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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有机硅和先进的 3D计算机技术将为世人再现
这一世界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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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与创新密不可分。
同时，持续改进
的企业文化也必
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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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近日，瓦克在纽伦堡举行的全球领先的国际展会 —— 欧洲涂料展（ECS）上展出了全新的涂料

和胶粘剂解决方案。瓦克为众多行业及应用领域提供一系列丰富的解决方案，从我们在此次展会上

展出的新产品，便可略见一斑。

在这次展出的新产品中，易清洁涂料可谓是重中之重 —— 如新开发的防涂鸦涂料，以及用于混

凝土地面和其他无机基材表面的浸渍剂。

我们始终坚持对生产流程和产品进行不断优化，包括持续改进业已成熟的产品。我们的水泥基

防水膜用聚合物基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欧洲涂料展的另一项重要议题是可持续发展：我们正努力减少配方中有机溶剂的使用量，从而

为用户提供更加环保的产品。 

可持续发展与创新密不可分：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进行相关的研究及产品开发，持续改

进的企业文化也必不可少。瓦克成立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自始至终走在各项开创性研发的最前沿。

1947年，瓦克成为欧洲首家开始从事有机硅研究的公司。那时，创新也是我们最重要的驱动力

之一。瓦克在 70年前的那个决定也许只是一次谨慎的探索，但今天，有机硅却已经成为我们最大

的业务部门。目前，作为全球第二大有机硅生产商，瓦克凭借全球领先的硅化学专业知识以及先进

的技术，受到广泛的认可与推崇。本期《WWW瓦克创新杂志》将带您回顾瓦克的这段历史。

希望您能喜欢这期杂志。

鲁道夫 ·施陶迪格博士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低调启航，开创性研发，指数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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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CKER silicones and cutting-edge 3D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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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数字媒体
瓦克通过各种印刷和数字媒体为您介绍瓦克的公司

概况、创新产品以及丰富多彩的应用领域。登录瓦克集

团网站 www.wacker.com和WWW杂志手机版即可一
手掌握信息，您也可以扫描下列二维码轻松获得信息。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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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可以及时了解有关瓦克
的更多信息。

在线杂志 WWW  应用程序

瓦克网站发布的《创新杂志》将为您提

供有关公司智能解决方案和开创性技术的

信息。www.wacker.com/innovations

您可以在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或谷歌电子市场（Google Play 
Store）或者扫描以上二维码下载 WWW 杂志，这样您就可以在平板电
脑或智能手机上阅读我们的文章。您也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所有相关

链接：www.wacker.com/www-magazine。您还可以从这个网页转
至WWW杂志浏览器版，便于您在台式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阅读，或
者您也可以直接通过以下链接阅读：www.wacker-magazine.com。

瓦克还为您提供
更多的传播渠道
　　这些图标表明我们能为您提供
的额外服务和信息。 

播客

在瓦克网站上的播客中心，您可

以找到众多音频文件，您既可以立即

收听，也可以先行下载稍后收听。 
www.wacker.com/podcast

更多信息

点击WWW应用程序中的五个图标，您就能查
看更多的图片、链接、视频和图表，您还可以选择

将应用程序生成的电子邮件发送至瓦克联系人，或

选择方便读者阅读的版本。只需点击图标，您就能

浏览更多的内容和信息。 

鲁道夫·施陶迪格博士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http://www.weibo.com/WackerChe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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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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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17

瓦克有机硅和先进的 3D计算机技术将为世人再现
这一世界遗产。

ECS
特
刊

瓦
克
创
新
产
品
亮
相
欧
洲
涂
料
展

拉斯科岩洞壁画一瞥

W W W . W A C K E R - M A G A Z I N E . C O M

WA C K E R  W O R L D  W I D E  M A G A Z I N E

01
17

瓦克有机硅和先进的 3D计算机技术将为世人再现
这一世界遗产。

ECS
特
刊

瓦
克
创
新
产
品
亮
相
欧
洲
涂
料
展

拉斯科岩洞壁画一瞥

W W W . W A C K E R - M A G A Z I N E . C O M

WA C K E R  W O R L D  W I D E  M A G A Z I N E



54 5

新闻

>  最新动态

瓦克博格豪森生产基地扩大 VAE生
产规模 / 查尔斯顿多晶硅生产厂将建成 
HDK®生产设施 / 新加坡食品实验室正式
开业 / ……

第 8页

应用

>  制模材料

为了将拉斯科岩洞石器时代的壁画完整地
留给后代，法国 AFSP公司的团队采用 3D计
算机技术和瓦克有机硅对岩壁及壁画进行了精
准仿制。

第 20页 

>  密封胶

由于暖气和空调管道的泄露而造成的能 
量损失会浪费许多财力。因此，基于瓦克 
VINNAPAS®威耐实 ®乳液的密封胶成为市场
新宠。

第 38页

　　在此，您可以大致了解本

期杂志的所有报道。

制模材料 20

防涂鸦涂料 76 CANDY2GUM® 30

减振器 94

解决方案

>  减振器

经特殊改性的硅橡胶可在很大的温差范围
内保持稳定性能，因此适用于太空飞行等极端
应用领域。

第 94页

市场

>  CANDY2GUM®

瓦克已正式推出 CANDY2GUM®。这是一
项全新技术，制造出的糖果经过咀嚼可以变身
为口香糖。

第 30页

>  有机硅 70年发展历程

1947年，瓦克在博格豪森开始研究有机
硅，成为欧洲市场的先行者：这个看似毫不起
眼的决定，让有机硅最终成为瓦克集团最大的
业务部门。

第 44页

目录
 WWW 1.17

ECS特刊

欧洲涂料展

在纽伦堡举行的欧洲涂料展（ECS） 
上，瓦克展出了用于地面与墙面防尘
保护的全新 PRIMIS® SAF 9000系列乳
液。同时展出的其他创新产品包括用
于混凝土表面防污保护的 SILRES® BS  
6920有机硅基料和用于防涂鸦保护
的 SILRES® BS 710硅橡胶。全新的 
VINNAPAS®威耐实 ® 760 ED聚合物
乳液是用于憎水性建筑涂料的理想基
料，而GENIOSIL® XM 20和GENIOSIL® 
XM 25硅烷封端聚合物则可显著提高
不含增塑剂的胶粘剂的粘接性能。

详见第 54页

WWW 1.17  目录 WWW 1.17  目录



76

2

3

4

5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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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旗下五大业务部门的最新信息和精彩话题。 

76

密歇根州（美国）

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不够，往

往是让潜在买家无法下定购买决心

的主要原因。但工业界正在夜以继

日地努力改善电动汽车的性能。例

如，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

（GM）不久前推出了新版电动汽车

“Chevrolet Bolt”，是欧洲版“Opel 

Ampera-e”的姊妹车型。除了续航

里程高达 500公里外，这款电动

汽车还内置快速充电功能，只需在

配套的充电桩充电 30分钟，便可

行驶 145公里。瓦克与电池生产

商等紧密合作，探究如何利用硅来

取代锂离子电池中的现有负极材

料，以提高电池的储存性能。

博格豪森（德国）

曾在瓦克半工半读的

Cordula Weiß女士以优秀的

硕士毕业论文，荣获德国建

筑化学协会“2016年度后备

人才奖”。这位经济化学专

业的高才生利用自己 2014

年在瓦克博格豪森生产基地

分析中心获得的实验知识，拓展聚合物改性砂浆的实验分析基础，

成功地开创了一种借助原子力显微镜（AFM）测量聚合物相和水泥

矿物相之间界面粘结力的力扫描及成像新方法。聚合物改性干混砂

浆是瓦克聚合物的核心业务领域之一。 

科斯戈德（斯里兰卡）
2004年 12月，一场巨大的海啸袭击南亚，在沿海地区造成

严重破坏，令数万人丧生或失去生计来源，斯里兰卡成为重灾区。

瓦克立刻伸出援助之手，向当地救助项目捐款，并于 2005年设

立瓦克救助基金，专为帮助自然灾害受灾者的公益项目提供资金，

斯里兰卡科斯戈德（Kosgoda）的一所学校也在其中。学校于 2006

年开学，如今建校已有十多年，而让 Sadu Wimaladhamma Tissa

校长尤为高兴的是，明年将有首批学生参加高中毕业会考。 

4

瓦尔扎扎特（摩洛哥）

摩洛哥也踏上了能源转型之路。摩洛哥王国至今的能

源需求主要来自石化能源，如今的目标是在 2030年前将

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提升至 52%。为此，摩洛哥正在阿特

拉斯山区建设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名为Noor（阿拉伯语意

为“光”）的太阳能发电园区，其中 4座发电厂中的首座

Noor-1已于 2016年年初投入运营，Noor-2和 Noor-3发

电厂正在建设之中，Noor-4则处于规划阶段。Noor-1和

Noor-2为光热电站；Noor-3为塔式太阳能电站，由一组抛物面镜将太阳光反射到一座高 240米

的中心接收塔上，塔中的太阳能集热器将光能转化为热能，用来制取蒸汽，推动常规发电机进行

发电；Noor-4则为光伏发电厂。瓦克是全球最大的光伏行业用超纯多晶硅生产商之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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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1

4

北京

瓦克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2017年

年初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颁

发的“最具社会责任企业”称号；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是一个非商业性

非政府组织，现有会员单位 300多家。

称号评选标准包括公司治理、员工权益、

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科技

创新、利税贡献、公众沟通、公益事业等。

瓦克是全球责任关怀
®
倡议的成员企业，

也是首批签署以保护环境、员工及社会

为目标的《北京宣言》的 24家在华国际

化工企业之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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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高效，又环保：VINNAPAS® EP 400 E

即使在造纸及包装行业，人们对原材 

料环境相容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瓦克 

为 此 推 出 VINNAPAS®
威 耐 实 ® EP 400 E 

乳液。这款基于醋酸乙烯酯 - 乙烯共聚物 

（VAE）的粘结剂，甲醛含量低（< 20 ppm）， 

整体性能出色，不仅固化速度快，粘合 

力与内聚力也达到了完美平衡。该乳液 

可用涂胶喷嘴进行高速涂布，在辊式涂 

布时，同样具备良好的上机性能，可满足

纸张加工业对生产效率日益严苛的要求。

VINNAPAS®
威耐实 ® EP 400 E乳液是纸用

胶和包装胶配方的理想选择，确保厂商在

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增强产品的环境相

容性。 

用于配制纸用胶和包装胶的乳液新产品

瓦克应用技术师
在实验室测验纸用
胶和包装胶的固化
速度。

集团最新动态

9

瓦克目前正在博格豪森生产基地添置

一套年产 60,000吨的乳液反应器，用于生

产聚合物粘结剂。瓦克为此次产能扩建及

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约 2,500万欧元，

新工厂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建成。

瓦克生产的聚合物乳液应用广泛，常

常用于配制低气味、低挥发性内墙涂料，

也可用于抹灰、胶粘剂、地毯、工程织物

等领域。此外，它们也是瓦克在博格豪森

生产基地利用喷雾干燥工艺生产建筑用可

再分散乳胶粉时最为重要的原料。“此次博

格豪森乳液产能扩建是瓦克战略部署的一

部分，即通过扩建现有生产线，实现盈利

持续增长。”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鲁道夫 ·施陶迪格博士在介绍此项投资

举措时表示，“扩建产能可继续巩固瓦克作

为乳液及可再分散乳胶粉全球领先生产商

之一的地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

日益强劲的需求。”

这样，在城市化进程、建筑物现代化

改造、提高能源效率等世界大趋势的背景

下，瓦克就可以充分满足市场对高品质聚

合物粘结剂不断增长的需求。除了在博格

豪森新建反应器外，集团还投资对当地基

础设施进行扩建和现代化改造。瓦克聚合

物业务部门总裁 Peter Summo 先生介绍

说：“这将为我们在今后几年保障产品供应、

节约乳液和可再分散乳胶粉的生产成本起

着关键作用。”

瓦克生产的二元及三元共聚物可作为

粘结剂用于建筑、涂料及胶粘剂工业等领

域，例如：可用来配制高品质的瓷砖胶粘剂、

具有憎水性的水泥基防水砂浆、节能的外

墙外保温系统以及低气味、低挥发性内墙

涂料等。

年产 60,000吨的乳液新工厂
瓦克聚合物业务部门投资 2500万欧元，扩大博格豪森 VAE乳液生产 

将预混合容器吊入厂房：瓦克
在博格豪森新建一套年产 60,000吨
的乳液反应器。

WWW 1.17  新闻  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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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在胡志明市设立建筑应用展示厅
瓦克“应用屋”（Application House）向越南客户展示现代化建筑化学品的优势，使之心悦诚服

瓦克在越南胡志明市设立一座展示建筑用产品的“应用屋”，以推进客户对建筑

化学品潜在优势的了解和认识。越南被普遍认为是东南亚经济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国

家之一。随着建筑业的繁荣发展，“建筑质量”这一话题在越南也得到日益重视。瓦

克在越南的应用工程师 Long Nguyen介绍说：“越南建筑公司正在陷入以最低的价格

提供高质量产品的两难境地。”这也正是促使瓦克做出向越南建筑业展示和介绍砂浆

用聚合物添加剂优势的决定。应用屋展示厅由瓦克与胡志明市建筑服务及信息中心

（COSIC）共同管理，旨在为可再分散乳液 /乳胶粉以及建筑用有机硅在内墙和外墙

中的应用提供试验场所。瓦克的建筑聚合物可用于饰面砂浆、瓷砖胶粘剂、自流平砂

浆和防水膜等，有机硅则可用密封胶和胶粘剂。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扩建挪威霍拉（Holla）生产基地现有金属硅

产能，添置一条年产能具有世界级规模的生产线。此项产能扩建及相应的基

础设施建设将耗资约 8500万欧元，新生产线计划于 2019年上半年建成。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鲁道夫 ·施陶迪格博士在介绍此次

投资举措时表示：“扩建金属硅产能是我们保障原材料供应的一个重要战略

步骤。霍拉生产基地如今已可满足我们约 1/4的金属硅需求，此次产能扩建

是确保瓦克在未来继续保持这一比例的前提条件。”施陶迪格博士还强调： 

“自行生产金属硅不仅能够使我们摆脱原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同

时还可在需求强劲时保障原材料的稳定供应。”金属硅是瓦克最重要的原材

料之一，用于生产有机硅及超纯多晶硅。

新加坡食品实验室正式启用
瓦克扩建东南亚应用技术中心

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技术中心正式启用一个新的

食品实验室。从此，该区域技术中心拥有一个可满足创新型食品

配料、膳食补充剂及口香糖胶基应用研发所需的应用技术实验室，

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无脂肪甜点、无蛋烘焙食品、不含酪蛋白的椰

奶粉、素食级肉味香精以及具有高生物利用率的姜黄素等。借助

于这个全新的实验室，瓦克不仅能够为亚洲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

服务，同时还可协助客户开发新型配套产品，以满足市场对食品

解决方案迅猛增长的需求。 

瓦克生物科技业务部门总裁 Gerhard Schmid博士在去年 11

月初举行的启用典礼上表示：“亚洲是食品行业的核心市场，也是

瓦克创新型食品配料和膳食补充剂的重点市场。我们正努力提升

本土化服务来，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个实验室在亚洲

地区可谓独一无二，我们将依托它进一步巩固我们作为食品行业

创新合作伙伴的地位。”

瓦克生物科技作为瓦克集团旗下的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业务

部门，在食品市场的业务活动主要面向食品配料和膳食补充剂。

瓦克此前已在美国和德国设立专用食品实验室，以便为客户提供

最完善的服务。在新加坡成立的这一新实验室则将针对亚洲地区

的特殊需求，重点关注环糊精、半胱氨酸及羟基酪醇方面的应用。 

一位技术人员在展示厅演示聚合物改性瓷砖 
胶粘剂的性能。

霍拉的冶金级硅生产：用碳将石英砂熔化后，液态金
属硅从巨大的熔炉中引至硅砂床，然后冷却、凝固。

营养业务团队负责人 Heiko Zipp先生、瓦克有机硅业务部门总裁
Gerhard Schmid博士和瓦克东南亚地区总经理 Patrick de Wolf先生为
食品实验室启用剪彩。

瓦克新加坡技术中心自2007年起还为电子、护理产品、纺织、

汽车制造、涂料、建筑及健康保健等领域的客户提供支持和服务。

技术中心的实验室均符合国际标准，设备一律达到最新技术水准。

该区域技术中心占地 1500多平方米，集客户开发、技术应用、

销售以及基础培训和高级培训于一身。

瓦克扩建霍拉工厂的金属硅产能
瓦克在挪威投资约 8500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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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添 VAE乳液中试反应器

瓦克在南京生产基地启用一套新的耗资约 240万欧元的醋酸乙烯酯 - 乙烯 

（VAE）共聚物乳液中试反应器。瓦克聚合物业务部门总裁 Peter Summo先生表示：“我

们的目标是与客户携手，共同开发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一流解决方案，从而为瓦克的

未来发展做出贡献。瓦克现已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几家有能力为中国客户在本土提供从

研发实验室到大规模生产全面服务的 VAE乳液生产商之一。”瓦克大中华区总裁林博

先生（Paul Lindblad）则强调：“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巩固瓦克在众多关键领域作为领

先技术合作伙伴的地位，这再次表明我们长期服务于中国的努力和意愿。”这套中试

反应器可用来开发和测试专为建筑、胶粘剂及涂料等行业定制的 VAE乳液及可再分

散乳胶粉产品。瓦克在南京的技术团队拥有丰富的经验，再加上设施先进的上海技术

中心，瓦克现在能够更加紧密地与客户开展合作，开发高品质产品，进一步优化生产

流程，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南京的这套高度现代化设备配备有全自动化的操作及控

制系统，而瓦克已在南京生产VINNAPAS® 威耐实 ® 品牌的VAE乳液及可再分散乳胶粉。

这两类产品可用于配制高品质胶粘剂、环保型净味内墙涂料、瓷砖及地毯胶粘剂，或

用于外墙外保温系统等节能型建筑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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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新添 HDK® 生产线 

瓦克在美国生产基地投资 1.5亿美元，并扩建博格豪森基地产能

瓦克将在美国田纳西州查尔斯顿生产基地添置一套新的 HDK®

气相二氧化硅生产线。这套年产能为 13,000吨的生产设施预计耗资

约 1.5亿美元，计划于 2019年上半年建成，届时可为生产基地创

造约 50个新的就业岗位。瓦克查尔斯顿生产基地已开始为光伏及

半导体产业生产超纯多晶硅，现拥有员工约 650名。

瓦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鲁道夫 ·施陶迪格博士在阐述此项投资

的战略意义时强调：“添置新的生产线是瓦克在美国这个全球第二大

化工市场中，将查尔斯顿建设成为高度一体化的硅综合生产基地而

采取的必然举措。”新设施同时也是进一步完善查尔斯顿生产基地价

值链的重要环节之一。多晶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重要的副产物是

四氯化硅，它经过转化后可以返回生产流程，也可以进一步加工成 

更具附加值的 HDK® 气相二氧化硅。瓦克利用多晶硅和 HDK® 综合生

产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四氯化硅的加工的灵活性，而且无需对副产

物进行处理，提高了整个综合生产系统的经济效益。

同时，在博格豪森生产基地，瓦克正进一步扩大憎水型气相二

氧化硅专用产品的产能，预计将提高约 40%，并为此投资 140万欧

元。扩建工程计划于 2017年第三季度完成。瓦克董事奥古斯特 ·威

廉姆斯（Auguste Willems）先生表示：“通过此次扩建项目，我们能

够更好地满足客户对瓦克高品质专用产品及定制解决方案不断增长

的需求。此次扩建是瓦克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即通过对现有生产线

进行低成本扩建，实现盈利持续增长，并提高专用产品在整个业务

中的比例。”

查尔斯顿硅烷蒸馏塔：
瓦克美国生产基地亦将拥有
一条 HDK® 生产线，在创建
综合生产系统的进程中又迈
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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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展会信息

欧洲涂料展（ECS）
德国纽伦堡

2017年 4月 4日至 6日
www.european-coatings-show.com

国际化妆品原料展

英国伦敦
2017年 4月 4日至 6日
www.in-cosmetics.com

欧洲创面管理学会（EWMA）年会
荷兰阿姆斯特丹

2017年 5月 3日至 5日
ewma.org/ewma-conference/2017

国际产业用纺织品及非织造布 

展览会（Techtextil） 
德国法兰克福
2017年 5月 9日至 12日
techtextil.messefrankfurt.com

美国生物技术展（BIO USA）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

2017年 6月 19日至 22日
convention.bio.org

亚洲食品配料展（FI Asia）
泰国曼谷

2017年 9月 13日至 15日
www.figlobal.com/asia-thailand

国际塑料加工技术展览会

（FAKUMA） 
德国腓特烈港（Friedrichshafen）
2017年 10月 17日至 21日
www.fakuma-mess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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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设备专门用于开发定制的 VINNAPAS® 威耐实 ® 产品，以满足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

