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将在定稿后直接在 
瓦克网站上在线发表。网页采用响应式网站设计，即所有文章均可根据您的
终端设备自动调整版面。无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访问
www.wacker.com/magazine，均可查阅近几年瓦克杂志中的所有文章，网
页设计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还为您提供与主题相关的附加内容。

欢迎阅读瓦克杂志 
WWW.WACKER.COM/MAGAZINE

亲爱的读者：

一如本期封面已经透露：《WWW》正式更名为《WACKER Magazine》，

即“瓦克杂志”。

《WWW》全称“WACKER World Wide”，这个名字陪伴本刊读者

已有逾二十年之久。决定更换这一久已深入人心的名字有多方面的

考虑：

每个名字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1970 年，我们推出了名为

《Werk+Wirken》的客户期刊。【译注：Werk 一词多义，可指“工厂”，

亦可指“作品”；Wirken 意为“产生效果，发挥影响”】伴随九十年代

的全球化大潮涌起，这个名字仍未丧失其价值和魅力。 

1998 年，本刊更名为《WACKER World Wide》，缩写“WWW”  

—— 与万维网的缩写异曲同工。这一双关语义既体现出瓦克日益增

长的全球性影响力，又影射了当年方兴未艾的万维网技术及其刚刚

起步的商业化应用。瓦克以“WWW”来命名其客户期刊旨在表明自

己作为一家企业集团对万维网科技影响力的认识。

时至今日，万维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或缺如家常便饭。这一演变也让“WWW”这个名字日渐过时。

新名字《WACKER Magazine》以简洁的方式突出了“瓦克”这一

品牌，同时既适用于本刊的印刷版，也适用于网络版。欢迎访问本

刊主页 www.wacker.com/magazine，回顾印刷版以往发表的所有文

章，不仅方便查阅，而且还可以分享转发。

虽然名字变了，但本刊的宗旨未改 ——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客户

提供精彩、深入的新闻报道，紧密贴近客户，以瓦克产品出发，介

绍各种新型的创新应用。无论叫什么名字，无论以何种载体为平台，

瓦克客户期刊的内容永远丰富精彩，既面向专业技术人员，又兼顾

关注本行业发展的普通读者，五十年如一日！

瓦克杂志编辑部

瓦克数字媒体
瓦克通过各种印刷和数字媒体为您介绍公司概况、创新产品以及丰富多彩

的应用领域。 

收听音频您可在瓦克网站的播客中心直接收听众多音频
节目，或下载收听。www.wacker.com/podcast

瓦克在此为您提供更多资讯

您可在此下载瓦克资讯平台 APP 

www.wacker.com/square-app

即刻起，您可以通过瓦克资讯平台 App 查阅最新版的瓦克杂志以及我们
在过去十年出版的所有瓦克杂志。 

您可以在瓦克杂志的文章中添加个人笔记（可以手写）并通过内置的分 
享功能发送笔记。你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的离线访问功能，这样，即使没 
有网络连接，您也可以阅读整本杂志或其中选定的文章。更多信息请查阅
www.wacker.com/square-app 或扫描旁边的二维码安装该应用程序。 

瓦克资讯平台 APP

http://www.weibo.com/WackerChemie

http://i.youku.com/u/UMTMxNzQ0NTc2MA==

www.linkedin.com/company/wacker-chemie-ag

社交媒体

欢迎关注我们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博文，观看我们上传
在优酷的视频或通过领英（LinkedIn）与我们取得联系，及时
了解有关瓦克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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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全球
各地的几乎所有
行业和市场供应
高品质的特种化
学品，瓦克分散
化的业务架构在
新冠疫情中更显
优势。”

贺达博士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1.21  编者寄语 

勇于改变

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全球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不稳

定性！新冠疫情带来的这些挑战仍将伴随我们。而要应对这些挑战，决策者必须勇于改变且具备快速

行动和应变的能力。

瓦克历经百余年变革的历练，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对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再次证明了自

己的实力。瓦克分散化的业务架构也在此次危机中充分展示了其优势。瓦克为全球各地几乎所有行业

和市场提供高品质的特种化学品。其主要业务部门的世界市场份额均在业内名列前茅，而且在质量和

技术方面首屈一指。最新拓展的业务领域 —— 生物制剂，即代工生产药用蛋白，也在疫情的影响下

更加显露出发展潜力。

在过去的一年，瓦克因疫情造成的巨大不确定性而大幅减少了投资规模。今年，我们又重新加大

了投资。我们希望以此更好地满足市场对瓦克有机硅和聚合物产品的强劲需求，同时进一步巩固和扩

大瓦克在全球市场上的领先地位。瓦克的有机硅和醋酸乙烯酯 - 乙烯共聚物产品对于全球众多重要工业

领域都是开发创新性解决方案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同时它们也对瓦克实现增长和业务强劲发展起到了

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为贯彻落实特种产品发展战略，我们今年仅在我们最大的生产基地博格豪森就投资了约 1.5 亿欧

元，用以扩建有机硅产品的产能。目前我们正在农特里茨生产基地建造两套设备。设备建成后，我们

将可以为建筑应用、工业涂料以及胶粘剂和密封胶领域提供创新型的解决方案。在阿姆斯特丹生产基

地，我们也在投资建造新生产线，用于生产生物制剂、疫苗及活性微生物产品。在瓦克南京生产基地，

我们目前正在新建一套乳液反应器和一套可再分散乳胶粉的喷雾干燥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建筑应用

市场，建筑投资额占全球建筑投资总额的 20%。我们在南京的产能扩建项目有助于进一步巩固我们在

全球醋酸乙烯酯 - 乙烯基乳液及可再分散乳胶粉市场的领军地位。

通过这些投资项目，我们可以确保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特种产品，使客户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

更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产品和应用。在本期的瓦克杂志中，我们将为您介绍瓦克特种产品的部分应用案例。

祝您阅读愉快！

致以亲切的问候！

贺达博士（Dr. Christian Hartel）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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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图片

显示器和光学显示屏在其生命周期中，既
要承受机械载荷和热应力的考验，又要始终保
持良好的显示效果。针对这一需求，韩国瓦克
技术中心专门开发了一款透明有机硅树脂，它
可以粘合盖板玻璃和显示屏，并确保图像的对
比度和清晰度。

详见第 20 页

在此，您可以大致了解 
本期杂志的所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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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最新动态

Martin Oestreich 教授荣获 2021 年瓦克有机
硅奖 / DEHESIVE® eco 产品采用可再生原料制造。

应用

 42 食品技术
葡萄酒和起泡酒的瓶塞经过涂层处理后，将

更容易从酒瓶中拔出。针对这一需求，瓦克特别
研制出一种硅橡胶，能够满足法国香槟行业最为
严格的品质要求。 

 36 医疗技术
人造肠道出口和人造膀胱出口，简称造口，

需要粘贴在皮肤上，因而经常导致慢性刺激。Trio 
Healthcare 公司推出的多种透气性有机硅胶粘剂可
大大提高造口患者的生活质量。

 68 应用技术
干混砂浆的制造商关心其产品的凝结硬化特

性。瓦克与 UltraTest 公司合作开发出一款新型的
软件模块，通过测量超声波在砂浆凝结过程中的
传播来获取详细信息。

创新

 50 液体硅橡胶

自动化定量控制系统已经具备定时完成注射胰岛素等重
要药物的能力。它的核心是一台微型注射泵，注射泵采用专
门为此开发的特种硅橡胶制成，这种硅橡胶融合了附着力强
和滑动摩擦力低这两种看似不可兼得的特性。 

 74 移动式计算机

通过可移动的头戴计算机技术，Benjamin Rossbach 博
士引领客户和鉴定人虚拟访问博格豪森的瓦克技术中心。 
虽然疫情导致访客无法亲自到场，但他仍成功地展示了 
VINNAPAS® 威耐实 ® 粘结剂在建筑应用中的出色效果。

 58 太阳热能
采用有机硅作为光热发电站所需的热载体油，对气候保

护具有重要意义。光热发电站吸收的太阳能不仅可以用来发
电，而且还可以用作工业生产中的工艺用热。位于比利时的
两个发电站展示了这一成果。

解决方案

 28 伤口护理

有机硅伤口敷料不仅能够有效避免伤口干裂，温和贴敷
皮肤，且不会粘连伤口。而且，有机硅还能为伤口愈合创造
理想的环境。 



精彩的故事 
永远精彩

无论您在 
哪里读到
瓦克杂志为您加强阵容，向

您献上瓦克杂志“三重奏”，让您
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的沙发
上翻阅印刷版，在网上阅读增设
了多媒体内容的瓦克在线杂志，
或在路上使用我们的瓦克资讯平
台多媒体 APP 软件。

瓦克杂志，一如既往

欢迎阅读我们为您准备的来自化学世界的 

精彩故事、报道和文章，了解瓦克产品与服务的 

幕后人物，领略来自瓦克及您所在领域的 

令人惊奇、着迷的故事及背景信息。



当然你还可以尽享数字化出版物的优势

+ 借助主题过滤功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搜索

+ 交叉链接直接通往瓦克网站产品门户

+ 增设了视频、动画或播客的多媒体内容

www.wacker.com/magazine

www.wacker.com/square-app

您更喜欢以数字化方式 
获取信息？

我们的在线杂志和印刷版一样精美。我们为您提供 

终端设备全屏显示，让您可以轻松舒适地享受阅读。 

无论是用智能手机，还是用 4K 显示器，您都可以获得 

与印刷版一样的阅读体验。精美的图片，悦目的 

字体 ——  欢迎您阅读瓦克在线杂志 

www.wacker.com/magazine。

您经常出差？

那么，欢迎使用我们的移动版服务！现在您还可以使用 

瓦克资讯平台 APP 软件阅读瓦克杂志。在这里，您不仅可以

获取最新一期瓦克杂志的完整文件和其中单篇文章，您还可以进

入结构一目了然的杂志档案，以 PDF 或便于阅读的文本格式，

随时离线阅读。

您可以保存、分享、评论、标记、做笔记，各种功能一应俱全。

您对此很感兴趣？欢迎您了解和使用瓦克资讯平台

www.wacker.com/square-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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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盛顿特区

新一届美国政府立志要降低有害环

境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是于 2030 年 

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至 2005 年的一 

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能源行

业需要快速转型，在 2035 年以前达到 

碳中和。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数据，

美国 2020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

量中所占比例为 21%。2020 年现有风力

发电机的装机容量总和为 23 吉瓦。2021

年，风力发电在美国能源生产总量中所

占比例有望首次突破 10%。瓦克为能源

及电子技术行业提供前瞻性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可用来提高风力发电机叶片使

用寿命的抗冲击改性剂。 

2  科隆

新冠疫情在德国推动了 DIY 手工自制行业蓬

勃发展。疫情使许多人被困在家，花时间和精力

美化生活的意愿也随之增加。根据德国 DIY、建

筑和园林贸易协会（BHB）的调查统计，建材和

园艺市场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往年同期。较之 2019

年，2020 年的销售额增加了约 14%，总值超过

了 220 亿欧元。尤其是涂料和涂装工具以及园艺

用品，需求量尤为可观。瓦克的 VAE 乳液是涂 

料和干混砂浆生产所需的聚合物基料。基于有机

硅的接缝密封胶也是瓦克为该领域提供的产品 

之一。 

1.21  全球  瓦克全球

3

1

2

瓦克全球
瓦克的生产基地、应用技术中心、分公司和销售

代表处遍布全球五大洲。我们在此为您精选介绍瓦克
集团旗下四大业务部门的最新动态和精彩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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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家港

目前，市场对瓦克有机硅的需求量很高。为了提高产能，世界各地的瓦克

生产基地都在积极挖掘可用潜力。例如张家港生产基地用于生产单组分室温固

化硅橡胶的 RTV1 设备：2021 年 5 月，该生产基地创下新纪录，产量达到投产

15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批员工推迟休假，加班加点抓紧

生产。维修技术团队特别安排了 24 小时全天候值班，以及时完成各种紧迫的维

修工作，保障设备连续生产。供应链部门在制定计划时将相似的产品集中安排，

从而减少了换装频率，提高了设备产能。与此同时，为了保证供应，采购部门

提前从海外订购原材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五月，该设备实现的产能比设

计产能多 14%。 

5

博格豪森

多家重要的标签生产商

于 2020 年秋共同发起了一

个以离型纸为核心的循环利

用倡议 —— CELAB（自粘贴

标签循环经济）。该倡议致力

于创建回收系统和可持续循

环经济体系，以实现对涂层

纸废料的再利用。其目标是

在今后 5 年内实现将标签使用后剩余的离型涂层和离型纸的循环利用率

达到75%。目前，已有30家公司加盟CELAB倡议。除芬欧蓝泰标签（UPM 

Raflatac）、艾利丹尼森（Avery Dennison）、豪玛（Herma）等国际性标签

生产商外，瓦克等欧洲供应商也加入其中。瓦克以 DEHESIVE ® 为品牌

生产供离型纸涂层使用的有机硅离型剂。 

3

4  迪拜 

阿联酋环境变化与环境部于今年初联合当地大

学领导委员会（ULC）共同举办了一次以“确保本 

地建筑与涂料行业可持续发展性”为主题的绿色对

话（Green Talks）。阿联酋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部长

Abdullah Al Nuaimi 博士（图左）、ULC 秘书长 Nada  

Mourtada-Sabbah 博士等嘉宾出席了会议。总部位

于迪拜的瓦克化学（中东）公司是此次活动的赞助

方。瓦克化学（中东）公司总经理 Cyril Cisinski（图

右）担任活动司仪。在活动上，他还介绍了瓦克的

模型屋项目，向当地行政机关讲解了多种具有可持

续发展性的建筑施工技术。  

1.21  全球  瓦克全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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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克已开始在农特里茨生产基地动

