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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太空飞行的变革体验。

上个月，我们分享了PPG为联合发射联盟

(ULA)的ATLAS V 541火箭提供航空密封胶、涂

料和粘合剂的消息，该火箭于2020年7月将美国宇

航局的Perseverance探测器送上了火星。在经过近7

个月的太空旅行后，于2021年2月降落在火星上。

保护火箭的产品包括PPG DESOTHANE™ 

CA8200系列HS聚氨酯面漆、PPG PR-2001 B类

快速固化油箱密封胶（一种双组分环氧固化PERMAPOL™

P-3.1聚硫醚化合物）、PPG PR-1665 B类（一种高撕裂强

度和抗拉强度的低温灌封成型复合材料）。

这是涂料行业激动人心的时刻！

过去几周，全世界都在关注理查德·布兰森爵

士(Sir Richard Branson)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乘坐宇宙飞船“VSS Unity”和“新谢泼德

号”火箭进入太空的事情，我不禁想知道，为何这

些太空时代的飞行器要使用各种涂层?

虽然没有太多的信息，但根据GeekWire上的

一篇文章，贝索斯的“蓝色起源新谢泼德号亚轨道

宇宙飞船在首次往返太空测试后，进行了一些升

级，包括助推器顶部环鳍上的热保护涂层。在下降过程中，

环形翼片用于制动助力器下降。

蓝色起源的总裁Rob Meyerson表示：“我们从飞行项

目中学习，并不断进行改进提高，它只是有点难以翻新。”

在飞行测试过程中，喷漆涂层被换成了更坚硬的金属涂层。

仅仅是这一变化，我们就节省了许多小时的周转时间。”

布兰森的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也因

其涂料出现在新闻中。今年3月，该公司推出了宇宙飞船III

号，该飞船具有反光涂层。据该公司介绍，“突破性的外观

设计完全采用了镜面材料，从地球到天空再到太空，随着不

断变化的颜色和外观，反映出周围环境。”除了提供热保

护，这种动态材料自然引人注目，反映了我们人类对太空的

5·

涂层在航空航天领域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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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利用神经网络重新思考材料设计

休斯顿 – 材料的微观结构和性能密切相关，对其进行定

制是一项挑战。莱斯大学的工程师们决心通过机器学习来简化

这一过程。为此，莱斯大学材料实验室科学家Tang Ming与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Zhou Fei合作，推

出了一种预测材料微观结构演变的技术——在10纳米到100微

米之间的结构特征。

他们在Cell Press期刊Patterns上发表了一篇开放获取的论

文，展示了神经网络（模拟大脑神经元的计算机模型）是如何

训练自己预测某种结构在特定环境下如何生长的，就像自然界

中由水分形成的雪花一样。事实上，雪花状的树枝状晶体结构

是实验室在其概念验证研究中使用的例子之一。

Tang说：“在现代材料科学中，人们普遍认为微观结构

在控制材料性能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你不仅要控制原子在晶格

上的排列方式，还要控制微观结构，这样就可以获得良好的性

能甚至新的功能。

他说：“设计材料的关键是能够预测微观结构在给定条件

下的变化，无论是加热、施加应力还是其他类型的刺激。”。

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唐一直致力于完善微观结构的

预测，但他表示，传统的基于方程的方法面临着重大挑战，

要让科学家能够满足对新材料的需求。“机器学习方面的巨

大进步鼓励了劳伦斯·利弗莫尔的Fei和我们，看看我们是否

能将其应用到材料中。”。

幸运的是，传统方法中有大量数据可以帮助训练团队的

神经网络，这些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观察微观结构的早期演

化，从而预测下一步，再下一步等等。

“这正是机器所擅长的，以一种人类大脑无法做到的非

常复杂的方式来观察这种相关性，”Tang说，“我们利用了

这一点。”

研究人员在四种不同类型的微观结构上测试了他们的神

经网络：平面波传播、晶粒生长、失稳分解和树枝晶生长。

在每项测试中，网络被输入1000到2000组连续的20幅图像，

这些图像显示了由方程式预测的材料的微观结构演变。在学

习了这些数据的演化规则后，该网络将获得1到10张图像，以

预测接下来的50到200帧，通常在几秒钟内便可完成。

这项新技术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与以前的算法相比，

由图形处理器驱动的神经网络使晶粒生长的计算速度提高了

718倍。当在标准中央处理器上运行时，它们仍然比旧方法快

87倍。对其他类型微观结构演化的预测也显示了类似的速度

增加，尽管不是那么显著。

Tang说：“通过与传统模拟方法的图像进行比较，可以

证明这些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基于此，我们看到了如何更

PPG产品助力“毅力号”火星探测器发射火箭
加利福利亚州，SYLMAR – PPG最

近宣布，它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ATLAS 

V 541火箭提供航空航天密封剂、涂料和

粘合剂，该火箭于2020年7月发射了NASA

的“毅力号”号火星探测器。在经过近7个

月的太空旅行后，探测器于2021年2月登陆

火星。

作为ULA Atlas V舰队中最强大的火

箭之一，541配有四个固体火箭助推器，可

提供最佳性能，以精确执行一系列任务。

P P G 保 护 火 箭 的 产 品 包 括 P P G 

DESOTHANE™ CA8200系列HS聚氨酯面

漆；PPG PR-2001 B级快速固化燃油箱密

封胶，它是一种双组分环氧固化PERMAPOL™ P-3.1聚

硫醚化合物；PPG-PR-1665是一种低温

灌封成型复合材料，具有较高的撕裂强度

和拉伸强度。

PPG航空涂料和密封剂全球总监Sam 

Millikin表示：“我们的航空密封剂、涂料

和粘合剂帮助ULA为Atlas V 541火箭提供

了保护，帮助‘毅力号’探测器抵达最终

目的地，我们很自豪能助力这一重要的历

史使命，并期待着在未来几年继续与ULA

合作。”