瓦克在南京添置的中试反应器可用于开发和测试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 VAE乳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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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摩擦系数更低的自粘型液体硅橡胶

瓦克推出了一种滑动摩擦系数较低的自 

粘型液体硅橡胶产品。这款名为SILPURAN® 

6760/50有机硅固化后形成的弹性体，表面

摩擦系数低，可为自粘型液体硅橡胶开辟全

新的应用领域。这种有机硅产品还对聚对苯

二甲酸丁二醇酯（PBT）等聚酯具有出色的

粘附力。  

SILPURAN® 6760/50是一种加成固化

液体硅橡胶，产品的两个组分在混合后，能

够迅速固化成机械性能稳固、邵氏硬度达

A50的透明弹性体。固化制品的滑动摩擦系

用 SILPURAN® 6760/50
制成的软管：这款自粘型硅
橡胶尤其适用于生产软硬复
合部件。

数比同等硬度的标准液体有机硅低 50%至

70%，可在活动密封元件领域开创全新的应

用。此外，由于滑动摩擦系数低，产品也可

使医疗器械部件的装配变得更加迅速而 

简便。 

SILPURAN® 6760/50是瓦克专为制药

及医疗技术领域所需软硬复合部件开发而成

的产品。这种部件通常由可成型的热塑性塑

料以及包覆于其外的柔软塑料层组成。

SILPURAN® 6760/50可通过注射成型工艺

实现此类复合部件的低成本、大规模生产。 

SILPURAN® 6760/50具有自粘性，不

需要使用任何粘合促进剂（或底涂），对注射

成型工艺中常用的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 

酯（PBT）等热塑性塑料具有尤为出色的粘

附力。

SILPURAN® 6760/50液体硅橡胶已通

过 ISO 10993和美国药典 USP Class VI的

相应测试和认证，恒温固化后的部件可与食

品直接接触，符合德国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

（BfR）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相

关推荐要求。 

SILPURAN® 6760/50可通过注射成型生产软硬复合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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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制品的滑动摩擦系数比同等硬
度的标准液体有机硅低 50%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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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70%

德国家庭最友好雇主之一
《家长》杂志表彰瓦克，274家企业获品质标签

《家长》（Eltern）杂志与 Statista在线统计门户针对员工人数

超过 500的德国企业进行调查，瓦克名列最佳家庭友好型企业行

列。《家长》杂志和 Statista市场研究机构去年夏天携手在全德范围

内，询问了约 1.9万名就身为父母的雇员对雇主的期待。瓦克在“工

作与家庭兼顾”“工作时间安排”和“向别人推荐自己的雇主”类分

别获得 3分的好成绩（最高分为 4分），成为 274家荣获“最佳家

庭友好型企业”品质标签的德国企业中的一员。

瓦克集团直属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Angela Wörl女士告诉我们： 

“如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应聘者，他们都认为雇主理所当然应

该努力使职工能够工作与家庭兼顾。”她表示，像瓦克这样全球运

营的现代化企业需要拥有训练有素的专业及管理人才，而瓦克在德

国的生产基地更是面临着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因此必须非常

重视为员工提供有益家庭生活的工作条件。

《家长》杂志和 Statista通过调查了解到了年轻人对家庭友好型

企业的真实想法。调查结果表明，最重要的指标包括：能否灵活安

排日常工作时间，是否设有工作时间账户，工作时间制是否灵活，

员工遇到急事（比如孩子或父母生病时）是否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办

法，男女是否同工同酬。

瓦克集团人事及社会策略负责人 Christian Stadler先生则强

调：“我们将通过灵活的日常工作时间安排等措施，做到家庭友好。”

除了形式多样的工作时间制以外，瓦克还设置了独立工作时间制和

弹性工作时间账户，并为员工提供停薪留职等较长时间段的休职机

会。瓦克也在“公司职业发展与家庭关怀协议”的基础上，为需要

照顾病残家属的员工提供各种非全职工作制和至多停职 24个月的

选择机会。

工作与家庭兼顾是当
今许多年轻女性关注的一
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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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客户的需求引领我们的服务”
Alexander Daboul博士阐述对瓦克集团培训与技术中心 —— 瓦克学院的重新定位 

VINNAPAS® 威耐实 ® 学院 2007年在博

格豪森创建，负责为建筑应用提供聚合物化

学方面的培训。更名为“瓦克学院”后，这

一内部培训机构如今已发展至 13家，活跃

在全球四大洲，瓦克学院能够根据瓦克有机

硅、瓦克聚合物和瓦克生物科技三大业务部

门的需要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现在，瓦克

Alexander Daboul博士
瓦克学院课程负责人

1716

学院在 Alexander Daboul博士的领导下进行

了调整，更加重视客户需求。

Daboul博士，您是瓦克学院的课程负

责人。您能介绍一下当前学院的理念吗？ 

Daboul博士：瓦克学院首先是瓦克的

销售与市场营销工具，例如：帮助业务部门

赢得新客户，扩大现有客户群，提高客户忠

诚度，开拓市场，引进技术等。

学院此次调整工作的侧重点在哪里？

精益求精，更好地根据客户需求提供服

务。先设计课程，然后再去考虑对培训的需

求，这不是我们行事的方式。我们提供的，

“通过我们自己的培训机构，可以直接 
把握客户需求，号准市场脉搏。”

Alexander Daboul博士，瓦克学院负责人

不是我们轻车熟路就能完成的培训，而是客

户真正需要的课程。这样，我们就会经常同

客户一起明确需求，共同开发新的支持服务、

培训内容和培训形式 —— 而学院的第一部

培训视频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们的服务还包

括特殊的实验室培训和产品培训，举办大型

活动，以及像在巴西那样同政府部门或教育

机构进行公私合作等。 

瓦克学院有哪些功能？ 

学院首要的任务是为销售工作提供切实

的支持和帮助，但这不是惟一的任务。有些

产品需要介绍，那么，如果从一开始跟客户

详尽介绍的话，它们就会卖得更好，例如：

举办“建筑聚合物化学基础”或“有机硅弹

性体在工业领域的应用”这样的培训课程。 

这样，参加培训的客 

户就能够通过我们的产

品了解到相关技术的优

势 —— 这绝对是一种强

有力的销售工具。 

除纯粹的销售支持外，瓦克学院还能为

公司和客户做什么？ 

在供应饱和的成熟市场，瓦克学院是加

强客户忠诚度的有效工具。学院为客户举办

创新研讨会和新员工培训，并委派演讲嘉宾

或专家出席客户举办的大型活动 —— 这些

方式都有助于确保瓦克今后继续成为客户的

首选合作伙伴。除了合作举办产品开发研讨

会，学院也提供有关产品加工和市场推广的

培训服务。只要学院提供的服务足够广泛，

那么仅凭这一点就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握客户

需求，号准市场脉搏。瓦克学院的工作始终

是双向的：我们一方面通过向客户介绍我们

的产品，对客户进行知识转移；同时，我们

又可以从客户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中获益，从

而进一步巩固瓦克在专业知识领域的领先地

位。

那么，市场上有与瓦克学院可比的竞

争机构吗？

瓦克学院是让瓦克别具一格的“品牌识

别”，能够为我们的客户创造实实在在、有

目共睹的利益，而瓦克的竞争对手中没有一

个能够提供类似服务。可以说，瓦克学院使

瓦克与众不同，也映衬了瓦克许多产品的独

一无二。

您如何为瓦克学院在新兴市场进行 

定位？ 

在对瓦克产品或技术还不甚了解的新兴

市场，学院充当的首先是“敲门砖”的角色，

即让分销商、市场合作伙伴（如生产瓦克产

品加工设备的制造商）、潜在客户、利益相

关者、行业协会等熟悉瓦克技术和产品的 

优势。 

恰恰在建筑领域，客户必须遵守各种

规范和标准。瓦克学院在此提供哪些服务？ 

我们学院的专家们也为产品标准、测量

或技术标准的引进提供咨询和支持 —— 我们

目前正在韩国开展此项工作。学院还通过与

工商会、行业协会联手举办活动或在高校进

行讲座等方式，推动未来标准化工作。瓦克

学院在这里具有某种“意识引擎”的作用，

能够帮助人们确立意识，

形成自己的观点，充当不

仅是我们自己企业，也是

整个行业的传播工具。 

瓦克学院的贡献能用数字体现吗？

我们从 2016年开始对关键绩效指标

（Key Performance Indikator/KPI）进行界定，

借此确定我们取得的成绩。非客户成为客户

的转化率，是其中最重要的 KPI。我们是这

样定义“客户”的：在参加瓦克学院活动后 6

个月内购买了一款相应产品，购买量不计，

即为客户。那些我们进行转化率采集的地区

显示，学院确实为瓦克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当然，对于瓦克的老客户而言，参加学院的

活动也对销售额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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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NAPAS® 威耐实 ® EZ 3011是瓦克在 2017年欧洲涂

料展上展示的另一新产品。这款基于氯乙烯和乙烯的水性聚

合物乳液尤为环保，因为它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烷基 

酚聚氧乙烯醚（APEO）、增塑剂、成膜助剂和有机溶剂，并

且气味低，甲醛含量少（<20ppm），还可配制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含量很低（VOC < 1g/l）的涂料。此外，VINNAPAS® 

威耐实 ® EZ 3011也具有出色的颜料粘结力和高度的色彩稳

定性。这种新乳液因此是高性能、低气味、低挥发性内墙涂

料配方的理想基料。

低挥发性内墙涂料用 
V I N N A P A S ®  E Z 

3011

瓦克生物科技业务部门在西班牙从 Antibióticos de León SLU

（ADL）公司收购一个产能为 800立方米的大型发酵工厂。双方于去

年年底公布了签署收购合同的消息。瓦克今后将在西班牙莱昂利用

发酵工艺生产供食品和药品使用的半胱氨酸。瓦克计划投资约 3000

万欧元，用来完成此次收购，以及在今后几年对现有设备进行现代

化改造和添置其他生产设备，并计划在生产基地增设约 35个就业

机会。

“此次扩建也是瓦克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即通过提高专业产品在

整个业务中的占比，实现盈利持续增长。”瓦克董事奥古斯特 ·威廉

姆斯先生表示，“通过此次收购，我们拥有了完善的设施，以继续保

障瓦克客户对半胱氨酸日益增长的需求，推进未来生物技术新产品

的商业化进程。”ADL公司总经理 Juan Molins先生则表示：“我们对

瓦克集团的投资深感欣慰。毫无疑问，我们在推进莱昂的发展，实

现未来成功的进程中选对了合作伙伴。”半胱氨酸是一种天然氨基

酸，在制药、化妆品及食品工业应用广泛，不仅可用于生产香精，

也可作为麸质（或谷蛋白）分解加工助剂用于烘焙食品，作为游离基

清道夫用于化妆产品，或作为祛痰剂用于止咳药等。

瓦克扩大半胱氨酸产能
瓦克在西班牙收购发酵工厂

利用发酵工艺生产

许多传统生产商都是通过盐酸从毛发、羽毛或猪鬃等人或

动物源原料中提取半胱氨酸，而瓦克则利用专利生物发酵工艺

来生产半胱氨酸，是全球首家采用此类技术的公司。由于完全

采用纯植物性和无机原料，瓦克生产的半胱氨酸可满足纯素食

要求，并可避免被动物或人类病原体污染的风险，是提高食品

和药品安全性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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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环糊精包合物可提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
《欧洲营养学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其对膳食补充剂有不同寻常的功效 

《欧洲营养学杂志》最近发表的一份临床研究证实，采用 γ- 环

糊精包埋的姜黄素（姜黄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其生物利用率是传

统姜黄素提取物的 40倍。姜黄素是一种高效抗氧化剂，具有消炎、

抗菌和防过敏等功能，但因为不溶于水，很难被人体血液循环系统

吸收。

在美国进行的一项独立的双盲交叉临床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含

纯姜黄素提取物（纯度为 95%）的 CAVACURMIN®
（γ- 环糊精包埋姜

黄素制剂）以及两种用来提高生物利用率的市售姜黄素制剂的相对

吸收率进行了比较，每隔 12个小时对口服了相应姜黄素的测试者

进行验血。测试结果表明，人体对 CAVACURMIN® 的吸收率约为传

统姜黄素提取物的 40倍，并且至少是排名第二的同类市售产品的

4.6倍。 

γ- 环糊精是一种环状低聚糖，它的性能非常独特，可用于提

高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γ- 环糊精具有亲水性外壳和疏水性内腔，

因而可容纳其他疏水性物质。这样，环糊精就可以用来包埋其他 

“客体”物质，或用于控制活性物质的释放，或使敏感物质或界面

变得稳定。 

例如，将脂溶性姜黄素包埋在水溶性 γ- 环糊精的内部，可提高

姜黄素的生物利用率。这时，疏水性的姜黄素便套上了一层具有亲

水性的外壳，在水中形成更易被人体吸收的分子乳液。 

CAVACURMIN® 作为具有流动性的可分散粉体，可用于片剂、

胶囊、能量棒等干燥或粉末状营养补充剂，同时也适用于功能性饮

料。环糊精不仅不含胆固醇和致敏原，而且还能为许多营养补充剂

配方提供一种纯植物性的替代性解决方案。瓦克完全采用可再生性

原料，以淀粉酶解工艺生产环糊精。 

瓦克生物科技营养业务团队销售与技术总监 Helmut Reuscher

博士表示：“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临床研究证实了 γ- 环糊精能够提高

姜黄素生物利用率的功效。我们的客户越来越注重营养补充剂是否

具有高生物利用率，看到瓦克创新型环糊精技术应用日益广泛，客

户能够利用它来开发性能更佳的营养补充剂，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CAVACURMIN® 粉末
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尤其
适用于片剂、胶囊和能量
棒或饮料。

水性聚合物乳液具有令人瞩目的环境相容性 

技术员正在涂覆用 VINNAPAS® 威耐实 ® EZ 3011基料配制
而成的内墙涂料。



拉斯科（Lascaux）复制
岩洞一瞥：现代化的复制技
术为呈现博物馆式文化遗产
开创了新的形式。 

2121

旧石器时代与新科技之间 
17,000年之久的拉斯科岩洞壁画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却因前来观

赏的游客过多而备受损害。为了将这份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完整地留给

后 代， 法 国 AFSP 公 司 对 岩 壁 及 壁 画 进 行 了 精 准 仿 制，
其中瓦克的 ELASTOSIL® M硅橡胶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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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件艺术品的历史约有 1.7万年

之久：拉斯科岩洞石器时代的

壁画在经历了史前末次冰期的

尾声、欧洲青铜时代、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后，

直至 1940年才被发现。拉斯科岩洞位于法

国西南部一个名叫蒙提涅克（Montignac）的

市镇，图卢兹北部约 150公里处。那里约有

2000幅绘画图案布满了岩石深处数百平方

米的岩壁，画作大多以动物为主题。那些牛、

驯鹿和马的绘画技艺是如此娴熟而精湛，很

快便被冠以“史前石器时代西斯廷天顶画”

之美誉。

这份史前时代的文化瑰宝有幸得以保存

至今，然而，自1948年正式对外开放不久后，

大量慕名而来的观赏者却已对壁画造成了严

重损害，游客每天多达 1200人次，尤其是

他们呼吸带来的潮气，迅速改变了岩洞中高

度敏感的气候条件，洞内生态系统迅速失去

平衡，藻类植物、矿质沉积物和微生物开始

在壁画表面蔓延（见右侧文本框）。1963年，

对外开放仅 15年后，法国政府决定关闭拉

斯科岩洞，并在洞内安装了一套经过精心设

计的通风系统。长期以来，公众欲观赏这部

史前杰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政府造成的压

力与日俱增。

忠实再现细节

法国政府最后决定仿制整个岩洞及壁

画，并在拉斯科岩洞山脚下的现代化展厅中，

展示对岩洞总面积约为 900平方米的整个

壁画的精确复制品，让人们能够在占地约

6,000平方米的拉斯科岩洞壁画艺术国际中

心，观赏到原始洞穴的完整画作。2016年

12月，法国总统奥朗德为中心揭彩，常设

AFSP公司的专家
正在用一种粗颗粒的
石粉膏修整岩壁块体
（面板）的复制品。

将瓦克有机硅弹性体涂
覆在聚苯乙烯模型上，以制
取阴模。

AFSP国际团队
的工作人员将柔韧
的有机硅模型从复
制品成品上分离。

微生物带来的威胁

拉斯科岩洞在 1940年被发现前从未有人进入，而这种封闭

式群落生境往往是许多种类特殊的微生物繁衍的天堂，这些微

生物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生态系统，使壁画

能够保存至今而完好无损。但如果这些条件一旦被干扰，就可

能会出现其他种类的有可能损伤壁画的微生物。

1960年，亦即拉斯科岩洞正式对外开放仅 12年后，岩壁

上便已出现绿藻，岩洞内的生态平衡被破坏。3年后，文物保

护人员不得不开始治理那些不断蔓延于壁画表层的绿色植物。

他们当时使用了多种有效成分，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抗生素和

化学品。 

千禧年后，岩洞里又多了一种威胁，而这次，它不是绿色，

而是白色的：一种名叫镰刀菌的真菌在岩洞中出现，岩壁上多

了一层白色的绒毛。2006年，又有灰黑色的真菌从洞顶逐渐向

地面蔓延。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再次使用多种抗生素和化学品来

对抗这些真菌，并进行了繁复的物理清洁工作，同时改进了通

风设备，又一次在保护拉斯科岩洞这件 1.7万年前石器时代杰

作的努力中获得阶段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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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阴模

使用浇注树脂和金

属支架，令阴模稳定，

然后移除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原始模型。

6. 
面板制成

在移除ELASTOSIL® M层后，
专业人员将铜绿涂抹在仿石材料

上，然后依据经由有机硅层复制

而成的参照点，完成忠于原始壁

画的绘制工作。

1.
制作原始模型

依据三维扫描数据，切割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块，再由技

术人员用矿物层对不平整处进

行填补，并依据参照点，描出

壁画图案的轮廓。

2. 
复制原始模型

在模型上涂覆一层 

ELASTOSIL® M有机硅（黄
色），使有机硅层复制全部

细节，成为阴模的一部分。

5. 
移除阴模

用另一层浇注树脂加固阴

模，并借助金属支架使其稳定，

然后移除阴模，即起稳定作用

的浇注树脂层和有机硅层。

4. 
完成仿制品

专业人员将人造石

材涂覆至有机硅阴模。

岩洞复制全过程

展以“拉斯科 4号复制岩洞”（Lascaux 4）

而广为人所知。拉斯科 4号是原始洞穴拉斯

科 1号（Lascaux 1）至今第三件复制品；于

1963年关闭的拉斯科 1号如今已同韦泽尔

谷其他洞穴一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名录》。

拉斯科 2号则于 1983年首次与观众见

面，它仿制了原始洞穴约 90%的壁画，共

接待了 1000万名迷恋史前石器时代文化的

游客。佩里戈尔地区复制工坊（Atelier des 

Fac-Similés du Périgord，简称 AFSP）艺术

总监及生产主管 Francis Ringenbach先生介

绍说：“如此庞大的游客量当然不可能不留

下任何痕迹，在拉斯科2号对外开放30年后，

我们受邀加入维修急救队。”他所在的 AFSP

公司开发了一种三维扫描工艺，能够精确测

量洞穴尺寸，并且在此基础上用仿石材料制

作出精准度达毫米级的复制品。采用有机硅

作为制模材料的决定，则可以追溯到瓦克在

法合作伙伴 GAZECHIM集团同 AFSP紧密

的技术合作。

AFSP的专家们先为拉斯科 3号（自

2012年起在全球巡回展出），现又为拉斯科

　　　　Hans-Rudolf Pfeffer，瓦克工业解决方案技术营销负责人

“ELASTOSIL® M能够将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原始模型上的每一个细节转移到
仿石材面板上。”

最先进的电脑技术，数十年针对

材料积累的丰富经验，对艺术品敏感

的感受能力，使拉斯科岩洞壁画的仿

制品能够以假乱真。

魏克塞尔冰期

维尔姆冰期

拉斯科岩洞

拉斯科岩洞位于法
国西南部，在图卢兹北
部约 150公里处。维尔
姆末次冰期期间，史前
石器时代的猎人有可能
躲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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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复制了面板，面板在拼接后能够做到与