工建造液体树脂生产厂。新生产

厂将为配制基于有机硅的建筑物

保护产品和外墙涂料和工业涂料用基料提供重

要上游产品。目前这些产品只在博格豪森生产

基地生产。新生产线配备有重要物料循环利用

系统，可进一步提高瓦克综合生产体系的经济

效益，预计将于 2022 年底投入使用。此次项

目投资额约为 3000 万欧元。

瓦克在配制许多有机硅特种产品时都需要

使用硅烷和液态树脂，例如，建筑物保护剂和

混凝土膏体防护剂中就含有此类具有憎水性的

有效成分，外墙涂料用基料、耐腐蚀防护涂料

和耐高温粉末涂料也同样如此。瓦克目前在博

格豪森生产基地的液体树脂生产厂生产这些助

剂。在那里，有机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与醇发生化学反应，转化为硅烷和液态树脂，

瓦克农特里茨生产基地
建造液体树脂生产厂 

瓦克将在农特里茨生产基地生产建筑物保护剂和基料的上游产品

集团最新动态

之后，硅烷和液态树脂在博格豪森和农特里茨

生产基地被继续加工成适用于建筑及涂料应用

的有机硅产品。 

未来，瓦克也将在农特里茨生产基地生产

上述配方组分，目前建筑工人正在农特里茨生

产基地的北区为新的液体树脂生产厂打地基，

该生产厂建成后将用于对甲基氯硅烷合成时产

生的产品做进一步加工。瓦克董事奥古斯特 ·威

廉姆斯先生表示：“决定今后也在农特里茨生

产硅烷和液态树脂，能够让我们更加灵活地顺

应客户的需求。” 

瓦克在农特里茨的生产基地和在博格豪森

的综合生产体系均可从这一投资项目中受益。

因市场对建筑物保护和涂料产品的需求强劲，

博格豪森的生产线已满负荷运行。“农特里茨

液体树脂生产厂能够循环利用物料，提高重要

中间产品的可利用率，从而进一步改善我们整

1.21  新闻  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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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特里茨新液体树
脂生产厂能实现重要物
料的循环利用，可进一
步确保生产建筑物保护
剂和基料所需上游产品
的供给。 

集团最新动态

个综合生产体系的供给保障。”威廉姆斯先生

强调，“这一新的部署能够大大增强我们应对

市场最新发展和变化的能力，也让我们能根据

市场需求建造新产品生产线。” 

近年来，随着建筑市场的蓬勃发展及其对

高品质工业用涂料的需求，市场对基于有机硅

的建筑产品和粘结剂的需求也不断增长。瓦克

有机硅业务部门总裁 Robert Gnann 博士表示： 

“我们这类特种化学品业务的利润很高。此项措

施表明了我们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在建筑保

护及涂料领域的市场地位的决心。”

农特里茨的液体树脂生产厂的工地位于生

产基地原来的罐区，离正在建设中的硅烷改性

聚合物车间不远。瓦克将从明年年底起在农特

里茨生产基地生产高效胶粘剂用硅烷改性聚合

物基料。瓦克在农特里茨生产基地采取的最新

投资举措创造了约 50 个新的工作岗位。 

1.21  新闻  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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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SIL® DADM 3240 E 是瓦克专门针对护发素、发膜和免洗应用开发的一款产品。  

瓦克开发的 BELSIL® DADM 3240 E 产品

可将两种有机硅转化为水基乳液。该油相物 

质含有一种氨端聚二甲基硅氧烷交联聚合物，

其网络结构中嵌有常规的聚二甲基硅氧烷（未

改性硅油）。这种交联聚合物形成的网状结 

构能够包住头发表面，起到保护作用，并确 

保有机硅护发物质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头发 

表面。 

瓦
克面向护发产品开发了一款新型

有机硅共聚乳液。只需使用少量 

BELSIL® DADM 3240 E，即可达

到非常显著的护理效果。该乳液由两种有机硅

组成，形成的网状结构可松散地包住发丝，达

到长时间护理和保护头发的目的，用于洗发水

配方，效果尤佳，同时也可提高护发素和免洗

产品的效果。

护发产品用高效有机硅乳液
只需使用少量BELSIL® DADM 3240 E，即可达到非常显著的护理效果

聚二甲基硅氧烷和交联聚合物结合使用起

来非常有效，即使是受损的粗糙头发，也会变

得柔顺，在潮湿和干燥的状态下都易于梳理，

与只含有非交联硅油的调理剂相比，有效护发

时间明显更长，可让经过调理的头发恢复健康、

自然的外观。 

BELSIL® DADM 3240 E适用于配制洗发水、

护发素及免洗产品。这种新型共聚乳液与洗发

1.21  新闻  最新动态



强强联手，效果更佳：瓦克的 BELSIL® DADM  
3240 E 有机硅共聚乳液由一种氨端聚二甲基硅氧
烷交联聚合物（橘色）和一种聚二甲基硅氧烷（黄
色）组成。其中，交联聚合物形成的网状结构（蓝
点）可包住头发，起到保护作用，在聚二甲基硅
氧烷的辅助下，使护发效果更加持久。  

水使用的各种常见护发表面活性剂兼容，且易

于加工。使用 BELSIL® DADM 3240 E 也不会降

低配方产品的粘度或洗发水的起泡性。 

这种共乳液即使在用量很少的情况下也非

常有效：在用不含硫酸盐的温和型表面活性剂

配制而成的洗发水中，该有机硅产品的含量只

需达到 0.8%，头发的柔顺度便可提高 35%，

比市场常见的基于聚二甲基硅氧烷乳液配制而

成的相应产品高出约 20 个百分点，效果是常规

有机硅乳液所无法企及的。

瓦克集团收购了一家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质粒 DNA 合同生产商 

瓦克于今年年初收购的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质粒 DNA 生产商 Genopis 公司

（CDMO）现正式易名瓦克生物技术（美国）有限公司（Wacker Biotech US Inc.）。 

“在瓦克全球生物制剂业务中负责生物医药部门的 Guido Seidel 博士表示：“将

Genopis易名瓦克生物技术（美国）公司是为了将该公司进一步融入瓦克集团。

子公司的名称也由此得以统一。瓦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瓦克生物技术（荷兰）

有限公司与瓦克生物技术（美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盟是生物制剂委托生产领

域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瓦克生物技术（美国）有限公司的 pDNA 技术与产品能够进一步丰富瓦克

的产品组合，为瓦克在生物制剂领域继续增长奠定基础。作为 CDMO 服务商，

瓦克生物技术（美国）有限公司同时也加强了瓦克在美国这个重要生物制剂市

场的实力。

瓦克于今年 2 月从位于韩国首尔的 Helixmith Co Ltd. 和 Medivate Partners 

LLC 两家公司收购了医药合同生产商 Genopis 公司的全部股份。该公司创建于

2018 年，拥有员工约 40 名，在按照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生产 pDNA 领

域拥有丰富的经验。pDNA 可直接用于基于核酸的基因疗法和疫苗，也可作为

创新性治疗药剂的基础原料用于生产信使核糖核酸（mRNA）等。信使核糖核

酸是生产新型新冠疫苗的基础，这类新型疫苗在过去几个月获得生产许可。

GENOPIS 现易名 
瓦克生物技术（美国）公司

13

1.21  新闻  最新动态



瓦
克专为护肤品和彩妆应用开发 

了两款有机硅树脂弹性体凝胶 

BELSIL® REG 1103 B 和 BELSIL® 

eco REG 1102。与传统弹性体凝胶不同，BELSIL®  

REG 1103 B 具有吸水性，可为化妆品制造商提

供全新的配方选择。第二款产品 BELSIL® eco 

REG 1102 则是环保版的 BELSIL® REG 1102；

BELSIL® REG 1102 是市场上成熟的硅树脂弹性

体凝胶产品。BELSIL® eco REG 1102 采用从生

物质中提取的甲醇生产而成。  

BELSIL® REG 1103 B 是一种透明至轻微半

透明的无色凝胶，由三种有机硅成分组成：有

机硅树脂、未经改性的非挥发性硅油以及经糖

单元改性的有机硅聚合物。其中，经糖单元改

性的有机硅具有乳化剂的作用，能够让凝胶具

可与水相容的硅树脂弹性体凝胶
瓦克面向化妆品和护肤品推出新型产品 

硅树脂弹性体凝胶通常不能与水相容，BELSIL® REG 
1103 B（左）却是例外：产品与水混合后会形成粘稠的奶
油状膏体，膏体质地均匀、饱满（右）。  

备与水相容的特性。BELSIL® REG 1103 B 与水

混合后会形成粘稠的奶油状膏体，膏体质地饱

满、均匀，颜料在其中不会沉淀。  BELSIL® 

REG 1103 B 不仅能够延长稳定性较差的敏感型

乳液的保质期，也可简化配方结构。此外，该

产品还具有爆水效应：它能将在配制过程中吸

收的水分在使用时以小液滴的形式释放出来，

使肌肤倍感舒适清爽。

作为一种典型的硅树脂弹性体凝胶，BELSIL®  

REG 1103 B 很好地结合了非交联有机硅聚合 

物良好的肌肤触感和硅树脂的成膜效果，从而

使其成为一种适用于护肤品和彩妆产品的多功

能活性成分，它能赋予产品特殊的质地，令 

肌肤如丝般柔滑。形成的半透明状柔性硅树 

脂薄膜，能够完美地附着在皮肤表面。此外，

14

BELSIL® REG 1103 B 还可散射光线，这种类似

柔焦镜头的效果，能够很好地修饰面部轮廓，

掩盖皱纹。 

BELSIL® REG 1103 B 可有效提升化妆配方

产品的耐水性和耐迁移性，让唇膏着色持久，

让化妆品不会掉色，防晒霜的防护作用也不会

因为沾水而受到影响。 

BELSIL® ECO REG 1102

瓦克 BELSIL® eco 系列推出一款新产品：

硅树脂弹性体凝胶 BELSIL® eco REG 1102。 

与所有 BELSIL® eco 产品一样，瓦克的这

款凝胶也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植物基甲醇替代石

化基甲醇。并在生产时采用经过认证的生物质

平衡法，将从生物质中提取的甲醇分配到相应

的销售产品中，以确保 BELSIL® eco 系列产品

使用的甲醇百分之百来自稻草或碎草屑等可再

生原料。计算方法和提取生物甲醇的工艺每年

都会经外部机构重新认证。

BELSIL® eco REG 1102 的成分和性能与集 

多种功效于一身的 BELSIL® REG 1102 完全一

样。这两款产品的成分都是由交联的有机硅弹

性体和非挥发性硅油组成，能在皮肤上形成一

层憎水的薄膜。它能够赋予皮肤以舒适的丝滑

感，使化妆品效用持久。

1.21  新闻  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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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基金会，各企业代表为气候保护做出表率。图片于新冠疫情爆发前拍摄。 

积极应对这些挑战，我们 60% 以上的生产工

艺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接下去，瓦克需要大 

量价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可再生电能，这一 

方面可以减少生产中的碳足迹，另一方面可 

确保巴伐利亚可再生氢及甲醇项目（RHYME 

Bavaria）等低排放创新项目的经济效益。”他

表示：“为此，政界、经济界和社会需要肩并肩，

迅速达成共识，而 2° 基金会在此能发挥重要

的牵线搭桥的作用。” 

设立具有前瞻性的能源及气候政策框架是

德国工业保持竞争力的先决条件，就此各方已

达成共识。在与瓦克、朗盛等 17家企业切磋后，

2° 基金会、Agora 能源转型智库与罗兰贝格 

（Roland Berger）咨询公司共同撰写了给政界

的十二项行动建议。

2°基金会主席Sabine Nallinger

对朗盛和瓦克这两家来自化

工业的企业积极加入企业气

候保护联盟表示赞赏。“现在，我们也有来自

化工界的企业与我们同舟共济。化学工业是 

能够为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提供解决方案的 

行业。没有化工，就不会有 LED 灯，就不会

有电动车、太阳能模块或风力发电机。即将 

到来的能源转型和数字化等未来领域的联网 

也离不开化学领域的创新。”Nallinger 继续 

说道。

Nallinger 女士继续表示：“朗盛将气候保

护视作商业案例，我们计划至 2040 年实现碳

中和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企业要保持可持

续性经营的优势，需要外部政策的支持。我们

深信，朗盛多年以来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积累

的经验将有益于 2° 基金会。”朗盛董事会主席

常牧天先生（Matthias Zachert）表示：“德国

有潜力引领未来碳中和转型，我们希望为此贡

献一己之力。”为在 204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

标，朗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减排项目，最新项

目包括为安特卫普生产基地配备消除一氧化二

氮的设备。此外，集团在进行设备投资、并购

或确定高级经理的薪金方面，碳足迹也已成为

了一个重要的指标。

瓦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贺达博士（Dr. 