PPG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应用

支持中心（ASC）与ULA密切合作，为其

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
图片由联合发射联盟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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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参数，从而使预测越来越准确，然后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预测

来帮助设计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材料。”

Tang说：“另一个好处是，即使我们不知道系统中所有

的材料属性，它也能做出预测。我们不能用基于方程的方法来

完成，因为这需要知道方程中的所有参数值才能进行模拟。”

Tang表示，神经网络的计算效率可以加速新材料的开

发。他希望这可以有助于他的实验室正在设计的更高效的电

池。“我们正在考虑新的三维结构，它将帮助电池更快地充电

和放电，这是一个优化问题，非常适合我们的新方法。”

莱斯大学的研究生Yang Kaiqi是该论文的主要作者。合

著者是莱斯校友Cao Yifan和研究生Zhang Youtian和Fan 

Shaoxun，劳伦斯·利弗莫尔的研究人员Daniel Aberg和

Babak Sadigh。Zhou是劳伦斯·利弗莫尔的物理学家。Tang

是莱斯大学材料科学和纳米工程的助理教授。

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化学学会石油研究基金支

持了该项研究。

莱斯大学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工程师正在使

用神经网络来加速对材料微观结构如何演变的预测。这个例子

预测了雪花状的枝晶生长。图片由微米纳米材料科学组提供。

菲律宾铅漆法规入围2021年未来政策奖
菲 律 宾 ，

QUEZON CITY – 

菲律宾政府、行业

和民间社会团体对

德国汉堡的世界未

来理事会（WFC）

将该国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含铅涂料法

规列入2021年未来

政策奖（FPA 2021）候选名单表示欢迎。来自36个国家的55

项提名政策中的12项入围政策已于5月底公布。埃塞俄比亚第

429（2018）号含铅涂料控制法规也入围了该奖项。

FPA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国际层面上为今世后代的

利益政策而颁发的奖项。今年的FPA将重点放在最有效的政

策解决方案上，以尽量减少接触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

不利影响。

入围的政策包括菲律宾环境和自然资源部（DENR）

2013-24号行政命令，也被称为铅和铅化合物化学控制法令

（CCO），该法令禁止在涂料生产和其他工艺中使用铅，包

括制造玩具、学校用品，以及化妆品和食品接触包装材料等

等。CCO规定所有涂料的最大铅含量为百万分之九十

（ p p m ） ， 并 规 定 了 含 铅 建 筑 、 家 用 和 装 饰 涂 料

（2013-2016）和含铅工业涂料（2013-2019）的豁免时限。

WFC总结了这一政策，“有了CCO，菲律宾成为第一个

成功实施铅安全涂料立法的东南亚国家。该政策的目标是提高

对铅接触毒性的认识，并提供更安全的替代品，以保护人口和

环境的健康。它包括明确定义、逐步淘汰计划和特别关注儿童

的决定性工具的路线图。CCO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协作

策略与成功实施相结合。虽然全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颁布了全

面禁止在所有涂料中使用铅添加剂的禁令，但菲律宾证明，完

全有可能将所有涂料中铅的使用量限制在90 ppm的最高限度

内，包括工业涂料，其中的铅浓度通常高出10倍。到2020年，

当地行业已超过逐步淘汰含铅涂料的最后期限，共有1395种涂

料产品通过了新的含铅安全涂料!认证项目。”

DENR负责现场作业和环境的副部长Juan Migue l 

Cuna，在审议CCO时，他还是环境管理局局长，他表示：

“我们深感荣幸被提名并随后入围2021年FPA，该全球性的奖

项，表彰了我国政府在涂料行业和民间社会伙伴的大力支持下

颁布的开创性政策，以保护弱势群体免受铅暴露的有害影响，

特别是儿童、妇女和工人。”

“我们认为，CCO的FPA 2021入围是全行业向铅安全涂

料生产转型的一个高潮，通过颁布一项强制性政策，使得涂料

安全生产成为可能，该政策是由涂料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

环境健康活动家和政府监管机构共同制定的”，菲律宾涂料制

造商协会（PAPM）主席Derrick Tan说，“当地涂料制造商

现在已经转向使用不含铅的颜料、干燥剂和防锈剂成分，这表

明了这种转变的可行性。”。

废弃物环保联盟和国际污染物消除网络（IPEN）无铅涂

料运动顾问Manny Calonzo说道：“FPA 2021年CCO的入

围证明了我国保护儿童健康不受可预防铅中毒来源(如涂料、

灰尘和土壤中的铅)影响的决心，这些铅中毒可能会严重影响

儿童的生长发育，包括造成智力损伤和行为问题灯。这一共

同成就应激励所有部门持续监测CCO和相关法规的遵守情

况，并采取进一步措施，例如，解决过去使用的‘遗留涂

料’或含铅涂料，特别是在家庭、学校、操场和儿童经常光

顾的其他地方。”