拉斯科 1号毫无二致，让人们又能像 1940

年 9月 12日那 4个孩童那样，步入拉斯科

沉睡了数万年的岩洞，尽情观赏这些举世无

双的史前艺术杰作。

AFSP开发的工艺如下：专家们先用三

维扫描仪对拉斯科 1号原始洞穴进行高精度

测量，并拍摄全部岩壁，然后根据所得数据，

丝毫不差地复制洞壁墙体。他们在这里使用

了 50块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面板，面板的形

状依据三维扫描所得图像切割而成，每块面

板的面积相当于约 20平方米的原始洞壁。

之后，由修复师用可塑材料手工修补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面板，制成忠实于原型的原始模

型。壁画的彩色参照点也是他们用手一个一

个地添加上去的。

易于分离

接着亮相的，便是瓦克的 ELASTOSIL® 

M双组分硅橡胶 —— 这是一种可用来轻松

分离阳模和阴模的现代化材料。在瓦克负责

有机硅制模材料技术应用工作的 Hans-

Rudolf Pfeffer先生介绍说：“它能够将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原始模型上的每一个细节，包

括矿物堆积和颜色，转移到仿石材面板

上。”“用 ELASTOSIL® M来制模可以做到非

常精确，连复制黑胶唱片上的纹路都是轻而

易举的事情。”Pfeffer补充道，而他自己在亲

手尝试前，也没有想到效果会如此之好。

ELASTOSIL® M之所以是复制洞壁的出

色材料，不仅是因为它能够真实还原细节。

这种有机硅还易于使用，只要进行相应调整

并选择合适的固化剂，它能够在室温条件下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Andreas Sick
瓦克有机硅 
工业解决方案 
市场经理 
电话：+49 89 6279 1096 
andreas.sick@wacker.com

依据三维扫描，切割聚苯乙
烯泡沫塑料块（下图），然后借
助有机硅阴模，用仿石材料制成
阳模（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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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泡沫塑料原始模型，然后将一种固化后质

感如同岩壁的材料涂覆到有机硅层（阴模）

上。这种仿石材料是 AFSP开发的一种受专

利保护的混合物，它极为耐用，也不怕磨损。

用树脂制成支撑模具

技术人员将起稳定作用的树脂也涂覆

到仿石层上，晾干后，用金属支架支起整

个面板，将之固定，然后移除阴模的树脂

支撑模具。这时，ELASTOSIL® M 还留在

仿石层上，可将原始模型上的岩洞壁画参

照点转移到这些人造石头上。然后，将 

ELASTOSIL® M 有机硅层从岩壁复制品上

移除。最后一道工序，则是由工作人员将

铜绿人工涂抹至仿石材料，然后根据原始

壁画，对参照点进行补充，完成整幅壁画

的绘制工作。共有 70 位国际专家先后参

加了这个项目，而每块面板的制作平均需

要 3个月的时间。在 AFSP团队的努力下，

拉斯科 1号这份人类文化遗产终于被保护

起来，同时，公众又能再次欣赏到这件 1.7

万年之久的杰作，在一个全球最为现代化

的展馆中观赏拉斯科 4号，在人类历史长

河的上下文中了解这件文化瑰宝。而这一

切，都要感谢专家们高超的技艺、最为现

代化的 3D电脑技术和有机硅这种功能全面

的材料。   

Hans-Rudolf Pfeffer，瓦克应用技术专家

“用我们的有机硅甚至可以丝毫不差
地复制出黑胶唱片上的纹路。”

迅速固化，这样，在加工时就不需要使用昂

贵的技术设备。另外，这种材料固化后不会

或只发生微量收缩，可保证形状不变。据

Pfeffer介绍，ELASTOSIL® M生成的合成材

料非常牢固耐用，制成的模型可被复制数百

次而毫无损伤，壁画上那些突起的参照点也

可被转移到固化后的硅橡胶上。

将有机硅层制成人工石壁的阴模时，还

必须为它配备一层能够起稳定作用的树脂，

亦即“支撑模具”。有机硅层和树脂层并不

持久粘合，这样，硅橡胶在之后的工序中便

可保持高度的柔韧性。下一步，是用金属支

架将整个模型外壳支起，移除其中的聚苯乙

专业人员需要约 3个月的时间制作一块面板。

展示有拉斯科岩洞
复制品的现代化游客中
心，坐落在法国西南部
风景优美的山丘地带。

播客

想要进一步了解有机硅

制模材料的优势，欢迎收听

我们的播客节目 ——“纽伦

堡的皇帝半身雕像”：www.
wacker.com/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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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可口，让人垂涎
瓦克推出一项全新的糖果生产技术 —— CANDY2GUM®。采用这

项技术生产的咀嚼糖，经过咀嚼可以变身为口香糖，这将为糖果行

业开辟全新的发展空间。 

咀
嚼类似口香糖的物质似乎一直是

人类的一种基本需求。考古学家

在发掘瑞典南部一个距今 9,000

年的聚落时，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口香糖

前身的标本。古希腊人也很喜欢这类物质，

大约 2,000年前，他们就爱咀嚼乳香黄连木

的树脂。现在，希腊的希俄斯岛上还生长着

这种树木。如今，口香糖通常以人工合成的

固体树脂为原料，这种树脂可用作糖、香精

和甜味剂的载体。

60年的丰富经验

瓦克为口香糖行业生产原材料也有着非

常悠久的历史。60多年来，瓦克一直是食

品级聚醋酸乙烯酯固体树脂的领先供应商，

而这种物质正是生产口香糖胶基的重要原

料。在 6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口香糖胶

基与精细研磨的糖粉及浓缩香精一起混合，

采用CANDY2GUM®

技术，糖果生产商可以
直接在熬煮过程加入天
然配料。

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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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捏合”制成口香糖。采用这种工艺形

成的混合料具有较强的韧性和粘性，需要使

用强有力的特种设备才能进行加工。同时，

配料的选择也非常有限。水基添加剂显然不

适合，它会将口香糖混合料中的糖粉溶解掉；

而如果使用油脂类配料，口香糖胶基又会变

得极其柔软，使口香糖在咀嚼时很容易散成

碎渣，不是形成均匀的一团。  

Martin Seizl博士和
Thomas Wimmer 博 士
将采用瓦克 CAPIVA® 

C03制成的糖果团拉制
几分钟，微调口感。随
后，将糖坯放入辊压机、
拉条机或挤出机成型，
或手工压平。 

“CANDY2GUM® 技术可用于配制
前所未有的糖果产品。”

　　　　Martin Seizl博士，瓦克生物科技口香糖业务团队负责人

欧洲透视（Euromonitor）的市场数据显

示，仅在 2015年，口香糖的全球销量便达

到了 100万吨左右，而橡皮糖、凝胶糖和咀

嚼糖的销量超过了 200万吨。这其中还包括

软糖，也就是业内所说的“软棒棒糖”，这种

糖果的口味极其多样化，从各种水果味到牛

奶味，甚至还可以做成巧克力软夹心，可谓

应有尽有。在生产这类糖果时，首先将砂糖

融化，然后加入葡萄糖浆，在 100至 130

摄氏度左右的温度下一起熬煮。水基配料与

脂类配料，如牛奶、奶油、蜂蜜、可可、坚

果、维生素以及其他香精和色素，可以很方

便地添加到熬制的混合糖液中。咀嚼糖就是

采用连续熬煮工艺生产的。此外，由于砂糖

可溶于水，设备的清洗也非常方便。因此，

相对于口香糖，咀嚼糖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WWW 1.17  市场  CANDY2G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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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也有缺点：咀嚼糖的主要成分是糖，

卡路里非常高。 

而口香糖不仅耐嚼，同时卡路里摄入量

要低很多，不会让人产生负罪感。此外，在

咀嚼口香糖的过程中会产生更多的唾液，碱

性的唾液不但能提高口腔内的 pH值，中和

对牙釉质有害的酸性物质，还可以使牙齿再

矿化。当然，为了避免蛀牙，最好嚼无糖口

香糖。

内外兼修

瓦克的全新 CANDY2GUM® 技术将口香

糖的质地与咀嚼糖的熬煮工艺完美地结合在

一起。“这一新工艺为配料的混合带来了全

新的解决方案。通过 CANDY2GUM® 技术，

可以开发出前所未有的糖果配方。”瓦克生物

科技口香糖业务团队负责人Martin Seizl博士

说道。此外，CANDY2GUM® 能给人带来全

新的口感和咀嚼体验：采用 CANDY2GUM®  

技术制成的糖果，入口时是咀嚼糖，经过短

时间咀嚼后会变成口香糖。 

CANDY2GUM® 技术的“秘密”在于其基

本成分。胶基采用瓦克的 CAPIVA® C03预混

料，这种原料不溶于水，但能够完全融化，

因此可与其他物质均匀混合。无论是含糖还

是无糖型糖果混合料，都可与 CAPIVA® C03

混合，这为制作新颖独特的糖果产品带来了

无限可能。 

正是由于 CAPIVA® C03能够完全融化，

糖果制造商们可以通过传统的熬煮工艺来生

产这类产品。“因此，借助瓦克的这种原材料，

类口香糖糖果就可以采用熬煮工艺进行加

工，同时还可以做成任何想要的形状，无需

繁复的捏合工艺，这在全球尚属首创。”瓦克

生物科技业务部门口香糖实验室负责人

Thomas Wimmer博士解释道。

2013年 12月，位于博格豪森的瓦克食

品技术实验室首次通过熬煮工艺成功制出了

口香糖。Wimmer说道：“我们想知道，用

熬糖锅熬煮出来的口香糖，能否实现工业化

大规模生产。”为此，瓦克研发团队在 2014

年年初联系了位于德国韦尔尼格罗德的制糖

机械生产商 Chocotech。“CANDY2GUM® 技

术从一开始就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

新技术可以用来生产全新的糖果品类。我们

也想知道，这种技术能否用于传统的制糖设

备。”Chocotech资深工程师兼地区销售经理

Volker Günnel表示。

Chocotech为德国和全球知名的糖果制

造商提供用于生产软硬糖果、水果味凝胶糖、

焦糖以及可搅打糖料的机械设备。在工业化

大规模生产中，糖果制造商通常采用连续熬

煮器和不间断链式工艺来生产糖果：配料按

照配方经称重后分批投入首个搅拌锅中，同

时糖果成品从生产线末端连续输出。

Chocotech的测试表明，CANDY2GUM®

技术可用于连续熬煮工艺，不过还需要进行

一些调整。瓦克的食品技术人员耗时两年，

不断改进 CAPIVA® C03预混料，使之可以投

入工业化生产。另外，Chocotech的工程师

也专门针对新型 CANDY2GUM® 技术，对传

统的生产机械和工艺进行了调整。最后，他

们采用了一台通常用于生产硬糖的设备，

并配备用于融化 CAPIVA® C03的容器，当然

还包括泵和流量计。“这种即用型预混料在

单独的容器中融化，并且只在最后的某一道

生产工序中与糖混合料及香精进行混合，这

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清洗工作。”Günnel

由于 CANDY2GUM®

的基本成分能够完全熔
化，糖果制造商们可以通
过传统的熬糖工艺来生产
全新的糖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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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tech工程师 Volker 
Günnel深信，CANDY2GUM®

技术所带来的灵活性一定会
得到糖果生产商的广泛认可。

通过连续熬煮工艺制
得的 CANDY2GUM®糖坯
在 SUCROMASTER® 硬糖
生产线的回火带上冷却。

36

“硬糖生产设备与CANDY2GUM®

技术之间的配合堪称完美。”

　　　　Volker Günnel，Chocotech资深工程师兼地区销售经理

解释道。最终，冷却后的混合料通过切割包

装机切割成适合入口的大小，并进行包装。

“总体而言，CANDY2GUM® 技术与硬糖

生产设备之间的配合堪称完美。传统的硬糖

制造商只需投入少量成本，即可大大拓展他

们的产品组合。”Günnel解释道。因此，客

户可以拥有相当大的灵活度。

小投入，大产出

2015年，瓦克开始向众多客户与合作

伙伴推广 CANDY2GUM® 技术，此外还委托

专业机构开展了一项市场调研，共有 4,000

名受访者参与了此次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CANDY2GUM® 深受终端消费者的欢迎。尽

管这些受访者分布在全球各地，但他们一致

认为，将纯正果汁、维他命等天然成分加入

糖果中，这种做法非常新颖。在美国，消费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Marcus Pfaadt博士
瓦克生物科技

高级业务开发经理 
电话：+49 8677 83-1769
Marcus.Pfaadt@wacker.com

者尤其期待含纯正焦糖的类口香糖糖果。在

中国，这种糖果的基本理念得到了高达 70%

受访者的支持，特别是在糖果中加入牛奶或

椰奶的创意，相当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所有年龄段的 

受访者都认为CANDY2GUM® 极具发展前景。

Seizl认为，这是因为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通过 CANDY2GUM®
，我们可以在口香糖中

加入牛奶或果汁等新鲜天然的调味配料。各个

年龄段的中国消费者都很喜欢这一点。”德国联

邦食品和农业部开展了一项以“德国糖果在华

发展潜力”为主题的市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在糖果消费方面，中国消费者不仅看重味道，

还特别在意产品创新。换句话说，中国消费

者对那些新颖奇特、与众不同的食品情有独钟。

中国糖果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 150亿

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特别

是口香糖市场，增幅已连续数年超过行业

平均水平，而无糖产品无疑是其中的主力

军。其中，健康是一个关键的卖点，从水

果或植物中提取的天然成分也颇受消费者

青睐。“如今，三分之一的消费者会先仔细

查看糖果产品配料表，再决定要不要放入

他们的购物车。”Seizl如此解释道。此外，

CANDY2GUM® 还可用于生产含保健配料的

功能性糖果。这项技术或催生新的产品形

式，可用于补充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 C等

活性成分。

Seizl还介绍道：“CANDY2GUM® 技术

是已经大获成功的 VINNAPAS® 威耐实 ® 食品

级口香糖胶基用固体树脂以及极具创新性的 

CAPIVA® 产品系列的有力补充，进一步拓展

了瓦克面向口香糖和糖果行业的多功能产品

组合。”2017年 1月 29日至 2月 1日，瓦

克生物科技将在 2017年科隆国际糖果原料

和机械展览会（ProSweets）上首次展示这一

新型糖果技术。首批采用 CANDY2GUM® 技

术生产的产品预计于 2017年上市，将为全

球消费者带来全新的咀嚼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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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输送冷、热空气的
管道上存在裂缝，则一年可
能增加数百美元的电费。

填缝剂和密封胶用 
醋酸乙烯酯 - 乙烯（VAE） 
在美国，如今普遍采用密封胶密封供暖、通风和空调管道，以防止漏气，从而节省

能源成本。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瓦克开发出适用于配制高品质密封胶的专用VINNAPAS® 威

耐实 ® VAE（醋酸乙烯酯 - 乙烯）共聚物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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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暖、通风和空调（HVAC）系统

在美国非常普及。电动鼓风机通

过送风管网将冷、热空气输送至

各个房间，使其达到所需的温度。据美国能

源信息署（EIA）统计，在美国，空调成本在

家用能源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约为

47%。高能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HVAC风

管密封状况不良而导致的。如果输送冷、热

空气的管道上存在裂缝，则一年可能增加数

百美元的电费。

有了柔性密封胶，金属送风管道的密封

就变得轻而易举。聚合物改性密封体系特别

适合这一应用，而早在 2009年瓦克就推出

了用于这类密封胶的 VAE乳液。它们赋予

了水性密封胶所需要的粘合力、稳定性和柔

性。此外，瓦克 VAE乳液具有耐热性，即使

暴露于高温环境也能保持出色的粘合性能。

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根据不同的应用，瓦克可提供不同的 

近几年来，对于密封胶和填缝剂用瓦
克 VAE乳液的市场需求每年平均增长
16%。 

VINNAPAS® 威耐实 ® 系列产品，用于配制满

足不同要求的密封胶。只要产品选择得当，

最终所配制的密封胶即使在 PVC塑料和金

属等难粘基材上也具有卓越的粘合性能。此

外，很多 VINNAPAS® 威耐实 ® 系列产品均具

有良好的填料接受性。与其他替代相比，瓦

克 VAE乳液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的 VAE

产品可使用多种原材料进行生产，天然气便

是其中的一种。与原油相比，天然气价格波

动不大，这样我们也可以为客户提供稳定的

价格。”密封及建筑用 VAE乳液战略营销经

理 Martin Schierhorn博士说道。

16%

密封胶必须具备所需的粘合力、稳
定性、柔性以及耐热性。而有了VAE乳液，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节约能源和成本：基于瓦
克 VAE技术的柔性密封胶使用
方便，性能可靠，是密封 HVAC
系统中金属送风管道的理想 
选择。

“聚合物改性密封
胶和填缝剂的市场前
景非常广阔。” 

　　　　Martin Schierhorn博士，密封及
建筑用 VAE乳液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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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采取简单的
措施，比如将通风管
道密封，就可以节省
很多成本。”

　　　　Robert Cuscino，瓦克美国阿伦敦
生产基地密封胶和填缝剂用 VAE乳液市场
经理

近几年来，对于密封胶和填缝剂用瓦克

VAE乳液的市场需求每年平均增长 16%。

填缝剂和密封胶用 VINNAPAS® 威耐实 ® 基料

已经成为瓦克产品家族的关键成员。“其中

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只

需将通风管道简单密封便可节约大量的能源

和开支。”瓦克在美国阿伦敦生产基地的密

封胶和填缝剂用 VAE乳液市场经理 Robert 

Cuscino如是解释道。

巨大的市场潜力

瓦克 VAE乳液还非常适合用于配制充

钙型或者填充其他类似物质的填缝剂。该乳

液可赋予密封胶和填缝剂所需的柔性，确保

密封胶保持粘合力，即使在高负荷下也能

保证接缝牢固、紧密。与其他体系不同，

VAE改性配方可在不同表面之间形成牢固

粘接，如密封木踢脚线和石膏干墙之间的

接缝，也可用于密封腰线板和顶角线等木

质装饰。“另一大优势是，VAE乳液还可以

上色。”Cuscino解释道。 

“聚合物改性密封胶和填缝剂的市场前

景非常广阔。”Schierhorn强调说。在亚洲，

与其他体系不同的是，VAE
改性填缝剂可在不同基材之间
（如无机基材表面和木材之间）
形成牢固粘接。此外，采用聚
合物改性填缝剂密封的顶角线
接缝还可以直接上色。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各种简单的节能措

施，比如密封通风管道。然而，从长远来看，

瓦克也希望尝试并开辟新的应用领域。例

如，瓦克团队目前正在测试采用 VAE乳液

配置的干墙安装胶配方。作为一种粘接剂，

瓦克 VAE乳液是石膏板和木框粘接的理想

选择。 

在木饰条密封方面，瓦克
技术有一大优势：瓦克的聚合
物改性填缝剂具有很强的柔性，
可以缓解木材之间的摩擦。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Martin Schierhorn博士
瓦克聚合物

乳液与树脂

战略营销

电话：+49 89 6279-1969
Martin.Schierhorn@wac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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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
1950年，瓦克成为首家开始生产有机硅的欧洲公司，而早在 1947年，

Siegfried Nitzsche博士便开始在博格豪森从事相关研究工作，从而为这一里
程碑事件奠定了基础。Nitzsche博士最初的工作条件特别简陋，且不说手下
只有一名学徒，就连实验室也是设在工厂的地下室，非常狭窄。

瓦克的硅油产品
（如图）具有出色的
耐热性、耐高温氧化
性和生物相容性，可
用于化妆品和洗发
水，也可用作润滑剂
或变压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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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克有机硅研发工作的起步并不

顺利，这一切还要从一封给求

职者的信开始说起。1947年年

初，一位名叫 Siegfried Nitzsche的化学博士

从耶拿写了一封求职信给瓦克博格豪森工

厂，大意为：若能会面，定对双方有益。德

国当时战后不久，物资匮乏，而且瓦克直至

1953年还处在美国军方的管辖之下。那时，

谁都无法预见德国将在 50年代经历经济奇

迹。因此，不难想象，瓦克的回复为何如此

斩钉截铁：“贵函收悉，我方无意向会面，

特此告知。”

几周后，1947年 4月 15日至 17日，

瓦克生产主管 Eduard Kalb先生和首席化学

师Wolfgang Gruber博士从博格豪森前往海

德堡参加德国化学协会在二战后举办的首次

1950年博格豪森首个硅烷（有机硅的前体物质）生产车间一角。

硅橡胶这种新型塑料用途广泛：1965年，瓦克应用技术师 Norman Dorsch演示如何用瓦克有
机硅接缝密封胶进行密封。

这间名为“Salettl”的
厂房曾是有机硅领域的开
拓者 —— Nitzsche博士的
研发地。

Siegfried Nitzsche博士

会议。大会上，他们聆听了一场题为“含硅

塑料”的特邀报告，而演讲者正是 Siegfried 

Nitzsche博士，这篇报告也是他为申请德国

大学执教资格而撰写的论文。

原来，Nitzsche博士是德国最早研究有

机硅的专家之一，而这种新型化合物当时在

欧洲还几乎不为人知，但其热稳定性和憎水

性早已令专业人士惊叹不已。会后，两位瓦

克代表在现场就与 Nitzsche博士签订了工作

合约。1947年 8月 2日，这位耶拿的年轻

科学家开始了他在博格豪森的职业生涯，瓦

克也因此踏上了成为全球一流有机硅供应商

的道路。

1898年，英国科学家 Frederick Stanley  

Kipping首次合成有机硅，那时他还没有充

分认识到这种新颖物质的应用潜力。1940年，

德国萨克森州 Heyden化学公司的 Richard 

Müller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 Eugene G. 