Christian Hartel）指出：“化学工业可通过两个

重要途径实现碳中和：一是用可再生电力工艺

流程取代现有的石化型工业生产，二是对‘二

氧化碳废料’进行减排增值利用。“瓦克正在

朗盛与瓦克助力 2° 基金会
朗盛股份有限公司和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赞助企业的身份加盟 2° 基金会。 
它们作为德国化学工业界首批加盟 2° 基金会的公司，为企业气候保护做出了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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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不具备经济优势，所以，瓦克实施这个前

瞻性项目的必要前提是能够获得申请的资助 

资金。

德国巴伐利亚州经济部长Hubert Aiwanger

先生对欧盟的决定表示赞许，他说：“瓦克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在博格豪森生产基地建造

的水电解制氢生产线将为巴伐利亚化工三角区

向可持续性氢经济领域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

件。对巴伐利亚州而言，这个项目具有示范意

义，并能让当地所有工业分支从中受益。”

更多相关信息请见：

www.wacker.com/RHYMEbavaria

Hydrogen and Methanol”的缩写）的项目共需

斥资 1 亿欧元。瓦克为此向欧盟和德国环境部

递交了项目资助申请，申请额度为较高区间的

数千万欧元。至 2030 年，欧盟将通过欧盟创

新基金（InnovFin）为扶植能源密集型产业中

的低碳创新技术及工艺提供总额 100 亿欧元

的资金。

瓦克项目现已在参加预选的数百个项目中

胜出。目前，项目合作方正在准备更为详尽的

项目资助申请书，以参加下一轮评选。如果申

请的资助资金获得批准，瓦克最早可在明年年

初开工，新设备或可在 2024 年底前投入使用。

瓦克此举旨在借助该项目，大幅度降低石化原

料和石化能源在化学工艺及产品中的比例，进

一步减少碳足迹。因这种绿色综合生产体系目

 瓦
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欧盟

递交的博格豪森绿色氢气及

可再生甲醇综合性生产线建

设项目进入欧盟资助项目的下一轮选拔。根据

瓦克提交的项目申请书，瓦克计划与林德有限

公司（Linde GmbH）联合建造一条功率为 20 兆 

瓦的水电解制氢生产线，用水和可再生电能生

产氢气。

该项目还包括建造一套利用二氧化碳将绿

色氢气继续加工为可再生甲醇的合成设备，年

产量预计达 1.5 万吨。氢和甲醇均为有机硅等

化工产品的重要原材料。上述新工艺可将现有

生产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约 80%。

这个名为 RHYME Bavaria（巴伐利亚可 

再生氢及甲醇项目，RHYME 是“Renewable 

利用二氧化碳制取绿色氢气和甲醇
瓦克向欧盟递交的绿色氢气及可再生甲醇综合性生产线建设项目进入欧盟资助项目下一轮选拔

瓦克有意向与林德有
限公司（Linde GmbH）在
旗下的博格豪森生产基地
联合建造绿色氢气及可再
生甲醇综合性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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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起，Martin Oestreich 教授转至德

国柏林工业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作为获得爱

因斯坦基金资助的教授，他还是德国大学卓越

计划下精英研究集群“催化中的统一概念” 

（UniCat）成员。该项目旨在结合运用经典意义

上的化学、生物科学和材料科学来研究和开发

新型催化剂。 

Martin Oestreich 教授同时还兼任柏林工

业大学副院长及化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职务。

2020 年，Martin Oestreich 教授出任德国化 

学家协会（GDCh）下设有机化学李比希协会

主席。其发表的科学出版物有 250 篇之多。

Martin Oestreich 教授还是多部专业书籍的发

行人和著作人。 

挥优异的催化作用，例如在狄尔斯 - 阿尔德反应

（Diels-Alder reaction）中。 

此外，他在无过渡金属的转移硅氢加成反

应研究中的成果也引人瞩目。这个具有实践意

义的技术可用来对易挥发、自燃或易爆的氢化

硅烷等进行安全处理，排除甲硅烷在硅氢加成

等反应中进一步发生化学改变的危险。瓦克集

团直属研发部负责人 Christoph Kowitz 博士在

颁奖贺词中强调：“Oestreich 教授通过将有机

化学和硅化学相结合，为催化领域的研究开辟

了新的方向。他的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发展具有

深远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对瓦克未来研究如

何在产品组合中更好地利用二氧化碳这种温室

气体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Oestreich 教授是瓦克有机硅奖的第 21 位

得主。Martin Oestreich 博士生于德国普福尔

茨海姆（Pforzheim），现年 49 岁。他先后在德

国杜塞尔多夫、英国曼彻斯特、德国马尔堡研

读化学专业，并最终在德国明斯特大学以立体

选择性碳锂化为课题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他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跟随 Larry E. Overman

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尔后于 2001 年起在德

国弗莱堡大学担任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

下设的一个艾米 - 努特（Emmy Noether）青年

科学家小组带头人，并于 2005 年在 Reinhard 

Brückner 教授的培养下获得特许任教资格。

2006 年，他成为该校有机化学教授。 

德
国柏林工业大学合成及催化教席

Martin Oestreich 教授荣获瓦克颁

发的 2021 年有机硅奖。Oestreich

教授因在有机化学及有机硅化学领域做出的杰

出贡献而荣获该奖。他通过将硼和硅与有机分

子相结合，成功地推动了新型催化剂开发领域

的基础研究。

2021 年 7 月 7 日，瓦克在法国图卢兹举

行的第 19 届国际硅化学学术研讨会（ISOS-

2021）上向 Oestreich 教授正式颁发了奖金为

一万欧元的有机硅奖。因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颁奖仪式以在线形式举行。 

Martin Oestreich 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催化

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因其在键活化及硅正离

子化学领域取得的成果而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他对转移硅氢加成反应、芳香族化合物的碳氢

硅烷化以及醇的对映选择硅烷化等课题的研究

同样具有指导性意义。 

他研究的重点是硼、硅以及如何将这些元素

与有机分子相结合以开发新型催化剂。Oestreich

教授成功合成了一种手性氢化硅烷，首次实现了

对碳的手性转移，这为用其对醇进行动力性、非

酶催的、试剂控制的外消旋体拆分铺平了道路。

在对硅正离子的研究中，Oestreich 博士首次成

功生成了一种二茂铁稳定的硅正离子，使缺电子

的硅原子不只是通过铁原子，而且通过整个茂金

属基团得到稳定。此类化合物在低温下即可发 

MARTIN OESTREICH 教授 
荣获 2021 年瓦克有机硅奖 
他通过将硼和硅与有机分子相结合，成功地推动了新型催化剂的开发

柏林工业大学 
Martin Oestreich 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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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氢姜黄素是一种有益健康的姜黄素代谢

物，代谢生物利用率则与四氢姜黄素在体内的

生成量和姜黄素的摄入量相关。上述长期调 

研的另一结果是：每天口服 CAVACURMIN® 

（约 340 微克姜黄素），4 周后，血液中的姜黄

素和四氢姜黄素浓度便可稳定保持在高水平，

该效果在 12 周后仍可被测试证明。该长期 

研究还证实了 CAVACURMIN® 具有很好的耐

受性。 

CAVACURMIN® 使用方便，可用于片剂、

胶囊、能量饼干棒或功能性饮料等营养补 

充剂。

1   Martin Purpura 等著《Analysis of different innovative formulations of curcumin for improved relative oral bioavailability in human subjects》。European journal of nutrition 57.3 (2018): 929–938。
2   Hundshammer 等著《Enhanced metabolic bioavailability of tetrahydrocurcumin after oral supplementation of a γ-cyclodextrin curcumin complex》。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 79 (2021), 104.410。

它能对人体健康地衰老和保护关节起到促进作

用。但因姜黄素不溶于水，因此很难被人体血

液循环系统吸收。借助伽玛环糊精，可显著提

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一份发表于 2018 年的 

研究报告已证实人体对瓦克 CAVACURMIN® 环

糊精包合物所含姜黄素类化合物的吸收率约是

常规标准姜黄素萃取物的40倍（见Purpura等，

2018 年论文）1。 

现在，一项随机双盲试验证实了食用 

CAVACURMIN® 与标准姜黄素萃取物相比同样

可将四氢姜黄素的代谢性生物利用率提高约 40

倍（Hundshammer 等，2021 年论文）2。 

功
能食品期刊》（Journal of Functional 

Foods）近期发表的一篇学术论 

文证实，食用 CAVACURMIN® 姜

黄素环糊精包合物可提高四氢姜黄素的代谢 

性生物利用率。此时，人体补充的姜黄素大 

部分可在体内转化为四氢姜黄素。四氢姜黄 

素具有消炎和抗氧化的作用。CAVACURMIN®

由此成为市面上第一款经研究证实可同时提 

高姜黄素和四氢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的配方 

产品。

多项研究报告已经证实，姜黄根茎中含有

的生物活性成分姜黄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

环糊精可提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
研究证实了 CAVACURMIN® 的长期功效，其效果在 12 周后仍可通过血液检测证明

口服 CAVACURMIN® 姜黄素环糊精包合物，可使四氢姜黄素的代谢性
生物利用率提高约 4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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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克现将其具有开创性的环保型有

机硅生产技术扩大应用到离型 

涂层产品中。瓦克 DEHESIVE® 

eco 系列的有机硅离型剂完全使用来自可再 

生原材料的非石化甲醇生产而成，可有效节 

约资源。瓦克是目前唯一一家能够为标签及 

薄膜涂层厂商提供这种有机硅离型剂的生 

产商。

瓦克集团采用植物性和石化基甲醇生产有

机硅，并可计算出非石化甲醇在相应产品系列

中的用量和比例，使用的方法与德国绿色电能

认证系统相仿。 

DEHESIVE® eco 系列产品也是根据这种生

物质平衡法生产而成，生产过程完全使用经 

认证的秸秆或草屑基非石化甲醇，以替代石 

化甲醇。“瓦克由此成为市场上首家以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方式生产有机硅离型涂层的生产

商，”在瓦克有机硅业务部门负责离型涂层业 

务的 Hans Lautenschlager 博士介绍道。“我们 

的 DEHESIVE® eco 产品线 100％使用基于可再

生原料的甲醇，毫无石化甲醇成分，能够让客

户在当今越来越重视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市场上赢得关键性竞争优势。” 

DEHESIVE® eco 系列首款涂层系统包括 

DEHESIVE® eco 902 AMA® 离型涂层、CRA® eco 

19

适用于离型纸及薄膜的非石化有机硅涂层产品 
DEHESIVE® ECO 系列产品采用可再生原料生产而成

DEHESIVE® eco 品牌的有机硅离型剂实现了以环保方式生产非石化离型涂层产品。 

17 剥离力控制剂、WACKER® eco Vernetzer V 90 

和WACKER® eco Katalysator C 05。这些“eco” 

环保型产品的配方与相应的标准离型涂层相同，

产品特性也毫无二致，因此在使用时无需对涂

布工艺进行任何技术调整。 

瓦克采用的生物质平衡法每年定期接受再

认证审核，确保旗下 eco 产品均 100％使用植

物性甲醇进行生产。瓦克此前已将该工艺用于

生产面向纸张、化妆品及消费品工业的有机硅

密封剂与硅油产品。

1.21  新闻  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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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和光学显示屏在其生命周期中，既要承受机械
载荷和热应力的考验，又要始终保持良好的显示效果。瓦
克韩国技术中心针对这一需求开发了透明有机硅树脂。其
成果用于粘合盖板玻璃和显示屏可保证图像的对比度和清
晰度。 

光鲜亮丽的图像

1.21  解决方案  光学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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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粘合方式也因而被称为“air gap bonding”， 

即“气隙粘合”。它的缺点在于显示屏发出 

的光不仅在穿透盖板玻璃时发生折射，在 

穿过气隙时也会发生折射，这就导致人眼 

看到的图像在对比度和清晰度上都有损失。

第二种方式是将显示屏和盖板玻璃通过一 

种透明材料完全粘合，该材料的折射率经 

过调整。这种被称为“optical bonding”即 

“光学粘合”的技术可以令图像更加光鲜 

亮丽。

薄膜胶或液态胶

光学粘合所采用的透明层压材料既可以

是薄膜胶，也可以是液态胶。此类胶粘剂通

过紫外线固化，基于丙烯酸酯或有机硅生产

而成。

“这两种贴合技术的市场份额目前不相

上下，但在高端应用领域，有机硅树脂作为

粘合材料的解决方案必将逐渐成为主导，因

110–45,000 
瓦克 LUMISIL® UV 硅树脂的粘度 

范围达到了110–45,000 mPa·s以上。

有
这样一幅卡通形象地表现出显示

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个小男孩在随父母参观动物园

时，对着水族箱的玻璃用食指和拇指相对滑

动，想放大小鱼看个究竟 —— 就像在智能手

机的屏幕上一样。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

虚拟现实就像真实的世界一样真实。

显示屏不仅仅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电视机的一部分，它更构成了人与机器之 

间的沟通界面，例如自动售票机、工业应用

的监控设备和现代化的汽车等都配有显 

示屏。 

所有的显示屏都有一层盖板玻璃，在触

摸屏上，这层盖板玻璃可以传递触觉信号。

盖板玻璃的下面是真正的显示屏，它将电信

号转换成光信号。显示屏和盖板玻璃的粘合

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将二者沿边框粘

合。这种方式会在显示屏和盖板玻璃之间留

有一层空气间隙，英文称其为“air gap”，这

1.21  解决方案  光学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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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韩国光学粘合团队在鉴定一块用硅树脂粘合的玻璃板（左起）：JungEun Lee、JaeWoo Lim、SeungA Lee。

1.21  解决方案  光学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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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树脂具有收缩
率低、热稳定性好且故
障安全性高的优点。”

—— JaeWoo Lim 
瓦克有机硅全球业务开发经理 

为这一技术还有收缩率低、热稳定性好且故

障安全性高的优点。”瓦克韩国光学粘合国

际业务开发经理 JaeWoo Lim 说。根据他的

预测，到 2026 年有机硅液态胶在光学粘合

市场的份额将实现翻倍。

目前，涂布这种透明双组分液态胶共有

五种不同工艺可供选择，其中包括常见的喷

涂和丝网印刷等。如何确定胶体的理想粘稠

度取决于显示屏制造商选择的加工工艺。为

了满足不同需要，瓦克近年来开发出多种不

同类型的高性能光学有机硅，粘度范围从低

于 110 毫帕秒到高于 45000 毫帕秒不等。

LUMISIL® UV 品牌的产品即使应用多年后仍

能保持优异的透明度。  

汽车内的仪表盘即是一款典型的高端应

用。在炎炎夏日，停靠在太阳下的车内温度

往往会高于 50 摄氏度。减速路障、铁轨、高

速行驶等行车条件都会导致车辆颠簸震动。 

全数字化的仪表盘

JaeWoo Lim 介绍说：“越来越多的汽

车制造商将仪表盘和光学显示元件视为重

SeungA Lee将一块
玻璃板放在紫外线下，
以此触发有机硅的固化
过程。 

1.21  解决方案  光学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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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发团队对有机硅树脂的分子结构进行了

调整，以改变其特性。 

有效减轻机械应力

例如：如何在强力粘合组件和减轻机械

应力之间寻求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就是一个重

要的挑战，SeungA Lee 介绍说：“通过调整

固化剂和扩链剂中的氢的比例关系使我们成

功做到了这一点。”