“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的含铅涂料条例入围名单都是在包

括环境卫生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部门的重要投入和参与下制定

的，这突出了各国颁布和执行禁止所有涂料含铅的强有力法律

的必要性，以保护儿童的健康”，科学顾问和IPEN全球含铅

涂料淘汰运动经理Sara Brosche说，“IPEN有幸与废弃物环

保联盟和埃塞俄比亚农药行动联盟合作，为各自国家通过示范

性铅涂料法律提供支持。”

FPA的提名是根据未来公正立法的7项原则来判断的，源

于2002年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上192个国家通过的

可持续发展法的7项原则。联合国有毒物质和人权问题特别报

告员Marcos Orellana博士是2021年FPA的陪审团成员之一，

图片来源：Drazen_/E+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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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有效和创新的化学品和废弃物健全管理法律和政策，

对于确保所有人处于一个无毒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F PA由WFC颁发，今年是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国际化学品管理战略方针（SAICM）、国际劳

工组织（IL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训

练研究所（UNITAR）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组

织的。

RadTech 2022公开论文征集
马 里 兰 州 ，

CHEVY CHASE 

– 北美RadTech国

际正在征集2 0 2 2 

RadTech UV+EB

技术会议和展览会

的论文摘要，该会

议定于2022年5月10日至12日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Hyatt 

Regency Orlando举行。这将是一次现场会议，组织者将遵循

最新的健康和安全实践指南。

RadTech正在征集高质量的技术论文，讨论LED技术、添

加剂制造/3D打印、电子束、涂料、材料、粘合剂、油墨、配

方、化学、设备、测试等方面的进展。

技术论文篇幅不得超过25分钟，问答时间不得超过5分

钟。在线摘要提交表应于2021年9月24日前完成。说明应足够

全面，以便会议委员会评估论文的范围和内容。委员会将挑选

论文，并将在2021年11月之前通知发言者他们是否被选中。

研究公司报告2019年和2020年工业涂料市场
下滑

都柏林 – 市

场 调 研 公 司

Re s e a r c h  a n d  

Markets的一项最

新研究发现，2019

年至2020年间，工

业涂料市场下滑了

约3%。该研究公

司预计，如果COVID-19第二波疫情能够得到尽快控制，工

业涂料市场现在将走上复苏的道路。

报告称，欧洲、北美和南美是工业涂料需求下降最严重

的地区，未来几年这些地区的复苏速度可能会更缓慢。亚太

地区一直保持较好势头，该地区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的降

幅最低，主要是因为中国在这段时间内保持了正增长，尽管

2019年和2020年的增长低于往年。

在产品类型方面，报告发现溶剂型工业涂料在2019年和

2020年全球需求量最高，2020年占比为43%，该公司预计，

2020年至2026年，全球水性工业涂料市场的增长最快，预计

年复合增长率为3.8%。

报告还分析了各主要地理区域的工业涂料市场的涂料类

型、技术和应用，并对未来的技术进行了展望，对47家主要

公司进行了介绍，重点讨论了产品创新与开发、并购、合资

企业和其他近期行业发展的主要业务趋势。

了解更多关于这份名为《工业涂料——全球市场概述》

的报告信息，请访问Research and Markets的网站。

Getty Images，Irina Vodneva/iStock/Getty 
Images Plus 

图片由RadTech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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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ubach与SK资本合作收购科莱恩的颜料业务
德 国 / 纽 约 ， L A N -

GELSHEIM — Heubach集团与

SK资本组成财团，宣布达成收购

科莱恩颜料业务（科莱恩颜料）

的最终协议。合并后的业务将以

Heubach的名义运营，成为全球

颜料行业的领军企业，年销售额

超过9亿欧元。

此次交易对科莱恩颜料的估

值约为8.95亿美元（8.05亿瑞士

法郎），并根据业务部门2021年

的财务表现，额外定价5600万美元（5000万瑞士法郎）的

盈利支付。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科莱恩将对合并业务的少

数股权进行再投资。交易交割取决于惯例条件和批准，预

计将在2022年上半年完成。

Heubach是全球领先的有机、无机和无毒防腐颜料生

产商，在全球拥有四个生产基地，员工约1000人。科莱恩

颜料是全球领先的有机颜料、颜料制剂和染料供应商，在

全球拥有13个生产基地，员工约1900人。

Heubach和科莱恩颜料的合并，预计将创造一个多元

化的颜料公司，提高Heubach和科莱恩颜料的现有地位。

这些企业共享互补的产品组合和区域兼容的资产足迹，这

将扩大产品范围，拥有更广泛的地理覆盖，以更好地为客

户服务。合并后的业务将继续优先考虑创新、质量、技术

服务和产品开发，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强的价值。

Heubach集团首席执行官

Johann Heubach表示，“我们

从事颜料行业已有200多年的历

史。我已故的父亲和我开始推动

颜料行业的整合，而Heubach和

科莱恩颜料的合并是这一愿景中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非常高

兴能成为SK资本的合作伙伴，

热切期待着利用他们在全球化工

行业整合和运营业务方面的专业

知识。Heubach和科莱恩颜料之

间的配合是完美的，行业领先的技术、满足广泛客户需求

的产品组合，以及全球生产和服务的结合，将使新成立的

Heubach集团有能力为涂料、塑料、油墨和特种应用领域

的全球客户群提供拥有业界领先的产品和服务。”