1949 年，Nitzsche
博士和同事们一起，开发
出一种硅烷合成物。不久，
首座硅烷炉在博格豪森一
间名为“Salettl”的厂房
里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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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how不约而同地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

发明了一种有机硅最重要的前驱体 —— 硅烷

的大规模生产工艺。此项名为Müller-Rochow

合成法的技术从此为有机硅生产奠定了基

础。直至今日，化工行业仍然以硅、氯化氢

和甲醇为原料通过该工艺来合成甲基氯硅

烷，瓦克也不例外。瓦克在利用硅烷生产有

机硅的过程中，还对纯粹用作工艺助剂的氯

化氢进行分离，然后将其返回生产流程，重

新利用。

市场上最早出现的有机硅产品是道康宁

公司在 1944年推出的用于保护飞机发动机

电子点火系统的硅脂。

地下室里的实验室

Nitzsche博士 1947年的研究，也是以

Müller-Rochow合成法为基础，但他也必须

自行研发其他化工技术及工艺。Nitzsche博

士最初的工作条件相当简陋，刚开始工作时，

他曾经写道：“8月 5日，我有了自己的‘实

验室’，它简称‘S’，在地下室……条件一点

儿都不好，给我配备的第一个助手，还是个

实验室学徒。”

没过多久，Nitzsche博士便有了新同事，

与他一起探索有机硅这种新型材料的化学性

能及应用潜力，每发现一类新的有机硅，便

为它们开发适合工业生产的技术。1949年，

Nitzsche博士和同事们一起，开发出一种硅

烷合成物。不久，在工程师 Sebastian Feller- 

meier的指导下，首座硅烷炉在博格豪森一

间名为“Salettl”的厂房里投入使用，利用瓦

克自有的原材料，日夜不停地生产硅烷。

聚氯乙烯和紫胶用添加剂

瓦克的研发工作最初围绕硅油和硅树脂

展开，之后延伸至硅橡胶。起初，大家常常

遇到产品凝胶化的问题，但最终都一一克服。

瓦克的科研人员在优化自有产品和工艺时，

也尝试新的有机硅应用，例如，通过在相应

产品中添加有机硅，降低了紫胶对水的敏感

性，聚氯乙烯也不会粘在辊轮和注射成型机

上了。

1949年，小批量硅油作为脱模剂首次

用于轮胎生产；1950年，美国军方批准瓦

克生产有机硅，当时公司还处于美军管辖之

下。1951年，瓦克扩大有机硅业务，并向

用户公布了首份有关硅树脂的《临时使用说

明》：“经本溶液浸渍过的玻璃纤维织物尤其

耐高温。当溶剂在室温条件下完全挥发后，

会在织物表面形成一层几乎无粘性的涂膜，

然后在 180摄氏度下烘烤 10小时，使树脂

涂膜完全固化。”

参观硅烷炉

Johannes Hess 先 生 曾 于 1917 年 至

1945年任瓦克化学总经理。1950年年底，

时年 74岁的他再次到车间走访。他默默地

听取了员工对硅烷炉的介绍。当时的瓦克员

工报是这样报道的：“这台硅烷炉现在的月

产量近 1000公斤，但我们很快会添置第二

套反应器，总产量可增至 2至 3吨。Hess

SILPURAN® 品牌的高纯度有机硅凝胶已成为医疗技术应用中不可缺少
的材料。

1955年，一位瓦克员工在用
挤出机加工硅橡胶。

采用硅树脂制成的密封件，热稳定性出色，是发动机舱应用的理想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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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了一句‘赶紧把产量提高到 200至 300

吨’，然后转身走了。”

这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建议。很快，有机

硅便征服了市场。这种新的环保型产品是当

时惟一不依赖原油而是采用从天然气中制取

的甲醇生产的一类塑料，它被应用于越来越

多的工业领域：1949和 1950年，硅油作为

脱模剂开始用于橡胶及轮胎产业；1951年，

硅树脂被用于电气绝缘，有机硅被用于发动

机及变压器绝缘和纺织品浸渍，有机硅消泡

剂被用于涂料和润滑剂，硅脂被用作减阻剂

和减震剂；1953年，有机硅乳液被用来改

善建筑材料的性能，硅橡胶被用于模具制造

及浇注成型工艺。

有机硅这种新材料从此所向披靡。

1953年 1月 1日，瓦克化学成立了首个简

称“N”的有机硅部门。同年，来自德国莱

茵地区 Opladen的 Drengwitz建筑物保护公

司作为瓦克首家客户，在汉诺威展会上购买

了瓦克的有机硅产品。1953年，瓦克年产

有机硅 78吨，1964年便已提升至 2800吨。

如今，瓦克除生产数千种常规有机硅产

品外，还根据客户需求提供越来越多的专

用有机硅产品，供货种类覆盖硅烷、硅油、

乳液、弹性体、密封胶和树脂。如今，每

一辆汽车里就有数公斤用于减震和密封的

硅橡胶；硅油及乳液可用于化妆和洗发用

品，也可在建筑行业用作接缝密封胶，尤

其适用于潮湿空间；有机硅制成的高压绝

缘子正在取代陶瓷绝缘子；涂覆硅树脂涂

料的外墙具有长期耐候性；有机硅浸渍剂

可赋予纺织品良好的憎水性。有机硅的应

用可谓不胜枚举，它已经深入到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征服全球市场

回望二战后不久，在博格豪森一个简陋

的地下室实验室内，有机硅低调问世，如今

它早已征服全球市场。有机硅不仅性能独特，

还可针对具体应用需求进行调节，是几乎每

个工业领域不可或缺的材料。  

“赶紧把产
量提高到 200至
300吨”
　　　　Johannes Hess，瓦克前任
总经理，1950年参观硅烷炉时说的话。

2,800吨78吨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1952

瓦克硅化学研究所教授 Bernhard Rieger博士（中）与员工在一台高温色谱仪
前。该设备可用来测定大分子结构并分析聚合物材料的结构 - 性能关系。

瓦克的有机硅研发历程

有机硅研发在瓦克有着悠久的历史。

1947年，瓦克化学成为欧洲首家着手研发

有机硅塑料的公司。如今，瓦克有机硅业务

部门有 400多人专门从事面向未来的产品研

发工作，占业务部门总人数的 1/10，目前

正在进行的研发项目就有 100多个。这种重

视创新的优良传统不仅为客户，也为集团带

来了显著效益：瓦克新产品（即最近 5年内

推出的产品）销售额的增长速度是 5年前进

入市场的有机硅产品的 3倍。

研发工作国际化是瓦克成功的另一大因

素。越来越多的瓦克有机硅产品直接在市场

所在地开发。为此，瓦克集团建立了一个由

22家先进的应用技术中心组成的全球网络，

由当地专家针对本土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定

制解决方案，并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

建筑标准或实践规范。

例如，瓦克在韩国首尔设立的卓越电子

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 Electronics）便专

门面向当地电子行业尤其是 LED领域开发

有机硅产品。2016年年初，瓦克扩建了新

加坡技术中心，新设了一个有机硅弹性体研

发与测试实验室。瓦克在巴西然迪拉的技术

中心于 2003年投入使用，该中心重点关注

化妆品及护发产品用硅油和有机硅乳液的开

发与技术服务。瓦克的技术中心和销售部门

通常位于同一办公点，这有助于销售团队与

研发团队密切合作，为客户服务创造了理

想的条件。此外，这些应用技术中心与瓦

克内部培训机构 —— 瓦克学院的合作也同

样紧密。

瓦克集团全球研发网络中的最新成员，

是一个占地 28,000平方米的综合实验室

大楼，它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Ann 

Arbor），离美国常青藤名校密歇根大学不

远。安娜堡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那里

汇聚了学术机构、初创企业和老牌公司，

是瓦克为在美国这个全球第二大化学品市

场实现持续增长而开展有机硅创新工作的

理想之地。

此外，瓦克还于 2006年出资在名列

德国精英大学的慕尼黑工业大学设立了 

“硅化学研究所”—— 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与

工业研究的枢纽。此项合作的目的，是为了

将学术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与瓦克在硅化学领

域 70年的丰富经验相结合。迄今为止，这

一学术界与工业界成功合作的典范已诞生了

科研项目 30多个，获得新专利 10项，发

表学术论文 35篇。

硅化学研究所目前的研究重点包括烯烃

在二氧化硅凝胶上的非均相聚合、硅氧烷基

新型杂化材料合成以及为电动汽车和光伏应

用开发能源材料。

拥有近 30年历史的“瓦克有机硅奖”为

知识与技术转移做出了突出贡献 —— 瓦克

集团以此来嘉奖在有机硅化学领域取得的杰

出科研成就。该奖与 KIPPING奖齐名，同

为硅化学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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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创造增值”
瓦克有机硅业务部门总裁 Robert Gnann博士论述部门增长前景

瓦克如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有机硅生产商。您为下一步增长制

定了哪些策略？

Robert Gnann博士：我们的目标很明确：继续保持 4%的年

增长率，这一速度显著高于全球化工行业的平均水平。我们拥有专

门生产上游产品的大型工厂，这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最有力的保

障。目前，我们正有针对性地扩建下游产品的产能。在美国，我们

正在建设一条新的气相二氧化硅生产线，建成后，我们将成为该领

域全球第二大生产商。同时，我们还不断扩大客户咨询与服务的范

围，特别是在亚洲和南美洲等增长型地区。我们在这些地区的核心

战略是：依托强大的本土团队，极力做到贴近客户。在产品方面，

我们则致力于提升高品质专用产品在整个产品组合中的比例，同时

不断优化技术和工艺，以进一步加强成本优势。

你们是如何应对竞争的？或者说：是什么让瓦克有机硅胜过竞

争对手的？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通过世界各地的顶级专家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服务。我们拥有十几个技术中心，遍及全球五大洲。贴近客户，

准确把握他们的需要，并同他们一起寻找解决方案，这是我们许多

竞争对手做不到的。比如，我们在韩国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

在那里设立了卓越电子中心，同全球各大电子集团合作，探索新的

解决方案。我们正在美国安娜堡建设一个新的研发中心，建成后，

我们为客户提供的，将不仅仅是有机硅产品：瓦克还将是他们经验

丰富的咨询师和可靠的研发伙伴，能够切实满足他们的需求，帮助

他们实现目标。

那么，是不是首先要不断改善和调整有机硅产品的性能，以满

足新应用的要求呢？

是的，但不仅如此，我们也非常重视基础创新。以有机硅部件

3D打印为例，之前，市场上并没有成熟的适于工业应用的有机硅

3D打印技术，我们的研发工作，从打印技术、专用有机硅，到打

印机控制软件，每个环节都需要重头开发。

可这听上去不像是一个每年需要消耗数千吨有机硅的业务领

域，您觉得此类特殊应用会成为瓦克有机硅业务部门的未来吗？

首先，我认为 3D打印不可能一直是小众市场。这种技术尽管

还很年轻，发展潜力却无比强大。当然，只靠专用产品，确实无法

充分利用瓦克世界级工厂的产能。我们还需要生产订购量大的常规

有机硅，而大批量生产的关键在于：确保始终如一的高质量，同时

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必须制定最佳的产品策略：不仅高效率

地生产常规有机硅，同时逐步提高那些能够为客户创造高附加值的

个性化专用产品的比例。

瓦克现在生产的有机硅产品有 3000多种，被广泛应用于建筑

和电子等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那么，新应用领域的需求会不会很

快达到饱和呢？

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担心。首先，需要使用有机硅的新技术、

新应用总会不断涌现 —— 看看电动汽车就知道了。其次，现有应

用也在不断改进，不断发展。例如，传统的自粘伤口敷料贴已经

诞生了近 100年，但有机硅伤口敷料仍然在该领域树立了全新标

准。它们柔软、透气、富有弹性、皮肤附着性好，揭除时对患者

造成的疼痛要小很多。另外，我们也对像硅油这样的成熟产品进

行改性，使其可用作太阳能光热发电系统的导热油，从而显著提

高发电效率。以上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两个。我深信，未来在许多

我们今天还想象不到的应用中，有机硅一定能够发挥它优越的材

料性能，而世界各地的优秀瓦克团队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不断挑战极限。

Robert Gnann博士（现
年 52岁）自 2016年 4月 1
日起担任瓦克有机硅业务部
门总裁。这位科班出身的化
学专家毕业于德国科隆大
学，曾在美国、加拿大和德
国为 GE Silicones公司、拜
耳、朗盛和迈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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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亮相 
2017 年欧洲 
涂料展

瓦克于 2017年 4月 4日至 6日在德国
纽伦堡举行的欧洲涂料展（ECS）上展示了众
多用于涂料、建筑、包装及胶粘剂行业的创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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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一擦，污渍无痕！
谁都不想看见墙面、地板或露台上出现污渍。然而，咖啡、酱汁和油渍

却往往难以清除，尤其是无机基材表面，更是难上加难。幸好，瓦克推出了 

全新的 PRIMIS® SAF 9000系列乳液，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地板或墙面图案上布
满尘垢了。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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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营场所和家庭装修使用的装饰

性无机地板，以及火车站和露

台的混凝土地面，往往需要承

受大量磨损。它们非常容易积聚顽固污渍，

如咖啡、油腻的食物残渣、红酒、番茄酱等。

不论怎么费力清洁，这些污垢总会留下一些

痕迹。因此，人们通常会对无机基材表面进

行防护处理。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瓦克专门开发了 

PRIMIS® SAF 9000系列乳液。有了这种专

用丙烯酸水性乳液，混凝土地面和装饰性自

流平地坪砂浆就可以轻松抵抗污渍了。

PRIMIS® SAF 9000乳液含有平均粒径不到

0.1微米的高分子量聚合物颗粒。这些细小

的聚合物颗粒可以渗入表面的微孔，而不是

覆盖在微孔上面。一旦乳液干燥，这些颗粒

就会立刻在微孔内形成一层薄膜，防止污垢

进入，这样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将污垢擦除。

这种乳液的优势在于，无机基材表面的外观

几乎不会发生变化，地板也可以保持人们熟

悉的感觉。

聚合物的高分子量还有一个好处 ——  

干燥之后，气孔内沉积的薄膜可以提高表面

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 —— 对于商店、仓库和

工业建筑内人流量很大的地面来说，这一优

点非常重要。 

此外，该乳液的另一优势在于，它能够

快速渗入地板，因此涂上乳液之后，只需等

待一个小时左右，人们就可以在上面走动了。

全能型选手

瓦克的开发人员在实验室用咖啡、香醋、

黑加仑汁、可乐、色拉油、番茄酱和芥末酱

进行了大量测试。结果，在未经处理的无机

基材表面，即使经过彻底清洁，所有这些 

物质依然都留下了无法清除的污渍。而在 

经过 PRIMIS® SAF 9000系列乳液处理的表 

面，这些污渍几乎可以完全清除，并且毫不

费力。

目前，该专用乳液系列包含两款产品：

PRIMIS® SAF 9000 和 PRIMIS® SAF 9001。

其中，PRIMIS® SAF 9001拥有更强的耐磨

性与抗沾污性。两款产品的固含量均达到

42%，因此，原则上来说，用户只需用水将

其稀释即可。  

无机基材表面的处理非常简单。“可以

用海绵或墩布将乳液涂覆在表面。”瓦克建

筑乳液市场经理 Martin Schierhorn博士解 

释道，“而且，乳液一干，人们就可以在上

面走动了。”如有必要，还可以多涂几层乳

液。第一层乳液应该较稀，以确保聚合物颗

粒能够渗入所有微孔，而且排列整齐。“在

处理吸水性表面时，两种乳液都非常有效。

它们可以用水稀释，并且很容易涂覆，对于

喜欢自己动手的用户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Schierhorn说道。

过去，无机地板通常用环氧树脂和聚氨

酯树脂进行密封，但某些人群会对这两种材

料过敏。相较之下，PRIMIS® SAF 9000系

列乳液则可以放心使用。由于生产过程中没

有添加任何有机溶剂以及甲醛和异氰酸酯等

有害物质，或环氧化物等皮肤致敏物，它们

比传统产品更环保、更具生物相容性。

防烧烤油脂

PRIMIS® SAF 9000聚合物乳液系列还

可用于处理室外的无机地板（如露台）。热爱

户外生活的人们肯定清楚为什么这一点非常

重要 —— 园艺设备上的铁锈或烤肉滴下来

的肥油，会在露台上留下难看的污渍。而且，

即便小心翼翼地避免留下这类污渍，随着时

间的推移，露台表面依然会因为空气中的花

粉和灰尘等物质而变脏。PRIMIS® SAF 9000

系列乳液是保护此类地面的理想之选。乳液

用量和浓度需根据无机基材表面的吸水性进

行调整。经过该乳液处理的表面还可以进行

高压清洗。哪怕是口香糖和肮脏的机油污渍，

都可以彻底清除。 

PRIMIS® SAF 9000系列还可用于墙面

涂料，清洁起来非常方便。采用该乳液特别

配制的易清洁涂料可以防止外来物质渗入墙

面。此外，PRIMIS® SAF 9000还能改善涂

料的耐湿擦性。也就是说，墙面可以用湿海

绵进行反复清洁，而不必担心会损坏涂料。

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将乳液以
稀释或未稀释的形态涂覆在无机
基材表面。

在未经处理的装饰性无机地板上，咖啡和黑加仑汁留下明显的污渍。 而在经过处理的地面上，只要用湿布擦拭，就可以轻松地将两种污渍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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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克测试实验室，技术人员 Manuela 