有机硅树脂能否有效抵御湿气的侵蚀，

硅原子在硅氧烷主链中完全被氧原子包围的

要的设计元素，以求在竞争中取胜。”他还

说：“仪表盘的设计发展趋势正在从平面的

小仪表盘向弧形的大仪表盘转变，不考虑

设计因素，单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仪

表盘必须在任何光线条件下都能确保良好

的可读性和优质的图像质量。”尤其是在电

动汽车领域，其全数字化、触摸式的仪表

盘系统通过视觉元素向驾驶者传达出全新

驱动技术带来的全新体验。弧形的大显示

屏在受到机械应力时尤其易于受损，出现

裂纹。

位于韩国首尔的瓦克光学粘合技术中

心负责人 SeungA Lee 说：“我们和客户一

起为其量身定制解决方案，目标是将有机

硅树脂在光学粘合方面的根本优势充分挖

掘出来。”

作为化学家和工程师，SeungA Lee 面

对的挑战不仅巨大，而且复杂：首先，不同

的应用领域对显示器的要求各不相同。而且，

不同的制造商选择的显示技术和触摸操作技

术以及使用的材料也不尽相同。为了满足客

户提出的各种不同要求，SeungA Lee 率领

仔细观察用硅树脂粘合的玻
璃板。以 LUMISIL® UV 命名的
有机硅产品即使使用多年后仍能
保持优异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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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则是关键因素。对于传统的透明有机硅

来说，湿气往往会导致其质地变得浑浊。 

采用 LUMISIL® UV 粘合盖板玻璃和显示

屏的工艺有别于采用丙烯酸基的传统工艺，

只需在组件对接前进行一次性的紫外线激

活，层压材料即会完全自行固化，从而提 

高了生产工艺的速度。与之相比，采用丙 

烯酸酯的粘合工艺还额外需要一至两次的紫

外线照射，方可达到所需的硬度。SeungA 

Lee 说：“我们在光学粘合技术中心服务客

户的主旨就在于如何提高其生产流程的效

率。”例如通过改变有机硅树脂的固化速度

和固化特性即可满足各种不同的客户需求。

JaeWoo Lim 深信，光学有机硅在汽车

仪表盘领域取得的成功未来还将扩展到其他

市场，他说：“利用光学有机硅可以将 Mini 

LED 应用到高端显示屏、平板电脑和电视机

上。Mini LED 是显示屏的背光源，在指定位

置亮起，提高画面的对比度。”JaeWoo Lim

介绍说。  

光学粘合的另一个潜力巨大的应用领

域是建筑行业，例如新型的智能玻璃会根

据阳光摄入需求和室内温度自动改变其透

光率，或者安装在建筑物上的巨型广告屏

幕，高性能光学有机硅在此类应用中均能

充分发挥其优势。除此之外，透明胶粘涂

层在太阳能电池领域也有其用武之地。用

JaeWoo Lim 的话说：“我们致力于开拓前

瞻性的增长型市场。” 

“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将仪表盘和光
学显示元件视为重要的设计元素，以求在
竞争中取胜。”

—— JaeWoo Lim，瓦克有机硅全球业务开发经理 

固化过程通过紫外线触发，生产商由此可以实现高效生产。 

1.21  解决方案  光学粘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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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粘合
需满足的关键要求

1

2

3

45

6

7

               触摸屏

LCD

         光学粘合

盖板

显示屏

气隙粘合

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JaeWoo Lim 
瓦克有机硅 
国际业务开发经理
电话：+82 31 697-2441
jaewoo.lim@wacker.com

显示屏

盖板

光学粘合
（通过光学透明胶粘剂 / 树脂）

光
学
粘
合
技
术

1. 高可靠性
2. 热稳定性
3. 易于加工
4. 加工时间 / 有效使用时间
5. 储存性
6. 表干时间
7. 低收缩

传统胶粘剂（丙烯酸酯）的优势：绿色

硅树脂的优势：蓝色

蓝色箭头代表显示屏发出的光，即实际图像。黄色箭头则代表从外面照到屏幕上的光线，它会干扰画面的清晰度。

1.21  解决方案  光学粘合



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Egbert Klaassen 
瓦克有机硅 
全球细分市场经理 
电话：+49 1520 935 2545 
egbert.klaassen@wac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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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伤口敷料不仅能够有效避免
伤口干裂，温和贴敷皮肤，且不会粘连
伤口。而且，它为伤口愈合创造理想环
境，促进治疗效果。

造福慢性伤口患者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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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 

长。在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长寿 

之乐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也

提出了新的难题。“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使

患有慢性病或大面积伤口的人数越来越多。”

瓦克有机硅业务部门伤口护理领域全球细

分市场经理 Egbert Klaassen 说。

人的皮肤随年龄增长会逐渐丧失弹性

和抵抗力，易敏性增加，厚度降低，更易

受损。而且，皮肤的供血量也会减少，皮

细胞的分裂速度减缓，总之，伤口的愈合

速度变慢，愈合效果也不如以前。正确护

理因而变得更为重要。 

有机硅伤口敷料为伤口护理开辟了新

的途径。瓦克以 SILPURAN® 为品牌，为医

疗领域生产有机硅凝胶、固体和液体硅橡

胶已有 15 年的历史。该系列的硅橡胶产品

品质优异，全部通过 ISO -10993 和美国药

典 USP Class VI 的相应测试和认证，达到

了医疗保健行业严格的安全标准。产品按

照瓦克洁净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和包装，满

足医疗领域对洁净度的严苛要求。

“我们对有机硅
胶粘剂进行了调整，
使其附着力显著提
高。这一成果降低
了有机硅涂层的厚
度，而其粘性又足
以满足要求。”

—— Thomas Gröer 博士 
瓦克有机硅应用技术实验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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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水透气

有机硅对于专业伤口护理已经变得不

可或缺，其中原因有很多：有机硅凝胶具

有很强的粘合力，也被称为有机硅胶粘剂，

可直接敷于伤口。因为有机硅凝胶具有憎

水性，所以仅会粘贴在干燥的皮肤上，而

不会粘连潮湿的皮肤，因而与通常会有渗

液的伤口及其边缘不会粘连，更不会与新

长出来的人体组织长在一起。有机硅涂层

既有透气性，又可防止伤口免受细菌和湿

气等外界侵袭。使用这种敷料，蒸汽、液

涂布流程中的 SILPURAN®

订单
在涂布过程中，借助刮刀、

隙缝式喷嘴等将有机硅胶粘剂
涂布到载体材料上。

固化
胶粘剂在室温条件下便可

开始固化，加温最高至 120°C
可加快固化速度。

覆盖
有机硅胶粘剂覆盖完毕

后，可对组合材料继续进行批
量加工。

瓦克博格豪森一
个应用技术实验室负
责人 Thomas Gröer 博
士（左）演示从皮肤上
揭除有机硅伤口敷料。

1.21  解决方案  有机硅胶粘剂



32

体和空气仍可正常流通，从而营造理想的

伤口愈合环境。与此同时，它还能够避免

伤口分泌液流出软化周围完好的皮肤。 

采用有机硅凝胶涂层的伤口敷料还有

其他诸多优势，例如其粘附性适当，既满

足使用需求，又易于清除，清除过程中基

本不会造成疼痛或损伤伤口，对于需要承

受慢性和大面积伤口病痛的患者来说，可

谓是一个巨大的福音。一项调查显示，有

大约 40% 的患者表示，拆除纱布等敷料

所导致的疼痛是慢性伤口带来的最难以忍

受的折磨。此外，有机硅敷料柔软且有韧

“有机硅对皮肤 
更加温和，粘贴和剥离 

的性能更好。”

Essity 公司急性伤口护理治疗 
地区总监 Sascha Casu

采用有机硅胶粘剂的伤口敷料结构

第二层
吸附层，比如采用 
聚氨酯泡棉制成

第三层
带穿孔的聚氨酯薄膜， 
涂覆有机硅胶粘剂

第四层
离型膜

第一层
聚氨酯或无纺布 
材料制成的背材

1.21  解决方案  有机硅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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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传统的创可贴类伤口胶带舒适性 

更强。 

有机硅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如果第一

次粘贴敷料时位置有差，可以揭下来重新

再贴，粘度不会受到影响。而传统纱布每

次揭下来都会损伤皮肤细胞，再次粘贴时

粘度则会大大降低。

高科技有机硅产品

瓦克潜心开发的 SILPURAN® 有机硅凝

胶双组分常温固化，性能优异，符合医疗

要求。天然憎水的有机硅首先要经过处理

才能用于伤口护理。在博格豪森应用技术

部门专门负责新型有机硅胶粘剂的 Thomas 

Gröer 博士讲解说：“有机硅伤口敷料要能

够吸收湿气并将其排出。” 

高科技伤口敷料通常由多层结构组成，

每一层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直接与皮肤

即伤口接触的一层是有机硅胶粘层，它涂敷

在聚氨酯制成的载体膜上并有孔，以便伤口

分泌液和血液渗出后被吸收层吸收。有机硅

胶粘层之上是一层轻薄的丙烯酸酯和吸收

层，用于吸收伤口渗液。某些伤口敷料还带

有一层聚氨酯泡沫塑料，用以加固。

“对于慢性伤口的护理，有机硅敷料至

关重要”，医用敷料生产商 Essity 驻汉堡急

性伤口护理部负责人 Sascha Casu 说。这

家瑞典公司专门致力于伤口护理、压缩疗

法和矫形外科医疗产品的研制和生产，其

产品种类中既有采用丙烯酸基胶粘剂的常

规敷料和创可贴，也有采用有机硅的高科

技产品。Sascha Casu 多年来与瓦克紧密

合作，他说：“两种技术各有优势。有机硅

对皮肤更加温和，粘贴和剥离性能更好。

丙烯酸酯的价格则更低，首次粘贴的牢固

性更强。” 

借助一个滚轮，
实验员对试样定量增
加负载，以确定试样
的剥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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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PURAN® 皮肤胶粘剂的粘接特性

SILPURAN® 皮肤胶粘剂可满足多种初粘力和粘性要求，因而是医用压敏胶领域的多面手。  

但 Casu 先生强调说，在对严重的和 

有渗液的伤口进行专业处理时，特别是住

院治疗，有机硅敷料是首选材料。如果 

慢性伤口患者还有皮肤病，或皮肤易敏，

有机硅伤口敷料就更具优势。“市场对家 

用专业伤口敷料的需求量和此类产品在 

药店的销售量都在增加。”瓦克销售经 

理 Dajana Westenberg 介绍说，她专门负 

责 Essity 等伤口护理领域的敷料生产商 

客户。

此类敷料采用双组分无色透明有机硅

凝胶制成，借助铂催化加成反应交联形成

柔软的高柔性材料，同时兼具弹性和凝胶

质地。其柔软性加上有机硅典型的低表面

能特性，有利于交联后的有机硅凝胶与皮

在皮肤实验中，高粘 
性的 SILPURAN® 胶粘剂
仍可安全剥离，不会损伤
皮肤。有机硅凝胶胶粘剂
剥离时表层皮肤不会受损 
（左），而粘性相似的丙烯
酸酯胶粘剂在剥离时会粘
连表层皮肤细胞（右）。 

粘
附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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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贴敷。其弹性则使伤口敷料可以简单且

彻底地移除。  

具有大众市场潜力

很久以来，有机硅伤口敷料一直主要

用于医院里对慢性伤口的护理。如今，有

机硅胶粘剂正在逐渐占领大众市场。“我们

成功研制的有机硅胶粘剂只需很少的用量

就可以牢固粘贴。”Thomas Gröer 介绍说。 

为了节省材料而又不影响粘性，瓦克

的化学家们在实验室里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我们对有机硅胶粘剂进行了调整，使

其附着力显著提高。这样使用一层较薄的

机硅涂层就足以满足要求。”Thomas Gröer

总结说。涂层厚度降低为客户带来的好处

非常明显：伤口敷料整体变薄，节约材料

的同时也节约了成本。 

这为伤口敷料生产商开辟了全新的可能

性。用瓦克经理 Egbert Klaassen的话说：“越

来越多的客户青睐选择附加值更高的胶粘

剂，也就是我们的有机硅产品。”  

粘结牢固的伤口敷料不会影响患者做适当的体育运动。



现代化的造口装置
能够让患者进行游泳等
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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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肛管和膀胱出口必须得到长期护理，为此，需在人体粘贴相应的装置。
但这样做常常会引发慢性皮肤刺激反应和慢性皮肤炎。英国 Trio Healthcare 
有限公司现推出多种具有透气性的有机硅胶粘剂，可大大改善造口患者的生活
质量。 

温和呵护肌肤
的有机硅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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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
或膀胱手术后，有时需要使用

肠造口或泌尿造口来进行护

理。“造口”的英文来源于希腊

语，意思是口或开口。这种人造开口可以

是暂时的，例如在癌症患者或局限性肠炎

等慢性病患者的肠或膀胱被局部切除后。

然而，有不少患者却必须长期使用造口装

置。他们需要在身上粘贴一个收集袋，以

便能自由行动。尽管这种收集袋通常能够

很好地罩住造口和储蓄排泄物，但会对周

边皮肤造成持续压力。 

因此，有效防护和温和护理受刺激的

皮肤部位对确保患者的生活品质至关重要，

最理想的情况可以避免皮肤受刺激和发炎。

英国 Trio Healthcare 有限公司是该创新领

域的领军企业，并率先向市场推出了一整

套定制化造口护理专利产品。这些产品使 

用了瓦克 SILPURAN® 品牌的具有生物兼容

性的有机硅凝胶。

Trio Healthcare 公司创建于 2006 年，

开发初期，他们想寻找一种新材料来替代

当时造口护理常用的丙烯酸基水胶体。借

助这种水胶体，造口护理塑料底板可以粘

贴到皮肤上，尽管它附着力好，也能防止

皮肤受潮；不让皮肤受潮可确保底板有效

地附着在皮肤上，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在

我们看来，一种会因粪便或尿液而膨胀的

产品既不能防止渗漏，也不利于保护患者

的皮肤。”Trio Healthcare 公司在一个产品

手册中对此提出质疑。

容易引起损伤

不仅如此，水胶体产品还不具透气性，

很难移除。瓦克在英国的销售经理 Nathalie 

Tredwell 女士很清楚其后果：“皮肤会逐渐

软化并很容易因排泄物而受到损伤。”