SK资本董事总经理Aaron Davenport表示：“科莱恩

颜料是全球领先的色浆解决方案提供商，我们与新合作伙

伴Heubach集团和科莱恩一起，看到了为所有利益相关者

创造重大价值的巨大机遇。”

科莱恩首席执行官Conrad Keiijzer表示，“我们很

高兴宣布与Heubach和SK资本达成协议，出售我们的颜

料业务。我们相信，通过Heubach和SK资本，我们已经

为我们的客户、同事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找到了合适的新

所有者。”

Perstorp扩大2-乙基己酸产能
瑞典，马尔默 — 

Perstorp最近宣布，公

司计划大幅扩大其2-

乙基己酸（2-EHA）

的产能，以满足日益

增长的市场需求。投

资和扩张是在Perstorp

现有生产工厂的框架

内进行的，并且已经

开始实施。

2-EHA是Perstorp

集 团 的 旗 舰 产 品 之

一，据报道，该集团

拥有全球最大的2-EHA产能。2-EHA是一种无色液体，含

一个C8碳链上的羧基，广泛用于PVB薄膜增塑剂和合成润滑

剂的酯类中。它还用于油漆催干剂用金属皂、汽车冷却剂和

PVC稳定剂的生产。其他应用领域包括木材防腐剂、聚氨酯

催化剂和药物等。

“随着行业正在复苏和适应当前的疫情，对2-EHA的需

求在过去两个季度显著增加，表明对高质量原材料的需求在

增加。我们继续通过2-EHA成功地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

现在正在对这种扩张进行投资，以满足未来的需求，” 

Perstorp Oxo业务管理副总裁Betty Lu表示。

Perstorp的业务经理Sam Chia补充道：“我们看到，在

2-EHA至关重要的几个应用领域，市场的发展要求我们提高

生产能力，该项目已处于实施阶段，预计在六个多月后，我

们将可以向市场供应比现在更多的2-EHA。”

国际新闻

Getty Images，Pattadis Walarput, iStock / Getty 
Images Plus

Perstorp宣布增加2-乙基己酸的产能(照
片由Perstorp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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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 torp最近还推出了2-乙基己酸Pro产品，这是

2-EHA的部分可再生版本，其中25%的产品基于可再生原材

料，基于应用物理和化学可追溯性的质量平衡概念。2-EHA 

Pro是Perstorp Pro环境产品组合中的系列产品之一，这些产

品都经过ISCC PLUS认证，旨在帮助客户减少碳足迹。

阿克苏诺贝尔宣布在中国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
阿姆斯特丹 — 

阿克苏诺贝尔正在中

国完成两个安装约

8000块太阳能电池板

的重大项目，这有助

于该公司加快实现到

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

半的目标。这两个项

目分别安装在两个装

饰涂料厂，其中上海的装饰漆工厂已安装5,000余块太阳能电

池板，而其位于广州的装饰漆工厂则安装近3,000块太阳能电

池板，帮助公司向更绿色环保的生产目标再迈近一步。

“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是实现阿克苏诺贝尔‘人类、

地球、涂料’可持续发展新理念的重要举措，同时帮助我们

的业务运营更具可持续性，”阿克苏诺贝尔可持续发展项目

经理Wijnand Bruinsma解释说。“我们的方法是更可持续地

开展业务。“我们在中国生产基地启动太阳能项目将为公司

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承诺作出重要贡献，加速实现我们在

2030年使用100%可再生电力的总体目标。”

全新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将成为这两个工厂的主要电力来

源。目前这两套系统已基本安装完成，将为阿克苏诺贝尔在

上海的装饰漆工厂提供约166万千瓦时的电量，满足广州装饰

漆工厂约100万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阿克苏诺贝尔中国/北亚装饰涂料业务总监Mark Kwok

表示：“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两个项目成功落地，可持续发展

是公司一直以来关注的核心，是贯穿所有业务运营的基础，

无论是改善工厂的生态足迹，还是为了满足本地客户和社区

对环境保护的需求。”

Kwok补充说，公司还计划在常州、廊坊和成都的生产基

地安装更多的太阳能电池板。截至 2020 年底，阿克苏诺贝尔

已在全球实现使用40%可再生电力，并已在12个国家和地区的

34个生产基地使用100%可再生电力。

陶氏将在德克萨斯州新建MDI精馏和预聚体一体
化设施

密歇根州，MIDLAND — 陶氏最近宣布计划在其位于德

克萨斯州弗里波特

的世界级生产基地

建 立 一 个 综 合 的

MDI蒸馏和预聚物

一体化设施。该公

司报告说，这项投

资为下游聚氨酯组

合产品不断增长的

需求提供了支持，

并推进了陶氏在建

筑、消费和工业市

场中的领先地位，这些应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长速度。 

新的弗里波特MDI工厂将取代陶氏目前在德克萨斯州拉

波特（La Porte）的北美产能，同时还能为陶氏的客户提供

额外30%的产品。为了配合新的MDI工厂的启动（预计在

2023年），陶氏将关闭其在La Porte工厂的聚氨酯装置。 

陶氏工业中间体和基础装置业务部总裁Jane Palmieri

说：“这项MDI投资优化了我们现有的资产基础装置，增强

了我们在全球聚氨酯的领导地位，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支持下

游系统客户的增长。弗里波特工厂的后向整合带来了具有成

本竞争力的关键上游聚氨酯原材料，确保了可靠的供应地

位，支持我们在下游高价值聚氨酯市场的增长，并提供了一

个更可持续的生产过程。” 