Mühlthaler对该款新型乳液的性能进行了演

示。她的同事们用马克笔、口红和铅笔在测

试墙面上随意涂鸦，然后又弄上咖啡渍、番

茄酱和芥末酱。当 Manuela Mühlthaler用微

纤维抹布和去污剂擦洗使用传统涂料的半面

墙时，只能去除部分污垢。涂鸦变成模糊一

片，部分颜料颗粒从涂层脱落；有些地方仍

然有污渍附着。而经过 PRIMIS® SAF 9000

处理的另外半面墙，技术人员可以将上面的

污渍彻底擦除，将表面恢复至完美的哑光白，

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硬质表面

作为辅助基料，瓦克的这款新型乳液在

抵抗铅笔痕迹方面的表现，也充分证明了其

出色的抗污性。在传统涂料的涂层上，铅笔

芯通常会留下一道浅浅的凹痕。而如果在 

墙体的涂料中加入 PRIMIS® SAF 9000，由

于该乳液是一种坚硬耐磨的聚合物，因此铅

笔很难穿透涂层。

“要是在我孩子的小时候就有这种墙面

涂料，那该有多好啊！”参与 PRIMIS® SAF 

9000开发的瓦克化学师Abdulmajid Hashem- 

zadeh博士如此感叹道。在选择乳液成分时，

开发人员必须确保其形成的薄膜不会被咖啡

和口红等诸如此类的亲水或亲油物质轻易渗

透。“这种独特的性能在市场上具有强大的

吸引力。”Martin Schierhorn补充道。因为水

基污渍更容易从憎水性基材上清除，而油基

污渍更容易从亲水性表面清除。对于参与本

有独特的优势。如果抹灰涂上涂料不久之后

就下雨，雨水会将乳化剂溶出，这时外墙上

就容易出现这种“蜗牛纹”。添加瓦克的这款

新型乳液，就可以防止涂料中的水溶性盐类

迁移到表面并干燥。 

PRIMIS® SAF 9000还可以作为单一基料

使用，如用于大理石片的抹灰。大理石片中

的石英砂颗粒很小，而且常常是五颜六色的。

聚合物可以将这些颗粒包裹住，并为它们提

供防护。从远处看，通常无法分辨出单独的

大理石片，整个墙面就像是一块完整的大理

产品开发的瓦克化学师来说，要调和这两种

性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要将上述性能

全都融入同一个产品中，需要多年的研究积

累。”Abdulmajid Hashemzadeh说道。

作为一名市场经理，Martin Schierhorn

深知，涂料生产商所青睐的添加剂，首先必

须使涂层表面易于清洁，并且可以进一步加

工成环保型净味涂料，同时还要容易施工。

大量的实验室测试表明，这款新型乳液不仅

可以配制出易清洁的内墙涂料，而且还可以

消除“蜗牛纹”（亮斑雨痕），使外墙涂料具

石。在这方面，瓦克的 PRIMIS® SAF 9000

也拥有决定性优势。正如开发人员在瓦克实

验室所演示的，它在天气潮湿时也能保持 

透明。 

相反，传统基料会随着水分渐渐渗入聚

合物基体而渐渐变成白色。PRIMIS® SAF 

9000只含有少量水溶性成分，因此可以避

免因水分渗入而变白。这样，即使墙面遭受

长时间的雨水冲刷，大理石片也能充分保持

本有的鲜艳色彩。而且，即便防护涂层被淋

湿，也依然能够牢固地附着在大理石片上。

因此，PRIMIS® SAF 9000也适用于以颜色

鲜艳的石灰涂料为基材的威尼斯灰泥的表面

处理。加入这款乳液之后，就可以为高品质

涂料提供有效的防沾污与防潮保护。

易清洁涂料发展趋势

“在建筑与涂料行业，无机基材表面的

防沾污保护绝对是目前的全球趋势。”Martin 

Schierhorn深信不疑地说道。这种涂料不仅

可以减少工作量、降低无机基材表面的维修

清洁成本，还能永久性地提升视觉效果，因

此用于墙面处理的成本很快就能收回。不论

是地板还是婴儿房墙面，只要采用 PRIMIS® 

SAF 9000乳液对表面进行处理，之后就只

需用湿布就可以把污渍擦除。     

Abdulmajid Hashemzadeh博士，瓦克聚合物研发实验室经理

“要是在我孩子小的时候就有这种 
墙面涂料，那该有多好啊！”

Martin Schierhorn博士，瓦克聚合物市场经理

“在建筑与涂料行业，无机基材表面的 
防沾污保护绝对是目前的全球趋势。”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Martin Schierhorn博士
瓦克聚合物

乳液与树脂

战略营销

电话：+49 89 6279-1969
Martin.Schierhorn@wacker.com

实验室的测试结果表明，采用PRIMIS® SAF 9000改性的墙面涂料，
其污渍可以被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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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耐磨特性
混凝土地面通常在投入使用前采用浸渍剂进行处理。

瓦克开发的 SILRES® BS 6920是一种适用于建筑行业的新型基
料，具有极为高效的防污性能，让地面光彩照人。

直
到 20世纪 80年代，在那些无

需美观、只要求坚固、耐用以

及价格合理的地方，都会使用

可见的混凝土地面。而当建筑师着手将空空

如也的工业建筑改造成时尚的阁楼式公寓

时，才发现将混凝土用作地面覆盖材料具有

无限的设计潜力。如今，经过打磨、抛光处

理的高品质混凝土和水泥基找平砂浆地面常

常出现在当代室内建筑中。混凝土地面不仅

用于工厂大车间、车库和仓库，还开始用于

展厅、购物中心、餐厅和博物馆等场所。即

使是高档住宅区的开发商，也对其青睐有加，

因为厨房和客厅使用混凝土地面后，会给整

个居所带来一种朴实无华的优雅。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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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混凝土地面和水泥基找平砂浆表

面有很多微孔，而且其耐磨性也不像看上去

那么出色。混凝土地面的巨大人流量以及叉

车等交通工具会造成磨损，并在周围的物体

上留下灰尘等污垢。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面

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会破损不堪。由

于基材表面有很多微孔，如果不采取防护措

施，还会吸收溢出的饮料、机油或其他液 

体，从而造成无法清除的污染，留下难看的

污渍。

通常，混凝土和找平砂浆地板在安装之

前必须经过防污和耐磨损处理。为此，化学

品行业开发了一系列浸渍剂。基于硅酸盐的

水性体系（即所谓的水玻璃）和基于硅烷的

溶剂型浸渍剂应用范围最为广泛。

　　α-硅烷提供防污保护

在今年的欧洲涂料展上，瓦克展示了一

种用于混凝土浸渍的新型基料 —— SILRES® 

BS 6920。这种基料主要采用瓦克集团的

α- 硅烷技术，具有极为出色的防污性能和卓

越的承载能力。

开发商选择哪种体系取决于具体情况的

具体要求：汽油和油可能会滴落在车库的地

面上；在购物中心，食物残渣和溢出的饮料

也都可能掉在地面上；而仓库地面承载的车

辆包括叉车，有时还会有卡车。单户住宅的

开发商主要关注外观和防护性能 —— 地面

是否具有天然或半亚光外观，甚至是高光 

外观？

在浸渍过程中，液体制剂深入渗透到开

放孔隙内部，将其部分或全部填充。浸渍剂

固化之后，液体物质就无法进入处理过的 

表面。 

浸渍剂的防污能力应尽可能高，且范围

应尽可能广。当污染物落在地面时，应该可

以只用纸巾就能将其轻轻擦除，而且不在地

面留下污渍。

瓦克博格豪森配送和
物流中心一瞥：叉车驶过
的地面必须承受极为沉重
的压力。

　　　　Udo Anders博士，瓦克建筑有机硅应用工程师

“有了 SILRES® BS 6920，建筑行业可
以很方便地生产出适用于混凝土和找平砂
浆地面而且具有出色耐擦洗性的单组分浸
渍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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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机遇：“如果浸渍剂对番茄酱、芥末、

红酒或可乐的污渍都无能为力，那还有什么

用呢？”虽然经过了浸渍处理，但仍然难以将

这些污渍清除干净，也无法使地面保持光洁

如新。

更重要的是，出于毒理和环保原因，建

筑行业正努力避免使用溶剂型体系。Goe-

decke对这一市场的需求进行了总结：“整

个行业都在寻找不含溶剂且具有高效防污性

能的浸渍材料。”

在化学结构方面，瓦克最新推出的 

SILRES® BS 6920基料属于 α- 硅烷封端聚

醚，这种聚合物近年来在胶粘剂和密封胶领

域越来越受关注。与所有硅烷封端聚合物一

样，SILRES® BS 6920具有可交联性：遇水

发生水解，从而形成硅氧烷网状结构。凭借

瓦克自主研发的 α- 硅烷技术，只需添加氨

基硅烷催化剂就能够确保交联快速进行。

Anders博士建议混凝土浸渍剂制造商使用

氨基改性硅烷 GENIOSIL® GF 9生产基于 

SILRES® BS 6920新型聚合物的浸渍剂。这

日常污染

“我们在应用实验室对几种传统混凝土

地面浸渍剂的效率进行了测试，发现硅烷产

品，尤其是硅酸盐浸渍剂，为许多应用提供

的保护都非常有限 —— 即使是日常生活中

的防污也不甚理想。”曾为瓦克集团建筑化

学品业务团队开发 SILRES® BS 6920的瓦克

化学师 Udo Anders博士介绍道。

负责推广 SILRES® BS 6920的瓦克市场

经理 Udo Goedecke将这一测试结果视为难

种硅烷产品还能够确保浸渍剂极其牢固地附

着在水泥基基材上。 

致密网状结构 

瓦克开发人员专为混凝土浸渍剂开发出

这款新型聚合物。他们对聚醚主链和硅烷组

分进行了调整，Anders如是解释道：“最初，

我们对硅烷组分进行改性，因此 SILRES® 

BS 6920在固化时可形成石英状结构单元的

致密网状结构。然后，我们又调整了聚醚链

的长度。”通过这些优化措施，这款新型基料

的粘度变得跟橄榄油一样低。该基料深入渗

透到混凝土地面的孔隙内部，将其填满并固

化成硬质材料。 

“因此，日常使用的含水或含油液体无法

渗入经过处理的地面，即使当天没有及时擦

除，所造成的色彩变化也不会持久。”他说。

同时，基材也得到机械增强，从而提高耐擦

洗性。这位化学师建议说，如果表面暴露于

高强度的紫外线辐射，可以在基于 SILRES®  

BS 6920的浸渍剂中添加紫外线稳定剂。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Udo Goedecke
建筑有机硅

高级市场经理

电话：+49 89 6279-1055
Udo.Goedecke@wacker.com

“整个行业都在寻找不
含溶剂且具有高效防污性
能的浸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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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实验室中，实验室助理先用刷子将 SILRES® BS 6920涂覆在混凝土测试板上，然后在测试板上滴一滴油，看这种杂质是否会留下污渍。

根据 DIN EN 1504-2标准，混凝土浸渍技术是一种部分或完全填充混

凝土孔隙的处理方法。混凝土表面可形成一层不均匀的超薄涂膜，具体取

决于混凝土的吸收能力以及涂覆的浸渍剂用量。相比之下，如果处理剂无

法渗入孔隙，只是滞留在表面而没有填充孔隙，则会牢固粘结并形成较厚

的密封薄膜，并将孔隙覆盖。涂层薄膜厚度通常介于 0.1至 5.0毫米之间。

基于 SILRES®BS 6920的无固体物配方通常可用于生产浸渍材料。添加固

体物会使配方无法深入渗透孔隙，而形成超薄涂层。

混凝土浸渍

　　　　Udo Goedecke，建筑有机硅市场经理

地面的处理

浸渍

已溶解、乳化或分散的物质渗入固体多孔材料，将孔隙部分或

完全填充。 

涂覆

在材料上涂覆一道薄薄的涂层，以防止物质进入或渗漏。即使涂

覆多层，仍然无法填充孔隙。

资料来源：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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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布、短毛涂辊或无气喷枪涂覆。”通常建

议涂两层，尤其是对于多孔的吸水性地面。

“涂第一层时，浸渍剂通过填充孔隙渗入地

面。”Anders博士解释道，“第二道涂层形

成薄膜后，能够降低表面粗糙度，而薄膜的

厚度取决于涂层重量。通常情况下，薄膜的

重量大约为每平方米 50至 150克。24小

产出透明浸渍剂，无论表面如何粗糙，它都

能让混凝土地面变得光滑、方便擦拭。此外，

生产商还可以混入消光剂、颜料或增强填料，

然后通过添加溶剂降低粘度，这样就可以形

成一道具有亚光表面的薄涂层。

Goedecke指出，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浸渍剂是单组分添加剂，生产商可以使用

“有了 SILRES® BS 6920，建筑行业可以

很方便地生产出适用于混凝土和找平砂浆地

面且具有出色耐擦洗性的单组分浸渍

剂，”Udo Anders博士介绍道。该基料本身

不含溶剂，而且由于粘度低，无需添加剂便

可进一步加工。但在需要时也可以用溶剂稀

释。如今，采用 SILRES® BS 6920，便可生

BS 6920都已成为首选基料。”Goedecke补

充说。采用这种硅烷封端基料制成的浸渍剂

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从停车场、修车厂、火

车站和物流中心到展厅、餐厅、会展会议中

心、博物馆以及住宅楼，不一而足。经过处

理的地面易于维护并能够保持清洁。 

时过后就可以在地面上走动，如果需要，还

可以抛光。

有效防污 

这种处理显著增强了色彩效果 —— 地

面色调充满活力，石材的纹理也更加清晰。

不过，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采用 SILRES® 

21世纪初，瓦克首次开发出有

机官能性烷氧基硅烷。它不仅可以用作有机聚合物的偶联剂，而且遇水时

具有极高的反应活性。这种出色的反应活性主要归功于这些硅烷的结构：

在硅原子的 4种结合伴侣中，有一种含氮有机基团，其氮原子通过亚甲基

桥与硅原子紧密结合。这种短分子桥在两个原子之间精确地形成了所需的

距离，促使硅原子释放烷氧基，从而加速与水分子的反应。这种硅烷被称

为 α- 硅烷，以区别于丙烯桥明显更长的硅烷，即所谓的 γ- 硅烷。在 α- 硅烷

中，反应加速效果极佳，其反应速度比相应的 γ- 硅烷大约快 100至 1,000倍。 

当 α-  硅烷与有机聚合物相连时，这种高反应活性甚至不受影响。瓦克

的 α- 硅烷封端聚醚已经完成了偶联反应，因此该聚合物具有可交联性：遇

水即可形成硅氧烷网状结构。此外，瓦克还单独提供未与任何聚合物结合

的 α- 硅烷，。在瓦克，“α- 硅烷技术”涵盖公司整个 α- 硅烷和 α- 硅烷封端聚

醚产品组合，以及有关这些化合物的全面化学专业知识。

α-硅烷技术 

可交联硅烷基团 含氮偶联基团 

亚甲基桥

Si SiNN 聚醚主链 

如今，很多建筑师
都热衷于采用混凝土地
面打造阁楼式客厅。这
类地面均经过打磨、抛
光和浸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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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甲基桥

有 14种留下了污渍，采用硅烷浸渍剂浸渍

后留下了 7种污渍。而采用 SILRES® BS 

6920浸渍后，只留下 3种污渍。”

“因此，无论是容易留下食品污渍和轮

胎印迹的地方，或者人流量和车流量很大的

地方，还是必须方便清洁的地方，SILRES® 

“有了SILRES® BS 6920，
建筑行业可以很方便地生产出
适用于混凝土和找平砂浆地面
且具有出色耐擦洗性的单组分
浸渍剂。” 

BS 6920浸渍剂实现的抗污性能。在博格豪

森实验室，Anders博士在水泥测试板上将 

SILRES®BS 6920的防污性能与硅酸盐或硅

烷浸渍剂的防污效果进行了对比。就连这位

瓦克专家也对显而易见的结果感到惊讶：“采

用硅酸盐浸渍剂浸渍后，20种测试物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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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广告横幅和绚丽的车贴，总是夺人眼球。它们的彩色表

面大多是由采用溶剂型数字印刷油墨的专业喷墨打印机喷绘而成。

瓦克专为这种印刷油墨开发了 VINNOL® E 18/38聚合物粘结料。

走
在街头，极目而望，星罗棋布

的宽幅广告牌令人眼花缭乱：

高楼大厦外面巨大的横幅迎风

飘扬，建筑工地的脚手架和临时围栏随处可

见，而酒店、博物馆和商店门前的立地式标

识牌则吸引人们推门而入。公共汽车、有轨

电车和送货车也好像穿了一层新衣，全身贴

满各种车身广告，极具视觉冲击力。

然而，无论这些广告看上去多么与众不

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由小批量定

制印刷和加工的塑料薄膜制成。 这些塑化

PVC薄膜采用宽幅喷墨打印机喷绘而成。广

告横幅、立地式标识牌和车贴一直暴露在户

外，还要经常清洗。而国内许多喷墨打印机

的水性印刷油墨通常不够耐磨，无法满足以

上应用需求，并且很难与塑化PVC有效附着。

因此，广告牌制造商将目光投向了紫外固化

或溶剂型数字印刷油墨。这种印刷油墨的粘

结料体系不仅能够打印出高质量的图案，而

且还具有足够的耐久性。

 

满足对高品质的需求

印刷行业希望未来的喷墨印刷效果越来

越好，油墨也不再散发难闻的气味。

瓦克 VINNOL® E 18/38聚合物粘结料正好满

足所有这些需求。 

该产品的样品已经分发给所有重要客

户。“客户的反馈振奋人心。VINNOL® E 

18/38粘结料拥有最高品质，让我们能够充

VINNOL® 创造绚烂生活 

70 71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Ulrich Lauter博士
瓦克聚合物

VINNOL®树脂

技术服务经理

电话：+ 49 8677 83-5521
Ulrich.Lauter@wac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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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满足客户需求，为他们提供定制化的技术

服务支持。”瓦克聚合物全球树脂业务负责人

Feike van der Heide说道，“我们的目标是不

断推出创新产品，从而持续开拓新的业务领

域，提高瓦克在现有市场中的份额。”中国油

墨生产商北京彩韵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是采用 VINNOL® E 18/38配制产品的首批客

户之一。“我们发现，现在的打印效果已经

显著提升，这主要是因为加入 VINNOL® E之

后，颜料可以更均匀地分散在印刷油墨中。”

北京彩韵数码科技总经理金荣解释道。该公

司为保证产品始终如一的高品质，多年来一

直使用瓦克的树脂粘结料。他们与瓦克应用

技术人员通力协作，成功开发了一款含有 

VINNOL® E 18/38的印刷油墨的优质配方，

并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可。“我们的新油墨

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市场地位，瓦克功不可

没。”金荣说道。

喷墨印刷是一种无接触式印刷工艺。在

该工艺中，微细的墨滴沉积在基材上，不再

需要印刷图文载体或业内俗称的“印版”。相

反，通过数字印刷数据就可以确定每个区域

是否需要喷墨。这样，不仅节省了制作印版

的成本，而且减少了印刷机的周转时间，因

此即使是少量打印或者仅仅打印一篇文章，

也花费不多。  

喷墨印刷分为按需喷墨（DOD）和连续

喷墨（CIJ）两种方式。按需喷墨主要用于印

刷纸张和薄膜，包括大幅面打印。而连续喷

墨则相反，由于它能够在不平整的表面上进

行打印，主要用于工业生产线上的打印机，

比如在产品上打印序列号、品牌名称、二维

码或者保质期等。 

经久耐用的打印头 

“打印头是喷墨打印机的核心部件，它

决定着打印的成败。因此，尽可能延长打印

头的使用寿命是至关重要的。”Ulrich Lauter

博士解释道。作为瓦克的一名技术服务经理，

Ulrich Lauter博士参与了 VINNOL® E 18/38

这款新型聚合物粘结料的联合开发工作。 

瓦克销售的 VINNOL® 品牌表涂树脂是

一种可在众多行业应用领域作为涂料使用的

聚合物，其中包括工业涂料和胶粘剂、涂料

和印刷油墨以及用于食品包装领域的热封涂

料。VINNOL® 表涂树脂属于聚乙烯共聚物

和三元共聚物。每种产品的成分和聚合度有

所不同，导致其物理和化学性能也不尽相同。

此外，VINNOL® 系列还包括含羧基基团的

产品 —— 用于实现对金属材料强大的附着

力，以及含羟基基团的产品 —— 可用于生

产以化学反应方式固化的涂料。 

总体而言，整个 VINNOL® 系列产品种

类繁多，既可相互搭配使用，也可与多种其

他常用粘结料相容。瓦克采用悬浮聚合法 

和乳液聚合法两种不同工艺生产 VINNOL®  

树脂。用于数字印刷油墨的系列产品主要通

过乳液聚合法制成。

VINNOL® —— 专为工业应用开发
的粘结料

关重要。”Lauter博士强调说。粘结料是印刷

油墨中的一种成膜组分 —— 它包裹住颜料

颗粒，将它们粘结在一起并固定在基材表面。 

多年以来，瓦克生产的 VINNOL® E粘结

料，帮助油墨制造商将沉降降至最低。Lau-

ter博士解释道：“该粘结料是一种氯乙烯 -

醋酸乙烯酯共聚物，我们采用乳液聚合工艺

生产而成。这种聚合物能够与颜料表面相互

作用，从而稳定精细研磨的颜料颗粒，使其

保持悬浮状态。正因如此，这款产品得到了

“既要粘度低，又不能沉降，这样的要

求确实让油墨制造商非常为难，”Lauter博士

说道，“因为墨水的粘度越低，颜料颗粒就

沉降得越快。”沉降不仅会影响色彩亮度，而

且会减少打印头的使用寿命。如果颜料颗粒

堵住打印头的独立喷嘴，那么喷墨打印机便

会停止工作。而要想同时满足粘度和分散性

的要求，油墨中的聚合物粘结料发挥着关键

作用。“随着喷墨印刷技术的发展，油墨粘

结料也必须持续优化，迎头赶上，这一点至

打印头与印刷油墨是决定打印质量的两大重

要因素。 

要想获得最佳分辨率，打印头的设计必

须确保形成尽可能小的墨滴，喷洒在打印表

面上。然而，墨滴越小，油墨的粘度就必须

越低。此外，油墨也决定着色彩饱和度。要

想打印出色彩极其绚丽的印刷品，必须确保

颜料颗粒精细且均匀地分散在墨水中，同时

务必确保这些微细颗粒不会形成较大的附聚

体，并长时间保持稳定的悬浮状态。 

各种消费品的包装外
面都印有“有效期”。正是
因 为 有 了 
V I N N O L ®  E  1 8 / 3 8， 
印刷油墨才能附着在各种
基材之上。 

“既要粘度低，又不能沉降，这样的要求
确实让油墨制造商非常为难。”