Trio Healthcare 公司为此成功开发出一种

名为“Sil2™ Breathable Silicone Technology” 

的透气型有机硅替代技术。该技术采用有机

硅胶粘剂涂覆底板，以确保造口袋能有效地

附着于人体，所使用的有机硅胶粘剂必须具

有足够强的附着力。此外，造口装置还可用

硅橡胶制成的、延展性能很好的皮肤保护环

来罩住肠造口，几乎达到密封的效果。

可以进行体育运动

造口（στόμα）
“造口”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

στόμα，意为口或开口，指用于肠、
胃或膀胱部位的人造出口。 

有了附着良好、牢
固的造口装置，人们能
够进行即使像跳水这
样具有挑战性的体育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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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有效防止液体渗漏，不能让皮

肤受任何湿气的干扰和刺激。这是客户对

我们开发的有机硅胶粘剂提出的要求。”瓦

克有机硅业务部门在博格豪森的应用技术

实验室负责人 Thomas Gröer 博士回忆道。 

“我们希望能让所有造口患者 
免受皮肤刺激带来的痛苦，这是 

我们产品研发的目标。”

Lloyd Pearce， Trio Healthcare 有限公司 CEO

皮肤在 12 至 15 厘米长的造口底板下

很快就会出汗，而有机硅的优势在于同时

具备憎水性和透汽性。 

瓦克生产的这类产品均为双组分无色

透明有机硅凝胶，经铂催化加成反应后，

瓦克化学家 Thomas Gröer 博士正在检查一种有机硅胶粘剂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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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形成具有高柔韧性且质地均匀的弹性

材料。产品的柔顺性以及有机硅特有的表

面能较低的特性使交联后的有机硅凝胶能

很好地附着于人体肌肤，而产品所具备的

22
Trio Healthcare 公司的产品迄今已销往

22 个国家。这些产品因使用瓦克的医用有
机硅凝胶而具备出色的粘合力。 

弹性则可使粘结层轻松移除，而不留下任

何残留物。

真正的挑战

瓦克在英国的销售经理 Tredwell 女士

2010 年年中收到了 Trio Healthcare 公司有

关能否用其它材料来替代常见丙烯酸基水

胶体的询问。她说：“开发这样的胶粘剂，

可真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瓦克在博格豪森

的应用技术部门接受了英国这家医疗技术

产品生产商委托，根据客户要求开发具有

相应附着力的有机硅凝胶。 

使用了瓦克医用有机硅凝胶的 Trio 

Healthcare 公司的产品，表面具有疏水性，

同时又能让水蒸气和其它气体通过，让皮

肤可以“呼吸”顺畅，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皮肤不会受伤或发炎，即便偶尔发生刺激

反应，有机硅凝胶的透气性也能为伤口愈

合创造理想环境。

有机硅附着力强，能够让造口底板牢

固地附着在肌肤上，不会刺激皮肤。此外，

有机硅胶粘剂可整片移除，温和而无疼痛

感，也不会有任何残留物 —— 不同于其 

它同类产品，有机硅不会因人体排泄物而

溶解。

造口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得以显著改

善。Trio Healthcare 公司 CEO Lloyd Pearce

需要使用造口装置的老年患
者，皮肤往往更加敏感，也更容易
受伤而导致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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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因为自己也有亲人是造口患者，为造

口护理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便成了他的一桩 

“心事”。他知道，“病人总数中，有一半会

因皮肤病和皮肤受伤而备受困扰！我下决

心要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状况。”

Trio Healthcare 公司的产品现已在 22

个国家销售。公司总裁 Pearce 先生深信，

这个领域还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他强调：

“我们不会停下继续研发、开拓创新的脚步，

我们希望能让所有造口患者免受皮肤刺激

带来的痛苦。” 

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Nathalie Tredwell 女士 
瓦克有机硅 
销售经理 
电话：+44 1344 401-689 
nathalie.tredwell@wacker.com

对皮肤温和的有机硅胶粘剂在医疗应

用领域还大有用武之地。Gröer 先生也首肯

道：“这个领域的发展空间很大。”他表示，

有机硅适用于任何需要附着在皮肤上的设

备，如胰岛素泵、脑电图传感器、供失智

症患者使用的定位或位置传感器，甚至那

些小型的可穿戴式 IT 终端设备现在也都用

有机硅粘贴。他说：“我们还会忙上好一阵

子呢！” 

在瓦克的
应用技术中心
为测量不同有
机 硅 胶 粘 剂 
的粘合力准备
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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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PURAN®

粘结力 名称 粘度 A [mPa•s] 粘度 B [mPa•s] 渗透率 [1/10 mm] 附着力 [N/2.5 cm] 粘性 
[N]

可操作时间 
在 23°C 的情况下 [ 分钟 ]

低 SILPURAN® 2130 1100 1000 220 1.8 55 74

中 SILPURAN® 2100 34000 35500 205 2.7 54 73

SILPURAN® 2112 11600 11500 225 2.6 55 76

SILPURAN® 2117 33000 13000 210 3.0 63 40

强 SILPURAN® 2114 12000 10000 200 3.5 66 70

SILPURAN® 2122 3200 2700 180 5.5 59 60

医用皮肤胶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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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硅带来  
轻柔一声  

“ 嘣 ”
葡萄酒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生活享受。在享受

之前，如何开启瓶塞也有一番学问。如果瓶塞采用未经处理的
软木制成，还会有一定难度。使用获得认证的无溶剂有机硅作
为涂层来处理软木塞，开瓶时的难度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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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诗人席勒生前曾用诗歌赞美

过软木塞，他写道：“大善之创

世主啊是多么令人崇敬 / 是他

赠予这世界栓皮栎，还发明了软木塞。”

纯软木制成的瓶塞属于自然产品，其

结构质地各有差别，可能有缺陷，也可能

有气孔。尤其是装瓶的时候，未经处理的

软木塞很难塞进瓶口，对消费者来说，拔

出来就更难。为了增强瓶塞的润滑性，保

证密封，同时避免开瓶时产生碎屑落入葡

萄酒中，导致恼人的漂浮物或浑浊物，制

造商会采用不同的润滑剂和浸渍剂对瓶塞

进行处理，例如石蜡，它虽然有很多缺点，

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近年来，红白葡萄酒瓶用的软木塞开

始使用硅油处理，但起泡酒瓶不在此列。

其中原因瓦克有机硅业务部门负责博格豪

森应用技术实验室的化学工程师 Christian 

Ochs 博士很清楚，他解释说：“不能用硅

油来处理起泡酒的瓶塞，因为硅油有消泡

葡萄牙新采收的栓皮
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
萄牙每年的软木产量占世
界年产量大约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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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 - 莱昂
地区萨拉曼卡（Salamanca Castilla 
León）的栓皮栎林（左图）。

栓皮栎要生长 25 年后方可初
次采收，从第三次采收开始，软木
的质量才能符合制作瓶塞的标准 
（下图）。

心材

边材

维管形成层

韧皮部

软木形成层 树皮

软木

栓皮栎树干横截面

1.21  应用  食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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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塞的制作过程

160.42
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数

据，2007 年全球瓶塞总产
量达 160.42 亿枚。 

来源：APCOR 2007 

1  至少六个月 
采剥下来的软木先要晾晒干燥，直到达到理想的
加工湿度

2  切割 
板材楔块

3  分拣 
板材

4  水煮并稳定 
软木的清洁过程也是萃取其中水溶物质的过程。
这一过程能够增加软木的厚度同时降低其密度，
使软木变得更加柔韧

5  筛选板材，切割和冲压 
对板材的边缘进行加工处理，切割边角并根据厚
度、孔隙数量和外观等质量标准进行分拣。之后，
板材切割成条状，其宽度较宽于成品瓶塞的长度，
最后冲压

6  质量筛选 
通过自动扫描外表面将成品瓶塞分为不同等级

7  清洗，消毒

8  打标 
在成品上标记品牌

5

3

1

三分之二
以上的收成用
于生产瓶塞。 

采收下来
的 树 皮 堆 放 
待用。 

1.21  应用  食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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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克生产的硅橡胶ELASTOSIL®  
E 6 N CSC 既适用于红白葡萄酒的
瓶塞，也适用于起泡酒和蒸馏酒的
瓶塞，不受软木塞制作方法和质量
的限制。”

—— Christian Ochs 博士，瓦克有机硅工业解决方案技术营销负责人

的功能。”可以替代硅油的另一种材料是硅

橡胶，用硅橡胶来处理天然软木塞就不会

有消泡的作用。

软木塞各有千秋

“瓦克生产的硅橡胶 ELASTOSIL® E 6 

N CSC 既适用于红白葡萄酒的瓶塞，也 

适用于起泡酒和蒸馏酒的瓶塞，不受软 

木塞制作方法和质量的限制。”Christian 

Ochs 博士介绍说。说起来，软木塞的质

量是有高下之别的。顶级质量的软木塞从

栓皮栎的外皮上冲制出来只带有细微的 

气孔。这一质量等级的软木塞通常都留给

高级葡萄酒封瓶使用，适合在瓶中长期 

保存。

中等质量的软木塞冲制出来天生带有

很多气孔，质地也不甚均匀。为了弥补这

些不足，制造商会用软木粉和粘结剂混合

后来填充气孔。填充之后，软木塞的强 

度和与玻璃瓶口之间的接触特性都会得到

改善。

更低一级的软木塞是一种“聚合塞”，

采用生产剩下的软木颗粒和粘结剂压制成

型。聚合塞中还有一种“贴片软木塞”，它

使用聚合塞做基体，然后在塞的一端或两

端粘贴天然软木片，主要目的主要是使瓶

塞接触饮品的一端尽可能具有天然塞的特

质，同时强度又好。

“对于软木塞的制造商来说，ELASTOSIL®  

E 6 N CSC 的通用性有其特殊优势：一种

硅橡胶可用在多种不同的软木塞生产线上。

无论是从物流还是行政管理角度，都能节

约成本和资源。”市场营销经理 Martine de 

Schmidt-Camilleri 介绍说。 

涂层工序在滚筒设备中完成，该设备

近似于大型的洗衣机。软木塞和硅橡胶一

起在滚筒中反复翻滚至少 20 分钟。硅橡胶

制剂会均匀地涂覆在软木塞上。瓦克化学

工程师 Christian Ochs 博士讲解说：“为了

确保有机硅能均匀可靠地涂覆在软木塞的

表面和缝隙中，其质地不能过于粘稠，因

而我们需要低粘度制剂。”而这正是硅橡胶 

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Martine de Schmidt-Camilleri 
瓦克有机硅 
工业解决方案 
市场营销经理 
电话 : +49 89 6279-1384 
martine.de.schmidt-camilleri 
@wacker.com

4

8

1.21  应用  食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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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STOSIL® E 6 N CSC 的优势所在 ——  

既不含溶剂，粘度又低。

不等从滚筒中取出，软木塞上的硅橡

胶即已开始固化。橡胶的大分子之间发生

化学反应，交联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固

化后的硅橡胶分子不再像原始状态下可以

相对位移，从而在软木塞的表面形成一层

极薄的弹性涂层。处理后的软木塞表面触

感干爽光滑，硅橡胶的憎水特性还能有效

起到防水的作用。乙酸等小分子分解的固

化过程在较高的空气湿度以及 25 至 35 摄

氏度的温度条件下最为理想。

获得所有必要许可

“当然，我们会确保固化后的有机硅 

涂层不会向葡萄酒中释放任何有害健康的

物质。”Christian Ochs 博士特别强调说。

ELASTOSIL® E 6 N CSC通过了德国、法国、

西班牙、欧盟和美国的食品安全认证，而

比这更难的是得到葡萄酒行业的认可，葡

萄酒行业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统的行业。瓦

克的硅橡胶通过了专设于法国香槟地区的

有关委员会的认证，获准可以用于处理香

槟软木塞。 

此外，一家重要的软木塞制造商特别

委派经验丰富的品酒师进行鉴定，检查使

用这种无溶剂的硅橡胶处理过的瓶塞是否

会对与其接触的酒的色泽、气味、口味产

生影响。作为对比，品酒师同时品尝相同

的一款葡萄酒，酒瓶采用传统软木塞封装，

存放时间同样为三个月或一年。市场营销

经理 Martine de Schmidt-Camilleri 告诉我

们鉴定的结果：“我们的硅橡胶涂层成功通

过了测试。”她接下来的目标是未来全面占

领市场。 

这是一个规模可观的市场：全球软木

的年产量高达 20 万吨，大约一半产自葡萄

“ELASTOSIL® E 6 N CSC 具
有通用性。软木塞制造商可以将
一种硅橡胶用在多种不同的软木
塞生产线上。”

—— Martine de Schmidt-Camilleri 女士，瓦克有机硅市场营销经理

在法国，以传
统方式将葡萄酒注
入橡木桶中存放至
成熟的过程称为 
“陈酿”。

1.21  应用  食品技术 



49

硅橡胶的固化原理

牙。并非所有的软木材料都会用来生产瓶

塞，软木也是备受青睐的地面铺层和保温

层，在制鞋工业也有很大市场。尽管如此，

软木的最大用途还是制作葡萄酒瓶塞，产

量年均高达 130 亿枚。 

软木是一个世代传承的行业。栓皮栎

林的栽种者种树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造

福子孙后代。一棵栓皮栎在地中海地区要

生长 25 年才能第一次采收。而且，这第一

次割下来的树皮还太脆太硬，无法用来制

作“天然塞”。等到第二次采收时，已经又

过去了九至十年 —— 就这样每次都要等待

很久。要得到真正理想的品质要待第三次

采收之后才行。也就是说，从种下一棵栓

皮栎到产出一枚完美的天然塞要经历大约

45 年的时间。与之相比，在天然塞上涂覆

硅橡胶以使之获得所需的特性更好似是眨

眼的一瞬间。 

缩合反应：一个化学技术术语，是指通过分解简
单的低分子物质使两个分子相结合的取代反应。通常
是通过分解水分子，但也可以分解氨、二氧化碳、氯
化氢等。缩合反应是生产众多聚合物的基础。