位于弗里波特的新工厂将通过以下方式减少陶氏的碳足

迹和用水量：利用弗里波特厂区现有的热能，消除了对热能

发电的需求；减少取水和废水排放（通过提高生产效率）；

消除对原材料运输的需求。 

Stahl宣布基于区块链的合作
荷 兰 ，

WAALWIJK — 

Stahl通过积极

与外部合作伙伴

就区块链的准备

和实施进行合

作，朝着实现端

到端供应链可见

性迈出了重要一步。作为第一阶段，Stahl已与KRAHN 

Chemie（一家独立的化学品分销商）合作，从原产地开始认

证关键原材料。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Stahl将鼓励更多的合

作伙伴在其网络内外扩大区块链的准备工作。

随着终端消费者、领先品牌和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制成

目前，广州工厂已安装了近3000块太阳能
电池板(照片由阿克苏诺贝尔提供）。

marchmeena29/iStock/Getty Images Plu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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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来源、安全和环境影响，供应链透明是更有效的风险管

理和更明确的问责制的关键。Stahl称，在其他解决方案中，

区块链技术能够创建不可变的数字记录，从而确保整个保管

链的可追溯性、真实性和数据安全性。例如，Aura区块链联

盟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让消费者能够获得奢侈品的产品历

史和真伪证明。

继Finboot基于区块链的可追溯系统的内部试点之后，

Stahl现在正在与外部供应商展开概念验证。具体来说，

KRAHN Chemie已经集成到区块链可追溯性环境中。这一步

使关键原材料的可追溯性得已贯穿整个供应链，从原产地到

成品。在未来12至24个月内，Stahl将与更多供应商和合作伙

伴合作，推动区块链成熟，激活网络中的更多节点，并提供

更大的供应链透明度。

Stahl首席创新官John Fletcher表示，“与KRAHN 

Chemie的合作凸显了我们对解决化工行业缺乏供应链透明度

的更广泛承诺。通过采用Finboot的MARCO平台支持的基于

区块链的技术，我们可以简化和改进管理、尽职调查、风险

规避和供应链可见性。展望未来，我鼓励更多的供应商和合

作伙伴站出来，与我们共同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为更多人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MARCO是一个生态系统，通过同时连接多个账簿，将

区块链技术带到一个屋檐下。它还可以为同一供应链中的不

同区块链解决方案提供桥梁。

KRAHN Chemie Benelux董事总经理兼KRAHN 

Chemie Group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Cristian Groenewegen

说：“在KRAHN Chemie，我们高度重视供应链的透明度，

我们非常高兴与Stahl就这一创新方法进行合作。我们总是乐

于参与这些项目，并鼓励我们的客户与我们讨论在可持续发

展和数字服务方面可以实现什么。”

Birla Carbon工厂获得安全绩效奖
佐 治 亚 州 ，

MARIETTA— 国际

碳黑协会（ICBA）

向12家Birla碳工厂

颁发了认可证书，表

彰其安全性能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这些工

厂包括美国和印度

的两个研发中心，因其在2020年的安全工作而被评为黄金

级别。在这12个工厂中，有7个已经是连续第三年获得黄金

评级。

12个金奖分别颁发给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的Birla碳

工厂。尽管面临与COVID-19疫情相关的挑战及其对全球人

员和生产设施造成的影响，Birla Carbon仍然坚持其全球所

有员工的安全规范，使得这一成果显得更为重要。

谈到这一认可，Birla Carbon首席法律、风险和可持续

发展官Joe Gaynor说：“尽管面临着疫情带来的挑战，但

Birla Carbon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建立和维护其安全文化。我

们所有的工厂都对所有员工保持了最高的安全标准，这在很

多方面都是建立在我们‘分享优势’的宗旨上的。”他补充

说，”ICBA的这种认可强调了安全对我们员工和整个行业的

价值。我要感谢ICBA的认可，因为它激励了业界合作，在为

每个人创造一个更强大、更安全的未来而努力。”

安全认可项目确定了那些为保护碳黑行业的劳动力而不

懈努力的工厂。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人回家的方式与他们到

达工作地点的方式一样。这项表彰活动由国际碳黑协会发

起，以表彰那些具有出色的安全记录，并引导决策者和公众

对碳黑行业的关注，将员工安全成为工厂成功运营的先决条

件。这是一个自愿项目，参与的公司提交上一年的安全绩效

数据，并由公司成员在ICBA董事会上进行认证。奖项分为三

个类别，符合多个奖项标准的工厂将获得最高认可。

Getty Images，GCShutt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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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码冬奥战略 三棵树打响品牌升级
6月10日，三