基于创新型 VINNOL® 粘结
料的油墨可用于在各种塑料上
打印条形码。 

Ulrich Lauter博士，瓦克聚合物 VINNOL®树脂应用实验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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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墨印刷分为按需喷墨（DOD）和连续喷墨（CIJ）两种方式。

　　 DoD —— 按需喷墨：采用这种技术印刷时，首先生成墨滴，然后墨滴就在需要时

从打印头喷嘴中喷出，也就是说，只在需要喷绘一个圆点时喷出。一般来说，专业

DOD打印机的打印头共有 256个喷嘴，每种颜色的喷嘴直径为 20到 50微米不等。根

据不同打印头技术，墨滴体积从 2皮升到 40皮升不等。油墨的颜料颗粒大小不超过 5

到 8微米。每个喷嘴前面安装有一个过滤器，防止大颗粒通过。目前，乙二醇单丁醚

醋酸酯是用于 DOD打印机的常用溶剂。 

　　 CIJ —— 连续喷墨：在该工艺中，打印头的喷嘴首先连续不间断地喷出导电油墨。

然后，墨流再分解成一个个极小的墨滴，每滴大小在 10皮升到 1纳升之间不等。每秒

钟可形成 6万到 10万个这样的墨滴。这些墨滴会经过两个电场，经过第一个电场时会

产生静电荷，而第二个电场则由数字印刷数据控制，决定墨滴的轨迹：如果电场打开，

墨滴在不同程度静电力的驱动下向基材偏转，形成一个彩色点；如果电场关闭，则经

过基材时不会发生偏转。不发生偏转的墨滴在回收之后回到打印机的油墨箱中循环使

用。目前，CIJ打印机油墨的常见溶剂是甲乙酮。 

喷墨印刷

基于 VINNOL® E 18/38的
连续喷墨打印机油墨应用举
例：线缆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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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广泛认可。”因此，从满足低粘度和无沉

降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目标来看，VINNOL® E

堪称是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弱溶剂

近年来，又一个新的需求逐渐凸显：

如何尽量减少员工与难闻的溶剂挥发气体

接触？为此，印刷行业希望能够采用弱溶

剂配制油墨。弱溶剂或“环保型”溶剂产生

的挥发气体既对身体健康无害，又没有明

显的臭味，例如某些乙二醇醚和乙二醇酯。

这种“环保型溶剂印刷油墨”专门面向使用

按需喷墨（DOD）打印机的印刷厂或广告公

司。对于连续喷墨（CIJ）打印机的油墨而

言，难闻的气味只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这

类打印机只在工业生产环境中使用，必要

时可以萃取溶剂蒸汽。 

当然，弱溶剂也有其不足之处，因为

许多粘结料在弱溶剂中都不易溶解。此外，

采用弱溶剂配制的油墨难以附着在塑化

PVC以及其他聚合物基材之上，从而导致

印制的图像耐磨损性能欠佳。VINNOL® E

系列用于数字印刷油墨已有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很难溶解于

弱溶剂中。正因如此，Lauter博士带领他

的团队着手研发一种新型氯乙烯 - 醋酸乙烯

酯共聚物，希望为相互矛盾的需求提供最

佳的折中方案。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他们最终研发出了 VINNOL® E 18/38这款

新型树脂产品。

该系列产品不仅在弱溶剂中更易溶解，

而且还能生成一种粘度极低的聚合物溶液。

此外，VINNOL® E 18/38具有良好的耐水性，

对醇类溶剂以及弱碱性清洁剂的耐受性也

很强。 

VINNOL® E 18/38 粘结料专为印刷行

业开发，同时还可推动溶剂型喷墨印刷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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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粘度VINNOL® 
E 18/38粘结料也被
用来印刷广告横幅上
的高分辨率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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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涂鸦保护
涂鸦和乱贴乱画会让房屋看上去陈旧不堪，并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此，瓦克专门开发了一种可

降低清洁成本的有机硅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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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
鸦客们通常在晚间工作，他们

将巨幅创作（也即所谓的巨幅涂

鸦）和自己的标志性签名（也即

签名涂鸦）喷涂在墙壁、围栏和轨道车上。

但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征得业主的事先同意。

而业主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其打磨 —— 这是

涂鸦领域的专业术语，意即清理非法涂鸦 

作品。

蛋壳贴纸特别难以去除。蛋壳贴纸和

海报涂鸦的内容通常是活动小广告，常见

于公用设施箱和交通标志等相对较小的物

体上。 

据德国城市协会估计，非法涂鸦和随意

张贴的海报所造成的损害导致德国每年至少

花费 2亿欧元进行清理。而美国司法部提供

的数据显示，美国每年的涂鸦清理费用约为

1.在博格豪森应用技术实
验室，SILRES® BS 710被涂
覆于用各种材料制成的测试
板上，包括混凝土和砖（涂
有抹灰和未涂抹灰两种）。

4.测试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使用市售高
压清洗机就可以用水将涂鸦清除。

2.测试板干燥之后，实验
室助理涂覆另一种涂料样品
并对其进行测试。 

3.然后，她用高压清洗机
清洗测试板。 

临时性体系形成的保护膜由蜡、生物聚合物或丙烯酸酯构成。这种材

料不会妨碍基材内的水蒸汽扩散到大气中，而且无色透明，因此也可被用

于文物建筑保护。该体系的缺点是：在清理涂鸦之后必须重新涂覆保护膜；

即使未被涂鸦，这些涂层也只能维持短短几年时间。 

永久性防涂鸦体系的主要优点在于，当涂鸦被清除时仍然能够保持完

整，并且即使历经多年也仍能保护基材表面。不过，这种体系的缺点是通

常会影响基材的外观。此外，许多传统的永久性体系涂料密度太高，水蒸

汽无法透过。如果把这种涂料涂覆在潮湿的基材上，基材内部的水分将无

法透出。一些部位的保护膜会因此脱落，并且可能形成水泡或导致涂层剥落；

同时还可能让建筑结构受潮。如果采用 SILRES® BS 710，上述问题都会迎

刃而解。传统的永久性涂料一般采用聚氨酯、环氧树脂和含氟聚合物等材

料制成。 

在半永久性涂料中，只有一种薄膜组分而非整块薄膜会被清除。每次

清除涂鸦之后，都必须对基材重新处理，间隔时间为 3至 5年。半永久性

涂料的优点是，肉眼几乎无法看见，而且具有水蒸汽透过性。这类产品通

常由有机蜡、硅烷和硅氧烷的混合物组成。

涂鸦防护体系：临时性、永久性和半永久性 在各种基材上测试 
SILRES® BS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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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耐久性，防涂鸦处理体系可分为

三类：临时性、半永久性和永久性体系，其

差异在于清除涂鸦时阻挡层的特性。如果阻

挡层保持完整，并且可以经受至少 20次涂

鸦以及随后的清洗过程，该体系被认为是永

久性体系。而如果阻挡层会跟涂鸦一起被清

除，则被称为临时性体系或牺牲型涂料。半

永久性体系的使用寿命介于两者之间。 

这三类产品都各有其优缺点（请参阅第

79页的“涂鸦防护”部分）。“如果建筑物的

120亿美元。清除费用最高的涂鸦就是所谓

的“轰炸涂鸦”—— 涂鸦者在短时间内喷涂

尽可能多的简单字符，一味追求数量而不管

内容。

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业主，都希

望能够降低清除涂鸦的成本。其中一个解决

方案是采用防涂鸦体系进行预防性处理。

瓦克开发的 SILRES® BS 710是一种浓缩型

活性剂，可提供长效涂鸦防护。瓦克在

2017年欧洲涂料展上向广大专业观众展示

了这一产品。

大多数防涂鸦体系可在需保护的基材上

形成连续薄膜。这种薄膜能够密封所有的表

面孔隙，在基材和涂料之间形成阻挡层。 

该阻挡层能够阻止喷涂涂料进入基材的

孔隙，从而防止涂鸦顽固附着于表面，而且

更易清除 —— 可采用合适的清洁剂清除涂

鸦，清除方法和所用清洁剂根据具体涂料 

确定。

外观必须保持不变，或者你不想让墙体的水

分交换或水蒸汽透过性受到影响，那么你可

以使用临时性体系。”瓦克防涂鸦涂料市场

经理 Marianne Kreuzpointner说道，“在保护

历史古迹方面，这两种体系都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相比之下，永久性体系的优势在于

它们在很长时间内无需重新涂覆，同时仍然

能够提供全面防涂鸦保护。“这具有极大的

经济优势，尤其是在可能一次次被涂鸦的区

域。”Kreuzpointner强调说。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Hartmut Ackermann博士
建筑聚合物 
技术营销负责人 
电话：+49 8677 83-2100 
Hartmut.Ackermann@wacker.com 尝试用家用海绵清洁墙体。

在瓦克博格豪森生产基地，一位
技术人员用涂鸦客们使用的市售涂料
喷涂未涂抹灰的测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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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至即用型产品中，并可自由调整其活性

成分、粘度和色度（如有必要），以满足具体

应用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将 SILRES® 

BS 710用作透明涂料时，可强化基材的色

彩，并形成光亮的表面。

这种涂料的 sd值（水蒸汽扩散阻力） 

低于传统聚氨酯或同等厚度的涂料。基于 

SILRES® BS 710的配方便于水蒸汽扩散，

不会阻碍建筑外墙的水分交换。

 

对混凝土和砖具有良好的附着力

SILRES® BS 710不仅易于加工，而且

采用该浓缩物配制的涂料混合物涂覆起来也

非常简单：既可以喷涂在基材上，也可以辊

涂或刷涂。 

该涂料最初是液体形式，但当它与大气

中的水分接触时，会从外向内固化。4小时

之后，表面便不再有粘性。固化 1天或更长

时间之后，会形成强大的有机硅薄膜。这种

薄膜不仅能够附着于众多多孔无机基材，还

可附着于木材和环氧树脂上，而且无需预先

使用底涂处理基材。 

经 SILRES® BS 710
处理的砖墙上的涂鸦很
容易清洗。 

瓦克开发的这款新型浓缩型抗涂鸦剂可

形成永久性有机硅涂层。SILRES® BS 710

是一种缩合固化 RTV-1硅橡胶混合物，可在

室温条件下或暴露于大气湿度时发生化学缩

合反应，形成有机硅弹性体。SILRES® BS 

710的邵氏硬度为 A37，固化后变得柔软，

弹性伸长率达到 130%。 

RTV-1涂料通常含有脱肟固化剂和有机

锡催化剂。不过，在 SILRES® BS 710的开

发过程中，由 Hartmut Ackermann博士领导

的瓦克化学师团队采用了新的配制理念：“我

们又重新采用硅烷交联剂和硅烷粘合促进

剂，其中粘合促进剂在交联反应中充当催化

剂。”Ackermann解释道，“这样我们就可以

不使用对人体有害的传统组分。无论是配制

这款浓缩物的操作人员，还是含浓缩物的液

体涂料的使用人员，对他们都有好处。”

这款浓缩物的粘度为 5000 mPa s，呈

粘稠状，而且在剪切力作用下会变稀。此外，

也可通过添加脂肪族溶剂来降低粘度。客户

还可以添加颜料，为该混合物着色。建筑保 

护剂制造商可以方便地将 SILRES® BS 710

附着力测试表明，最适合的基材包括混

凝土、砖、抹灰、砂岩、灰砂砖和天然石材。

例如，未打底的灰砂砖的拉伸粘结强度为

1.30 N/mm2 —— 这个值在建材行业也经常

碰到，用来描述地面涂料与无机基材之间的

附着性能。测试还表明，玻璃或经涂覆的金

属必须用合适的底涂处理，才能达到所需的

附着力。

防粘表面具有水蒸汽透过性 

SILRES® BS 710固化后形成的薄膜具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其表面的防粘性能非

常出色，其他物质无法牢固附着。因此，涂

鸦可以通过海绵或市售高压清洗机用冷水即

可清洗，无需使用专用清洁剂；而海报和标

牌会因为自重而自行脱落，即使人工剥离也

毫不费力。 

它的防粘性能之所以如此出色，主要是

因为有机硅薄膜的表面能非常低。表面张力

较小的物质非常罕见。一般来说，只有当液

体的表面张力低于基材表面张力时，液体才

能润湿并牢固附着于表面。这一原理也适用

Rudolf Hager博士，建筑有机硅业务团队负责人

“如今，有了 SILRES® BS 710这种 
方便使用的高效浓缩物，建筑保护行业 
可提供永久性防涂鸦涂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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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值（水蒸汽扩散当量空气层厚度）

描述的是材料样品对水蒸汽扩散的阻力。

该值表示在相同温度下，空气静止层产

生与材料样品相同的水蒸汽扩散阻力水

平所必须具有的厚度。sd值以米为计量

单位。

低 sd值表示水蒸汽透过性高。根据

DIN 7783，厚度为 200微米的 SILRES® 

BS 710薄膜层具有 II级水蒸汽透过性 

（平均值：>= 0.14至 < 1.4 m）。sd值小 

于 0.14 m时，表示水蒸汽透过性水平较

高。如果 sd值大于或等于 1.4 m，表示

该材料的水蒸汽透过性极低。 

sd值 

所有这些特性都已在室外耐候性条件

下、涂鸦清理研究中以及实验室加速老化实

验中得到检测和证实。即使经过 20次清洗，

涂层仍然具有全面的防涂鸦性能，这证明 

SILRES® BS 710可提供永久保护。清洗研

究表明，如果使用高压清洗机，其泵压不应

超过 100巴。

20 方米）的样品的 sd值为 0.3米（II类，中等

范围），低于传统聚氨酯或同等厚度涂层的

sd值。

持久保护 

采用 SILRES® BS 710配制的涂料具有

有机硅典型的耐久性：能够耐受热应力，甚

至在极寒条件下仍可保持柔韧性，并且能够

承受冻融循环和淋雨的模拟环境。即便持续

暴露于光线和紫外线辐射，也不会破坏该有

机硅薄膜的弹性，而且即使长期遭受紫外线

辐射，薄膜也不会发生黄变，并且保持其

防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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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了 SILRES® BS 710这种方便

使用的高效浓缩物，建筑保护行业可为众多

应用工艺定制永久性防涂鸦涂层剂。”瓦克

建筑有机硅业务团队负责人 Rudi Hager说，

“此外，采用 SILRES® BS 710制成的涂层剂

只含有一种组分，因此不用担心涂覆过程中

出现混合错误。”

经 SILRES® BS 710处理后，签名涂鸦、

巨幅涂鸦、快速涂鸦、单线涂鸦以及屋顶涂

鸦都很容易清除，即便是贴纸涂鸦也可以轻

松地从处理过的表面剥离。换而言之，瓦克

这款活性剂有助于减少涂鸦造成的不良经济

和社会后果，同时也可防止无意义的贴纸涂

鸦的泛滥。   

资料来源：瓦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无机基材
水蒸汽

雨水

SILRES® BS 710

瓦克防涂鸦保护产品尤其适用
于桥梁、地下通道和地铁站等
基础设施。

于喷涂涂料和用于贴纸的胶粘剂。但是，它

们的表面张力远远高于有机硅。因此，它们

无法牢固附着于有机硅表面。 

瓦克的应用技术专家发现，每平方米 

涂覆 200至 250克的 SILRES® BS 710就足 

以提供可靠的防涂鸦保护。如果制备得当，

只需对表面处理一次，固化后的有机硅薄 

膜就能完全填满基材中的孔隙，而且涂层 

还具有优异的水蒸汽透过性。固化薄膜层 

的 sd值证实了这一点（参见第 85页的 sd 

部分）。 

经测量，厚度约为 200微米（相当于推 

荐的 SILRES® BS 710涂层重量 250克 /平

这种防涂
鸦剂可以经受
20次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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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防水屏障
在室内潮湿区域，采用水泥基防水膜可以防止水分通过地板覆

盖物或墙饰上细微的裂纹渗入建筑物结构。近日，瓦克推出了一款

全新的憎水性粘结剂，它可以使瓷砖下防水层更具弹性，从而更加

耐用。

8686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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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组分与双组分体系

防水膜可以细分为单组分体系与双

组分体系。单组分体系是经可再分散乳

胶粉改性的干混砂浆，只需在施工现场

直接掺水混合即可使用，能够降低人为

失误的风险。 

而双组分体系则由干组分（通常是

水泥和填料）和液体组分（如聚合物乳

液）构成，两种组分需要根据生产商提

供的说明书，在施工现场进行混合。

防水膜通常直接涂覆在
抹灰或找平砂浆之上。该涂
层能够防止水分渗入，从而
保护建筑结构。

　　　　Harald Zeh博士，瓦克技术经理

“毋庸置疑，防水性是防水膜最重要
的性能。因此，我们在开发时，最关注
乳液的憎水效果。”

孩
子们在浴缸里玩得水花四溅，

或淋浴时水珠落到瓷砖地板上，

理论上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毕竟，瓷砖本身及其勾缝剂都具有良好的憎

水性。但是，由于瓷砖或勾缝剂中的细小裂

纹具有毛细效应，实际上会吸入原本只是流

经瓷砖表面的水分。水分会在墙体内部以及

淋浴间和浴缸下面进行扩散。一开始，这种

情况很难被察觉，但如果没有防水膜之类的

防水体系将渗水阻断，扩散开来的水分最终

会严重损害建筑结构。

瓷砖下防水

由德国建筑行业总协会（ZDB）发布的

瓷砖防水信息表已成为建筑防水领域的标准

指南。该信息表明确指出，淋浴间或浴缸下

方及背部表面通常应该进行防水处理。瓷砖

下防水层一般涂覆在无机基材与陶瓷保护 

层（也即墙面的饰面砂浆以及地面的找平砂

浆）之间，然后在防水层之上涂覆瓷砖胶粘

剂或放置淋浴底盆。这种设计可以有效防止

基材被水浸透。如今，市面上有数种已臻成

熟的瓷砖下防水体系 —— 有的可以刷涂或抹

涂，有的则直接铺设防渗透板材。 

“近几年的研究证实，聚合物改性无机

防水膜可确保潮湿环境的地面与墙面持久防

漏。”瓦克聚合物建筑应用市场营销经理

Tobias Halbach博士说道。与防渗透板材相

比，水泥基防水膜的明显优势在于，它可以

方便地涂覆在接头连接处、下水道以及难处

理的角落。此外，与传统防水体系不同的是，

聚合物改性无机防水膜不会将墙面密封，但

水蒸汽可以排出。

播客 
（PODCAST）

要想进一步了解有关防水膜

的更多信息，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

节目：www.wacker.com/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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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Tobias Halbach博士
市场经理

电话：+49 89 6279-1966
Tobias.Halbach@wacker.com

在一个 15米深的水池中，该防水膜也能做

到滴水不漏。 

弹性防护层

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中的乙烯基

酯还有另一个优势：与乙烯发生共聚反应后，

可确保防水膜具有高弹性，从而能够适应建

在高压及常年潮湿的区域，
聚合物改性防水体系也能有效
防水。

含有 VINNAPAS®威耐实 ® 760 
ED的防水膜具有市场上最高的抗
裂等级。要实现这一点，防水膜必
须能在零下 20摄氏度至零上 23 
摄氏度的温度下，伸展 0.75毫米 
以上。

位于博格豪森的瓦克实验
室进行了抗裂测试，以确定防
水膜的弹性是否能够承受墙体
中的压力。 

弹性防水膜

目前，瓦克已经开发出一款更具弹性的

用于无机防水膜的聚合物粘结剂 ——  

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成为配制弹性

双组分防水膜的理想之选。这种醋酸乙烯

酯 - 乙烯 - 乙烯基酯三元共聚物乳液可以用作

憎水性粘结剂。“毋庸置疑，防水性是防水

膜最重要的性能。因此，我们在开发时，最

关注乳液的憎水效果。”Harald Zeh解释道，

他是瓦克负责憎水性建筑应用液体粘结剂的

技术经理。 

在德国，浴室地面的防水是有规范标准

的。例如，联邦州的建筑法规明确指出，建

筑物必须提前进行规划，不得产生任何因水

分或潮湿造成的损害及不可接受的破坏。水

泥基防水膜需要添加聚合物，才能达到足够

的憎水性。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中的

乙烯基酯是一种极具憎水性的单体，非常容

易与醋酸乙烯酯发生共聚反应。实验室测试

表明，防水膜中的粘结剂可以连续七天以上

承受高达 1.5巴的静压。这意味着，即便是

筑结构所承受的因温度波动等原因导致的压

力。“当墙体因收缩或下沉而产生裂纹时，

防水膜必须仍然具有防水性能。这正是彰显

粘结剂出色品质的地方。”Zeh博士说道。位

于博格豪森的瓦克应用实验室对此也进行了

测试。 

实验室助理 Peter Asbeck通过压力与

拉伸试验，测试防水膜在实际负载情况下是

否会破裂。在实验中，他将经 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改性的水泥基防水膜涂覆

于各种基材，然后在基材上生成一道可控裂

纹，并观察防水膜能否持久弥合这道裂纹。

为了达到欧洲 14891 CM O2标准中最高的

抗裂等级，防水膜必须能在零下 20摄氏度

至零上 23摄氏度的温度下，伸展 0.75毫米

以上。“我们的测试证明，VINNAPAS® 威耐

实 ® 760 ED具有出色的裂纹抗裂性能。这

种乳液可以使涂层变得极具弹性。”Asbeck

解释道。

除了出色的防水性与良好的抗裂性能，

防水膜的拉伸粘结强度也十分重要。如果瓷

砖、防水层与基材之间没有形成牢固的粘接，

那么即便有防护涂层，水分也会进入建筑结

构。因此，防水膜主要由水泥、防水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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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沙子），以及 40%的聚合物粘结剂（如 