–  单组分系统： 
– 便于处理 
– 加工设备投资小

– 湿气固化

–  固化过程稳定，不易受其他物质影响

–  在众多基材表面具有优异的附着力

单组分室温固化硅橡胶（RTV-1）的典型特性

配方稳定易用

释放乙酸副产品（5%）需要通风

经过硅橡胶处
理后的软木塞更易
从瓶中拔出。 

100-200
栓皮栎在其整个生命

周期中可以产出 100 到
200 公斤软木。当软木层
的厚度达到 2.7 到 4 厘米
时，就可以每隔 9 到 12
年采收一次软木，在温暖
的气候条件下，采收的 
频率会更高一些。一棵 
栓皮栎总共可以采收五到
十次。

来源：维基百科

– 乙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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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定量控制系统如今已经
具备定时注射胰岛素等重要药物的
功能。其核心部件是一个体积极小
的微型注射泵，泵壳由聚合物产品
生产商特瑞堡（Trelleborg）研制开
发。泵壳的制作材料为一种新型的
液体硅橡胶，它融合了附着力强和
滑动摩擦力低这两种看似不可兼得
的特性。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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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论昼夜，慢性病患者往往需要

全天候监控自己的身体状况。

糖尿病患者体内的胰岛素水平

是否正常？是否需要加大阿扑吗啡来对抗

帕金森症？如果用量错误，无论是过高还

是过低，都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此类病症通过皮下直接注射药物可以

有效控制，轻轻一刺，可以挽救生命。例

如胰岛素笔针等便携式医疗器械体积小，

可以放在衣兜和手袋里，注射药液快速、

安全，操作隐蔽，保护隐私，在日常生活

中使用尤其便利。虽然有诸多优点，但患

者还是要自己掌握用量和时间，不能遗 

忘。如今，自动化的定量控制系统又迈进

了一步。

配备此类系统的医疗器械只有手掌心

大小，用医用胶带就能够直接固定在患者

的皮肤上。器械与患者贴合的部位有一根

极细的针头，会定时自动驶出，将预设的

药量注射到患者皮下，完全不需要人工操

作。通过精密的控制系统，该器械能够在

几分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内定期地

精准定量，为患者稳定提供药物。这一技

术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减轻了病

患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上述医疗器械的核

心部件是一个体积极小的微型注射泵，它

的任务是可靠地为患者输送定量精准、事

关生死的药物。特瑞堡公司受一家国际 

领先的药物及医疗产品供应商的委托，开

发了一款用塑料和有机硅制成的注射泵 

外壳。

泵内的活塞采用一种独特的瓦克新型

材料涂覆，确保了运行的顺畅稳定。特瑞

堡公司创新与科技项目经理 Felix Schädler

直接参与了泵的研发过程，他特别强调说： 

“注射泵对药物定量的控制精度直接决定了

这款器械的使用价值。”

只有指甲盖大小

这款极为精密的微型注射泵由一个圆

柱形空腔和一个在其中往复运动的电动活

塞组成。注射泵将药液从储备容器中抽出，

输送到针头上。泵壳有不同规格可选，一

种的输送能力是 2 微升，另一种是 10 微 

升。2 微升规格的注射泵长度只有 15 毫 

米，与指甲盖的大不差不多。项目伊始，

开发人员面临的挑战是要在极小的空间内

解决两种不同材料之间的摩擦、密封和 

衔接。

客户的委托任务中，除了要求体积要

小，生产成本也要尽可能低，因为这个注

射泵的应用目的是一款一次性的医疗器械。

“由于结构尺寸和公差的限制，
生产时只能通过双组分注塑成型来
实现，密封件采用液体硅橡胶一次
性加工完成。”

—— Felix Schädler，特瑞堡研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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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体积极小的微型注射泵采用
液体硅橡胶注塑成型，是自动定量控
制系统的核心部件。自动定量控制系
统是自动为患者注射所需药液的便携
式医疗器械。 

定量系统中的所有元件，凡是与药物或患

者有接触的，使用后都要废弃，这是安全

要求，注射泵也不例外。外壳、电机和电

池等其他部件则可继续使用。

“由于结构尺寸和公差的限制，生产时

只能通过双组分注塑成型来实现，密封件

采用液体硅橡胶一次性加工完成。”特瑞堡

开发团队的 Felix Schädler 介绍说。在差不

多胸针大小的直径上，后续再添加密封件

从技术上是不现实的。使用专门的双组分

材料加工工艺可将两种不同材料高效衔接，

一步到位。开发人员最初的思路是：将活

塞缸的内壁几乎整个涂覆弹性体，以同时

达到活塞动态密封和润滑的目的。

特瑞堡公司瑞士施泰因（Stein am Rhein） 

生产基地擅长加工液体硅橡胶（LSR），在

这里，他们通过注塑成型工艺全自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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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组分和多组分液体硅橡胶部件。除汽车

零配件和一般工业应用之外，施泰因生产

基地还具备全面的净室加工能力，专门满

足医疗应用领域的需求。目前，四个洁净

室车间在严格监控的净室条件下同时生产，

产能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上一次扩建洁净室产能是在五年以前，

扩建后实现满负荷运转。据 Felix Schädler

透露，该生产基地目前已经开始新一轮的

扩建工程。双组分注塑成型工艺迄今为止

常用于制造汽车零配件，在医疗领域中还

特瑞堡施泰因生产基地在严
格监控的净室条件下使用此类模
具加工液体硅橡胶。  

瓦克应用技术团队
Florian Liesener博士（左）
和 Ulrich Frenzel 博士。

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Florian Liesener 博士
瓦克有机硅 
工程有机硅 
技术营销负责人 
电话：+49 8677 83-3566 
florian.liesener@wac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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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应用。目前，这一现状正在改观，因

为该行业面临的风险和成本压力越来越大，

Felix Schädler 说。“另外，自粘型液体硅

橡胶如今也可用于食品接触和医疗应用，

这为拓展双组分注塑成型的应用领域创造

了前提条件。”他补充说。

瓦克博格豪森应用技术实验室负责人

Ulrich Frenzel 博士和 Florian Liesener 博士

对此也一致赞同。他们二人与特瑞堡公司

紧密合作，在微型注射泵的开发项目中经

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材料开发过程。

当热塑性弹性体证明不适用于这一特

殊应用之后，Felix Schädler 先是选择使用 

瓦克自粘型液体硅橡胶SILPURAN® 6700。

SILPURAN® 是瓦克十几年来专门针对医疗

技术领域应用开发和供应的硅橡胶品牌。

瓦克化学专家 Ulrich Frenzel 博士进一步介

绍说：“与为一般工业应用提供的硅橡胶不

同，我们针对敏感应用采用特殊配方，以

满足严格的安全卫生要求。”

速度快，工艺稳定性好

瓦克于 2008 年推出首款医疗技术专用 

自粘型液体硅橡胶 SILPURAN® 6700。这

款产品与众多热塑性塑料之间的粘结性优

异，非常适用于双组分注塑成型。这款液

体硅橡胶凭借其可直接注塑且稳固粘结的

特性进入医疗技术领域，使大批量、低成 

本、高效且稳定地生产医疗功能部件成为

可能。

通过与医疗产品制造商和特瑞堡在 

斯图加特的弹性体实验室合作，瓦克的 

SILPURAN® 6700 液体硅橡胶通过了与药

品接触长期贮存等一系列的有关测试。由

于密封材料与药品直接接触，二者之间不

得出现任何相互作用。

但开发人员在对注射泵进行功能测试

时发现，活塞与采用 SILPURAN® 6700 制

成的缸体内壁之间的摩擦力过高。在药物

剂量方面，即便是极其微小的过量或欠量

都有可能给患者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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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确保注射泵平稳运行。活塞与缸体间的

摩擦力越大，推动活塞所需的力就越大，

驱动器的规格也就要越大，导致器械的体

积随之增大。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则是在泵

内使用润滑剂。但润滑剂与药液之间必然

发生无法避免的接触，对药液产生影响的

风险会增加，甚至会导致药液污染。出于

相同的原因，瓦克提供的常用于汽车零配

件生产的渗油性有机硅也不适用于此。此

类有机硅的摩擦系数虽然很低，但在医疗

应用中无法使用。因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允

许此类油脂混入药液，注入患者皮下。

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终于，瓦克的材料专家找到了一个无

油的解决方案。“基于我们与瓦克间多年来

紧密且愉快的合作，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

求助于瓦克的材料研发专家。”代表特瑞堡

的项目经理 Felix Schädler 说。收到求助后

不久，瓦克的化学家就有了如何解决问题

的初步设想。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就

成功开发出一种新的材料技术，而且已经

达到了可以打入市场的成熟度。

来自瓦克应用技术的 Florian Liesener

博士回忆道：“当时，瓦克的产品组合里已

“在生产中，我们的允许公
差只有 20 微米，这是个不折不
扣的挑战。”

—— 特瑞堡项目经理 Felix Schädler

Florian Liesener 博士在瓦克
负责特种液体硅橡胶开发，此类
产品专门根据客户所在行业的需
求定制。 

生产所需的双组分液体硅橡胶
由这些直接放置在加工设备旁备用
的原料容器输送。

有自粘型液体硅橡胶和低摩擦系数的产品，

但没有两者兼得又适用于敏感应用的产品。

微型注射泵的开发为研制这种具有二合一

特性的硅橡胶带来了很好的契机。”

这一新型的液体硅橡胶要将高附着力

和低滑动摩擦力这两种从物理学角度看似

不可兼得的特性集于一身，就好比既要抓

住又要放开。“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可完 

成的任务被瓦克用化学方法顺利解决了。” 

Felix Schädler 对此深表赞许。

关于这一成果，瓦克的材料专家只透

露了一点秘密：通过在配方中添加一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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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成分对自粘型硅橡胶进行调整，使之

与接触材料之间的摩擦力大大降低，这既

能持久改变自粘型硅橡胶的表面摩擦特性，

又避免了渗油的弊端。

在市场上独树一帜

Florian Liesener 博士说：“这一突破为

实现该应用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2016

年，这一材料研发成果首次面世，定名为 

SILPURAN® 6760/50。时至今日，这款液

体硅橡胶仍然是市场上唯一一款摩擦力经

过调整的、拥有生物相容性认证的自粘型

液体硅橡胶。

除了在材料研发过程中成功合作之外，

有机硅专家 Florian Liesener 博士还对特瑞

堡方技术人员在生产工艺方面的专业知识

和经验深表赞赏。注射泵的活塞缸采用玻

璃纤维增强工程塑料制成。第一步是在注

塑模具中成型，然后在缸体内壁上覆盖一 

层极薄的 SILPURAN® 6760/50 涂层。“在

生产中，我们的允许公差只有 20 微米，而

某些材料的收缩度就可能达到 35%。”Felix 

Schädler 介绍说。

特瑞堡团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并满足

生产中其他的一些关键要素的要求，与其

委托方一起对部件的结构设计反复推敲，

直到达到所有的技术要求。Felix Schädler

说：“我们为此甚至对生产技术进行了进一

步开发。”这款注射泵在净室中生产，是特

瑞堡施泰因生产基地目前生产的体积最小

的双组分工件之一。

参与该项目的各方面专家一致认同：

从目前的加工技术角度，这已经是可以实

现的最小体积。在这款微型医疗注射器械

中，SILPURAN® 6760/50 发 挥 了 重 要 而 

可靠的双重作用。在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方

面，这款硅橡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名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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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为工业供热
以瓦克 HELISOL® 为代表的高性能导热油应用在光热发电站为气候保护 

做出重要贡献。光热发电站吸收的太阳能不仅可以用来发电，而且还可以作 
为工艺用热直接应用在工业生产中。比利时的两个示范项目展示了如何做到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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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谁比它更渴望阳光。光热发

电站的抛物面镜舒缓地将其银

色肢体伸向天空，在耀眼的阳

光中吸收能量。“它的转换效率高达 75%

以上”，比利时 AZTEQ 公司下属的全资子

公司 Solarlite CSP Technology 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Joachim Krüger 博士介绍说。这

家来自德国梅克伦堡 - 前波莫瑞州的专业

公司致力于开发和建造分散式抛物线槽型

光热发电站，用来发电并为工业生产提供

工艺用热。

抛物面镜会自动追踪太阳光，以便能

最大程度地吸收太阳能。抛物面镜将阳光

聚焦到分布在镜面上的长形集热管（即接收

器）上。集热管采用钢材制成，外面裹有玻

璃外罩。钢管与玻璃层之间为真空，以避

免热损失。使用聚光太阳能热发电（CSP）

技术的光热发电站为了转化和利用太阳能，

“热能的存储比电能的存储要容易得
多。因此光热发电站在夜间也可以产热和
发电。”

—— Joachim Krüger 博士，Solarlite 公司总经理

需要在钢管中填充至关重要的传热介质。

传热介质可以是水、有机油，也可以是瓦 

克特别为此研制的 HELISOL® 硅油。

瓦克有机硅业务部门负责热载体油项

目的 Erich Schaffer 介绍说：“每种介质都

有其优缺点，但任务只有一个：吸收和传

递太阳能。”传热介质从太阳能集热场流出

后流入一个热交换器，在热交换器中将水

加热。水加热后产生的蒸气驱动涡轮机，

产生电力。水蒸气冷却后又流回热交换器

中，如此往复循环。收集的太阳能也可直

接作为工艺用热服务于工业应用，无需经

过发电步骤。

如果将水用作传热介质，其优点在于

百分之百的环保。缺点则在于加热过程中

会产生超过 200 巴的高压。为了承受这一

高压，设备需要特别设计，制造成本随之

增加。而且要确保水在集热管中不结冰，

也需要对设备的设计进行相应的调整。其

他的传热介质情况与水相似。

HELISOL® 的分子结构 
HELISOL® 品牌的硅油是聚二甲基硅氧烷，其硅原子连有两个功能性甲基基团，硅原子又通

过氧原子彼此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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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严寒环境下仍可保持流动