棵树（股票代码：

603737.SH）上

市五周年暨签约

中国国家短道速

滑队发布会在三

棵树涂料股份有

限 公 司 总 部 举

行。三棵树宣布正式签约中国国家短道速滑队，成为其合作伙

伴。三棵树将助力中国国家短道速滑队、短道速滑冬奥冠军武

大靖、中国自由式滑雪世界冠军谷爱凌备战冬奥，更创辉煌。

面对全球市场高质量发展趋势和中高端消费者的需求升

级，新一轮建材涂料行业的品牌升级战役如约而至。为了更好

地引领全球建材涂料市场的格局，三棵树围绕北京2022年冬奥

会加大投入战略型资源，标志着正式打响品牌升级战役。

PPG推出耐腐蚀性粉末涂料
PPG宣布推出面向建筑用挤出型材与铝制板材应用领域

PPG CORAFLON! Platinum氟乙烯-乙烯基醚（FEVE）含

氟聚合物粉末涂料。与标准FEVE粉末涂料相比，该项已获专

利授权的涂料技术能够提供高于20%的涂着效率，而且具有更

强的耐腐蚀性。

PPG Coraflon Platinum粉末涂料目前已全面投放全球市

场，它有多种颜色和光泽度（包括云母珠光和金属漆涂效果）

可供选择，适用于对耐腐蚀性与耐候性有极高要求的金属建筑

构件与建筑施工场合。其他色彩方案还包括能够模拟水泥、石

材与陶土等天然装饰效果，打造矿物质般的闪亮色调与细腻质

感的色彩选择。

华润漆亮相米奇艺术展，携手迪士尼打造多幅作品
迪士尼联合

UCCA集团旗下

UCCA Lab举办

“好奇无界：米

奇 艺 术 展 ”

（Mickey：The 

True Original & 

Ever Curious）

中国巡展活动。作为迪士尼官方合作伙伴，华润漆匠心打造了

《好奇无限，色与光交错舞动的空间》空间作品，以象征着乐

观与力量的亮黄色为元素，结合Artily亚缇丽艺术漆星辰晶砂

的璀璨效果，伴以热情红及探索蓝的流行搭配，于彩虹下营造

出绚丽梦幻的探索空间，吸引人驻足打卡留念。

美涂士带来双引擎净味概念涂料
近期，美涂士推出了一款双引擎、双核净味涂料产

品——美涂士竹炭双核净味高遮盖墙面漆。该产品经过美涂

士技术工程师精钻细研，磨砥刻厉，上千次的实验测试。实

践验证，独创双引擎净味技术，采用净味乳液+净味助剂双核

净味，让净味从源头开始，提升净味效率，双层守护家居健

康环境。该产品是行业内首次提出双引擎净味技术概念。

大宝漆研发出抗病毒全效墙面漆
大宝漆近日成功研发出抗病毒全效墙面漆。据悉，该新

品采用锌离子黑科技，强效灭杀生活中常见的3+5+8种病毒、

细菌和霉菌，大幅降低细菌传播及感染风险；同时，该产品

兼具耐擦洗、强效抗碱、净味环保等多重墙面漆功能。

巴德富通过T�V莱茵产品碳足迹认证
国际领先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德国莱茵TÜV（以

下简称“TÜV莱茵”）对巴德富的两个系列产品进行认证审

核，经过对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认真评审和各项数据源的详

细跟踪核查，巴德富内墙乳液（RS-967、RS-5967、

RS-5969、RS-5968、RS-8098）和防水乳液（FS-320A、

FS-320A-1、FS-330A、RS-300S、RS-300V）产品碳足

迹量化过程符合审核要求，通过碳足迹认证，并授予碳足迹

证书。

产品碳足迹认证是巴德富产品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有

效凭证，而披露产品的碳足迹是公司环境保护工作和社会

责任的一部分，也是企业迈向未来更大发展的重要一步。

通过产品碳足迹认证，可以为采购商和第三方有效沟通提

供良好的途径，对促进产品全供应链的温室气体减排具有

积极作用。

东方雨虹投建VAE乳液项目
东方雨虹拟投资25亿元在江苏扬州化学工业园区投资建

设40万吨/年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胶粘剂(简称“VAE乳

液”)、10万吨/年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简

称“VAEP胶粉”)等项目。此外，公司拟投资5亿元在仪征市

真州镇投资建设东方雨虹仪征绿色建材生产基地项目及研发

基地项目。

此次在扬州化学工业园区投资建设40万吨/年VAE乳液、

10万吨/年VAEP 胶粉项目，旨在立足公司建筑建材系统服务

商的核心定位，依托扬州市在交通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丰

富、产业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优势，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向水性



国内新闻

15·

艾仕得将基于“共享涂装服务中心“理念，为该工厂提供低

温，低VOC，高性能电泳涂料，并从涂装生产线规划、成套

设备供应、涂料产品支撑到喷涂工艺技术服务等全方面的技

术和产品服务，通过更环保和更可持续的产品和工艺助力共

享中心实现生产过程中环境足迹最小化。

金力泰成为东风专用车阴极电泳漆供应商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风专用车完成签署

《供货协议》，公司正式成为向东风专用车新工厂提供公司

涂装用阴极电泳漆的供应商。

本次中标标志着金力泰阴极电泳漆产品已获得东风专用

车的认可同时也是公司阴极电泳漆产品首次进入东风商用车

体系。金力泰表示，向东风专用车的顺利供货预计将对公司

2021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影响程度的大小取决于

东风专用车后续具体订单情况。

龙蟒佰利更名龙佰集团
7月7日起，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龙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LB Group Co.,Ltd.)。