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组成。其中，

乳液可确保防水膜具有极富弹性的强大内聚

力，以及不同基材之间具有牢固、柔韧的粘

结力。“我们的这款新型乳液会形成高强度

的聚合物桥键，即使对难粘基材也具有持久

可靠的粘结力。”Zeh博士如此解释该乳液的

作用机理。

在浴室中，这些水泥基防水膜涂覆在

墙面和找平砂浆上，形成厚度为一毫米的

由于液体防水体系能够完
美适应表面结构，其重要性正
在与日俱增。 

防水层。如果厚度达到二至三毫米，就足

以为地面和墙面提供有效的防潮保护。乳

液可以根据具体需求进行混合。由于其固

含量几乎高达近 60%，因此用户可以在不

增加粘度的情况下，根据不同需求调制出

不同的聚合物 /水泥比率。“根据涂覆区域

及生产商的偏好，可以将弹性防水膜均匀

地抹涂或辊涂，形成一道薄薄的防水层。

用户对这种防水砂浆的稠度肯定有不同的

期望 —— 有的喜欢比较稀，以便适合涂平；

有的则希望它具有触变性，适合抹平。”Zeh

博士解释道。在快凝体系中，只需等待几

个小时，就可以进行下一层防水膜的涂覆。

防水膜一旦完全凝固，就可以在防水保护

层上安装瓷砖。

防水膜中的粘结剂必须能够使用市售水

泥方便地加工。在这一点上，瓦克的这款新

型乳液也优于其他竞争产品。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所使用的助剂在提升加工

性能方面具有出色的效果。“这样，水泥就

可以轻松进行水合反应，并且还能增强粘结

力与内聚力。”Asbeck说道。此外，该乳液

含有 VINNAPAS® 威耐
实 ® 760 ED的水泥基防水膜
可用于沟渠、下水道等众多
区域。 

Peter Asbeck，瓦克聚合物实验室助理

“测试证明，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
具有出色的抗裂性能。这种乳液可以使 

涂层变得极具弹性。”

还无需添加任何溶剂、增塑剂或成膜助剂，

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未使用烷基酚聚氧乙烯醚

（APEOs）。 

需求高涨

VINNAPAS®
威耐实 ® 760 ED市场前景

良好。瓦克预计，未来几年，用于憎水性建

材及憎水浸渍的功能性添加剂的全球需求将

会增长。根据咨询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的预测，建筑行业中，防水体系的全球市场

将实现平均 9%的增长，并于 2021年达到

36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规模。防水膜为建筑

的长久保护带来了契机。MarketsandMarkets

指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正

在越来越多地使用瓷砖下防水。世界各地的

人们都不希望因孩子们在浴缸里玩得水花四

溅或淋浴时飞溅的水珠，而对建筑结构造成

无法修补的损害。     

瓦克防水涂层解决方案

瓦克为防水建筑涂层提供一系列解决方案。除了用于双组分水泥基防水膜的 

VINNAPAS®威耐实 ® 760 ED聚合物乳液，还有各种 VINNAPAS® 威耐实 ® 可再分散

乳胶粉，这些胶粉可用于配制单组分水泥基体系。另一方面，GENIOSIL® WP则非

常适合用于配制抗紫外线、耐化学品的防水体系，这种体系必须经久耐用而且具有

高机械强度。该粘结剂的基材是一种特殊的 α- 硅烷封端杂化聚合物。这种硅烷交

联产品可以在表面形成牢固的、防水透汽的脱粘防水膜。因此，防水处理后，水分

依然可以从基材中排出。GENIOSIL® WP特别适用于对大面积区域进行永久性防水

处理，例如平屋顶、露台、阳台和地下室墙体。根据德国危险品法律，该产品无需

使用标签，并且可以用于配制不含溶剂与增塑剂的单组分防水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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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法属圭亚那欧洲航天中心控制

室，所有人员都屏气凝神，只

听 见 Raymond Boyce 在 倒 计

时：“10、9、8……”时年 2016年 12月 21日。

发射团队正在进行本年度的最后一次发射工

作，全体人员激动万分：“7、6。”阿丽亚娜

5型运载火箭纹丝不动，但这种状况不会持

续太久了。离发射还有五秒钟：“5。”将液

氧和液氢泵入巨型储罐的低温臂从火箭上分

离。之后，阿丽亚娜 5型火箭的强大发动机

启动，一秒钟燃烧的燃料高达 5吨。 

迄今为止，向太空发射火箭仍然是一个

技术奇迹。即使是最轻微的失误或瑕疵，也

可能导致发射失败。这项任务的风险很高，

一旦发生错误则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发射

一枚阿丽亚娜 5型火箭需要花费 1.5亿到 2

亿欧元，更不用说还有将卫星输送至太空的

费用。在 12月 2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有效

载荷包括两颗通信卫星：Star One D1和

JCSAT-15。

为了将火箭及其有效载荷顺利地发射至

太空，工程师们必须仔细检查，绝不放过任

何一个，包括如何减轻设计中特别棘手的振

动问题。这正是法国SMAC公司的用武之地。

这家拥有 70年历史的公司位于法国南部沿

海度假胜地 —— 土伦，一直致力于为众多应

用领域研发减振器。SMAC的工程师们早已

声名远播。公司也为赛车和航空航天领域提

供产品。这些交通工具通常暴露于极端条件

下，因此需要特殊设计。针对其中某些应用，

这个法国工程师团队使用瓦克生产的硅 

橡胶。

几乎从未探索过的现象

作为 SMAC 公司的总经理，Philippe 

Robert详细解释了设计师为何如此关注振

动：“振动衰减是迄今为止几乎从未探索过

的现象。”振动功率有的很低，只有毫瓦级，

有的很高，可以达到千瓦级。通过对振动功

率的感知，可以判断为是声音还是机械振

动。“正因如此，振动很难精准定位，引起

振动的原因及其传递方式也很难确定。”

在欧洲航天发射场的控制室里，每个细

节都被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所有工程师和

Franck Sosson博士，SMAC项目工程师

“直冲云霄”的减振器

-90 °C法国 SMAC公司开发出可在赛车、飞机和宇宙飞船等极端条件下使
用的减振器。为此，开发人员需要一种在宽广的温度范围内仍能保持稳定

性能的硅橡胶。 

照
片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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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亚
娜
空
间
公
司
）

“太空探索领域所需要的材料必须在宽广的
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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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这两个发动机长 31米，直径 3米，看

起来也像火箭。在发射时，它们各自的重量

是 277吨，其中大部分是重达 240吨的固

体燃料。此时，由于燃料已经耗尽，空的辅

助火箭只能用作火箭的压舱物。因此，它们

会在大西洋上空坠入大气层，

阿丽亚娜 5型火箭的其他部分则继续飞

向太空。不久之后，它就穿越了中间层顶，

即中间层和大气层之间的边界层。此处温度

约为零下 90摄氏度，但会随季节的变化而

变化。温度实际上已经上升了，但这几乎察

觉不到，因为太空中的颗粒密度很低。这对

材料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太空飞行所需要的材料必须能在很宽

的温度范围内保持高度稳定，并且不会削 

弱机械和阻尼性能。”Franck Sosson博士 

说道，他是 SMAC的一位项目工程师，主

要负责配制有机硅。对于每一个应用，他都

必须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SMACSIL® 系

列有一款产品是基于瓦克 ELASTOSIL® R 

101和 ELASTOSIL® R 752硅橡胶。

这两款产品代表着瓦克产品适用于减振

应用的两个极端。ELASTOSIL® R 101具有

出色的回弹性，非常适用于减轻窄频带的振

动。这类振动通常发生在交通工具内部。

测量回弹性（或弹性恢复能力）以确定弹性体

在冲击负荷期间的弹性。瓦克根据 ISO 4662国际

标准对这一数值进行测量。

它表示冲击测试后弹性体返回的动能百分比，

这一百分比对应用工程师具有借鉴意义，因为弹

性应用需要高百分比，而低百分比则表明弹性体

适合用于要求有一定程度吸振能力的领域。

瓦克根据 ISO 4662标准进行测量，方法如下：

用锥尖等特定摆锤敲击一块 12毫米厚的硅橡胶试

样。回弹性相当于摆锤的原始高度与摆锤敲击弹

性体后达到的最大高度的比值，这一数值通常介

于 30%到 70%之间。如果试样不发生严重变形，

也表明回弹性高。

回弹性

瓦克应用实验室使用这种设备来
测试硅橡胶试样（红色）的吸振能力：
下部柱塞振动，然后测量试样将振动
传导至下柱塞的程度。

位于图卢兹的法国厂商
SMAC生产硅橡胶减振器。

“我们可以针对这些振动适当使
用硅橡胶，尽可能减少噪音。”

的配置对弹性体材料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

除气、清洁、耐 γ- 射线辐射、耐热 /耐冷等。”

他列举道。然后，他又自豪地补充说，他的

公司在这一领域的开发方面走在前列。“在

此之前，几乎从未在太空飞行中使用过有机

硅材料。”

受控解体

阿丽亚娜 5型火箭成功发射后 2分 22

秒时，到达 70千米的高空，肉眼几乎无法

看到。随后，火箭突然分离。作为固态辅助

火箭，两侧的两个发动机需从一级火箭上分

计算机科学家都在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屏幕：

“2、1……”期待已久的最后一刻终于到来：

“点火！”火箭发动机成功启动。氧气和氢气

的混合物燃烧起来，发出耀眼的光芒。7秒

钟之后，阿丽亚娜 5型火箭已经蓄积了足够

的力量，以 13,000千牛顿的推力离开地面。

一切顺利！控制室内的工作人员终于

松了一口气。这枚重达 780吨的火箭正向

恒星飞去。火箭上载有来自土伦的零部件：

火箭发动机内和仪器周围的减振器均由

SMAC提供。Robert简单介绍了太空飞行

给 SMAC的工程师们带来的挑战。“真空内

　　　　Christof Wörner博士，硅橡胶解决方案应用技术负责人

照
片
：

S
M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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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仪表盘和方向盘等所有部件都具有固

有频率。”瓦克博格豪森硅橡胶应用实验室

负责人解释说。“当交通工具内部达到这一

频率时，就会发生振动和晃动。我们可以针

对这些振动适当使用硅橡胶，尽可能减少 

噪音。” 

相比之下，ELASTOSIL® R 752可吸收

的振动范围更为广泛。在交通工具中，

ELASTOSIL® R 752可用于汽车变速器的内

管减振器和调频质量减振器等各种部件。“直

到现在，设计人员仍然习惯使用丙烯酸酯弹

性体等其他橡胶。”科班出身的瓦克化学师

Wörner说道。但是，这类橡胶在高温下会

失效。随着功率越来越大、排量越来越小的

发展趋势，如今，发动机温度越来越高，因

此所采用的材料必须具有更出色的耐热性。

“减振器必须既能承受西伯利亚零下 30摄氏

度 的 温 度， 又 能 适 应 炽 热 的 沙 漠 环

境。”Wörner说道。之后，他介绍了这两个

产品系列的另一大优势：“在开发过程中，

我们已经努力确保其减振性能在广泛的邵氏

硬度值范围内保持不变。”

零下 90摄氏度的太空环境

地球常温不会对硅橡胶造成损害。但在

太空中，零下 90摄氏度的极端低温司空见

“减振器必须既能承受西伯 

利亚零下 30摄氏度的温度，又能 
适应炽热的沙漠环境。”

硅橡胶系列可以在宽广的温度范围（从 -50 °C至 +250 °C）内使用，而专用系列的温度范
围甚至达到 -110 °C至 +300 °C。

Christof Wörner博士，硅橡胶解决方案技术营销负责人

赛车运动也同样要求
所使用的材料必须能够承
受高负荷。SMAC减振器
也可以将赛车内部的振动
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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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亚娜 5型运载火箭飞行了近 45分

钟之后，燃料箱以及大部分火箭发动机自

动分离，火箭已经缩短至仅有数米长。欧

洲航天局的工程师们仍然在密切监测阿丽

亚娜 5型运载火箭的其余部分发送回地

球的数据。43分 10秒之后，最后的

一丝紧张终于在顺利完成任务时烟

消云散。第二颗卫星 JCSAT-15已

到达目标高度 4600千米，并成功地

与运载火箭分离。“一旦进入太空，

它们就很难修复。”Robert介绍说， 

“而且，由于一颗卫星需耗资数千万欧元，

所以我们必须使用最优质、最可靠的 

材料。”

在第一个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上，通信卫

星所处的位置距离地球 35,905千米。在这

条对地静止轨道上，它们的运行方向与地球

旋转方向一致。它们在太空中看起来如此遥

远，而与它们相伴的，还有几克瓦克硅 

橡胶。 

43:10“价值数千万欧元的 

人造卫星必须使用最优质、

最可靠的材料。”

客机中的减振器
可减少令人不适的噪
音，让人们的飞行更
舒适。

惯。为了确保材料有效，Sosson博士及其

SMAC同事必须确定硅橡胶的合适用量，并

用专用添加剂进行配制。即便这些零部件并

非用于火箭外部，而且没有暴露于最低温度，

它们的性能仍然可在零下 50摄氏度保持 

不变。

这同样适用于航空领域。SMAC还为 

飞机制造商提供用于减振的零部件，其中 

也包含基于 ELASTOSIL®
的 SMACSIL®

。大

型飞机，尤其是空客 380和波音 787，曾在

飞行过程中出现振动，最初人们以为是机舱

内的噪音。“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降低令人

不适的频率，这样乘客和空乘都会更加舒

适。”Sosson博士说道。

他的公司生产的减振器还可用于减少赛

车运动中的振动。SMAC会为每一款应用开

发新产品，并将基础材料与添加剂混合，量

身定制能够完美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由于

需求量通常较小，有时候甚至只是一次性使

用，这家法国公司只需少量的硅橡胶。因此，

瓦克法国公司委托 SILCOMP（一家改性厂

商）负责相关的分销工作。

高性能材料

不过，SMAC总经理 Philippe Robert还

是非常高兴能与瓦克保持直接联系。在一年

多的时间里，瓦克已经为 SMAC的多个产

品供应基础材料。瓦克“不仅提供高性能材

料，而且服务也很好。我们非常满意，希望

能够继续深化合作。”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Christof Wörner博士
瓦克有机硅

硅橡胶解决方案

应用技术负责人

电话：+49 8677 83-1174
Christof.Woerner@wacker.com

Philippe Robert，SMAC总经理

WWW 1.17  应用  减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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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粘接和密封
要对接缝进行弹性密封或对建筑构件进行柔性粘接，技

艺娴熟的工人需要弹性出众的密封材料。瓦克最新开发的 

GENIOSIL® XM产品系列是业内首款可用于生产品质极高的
密封胶和胶粘剂的硅烷封端聚合物 —— 甚至无需使用溶剂

或增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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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建筑构件接合时，会不可避免地

形成接缝。这些接缝通常需要密

封，以防止水、空气、灰尘或其

他介质进入。在这里，困难之处在于细节的

处理。当构件暴露于冷热环境时，会热胀冷

缩，从而增大或缩小构件之间的空隙。因此，

要让接缝保持长久密封，密封胶必须能够适

应接缝尺寸的不断变化，而不会撕裂或从表

面脱落。

减少接缝边缘应变

尤其是在建筑工程中，带有易破碎的敏

感性基材的构件之间通常会出现接缝。典型

应用包括抹灰、加气混凝土和外墙外保温系

统。高抗撕裂强度密封胶如果缺乏弹性，会

给敏感性基材带来问题，因为这类密封胶不

能充分适应接缝的伸缩现象。在最坏的情况

下，接缝边缘会因粘结过程施加的过度压力

而遭到损坏。

正因如此，这种情况下要求使用只需少

量作用力就能拉伸或压缩的低模量弹性密封

胶。当应变消除时，它们基本上能够恢复到

原始状态。这些密封胶能够吸收构件的位移，

从而减轻接缝边缘的应变。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一种将不同

基材粘接在一起的密封胶，也即专家们所谓

的胶粘密封胶或弹性胶粘剂。这类全能型产

品应该能够传递作用力，但也应该具有弹性，

这样才能适应构件的位移。例如，强韧的弹

性装配胶便属于这种情况。

在今年的欧洲涂料展上，瓦克展示了 

GENIOSIL® XM 系列中最先推出的两款硅

烷封端聚合物 —— GENIOSIL® XM 20 和 

GENIOSIL® XM 25，这两种产品均可加工

成密封胶和胶粘剂，它们分别是配制密封

胶和胶粘剂的理想选择。“这两款产品为

胶粘剂和密封胶领域开辟了新的应用，而

此前该领域从未使用过硅烷交联聚合物。” 

瓦克有机硅 GENIOSIL® XM 系列产品市场

营销负责人 Lidia Miszke 说道。

在建筑工程中，当需要低模量密封胶时，

经验丰富的工人目前通常采用聚氨酯或有机

硅产品。几十年来，聚氨酯和有机硅已在无

数的应用中证明了它们的价值。聚氨酯密封

胶可以上色并且机械性能出色。而有机硅密

GENIOSIL® XM 25等低模
量密封胶可有效密封热应力伸
缩缝和连接接缝，例如工业预
制混凝土构件建筑中的接缝。

作为一种 γ- 硅烷封端聚醚，GENIOSIL® XM是配制回弹性能出色的低模量

密封胶的首选基料组分。如果采用 GENIOSIL®XM 25作为辅助基料，配制的密

封胶的质量超出 ISO 11600标准对低模量密封胶的要求。根据 ISO 7389（方法

B），实验室测试配方的模量小于每平方毫米 0.3牛顿，而且回弹性达到 80%至

90%。 

GENIOSIL®XM 25可用于热应力伸缩缝和连接接缝用密封胶，尤其是需要

保护的易损坏接缝边缘处。其典型应用是遍布世界各地的工业预制混凝土构件

建筑中的伸缩缝。 窗框和墙体之间的接缝等这类连接接缝也需要使用低模量密

封胶。采用 GENIOSIL® XM 25，可量身定制所需的密封胶。

GENIOSIL® XM 25

Lidia Miszke，瓦克有机硅建筑密封胶和胶粘剂市场经理

 
“这两款产品为胶粘剂和密封胶领域开辟了新的应用，

而此前该领域从未使用过硅烷交联聚合物。”

GENIOSIL® XM 20是一种 α - 硅烷

封端聚醚，可用于配制弹性极为出色

且不含增塑剂的胶粘剂。在实验室，

断裂伸长率达到 700%以上，实际值

取决于具体配方。经测试的胶粘剂配

方的拉伸强度达到每平方毫米4牛顿。

此外，GENIOSIL® XM 20可延长表面

结皮时间，因此，尤其适合大规模应用，

而且用户的修整时间非常充裕。所以，

GENIOSIL® XM 20是配制地板胶和装

配胶的理想基料组分，配制出的地板 

胶不含溶剂和增塑剂，因此不属于有害

物质。此外，采用 GENIOSIL® XM 20 

还可配制粘接性能极为广泛的胶粘剂。

有了这种通用解决方案，建筑工人就

能轻松完成工地上与胶粘密封胶相关

的任何工作。

GENIOSIL® XM 20 

模量用于描述材料的应力 - 应变性能。模量高的材料基

本上属于刚性材料，想要使其发生形变，必须施加较大的

外力，这就可能形成较高的机械应力。在试验中，必须借

助精确设计的哑铃形待测材料试样并使用拉力测试仪测定

模量。在密封胶领域，模量意指在试样长度被拉长两倍时，

其内部形成的机械应力。拉伸应力数值可用模量 100或

M100两个术语表示，意义相同。模量的单位为牛顿 /平方

毫米。

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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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胶具有优异的抗老化性、耐候性、耐热性、