瓦克导热油技术经理 Kai Schickedanz

博士讲解说：“即便是有机油，在 10 摄氏

度上下也有一个凝固点。因此，光热发电

站需配备一套伴热系统，以保持油的流动

性。而瓦克的 HELISOL® 硅油则不同，在

零下 40 摄氏度下仍可保持流动。”在高温

环境下，硅油也有其优势：即便加热到

425 摄氏度也不会分解。基于碳氢化合物

制成的导热油从特性上无法与硅油媲美。 

对于 Solarlite公司总经理 Joachim Krüger

博士来说，硅油的超大温度范围能给太阳

能热设备带来巨大优势。“使用硅油作为传

热介质，光热发电站能够更加安全稳定地

度过欧洲的冬季。另外，沙漠地区的夜间

Solarlite 公司在比利时奥斯坦德建造的聚光
太阳能发电站及其位于安特卫普港的姊妹发电站
是欧洲工艺领域的第一个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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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日光而无法发电的时间缺口。”熔盐是

一种适用的热能存储材料。它可以从经太

阳能加热的传热介质中吸收热能，温度能

够达到大约 400 摄氏度。在夜间，热交换

器从中提取热能，输入发电系统，产生电能。

根据德国宇航中心（DLR）的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大型的熔盐储罐与蓄电池相比，可

以将电力存储的成本降低 80% 至 90%，从

而使太阳能发电的灵活性大大提高，并可

根据用电需求进行调配。 

替代石化燃料

太阳热能的主要用途不仅仅是确保光

热发电站全天候供电，瓦克工程师 Erich 

Schaffer 讲解说：“太阳热能设备的主要功

用在于产生热能，这使其受到许多应用领

域的青睐，例如建筑物取暖和工业生产所

需的工艺用热等。特别是工艺用热的需求

量很高。工业领域所消耗的能源大约占全

球总消耗量的三分之一，其中大约四分之

三为热能。仅 400 摄氏度以下这一温度范

围的应用约占全球工业用热需求的一半。

大部分的热能取自天然气等石化燃料，取

自可再生资源的热能略低于 10%，太阳 

热能专家 Joachim Krüger 介绍说。他表 

示，光热发电站是提供绿色热能的一个重

要途径。

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化工物流企业

ADPO 认识到这一点，对 Solarlite 公司建

设的光热发电站进行投资，利用其热能制

温度也有可能降至极低。此外还无需使用

伴热系统，由此可以降低投资成本。” 

Joachim Krüger 博士是 Solarlite 公司

的创办者，同时还兼任德国太阳能热发电

协会（DCSP）的主席。对于光热发电站经

常要面对的问题，Joachim Krüger 一清二

楚。首先，先制热再发电的流程是一个间

接流程，是不是没有必要这么做？而且，

并不是没有直接产生电力的技术选择，例

如可以通过光伏发电。

其实，太阳热能和光伏这两种可再生

能源的生产技术并不仅仅是竞争关系，它

们之间还能互补。Joachim Krüger 说：“相

对于电能，热能更易存储。因此，光热发

电站夜间也能产电，能够填补光伏电站因

工业中的工艺用热
太阳能集热器可以和燃料动力锅炉一样用于制备工

艺用热。视所在地平均日照时间长短的不同，日照时间较

少的时候，有时需要使用锅炉以备不时之需。但通常只需

对加热的导热油进行中间存储即可。 

锅炉 多个生产工序

太阳能集热器

导热油

中间储罐

产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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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机油相比，使用 HELISOL® 硅油会明显降低
穿过钢管扩散到真空中的氢气量。由此可以避免不必
要的热能损失。”

—— Yuvaraj Pandian， Solarlite 公司的太阳能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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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蒸气。Solarlite 公司的太阳能分析师

Yuvaraj Pandian 强调说：“这是欧洲化学

工艺领域的第一座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场。”

这座发电场占地 1100 平方米，热能生产能

力为 500 千瓦热（kWth）。ADPO 公司使用

152 摄氏度的热蒸气来调节一座大型化学

产品物流中心的温度。这每年可节省 100

吨的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的排放。与此

同时，这一示范项目也证明了此类加热系

统不仅适用于沙漠地区，而且在气温较低

的北海地区也能为中小型工业设备创造附

加值。

而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场的集热管中使 

用的传热介质正是瓦克提供的 HELISOL®

硅油。瓦克专家 Kai Schickedanz 和 Erich 

Schaffer 表示说：“无论是我们与 Solarlite

公司在位于比利时安特卫普的 ADPO 公司

合作开展的项目，还是位于比利时奥斯坦

德（Ostende）的化工企业 PROVIRON 实施

的另一个类似的光热发电项目，都对瓦克

的硅油未来在太阳热能领域的应用具有重

要的示范和参考意义。” 

瓦克对 HELISOL® 硅油的开发始于十

年前，目标是使光热发电站和工业设备等

应用能实现在超过 400 摄氏度的工作温度

下正常运行。虽然瓦克很快找到了一种适

用的硅油，但要在超过 400 摄氏度和 30 巴

压力的工作条件下采集粘度等性能参数，还

是一个大难题。Erich Schaffer 回忆说：“由

光热发电站的接
收器：接收器由黑色
的钢管组成，载热油
从钢管内部流通，钢
管的外面裹有玻璃外
罩。为了防止热能损
失，400 摄氏度的钢
管处于真空状态。

32%
工业用热占全球热能用量的 32%，

而大部分的热能来自石化燃料。 * www.provir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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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缺乏适用的测量工具，我们立即与德国

宇航中心的专家以及其他合作伙伴一起启

动了一个开发项目。”

天衣无缝的协作

硅油的蒸气压和粘度等参数直接决定

了集热管的结构设计和性能，从而影响设

备的整体设计。材料、设计、生产原料之

间的协调必须做到天衣无缝。

而且，瓦克的专家还要确保硅油不会

受热分解或具有腐蚀性。Solarlite 公司的专

家 Yuvaraj Pandian 介绍说：“有机油的一

个典型缺点在于会随时间推移释放出氢气，

氢气会穿过钢管扩散出去。这一现象会破

坏钢管和玻璃罩之间的真空，导致不必要

的热能损失。”HELISOL® 硅油虽然也有这

一现象，但情况要轻得多。

为了证明其优势，研发团队将三种 

HELISOL® 硅油送到阳光明媚的西班牙的 

一座研究太阳能的研究站 —— 西班牙太阳

能测试平台（PSA），在一套太阳热能设备

中通过示范循环验证了它的实战优势。在

该实验中，瓦克与德国宇航中心和该示范

设备的运营方西班牙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 

（CIEMAT ）紧密合作。“抛物线槽型光热发

电站的镜面追踪太阳光，这就意味着入口

和出口管道上都要用到活动部件。”瓦克专

家Kai Schickedanz介绍说。更进一步来说，

右边是超压设备的膨胀油箱，用于容纳体积增大的导热油。左边是装有惰性气体（例如
氮气）的保护气体储罐。保护气体可防止油达到沸点，同时可确保空气不会进入到工艺设 
备中。

位于比利时奥斯坦德的聚光太阳能热发电场的超压设备：之所以配备这一设备，是因为
使用的导热油的体积在使用过程中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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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Kai Schickedanz 博士
瓦克有机硅 
导热油 
技术营销负责人 
+49 8677 83-87694 
kai.schickedanz@wacker.com

节点的密封件必须能够经受得住高温的 

考验，确保稀薄的硅油不会发生泄漏等 

情况。

用途广泛 

不仅如此，HELISOL® 硅油还要适用于

泵送，因为大型的太阳能集热场的管道网

络总长可达一百公里。瓦克热载体油项目

负责人 Erich Schaffer 说：“如今，我们的

这款硅油可用于众多应用领域。”

Joachim Krüger 博士补充说：“聚光太

阳热能的应用空间目前尚被远远低估。伴

随去碳化的发展趋势，如果能将聚光太阳

能热发电与光伏系统等相结合，其巨大的

发展潜力可想而知。在采用高温电解的绿

色制氢技术领域，太阳热能也有很大的应

用 潜 力。”Solarlite 公 司 总 经 理 Joachim 

Krüger 对此充满信心。 

2009 年至 2019 年 
光热发电站产能的发展变化

按行业划分的全球终端能源需求 

目前大型光热发电站的发电功率通常在 50 至 200 兆瓦。人们通常会优先选择在
全年日照时间很长的地区投资此类项目。 从总产能上看，西班牙和美国处于领先地位。

工业领域的能源消耗量占全球能源消耗量的三分之一，其中约四分之三是热能。工
业对热能的需求量比全球总用电量还多 18%。约 90% 的工业用热能仍产自煤  、天然
气和石油等石化燃料。尤其是钢铁、铝、化工和石化、石灰和水泥这四个能耗特别高的行
业需要使用 400°C 以上的高温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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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中国、南非和

科威特新增产能

24 

13
3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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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煤炭

30% 天然气

15% 石油

9%  可再生能源

1%  其它

74

30

22

48

工业

热能

运输

电

住宅
其它行业

30 % 低温热能

（低于 150°C） 

煮沸（沸水）、巴氏杀菌、
杀菌、清洁、干燥、洗涤、
漂白、炖、腌、煮

22 % 中等温度热能

（150°C 至 400°C）

蒸馏、熔化硝酸盐、染色、
压缩

48 % 高温热能

（高于 400°C） 

材料转化过程

= 85 EJ
（EJ = 埃焦耳）

聚光太阳能热发电站也被用于平衡光伏电站发电量的波动。太阳光热能非常易于存储，因此在夜间也可用于
发电。 

来源：德国宇航中心，2020年。

来源：德国宇航中心，2014/2020年。

26% 的工业用热能通过电制取，其余的 74% 则产自煤炭、天然气、石油和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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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面瓷砖胶粘剂：制造商
需要了解砂浆的涂覆特性、施
工的时间窗口以及固化后的收
缩程度，才能针对应用来优化
干混砂浆的配方。

干混砂浆的制造商关心其产品的凝结硬化特性。
瓦克与 UltraTest 公司合作，开发出一款新型的软件
模块，通过测量超声波在砂浆凝结过程中的传播来
获取详细信息。通过这一方法，制造商可以更好地
改良其产品配方。

一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筑工

人在施工时都需要自己用水泥、

沙子和水来配制砂浆。砂浆的

质量取决于工人的经验。如今，预制干混

砂浆已经成为行业标准，只需加水混合即

可使用。 

干混砂浆的推广使建材制造商能够确

保产品达到既定的品质要求。而且，针对

不同应用，配方也有所不同。制造商会根

据具体应用要求选择完美适用的水泥或其

他矿物粘结剂，再配以添加剂。因此，装

饰砂浆的成分与砌筑砂浆不同，瓷砖胶粘

剂的配方与自流平地坪砂浆也不一样。 

添加剂对砂浆起到改性的作用，例如

砂浆的涂覆特性、施工的时间窗口、固化

的收缩程度及其最终能达到的强度等等。

制造商在产品开发的过程中都要逐一深入

研究这些特性。对于开发人员来说，最重

要的是了解添加剂对每个凝结硬化阶段所

发挥的效果。 

ULTRATEST 有限责任公司：来自不

来梅的超声波专家

借助一个新型的逻辑拟合软件模块 

（Logistic Fitting Module），开发人员可以简

便地通过超声波测量值来收集所需信息。该

模块是瓦克与总部位于不来梅的 UltraTest

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的成果。在超声波

测量系统领域，UltraTest 公司是一家久负

盛名的制造商。UltraTest 公司开发的八信

道超声波测量系统装有基础软件，逻辑拟

合模块则是一个额外的补充。 

时至今日，水泥仍旧是绝大部分干混

砂浆的粘结剂或是粘结剂系统中的成分之

一。水泥是多种矿物质经过多次脱水后混

合制成的细腻颗粒材料，添加拌合水后全

1.21  应用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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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流平地坪砂
浆在外部混合好后
再灌入量杯中。

部与水发生化学反应，专业人士称之为水

合反应，生成结晶水合物。这些晶体在凝

结和固化的过程中相互嵌合，从而形成一

个固态的网状结构，生成一个形态不再可

塑的多孔固体。 

四个凝结硬化阶段 

水泥中每种成分的水合反应过程各不

相同，其开始时间有别，速度也不一样。

例如用硅酸盐水泥作粘结剂的话，凝结硬

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Ingo Müller 博士 
研发经理
瓦克聚合物
电话：+49 8677 83-8489
ingo.mueller@wacker.com

硅酸盐水泥的凝结硬化特性
声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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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分析模块（HEAT FLOW MODULE）
另一个观察水泥凝结硬化的方法是测量水合反应释放的热量。许多干混砂浆制造商将此类采用

差示扫描量热法的分析方法与超声波分析方法结合使用。UltraTest 开发的超声波测量系统同时还

为用户提供可选配的热分析模块，其数学原理与逻辑拟合模块相似。该模块可将差示扫描量热法

测得的结果读入设备的基础软件当中进行分析。 

只需持续测量超声波的速度即可追踪

凝结的进度。将测得的声波速度与时间的

关系制成一个图表，即可得出分析结果。

UltraTest 公司提供的测量系统可生成此类

曲线。 

关注声波的加速度 

“根据这条声速曲线还可读取水合反 

应的进程与时间的关系，但需要通过数学

计算才能得出。”Ingo Müller 博士如是说。

他与同事 Christiane Treml 一起领导该软 

件开发项目。“在声速与时间的变化曲线 

上可以清晰识别出每一次水合反应的起 

始和结束。深入研究声波的加速过程尤为

重要。” 