对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原因，龙佰集团表示，目前，公司

依托现有的核心资源和优势，由钛白粉业务向海绵钛及高端

钛合金延伸，并积极拓展“钒、锆、铁、钪、钴”等钛衍生

品领域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等新兴产业，同时不断加强

各业务板块的耦合与协同，构建绿色大循环产业体系。为使

公司名称与公司业务板块集团化运作的发展战略相匹配，同

时也为引导投资者准确理解公司业务及战略，保护投资者权

益，故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保立佳成功登陆创业板
7月30日保立佳（股票代码：301037）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敲钟上市，正式登陆创业板。保立佳董事长杨文瑜先生及各

界领导、贵宾出席了上市仪式。伴随着一声声响亮浑厚的钟

声落音，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厅的电子屏幕上，保立佳的股票

开盘价赫然显现。

辛勤耕耘行业多年，保立佳凭借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和

专业的技术工艺水平获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建立了行业内

卓越的品牌知名度和社会公信力。回望近二十年发展历程，

保立佳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与蜕变，这个过程

凝结着无数人的奋斗、创新与坚持。

涂料、特种砂浆等产品的上游领域自然延伸，将对公司部分关

键性原材料的供应稳定性、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及成本优

化形成良好的保障，提升公司采购环节的抗风险能力，确保供

应链安全、高效，同时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逐步形成上下游

产业链协同发展局面。

松井新材料布局汽车漆市场
湖南松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快速切入乘用汽车涂层领

域，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实现业务优势的互补，公司拟以人

民币2000万元对华涂化工(吉林)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共同参与其

汽车涂料及防冻液项目建设，此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华涂化

工23.53%股权。华涂化工主要从事汽车涂料的研发和生产经营

等业务，目标为国内中高端主流汽车生产厂商提供水性涂料、

溶剂型涂料以及汽车零部件涂料等产品。

科顺股份与北新防水、凯伦股份共建高效协同的供
应链生态系统

科顺股份与北新防水、凯伦股份举办的行业合作发展交流

会在北京未来科学城北新中心举行，三方就推动战略合作、供

应链业务等合作发展达成合作共识并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宣

布将共同组建北新科顺凯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

应链公司）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家企业作为中国建筑防水行业的代表，基于对企业与

行业未来的思考，对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承担，经过三

方多次考察交流，一致认为供应链公司的成立将有效推动三

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助力中国防水行业商业文明发

展。通过共同发展供应链业务将有效提高原材料品质、提升

各方的防水业务竞争力。本次合作，将凭借三方强大的行业

影响力，形成强大的资源融合优势，为三家企业在信息沟

通、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提供有效途径，形成多方参

与、协同共赢的供应链生态系统，共同为推动中国建筑防水

行业文明有序发展贡献力量。

艾仕得与电泳涂装领军环保企业携手构筑共享涂装
新模式

近日，艾仕得和湖南泰瑞易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

作，为响应国家十四五计划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共同努

力，艾仕得将协助客户在长沙建立电泳漆环保涂装工厂，该工

厂配置高标准的环保达标处理系统，电泳槽体超过100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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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关于添加剂介绍的四篇文章中的第一篇。