高弹性和低温柔韧性。

可轻松上色

遗憾的是，聚氨酯密封胶通常含有溶剂，

因而在低温环境下容易从胶筒中挤出。另一

方面，它无法涂覆在有机硅基材上。此外，

低廉的标准配方可能会在吸收性基材上留下

难看的污渍。

“如果采用硅烷封端聚合物作为这些密

封胶的基料，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Lidia 

Miszke解释道，“这正是改性厂商对硅烷封

端聚合物青睐有加的主要原因。”然而，如果

采用传统的硅烷封端聚合物，想要生产出弹

性模量低于每平方毫米 0.4牛顿、回弹性超

过 70%的密封胶并非易事。根据 CE标记

要求，建筑密封胶必须符合 ISO 11600标准，

并且通过第三方机构认证。密封胶配方中 

添加 GENIOSIL® XM 25可确保产品达到这 

一标准。只有符合该标准的建筑密封胶才 

能贴上 CE标记，而该标记在欧洲市场至关

重要。 

GENIOSIL® XM 20 和 GENIOSIL® XM 25

这两款新型聚合物适合用作单组分胶粘剂和

密封胶的基料，并且可提供多种配方选择。 

“它们的应用范围如此广泛，不仅是因为它

们粘度低，而且是由于它们能与瓦克所有其

他硅烷改性聚合物相容，所以它们之间可按

所需比例进行混合。”参与开发 GENIOSIL® 

XM系列产品的 Lars Zander博士补充道，

他负责领导博格豪森生产基地的一个应用实

验室。这类混合物可根据应用需求定制基料

体系的性能。这两种新型聚合物既可用作主

要基料，也可用作辅助基料。它们一经固化，

就会以化学方式融入由此形成的网络结 

构中。 

低粘度

由于粘度较低，GENIOSIL® XM 20 和 

GENIOSIL® XM 25无需额外添加溶剂便可

加工成方便从胶筒中挤出的密封胶和胶粘

剂。与聚氨酯等许多传统基料相比，其优

势就在于粘度低。和瓦克 GENIOSIL®
品牌

下的所有硅烷封端聚合物一样， GENIOSIL® 

XM系列也是一种硅烷封端聚醚。作为典型

的硅烷，该产品在大气湿度的影响下固化。

与传统硅烷封端聚合物的分子不同，它们

的分子只在硅烷链的两个末端中的一端有

一个硅烷基团。而另一端则会对交联反应

瓦克提供各种可用作胶粘剂和密封胶基料的硅烷封端聚醚。它们

可以互相混合，既可用作主要基料，也可用作辅助基料。因此，这个

产品系列犹如“工具箱”，便于生产商随时调整特定产品所需的最终性

能，工具箱里同时配有 γ- 和 α- 硅烷封端聚醚。

该产品系列中，GENIOSIL® STP-E杂化聚合物系列是标准型产

品，可用于众多要求严苛的胶粘剂和密封胶应用。GENIOSIL® XB非

常适合用于生产坚硬型高强度结构胶。而如果需要配制强度极高的弹

性胶粘剂，GENIOSIL® XT系列聚合物是一种理想基料。GENIOSIL® 

XM适用于低模量密封胶或粘合性能极为广泛的高弹性柔韧型胶粘密

封胶。

GENIOSIL® STP-E

Lars Zander博士，建筑密封胶和胶粘剂应用技术实验室负责人

“因此，GENIOSIL® XM 
可确保固化后的最终产品具有

高弹性和低模量。”

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Lars Zander博士
瓦克有机硅 
建筑有机硅和胶粘剂 
技术营销 
电话：+49 8677 83-8625 
Lars.Zander@wacker.com

播客（PODCAST）

想要进一步了解有关接缝密

封胶的更多信息，欢迎收听我们

的播客节目 ——“用途广泛的有机

硅”：www.wacker.com/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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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惰性，从而形成聚合物链段较长的宽

网眼结构，只需很小的作用力就能使其变

形。“因此，GENIOSIL® XM可确保固化的

最终产品具有高弹性和低模量。”瓦克化学

师 Lars Zanders总结道。

此前，密封胶和胶粘剂生产商必须使用

增塑剂才能获得类似的效果。如今，有了 

GENIOSIL® XM 20和 GENIOSIL® XM 25，就

不再需要使用增塑剂了。这两种新型聚合物

可以实现相同的效果，并且具有明显的优势：

它们会聚合成网状结构，所以不可能从材料

中迁移出来。因此，这两种新产品也可称为

反应性增塑剂。如今，生产商多了一种选择：

他们可配制含增塑剂或不含增塑剂的密封胶

和胶粘剂。 

GENIOSIL® XM 20 和 GENIOSIL® XM 25

的极性略低于传统的硅烷封端聚合物，因此

具有广泛的粘合性能。此外，由于不含传统

增塑剂或用量减少，其粘接性能也更为出色。

这就相当于配方中始终含有能与增塑剂相媲

美的粘合促进剂，可随意粘接基材表面的任

何区域。采用 GENIOSIL® XM作为反应性增

塑剂并减少传统增塑剂的用量，能够显著改

善粘合力。

通用粘接

瓦克应用工程师在各种基材上对粘合性

能进行测试。他们发现，含有 GENIOSIL® 

XM 20和 GENIOSIL® XM 25的配方不仅能与

混凝土、木材、铝和玻璃等基材良好粘合，

还能很好地粘附于聚氯乙烯、聚苯乙烯和固

化的三元乙丙橡胶（EPDM）等难粘基材，而

且无需用底涂对这些基材进行预处理。  

测试表明，采用 GENIOSIL® STP 35和 GENIOSIL® XM 25混合物配制的密封胶的模量低于同类产品，因此可为预制混凝土构件或窗
框等之间易损坏的接缝边缘提供更好的保护。 

*描述模量：将试样拉长 100%所需的作用力。

各种密封胶的技术特性对比

在高温条件下仍保持稳定的涂料中，如果添加合适的颜料和填

料，新型苯基甲基硅树脂的极限热稳定性可高达 600 °C，因此使用

该产品所配制的涂料尤其适合用于工业厂房、发动机部件、炉灶和

焚化炉。SILRES® REN70-M几乎不含芳香族溶剂（< 0.1%），因此

成为传统基料替代品的不二之选，适用于耐热性和耐候性极为出色

的工业涂料。传统的硅树脂基料通常采用二甲苯等芳香族溶剂，

而 SILRES® REN70-M采用具有生物降解性的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作

为溶剂。 

SILRES® REN70-M实现了硬度和柔性的完美结合。作为耐热涂

料的基料，它能够有效保护金属表面免遭腐蚀，即使在工作温度较

高或温度波动较快时也能保持稳定。即便在室温条件下，这种基料

也无干粘性。 

SILRES® REN70-M还可以通过反应性硅醇基团以化学方式完全

固化。在催化剂的作用下，温度为 180 °C时，只需 20分钟就能完

全化学固化，固化速度优于同类产品。SILRES® REN70-M能够轻易

通过溶剂耐摩擦测试，因此是工业厂房、管道或发动机部件用涂料

的理想基料。此外，SILRES® REN70-M还可赋予烧烤、烟囱、炉灶

或燃气焚化炉用涂料所需的耐受性。        

耐候性和耐热性涂料用硅树脂 

在 2017年欧洲涂料展上，瓦克将展示适用于耐热涂料的新型基料 SILRES® REN70-M

用作中间体的 SILRES® IC 235

工业涂料主要由基料、颜料、填料、添加剂和溶剂组成。每一种成分都对涂层

的性能起着关键作用。基料的化学和物理特性可通过添加完全交联的聚硅氧烷得到

改善。 

此次展会上，瓦克展示了一款用于优化有机基料的新型聚硅氧烷中间体：

SILRES® IC 235。它是一种甲氧基改性苯基甲基聚硅氧烷，具有低分子量分布，而

且不含芳香族化合物。

只需 15%的用量，这款新型硅树脂就可改善有机基料在涂料体系中的抗紫外

线性和耐候性，同时仍然保持机械性能。无论是室外耐候性测试还是实验室测试，

其结果都显示：SILRES® IC 235不仅可以持续改善光泽保持率，同时还能提高耐候

性，并延长使用寿命。此外，在基料中添加更高比例的有机硅可将该涂料体系的耐

热性提高至 300 °C。例如，SILRES® IC 235可用在适用于桥梁或栏杆等静态金属结

构的涂料中，以及工业厂房内。 

SILRES® REN70-M
是一种高耐热性基料，
适用于涂覆消声器、发
动机部件、炉灶和焚 
化炉。

WWW 1.17  ECS 特刊  SILRES®

109

基于同类产品 
的密封胶 

基于 GENIOSIL® STP-E35 
和 GENIOSIL® XM 25混合物 
的密封胶

基于 GENIOSIL® STP-E35 
的密封胶 聚合物

结皮时间（单位：分钟）

拉伸应变（单位：百分比）

M100*（单位：牛顿 /平方毫米） 

断裂伸长率（单位：牛顿 /平方毫米）

邵氏 A硬度

回弹性（%）（ISO 7389 A –混凝土）

M100 *（单位：牛顿 /平方毫米）（ISO 7389 A –混凝土）

回弹性（%）（ISO 7389 B –混凝土）

M100*（单位：牛顿 /平方毫米）（ISO 7389 B –混凝土）

15

700

0.7

1.5

31

75

0.68

80

0.52

60

750

0.4

1.2

22

85

0.4

90

0.31

180

860

0.6

1.2

27

42

0.43

75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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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对亲水型气相二氧化硅表

面进行选择性改性，瓦克成

功地开发出具有疏水型的气

相二氧化硅。  

具有最佳抗流挂性能的涂料体系、

透明度极高且耐腐蚀性极强的透明涂

层、用于风力发电机或化学锚栓的具有

极高机械强度的创新型胶粘剂 —— 这

一条条客户需求，似乎不可能实现。然

而，如果采用气相二氧化硅对这些产品

进行针对性改性，实现上述性能完全不

在话下。

自 20世纪 70年代起，瓦克开始生 

产 HDK®
品牌的超纯气相二氧化硅，使

用四氯硅烷（SiCl4）作为原材料。在有机

硅和多晶硅的生产过程中，会生成大量

的副产物 —— 四氯硅烷，这种副产物既

可以返回生产过程，也可以被转换成气

相二氧化硅。首先，将四氯化硅放在

1000°C以上的氢氧焰中，它会发生水解

反应，从而生成超纯无定形二氧化硅和

氯化氢（HCI）。这种氯化氢气体因其高

反应活性而成为瓦克在生产有机硅和多

晶硅时必不可少的助剂，并且它还可以

全部返回生产过程。

最终生产出的 HDK®
是一种白色无

定形粉末，具有非常大的比表面积。由

于表面积与质量比率较大，HDK®
用作流

变改性剂时极为有效。在氢氧焰中形成

的二氧化硅表面具有亲水性，也即容易

溶解于水。瓦克在二段反应中采用硅烷

或者硅氧烷对二氧化硅表面的化学性质

进行选择性改性，生产出一系列不同等 

级的疏水型 HDK®
。 

因此，瓦克的 HDK®
产品系列极为丰富，

从而确保我们品类繁多的涂料和胶粘剂配方

始终保持最佳流变性能。下面为您介绍瓦克

专为不同应用领域开发的四个系列的疏水

型 HDK®
产品。 

HDK® H30RM和 HDK® H30LM 

更出色的流变控制性能。这两款疏水 

型 HDK®
系列产品具有高比表面积。此外，

瓦克采用硅烷对二氧化硅进行改性，使其

具有显著的疏水性。相对于 H30LM 而言，

H30RM的疏水性更强。这两个产品系列都

特别适合用于强极性粘结剂体系，而想要

实现更优异的流变性能，则需使用 HDK® 

H30RM。 

HDK® H30RM 和 HDK® H30LM 可让透

明涂层具有出色的透明度。此外，它们不含

PDMS，因此在涂覆涂料时，可避免涂层表

面出现缩孔现象。因此，HDK® H30RM和 

HDK® H30LM主要应用于汽车的表面涂层和

高品质的工业涂料领域。

 

HDK® H20RH 

在基本体系中具有优异的储存稳定性。

HDK® H20RH是一种已经过烷基硅烷后处理

的疏水型二氧化硅。这种不含硅油的添加剂

在极性体系中表现出极为出众的流变活性，

即便在 pH值极高的体系中也能延长其保质

期。因此，HDK® H20RH也适合用于双组分

胶粘剂的胺类固化剂中。如今，该系列已在

汽车胶粘剂、化学锚栓以及风力发电机上半

壳和下半壳的粘接等领域大显身手。

此外，HDK® H20RH还能赋予勾缝砂浆

良好的拉拔强度和润湿性。用它配制的产品

通常在固化之后可以轻易涂漆或上色。

HDK® H30RY

具有甲基丙烯酸特性的添加剂。HDK® 

H30RY是一款具有甲基丙烯酸特性的疏水

型二氧化硅，它具有高反应性，可与硅树脂

网状结构化学键合，从而提高乙烯基酯树脂、

聚酯树脂以及含有丙烯酸酯体系的机械性

能。因此，HDK® H30RY被广泛应用于涂料、

胶粘剂和密封胶等领域。此外，它还可用于

提升补牙材料和甲油胶的性能。      

四大“金刚”
瓦克在欧洲涂料展上展示了四种用于控制

涂料和胶粘剂流动性能的疏水型专用 HDK®产

品系列。

气相二氧化硅是氯硅烷在温度超过 1,000摄氏度的氢氧焰中发生水解反应而制得。该反应会产生
二氧化硅和氯化氢，后者作为助剂重新返回生产循环。在氢氧焰中形成的原生粒子最初只有数纳米大小。
冷却后，它们便熔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高度支化的片状聚集体，并最终得到微米级附聚
体 —— 即具有大比表面积的 HDK®。

瓦克农特里茨工厂的 
HDK®储料仓

WWW 1.17  解决方案  H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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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外墙穿上冬衣
在寒冷潮湿的冬季，粉刷工人不得不停工，因为抹

灰和涂料刷上墙面之后无法彻底干燥。如今，瓦克专家

已开发出一种可形成胶状保护膜的全新添加剂，这样，

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进行户外作业。

很
少有人会喜欢潮湿阴冷的天气，

同样，建筑物外墙对于气候的

变化也很敏感，尤其是在刚刚

刷好涂料或抹灰之后。建筑物外墙上的水性

涂料或抹灰的理想干燥温度是 5摄氏度以

上。如果天气太冷，各种成分容易冻结，造

成涂料不能完全固化。而在冰雪消融之时，

抹灰就会开裂，建筑物外墙因而无法起到保

护作用，这样又不得不用抹灰再重新粉刷一

遍，可谓劳命伤财。 

一般来说，涂料和抹灰只有在气温至少

连续三天保持 5摄氏度以上才能充分固化。

随后，聚合物乳液中的水分慢慢蒸发，聚合

物链也随之扩散并形成稳定薄膜。“但在寒

冷地区，比如北欧或中欧，秋末或初春的气

温通常没有这么高，也就是说，天气太冷了，

无法开展户外涂装操作。”瓦克聚合物建筑

涂料乳液全球市场经理 Markus Busold博士

解释道，“所以涂料和抹灰的生产商一直对

可以延长户外作业时间的解决方案很有 

兴趣。”

涂料和抹灰通常只有在气温连续
数日保持在 5摄氏度以上才能充分固
化，否则它们的水性体系就会冻结。
PRIMIS® KT 3000大大缩短了涂料的
固化时间。

WWW 1.17  ECS 特刊  PRIMIS® KT 3000 WWW 1.17  ECS 特刊  PRIMIS® KT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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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Markus Busold博士
全球涂料

市场经理

电话：+49 89 6279-1575
Markus.Busold@wacker.com

实验室里的直观对比：在
干燥六小时之后，冲洗涂层表
面。市售抹灰（左）没能抵御湿
气侵袭，而经 PRIMIS® KT 3000
改性后的抹灰（右）在短短数小
时之后就形成了稳定的聚合物
网状结构。

稳定的网状结构

这里正是瓦克全新添加剂的用武之地：

PRIMIS® KT 3000可以形成凝胶状结构，因

此涂料和抹灰在较低的温度下也能干燥。“实

验室测试证明，有了我们的添加剂，温度只

需连续六小时维持在五摄氏度以上，即使空

气湿度很高，涂料和抹灰也能干燥。这样一

来，聚合物的网状结构就很稳定了。”瓦克技

术经理 Lenine De Sousa Gomes解释道，“这

同样可以确保涂料或抹灰层持续不断地 

干燥。”

即便是在暴雨天也不受影响，De Sousa

所做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他将一层抹灰涂

到一块玻璃板上，然后将其置于温度为 5摄

氏度、空气湿度调为 80%的气候实验室中

干燥六个小时。然后，他用淋浴头向这块玻

璃板持续喷淋 20分钟。“这个实验证明，只

需 1-3%的 PRIMIS® KT 3000，就可以显著

提高抹灰的粘合力，而且涂层表面基本上没

有任何破损。”De Sousa说道，“市场上现有

的产品只对初下的小雨有一定的抵抗力。跟

他们相比，我们的产品具有巨大的优势。”

凝胶状保护膜

也就是说，瓦克这款添加剂可确保在涂

料表面形成凝胶状结构，这主要归功于它的

化学成分。PRIMIS® KT 3000含有醋酸锌，

醋酸锌能够与水分子结合形成水合物。它的

另一种化学成分是聚乙烯亚胺，“这种分子

可以与涂料或抹灰中的其他组分形成化学

键，”这位瓦克专家解释道，“从而形成一种

凝胶，均匀分布在涂料中，而且能够有效抵

御雨水侵蚀。”同时，水分子会从涂料或抹灰

中蒸发，这对于涂层的干燥非常重要。De 

Sousa目前正针对干燥时间、存储稳定性和

pH值变化开展进一步的试验。 

PRIMIS® KT 3000的另一重要优势在于

可以与瓦克 VINNAPAS® 威耐实 ® VAE乳液轻

松混合。“这样，我们就能拓宽瓦克自己产

品的应用和服务范围，这让我们的客

户 —— 这些涂料和抹灰制造商，受益匪

浅。”市场专家 Busold表示。瓦克团队目前

正在测试该添加剂是否可以用于其它建筑应

用领域，以便降低气候变化对户外作业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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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克数据
瓦克的可持续企业管理基于瓦克的一系列自愿承诺，例如：化工行业发起的责任关怀 ®倡议、联合

国全球契约倡议以及携手可持续发展倡议（Tfs）供应链项目。 

2016年，瓦克集团规模最大的博格豪森生产基
地的生产废弃物回收率达到 82%。 

我们的 24位合规专员可为
瓦克集团的所有员工解答任何
与企业管理责任以及合法性相
关的问题。 

82%2006年，瓦克加入全球契
约（Global Compact）倡议。联
合国全球契约倡议的核心目标是
促进全球化进程，提高全世界人
民的生活水平。

2015 年下半年，瓦克的
1600台机器设备接受了安全检
查。瓦克集团的专家会在瓦 
克全球的每个工厂开展这些 
检查。 

两年前，瓦克加入携手可持续发展倡议（Tfs），旨
在提高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1991年，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 ®倡议在德国正式
启动。瓦克从一开始就加入了该倡议，并致力于在环
境保护、职业安全、产品安全、运输安全和工厂安全，
以及应急响应和市场传播方面履行自己的责任。

2006

1,600 2015

241991



深呼吸！
在德国，人们常常调侃说：感冒的时候，

如果去看医生， 要 14天以后才能好；如果不去

看医生，要两个星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旦

感冒，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好好休息。事实上，

只要采用正确的药物治疗，一些感冒症状是可

以缓解的。比如服用祛痰剂，它可以帮助您将

呼吸道中积聚的痰液咳出体外。N- 乙酰半胱氨

酸（NAC）或羧基半胱氨酸都是常用的祛痰药。

这些氨基酸可以破坏蛋白质中的二硫键，降低

支气管中粘液的粘稠度，促进痰液排出。作为

祛痰药的原材料，长年以来，人们都是从羽毛

和毛发中提取半胱氨酸。

瓦克率先采用其专利发酵工艺、通过生物工程技术提取半胱氨酸，而无需从人类或动物毛发中提取。瓦克的半胱氨酸产品可以满足

素食、犹太食品以及清真食品的生产要求，并且符合所有重要的食品药品质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