开发团队在这一新型软件模块中采用

一个函数方程来描述声速曲线的变化。使

用这一数学方法即可算出声波的加速度。

瓦克专家 Ingo Müller 博士介绍说：“我们将

整个凝结过程用一个包含了多个项的函数

方程来解释，然后根据测量曲线对方程进

行调整。这一方法在数学上称之为‘fitting’，

即‘拟合’，其结果准确度很高。”方程式中

的各个项一起描述出一个逻辑斯蒂增长，

即起初阶段以指数式增长，然后增幅逐渐

减弱，直到最后停止增加。声速的加快也

与这一模型相符，它能反映是每一次水合

反应的进程。 

该软件模块可完成整个凝结过程和各

个项的曲线拟合以及声波加速度的计算。

计算得出的加速度随各个水合反应的进程

逐渐减弱，直至消失。其函数图像体现为

峰值，每个峰的形态近似于高斯正态分布

曲线。 

化会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可通过 X 射线衍射和环境扫描电子显微镜 

（ESEM）来详细观察。但是，这两种技术

手段都颇为复杂且成本高昂。因此，建材

制造商一直都在寻找尽可能避免使用上述

手段的途径。 

测量凝结硬化过程中砂浆内超声波的

传播速度是一个远比上述两种手段都要简

单、快速、成本低廉的替代选择。上世纪

五十年代，研究人员发现超声波在粘稠状

或固态物质中的传播速度更快，材料的动

态弹性模量越大，超声波的速度越高。应

用在砂浆凝结硬化上即意味着：固化程度

越高，声波的速度越快。刚刚与拌合水混

合时，超声波的传播速度仅约为 100米 /秒。

在凝结后的砂浆中，该速度可达 2000 至

4000 米 / 秒。 

1.21  应用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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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信息 

根据这些峰值，用户可以准确了解每

个凝结过程的开始和持续时间。“但是，超

声波测量的结果并不能显示出水合反应过

程中发生的物理和化学变化。”Ingo Müller

博士说。直到开始应用同步加速器发射大

功率 X 射线来对水泥进行时间分辨 X 射线

衍射相分析，才真正得以将峰值和反应过

程相对应起来。 

干混砂浆的开发人员只需使用超声波

测试其配方，然后用逻辑拟合模块来分析

测量值，即可检测和分析添加剂在每个水

Christiane Treml 借助逻辑拟合模块对测量曲线进行分析。大屏幕显示结果有助于曲线拟合的质量评估。

“我们将整个凝结
过程用一个包含了各
个项的函数方程来解
释，然后按测量曲线
对方程进行调整。”

—— Ingo Müller 博士 
瓦克聚合物研发经理

合反应中发挥的效果。与此同时，开发人

员还能发现添加剂的副作用，有的放矢地

查找问题根源并确定应对方法。 

按照 Ingo Müller 博士的建议，产品开

发应从单纯的粘结剂和沙子构成的基础配

方研究开始。通过 X 射线衍射方法，找出

超声波分析中峰值与水合反应的对应关系。

对应关系一旦确定，开发人员可以加入一

种添加剂，然后观察峰值位置在声速曲线

中的变化。配方研制工作结束后，出于保

险起见，开发人员应对结果再次进行 X 射

线衍射相分析。 

1.21  应用  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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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一个或多个峰值出现错位，则表明存

在质量问题。 

已有众多建材制造商将 逻辑拟合模块

应用于实践当中。例如德国的可耐福集 

团（Knauf Group）很快决定试用该软件模

块。可耐福集团是一家国际著名的建材制

造商。 

在可耐福研发部门任职的工程师 Nina 

Krawtschenko 目前正在通过现有的砂浆配

方并对照其他分析方法提供的结果，对该

软件模块进行审核。她表示：“审核的初步

结果令人非常满意。尤其令我们感到欣喜

的是，该模块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一种添加

剂的效果创造了可能。虽然审核尚未结束，

但我们已经非常期待将这一新成果应用在

可耐福未来新产品的开发中。” 

Villigen 的保罗谢尔研究所（Paul Scherrer 

Institut）进行，使用的是该研究所的同步加

速器。 

峰值错位

在完全不使用 X 射线衍射相分析的情

况下，可使用超声波来进行质量检验。干

混砂浆的制造商只需观察试样砂浆的凝结

特性是否与合格批次产品的特性一致。如

涂抹瓷砖胶粘剂：添
加剂决定材料特性，例如
其施工的时间窗口。

对于开发人员来说，这一方法的优势

在于可大量节约时间和成本：每个配制步

骤之后，不再需要逐一进行 X 射线衍射相

分析。现在，只需进行一次或最多两次该

分析，即可完成配方优化，远比此前省时

省力得多。 

瓦克为该软件模块的用户提供服 

务，对其试样进行必要的时间分辨 X 射 

线衍射相分析。该分析在坐落于瑞士

超声波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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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解决方案  信息技术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在博格豪森技术中心，Benjamin Rossbach
博士使用数据眼镜为客户和鉴定师远程展示 
VINNAPAS® 威耐实 ® 粘结剂在建筑用途中的
效果。通过这一方法，国内外的许多项目和合
作在疫情期间还能继续推进。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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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jamin Roßbach
博士（右）和他的同事
Dominik Riedlaicher 共
同研究外墙外保温系统
的耐抗性。测试通过数
据眼镜实时转播。

演
示完成后，鉴定师明确表示，

本次 Webex 视频会议的效果可

以满足她对外墙外保温系统耐

抗性进行评定的要求，她将为第三方测试

机构提供报告。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许多

人都需要借助视频会议的方式继续办公，

但这一次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视频会

议 —— 在实况转播展示墙体试样的风化情

况时，与会者既没有用手机，也没有用电

脑上的摄像头。这一次的视频会议，实验

员是通过佩戴新型的、功能近似于平板电

脑的数据眼镜将自己的视野与其他与会者

共享。用电影摄影的专业术语讲，这叫做 

“主观镜头”。

一年多以前，因新冠病毒导致的大流行

病使旅行受限，瓦克聚合物业务部门全球技

术中心管理团队负责人 Benjamin Rossbach

博士和同事不得不面对一个挑战：如何在现

有条件下继续测试和优化新产品、新配方的

特性？Benjamin Rossbach博士介绍说：“外

墙系统在瓦克 EOTA 人工气候试验室内风化

数周后，我们不再会像以前一样与客户和鉴

定师一起在现场进行评定和验收。”

而这恰恰正是他工作的核心：该业务

部门在世界各地设有 18 个应用技术中心，

瓦克产品的配方在根据各地情况进行调整

之后，要在技术中心进行测试。在调整配

方时，既要考虑到当地的特殊气候条件（空

气湿度、温度变化），也要考虑到当地使用

的原料特性（印度使用的水泥就与德国使

用的水泥特性不同），当然还要兼顾各地不

尽相同的建筑技术标准。

根据欧洲技术认可组织（EOTA）技术

标准进行风化测试

瓦克在博格豪森、莫斯科和上海的技术

中心为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例如将外墙材

料施加在墙体试样上，然后送进 EOTA 人工

气候试验室内按技术标准进行“风化”。在

试验室条件下，客户送检的外墙材料受到

风霜雨雪和气温变化等人工控制的天气考

验，以检测其对极端天气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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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可以透过我
的眼睛，在屏幕前观看我们的严格测试
程序。”

—— Benjamin Rossbach 博士 
瓦克聚合物业务部门技术中心管理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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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疫情影响，各种旅行限制、隔离规

定和卫生要求使客户和第三方鉴定人亲自执

行测试或亲眼见证结果的难度和复杂性增

加，因而变得难于实现。虽然已经进入数字

化时代，但此类物理测试仍旧无法通过虚拟

方式取代。因此，Benjamin Rossbach 博士

开始寻找一个途径，为客户和第三方专家创

造观看检测的机会。

他讲述道：“一年半以前在瓦克举办的

一次数字化活动日上，IT 部门的同事向我

展示了一部 HMT-1 设备。这部设备就像一

个戴在头上的电脑，配有摄像头和显示

器。”该设备由美国 RealWare 公司开发生

产，全称是“Head Mounted Tablet”，即“头

戴计算机”，简称“HMT”。在瓦克技术中

心的应用中，该设备有两大优点：无需手持，

解放了用户的双手；以手机和平板电脑使

用的安卓系统为平台，因而支持 Webex 等

常规应用。 

“戴上 HMT-1，我可以直接拨入 Webex

会议，和大家分享我的视野。观众看到的

就是我所看到的。”Benjamin Rossbach 博

士介绍说。因为该设备完全不占用双手，

者说出某一程序的名称，该程序即会在用

户眼前几厘米远的微型屏幕上打开。选定

功能即启动。

拉近与客户的距离

“因为非常实用，于是我在瓦克 IT 部门

同事的协助下，将该设备也介绍给其他的

瓦克技术中心。大家在试用后反响非常积

极，纷纷希望引入该系统，以将瓦克高水

准的技术测试实力更好地介绍给客户。” 

Benjamin Rossbach 博士说。 

这一解决方案的实用性并不仅限于疫

情期间。瓦克聚合物业务部门的 18 个技术

中心分布在世界各地。即便是疫情过去之

后，如果某些客户愿意选择远程方式访问

本地之外的其他技术中心，也可以节省不

少差旅的时间和费用。在与泰国一家重要

客户的一次交流活动上，HMT-1 就成功发

挥了作用。客户方的多位代表在瓦克新加坡

客户团队的陪同下，随 Benjamin Rossbach

他可以一边实况转播，一边检查测试效果，

例如亲手触摸墙体试样上安装的外墙外保

温系统，指点和放大特殊部位，直接拍摄

高清照片发送到与会者的屏幕上。他特别

介绍说：“这个设备的摄像头效果非常好，

虽然是视频转播，但观众都能看到细微的

裂缝和凹凸。”

HMT-1 采用语音控制。用户口头发出

命令，例如“开始摄像”、“拍摄照片”，或

瓦克 IT 专家 Eduard  
Brehm 确保这一系统满
足瓦克对数据安全保护
的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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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相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Benjamin Rossbach 博士
瓦克聚合物业务部门 
全球技术中心管理负责人 
电话：+49 8677 83-6410 
benjamin.rossbach@wacker.com

在博格豪森应用技术
中心的步入式人工气候室
中，试样在不同条件下接
受测试。

博士一起参观了瓦克博格豪森的 EOTA 测

试区。

疫情爆发以前，瓦克技术中心的新员

工多数都是通过面授方式接受培训。现 

在，新加入的同事也可以通过 HMT-1 设 

备远程访问博格豪森的实验室，观看测试

直播，完成许多课程，尤其是实践方面的

内容。

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成功完成

第一批试用项目，主要要归功于瓦克和思

科的 IT 专家。来自网络技术和 Webex 软

件技术领域的双方专家紧密合作，为未来

应用铺平了道路。“瓦克 IT 部门的同事与 

思科的专家一直紧密沟通，而且还邀请 

我们参加了他们的技术会议，让我们可以

分享 HMT-1 的使用心得。这样，我们可 

以从专业用户的角度做出反馈，推动后续

研发。”Benjamin Rossbach 博士不无自豪 

地说。

日益广泛的虚拟应用

Benjamin Rossbach 博士深信，此类

虚拟应用未来将越来越广泛，因为它可 

以持久加深客户关系。这款头戴计算机 

（HMT）的硬件购置费用约为 2500 欧元，

比其他便携式虚拟交流设备的价格更合 

算。有了这一技术，瓦克又增加了一个 

快速灵活的客服渠道，节省了差旅和组织

带来的成本和工作量，购置的成本可快速

收回。

瓦克 IT 专家 Eduard Brehm 特别强调

说：“这一系统满足瓦克对 IT 和数据安全保

护的严格要求，我们在这一点上严格把关。

该系统的软件基本都是基于标准平台，所

以可以很好而且可靠、安全地集成到瓦克

的 IT 系统当中。”

这也为该解决方案在瓦克获得更加广泛

的应用铺平了道路。瓦克 IT 部门和聚合物

业务部门将以 HMT-1 为代表的数据眼镜的

推广应用看作是瓦克数字化沟通的一块重要

基石。因为该设备的影像质量和传输质量非

常好，Eduard Brehm 目前已为瓦克聚合物

业务部门的技术中心和研发实验室配置了三

部 HMT-1 设备。在瓦克生物科技业务部门

还有另外两部也已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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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 2020 年原材料采购支出占销
售额的 28.1%，能源支出占销售额的
7.7%。

28.1% 

瓦克生产的常规产品数量
约 3200 种。

3200

瓦克数据
瓦克是一家全球运营的集团公司，从瓷砖胶粘剂到太阳能电池 —— 其高度成熟的特种化学品在各个工

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全球性的组织架构和高度多元化的产品组合为瓦克平稳渡
过像 2020 年这样的艰难时期奠定了重要基础。关键指标：

瓦克集团旗下拥有 53 家
子公司，由总部位于德国慕尼
黑的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股，其中 49 家纳
入集团合并报表。

53

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瓦克全球员
工总数为 14332 名，其中 10041 名在德国。

14332

瓦克在全球拥有 26 个生产基
地，其中 10 个在欧洲，8 个在美洲，
8 个在亚洲。

26 
3.3%
瓦克 2020 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 3.3%。

以硅为原材料的有机硅产品
和多晶硅在瓦克销售额中的占比
达 65%。瓦克的第二大主要原
材料为乙烯，是瓦克聚合物业务
部门产品组合的基础材料。

65%



LIOSIL® FC 201 E这种硅油乳液能够让织物不再起皱，保持柔顺的质感，并更加易于熨烫。 

平平整整
上世纪初，熨衣服可是一件让人汗流浃

背，甚至还挺危险的事：在金属熨斗里加入

滚烫的木炭或铁件，会让熨斗变得又重又烫

手，在熨衣物时，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压住熨

斗来回推动，才能让织物变得平整。有了织

物柔软剂，如今的高科技电熨斗几乎不需外

力，就能在织物表面来回滑动。这是因为有

机硅基织物柔软剂含有的助剂能够融入织物

纤维，降低面料和熨斗之间的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