本文将介绍添加剂，并详细介绍流变改性剂和

悬浮剂。本系列的其他文章将涵盖消泡剂，表

面张力改性剂，最后是表面活性剂和颜料分散

剂。未来的文章还将包括溶剂、树脂、颜料和其他涂料原材

料等内容。

涂料用添加剂
添加剂用量少，在涂料原材料中的单位成本最高。它们

主要用于促进生产、改善湿涂层，或提高最终漆膜的某些性

能。它们在涂料中是绝对必需的；然而，并非越多越好。事

实上，许多添加剂若含量过高，则会影响涂层性能。

添加剂类型包括：

• 流变改性剂和悬浮剂；

•  消泡剂和空气释放剂；

•  流动和基材润湿剂；

•  催干剂和催化剂；

•  颜料分散剂；

•  杀菌剂：(杀菌剂、防霉剂、防腐剂等等)；

•  表面滑爽/耐刮擦剂；

•  紫外线防护剂（紫外线吸收剂、受阻胺光稳定剂、纳

米颗粒等）；

•  非颜料防腐蚀剂（在介绍颜料的内容中，我们将介绍

颜料类防腐蚀剂）；

• 增塑剂（用于成膜的增塑剂将在溶剂的内容中进行介

绍）。

一般的经验法则是，添加剂在涂料最终配方中所占比例

应小于2%（按重量计算）。如果您的数值高于该值，最好重

新评估您的配方。更重要的是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添加剂，

而非添加更多的助剂来解决问题，这可能与添加剂公司给您

的建议恰好相反。

一个常见的配方错误是使用添加剂来解决一个问题，这

极可能会产生另一个问题。然后您再使用另一种添加剂，这

又会产生一个不同的问题，循环继续，导致“添加剂问题螺

旋式上升”。例如，添加一种基材润湿剂，它可以稳定大泡

沫，添加一种消泡剂来消除这些大泡沫，就会得到表面缺

陷。现在您可以为表面缺陷添加流平剂并稳定微泡沫，导致

需要一个除气剂了。接下来，除气剂又会干扰流变剂，提高

粘度，但又导致需要更多的基材润湿剂。如您所见，您必须

了解这些助剂所有的相互作用，才能选择正确的助剂组合，

使成本最小化，使性能最大化。涂料配方易陷入的最大陷阱

即，有一个最喜欢的添加剂组合，并无处不在地使用它。在

一个体系中作用较好的东西在另一个体系中可能起不到太大

的作用。每个体系都是独特的，需要适合它自己的添加剂，

否则您只会使用一种您已经配制好了的涂料。

流变改性剂和悬浮剂
流变改性剂

流变改性剂和悬浮剂通常属于同一类别，但有两个截然

不同的用途。流变改性剂用于调整涂料的粘度、流动性、流

平性和抗流挂性，以优化涂料的特定应用方法。它们会影响

膜厚和外观、混合、成膜和沉降等。常见的水性流变改性剂

包括纤维素、聚氨酯（HEUR）、碱膨胀（ASE、HASE）、

粘土（高岭土、膨润土、凹凸棒土）、蜡和气相二氧化硅。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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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涂料的粘度曲线。

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工作：缔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表面活

性剂或树脂的相互作用）、体积填充、卡屋结构等等。

流变学是研究物质流动的科学。粘度是流体对剪切、伸

长或拉伸应力引起的变形的阻力，它只是流变学的一部分。

涂料可以表现为牛顿流体、膨胀性流体或假塑性流体。在牛

顿流体中，无论施加多大的剪切力，粘度都是不变的。在膨

胀性或剪切增稠流体中，粘度随剪切力的增加而增加。在假

塑性或剪切变稀流体中，粘度随剪切力的增大而减小。我将

在本文后面讨论触变性，它是假塑性流体的一种特殊形式。

图1说明了施加不同剪切力时粘度的差异变化。请注意，

流体的行为仅在指定的粘度范围内。所有假塑性涂料都具有

一个无剪切的高粘度点。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加，粘度逐渐降

低，直到达到高剪切平台，这是粘度应该记录的范围。一旦

剪切增加超过高剪切平台，由于固体颗粒（树脂、颜料等）

在非层流系统中的运动，粘度会增加，实际上变成膨胀。图2

说明了这些特性。

在涂料配方中，假塑性行为是最常见的，但要避免有时

在颜料分散体中观察到的膨胀行为。膨胀行为高度依赖于颗

粒的浓度。在足够高的浓度下，几乎所有硬颗粒的分散体都

会表现出膨胀行为。溶剂型涂料往往比水性涂料更具牛顿性

（更少假塑性），因为溶剂挥发会增加涂料涂覆后的粘度，

防止下垂和流挂产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牛顿涂料体系。溶

剂型清漆是近似牛顿流体的，但在高剪切时会表现出轻微的

粘度降低。牛顿、膨胀性和假塑性行为见图1。

在涂料中，剪切变形最常用，可以在不同的范围内进行

测量。喷涂施工是个例外，其拉伸变形决定了液滴的大小。

滚涂飞溅是伸长率粘度，可以测量，但并不常见。粘度可以

而且应该在不同的剪切速率下进行测量。虽然低、中、高剪

切速率是主观的，但低剪切速率是评估沉降、流挂和流平的

最佳方法。涂料的中等剪切速率测量适用于浸涂、浇涂和刷

涂。高剪切测量最适合刷涂或辊涂。这些不同的剪切速率取

决于正在制备的涂料体系。历史上，最早只能进行单点粘度

测量，但后面出现了价格合理的流变仪，可以测量粘度范围

内的剪切速率，改善了涂料的流变优化。当使用具有不同剪

切速率依赖性的添加剂时，单点粘度测量可能产生巨大的潜

在误差。两个涂料在一个点（即剪切速率）可能具有相同的

粘度，但如果它们的假塑性行为有所不同，应用差异就会变

得明显。

粘度杯（Zahn，Ford，DIN）用于低到中等剪切力的测

量。粘度杯是底部有一个孔的容器，测量方法是通过计时杯

子清空所需的时间来完成的。杯的形状和大小由类型决定，

后面是一个数字表示孔的大小。它们用于低粘度液体，如传

统的喷涂涂料或色漆。由于用户的不同，它们的使用结果具

有较高的变化，并且它们只能准确地用于测量接近牛顿的流

体。由于其低成本和易用性，使它们变得非常普遍。有些涂

料是为了通过容器的塞孔而设计的，因此不需要取出样品。

转子和桨叶粘度计（Brookfield，Stormer）用于中等剪

17·

切速率的测量。传统上，它们被用于中高粘度的涂料。转子

粘度计的粘度范围比桨式粘度计更广，但在粘度较高的体系

中，它们产生通道，会导致测量误差。旋转转子可使主轴上

的层流一致，为了使转子粘度计能够准确、反复地测量粘

度，我们要等体系平衡后再进行测量。如果粘度过高，特别

是在假塑性流体中，新流体可能无法快速到达转子，无法取

代层流所取代的流体，即层流被中断。因此，围绕转子的通

道产生了不一致或不准确的读数。桨叶粘度计具有偏置桨，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通道产生，最适合中到高粘度的涂料。这

些类型的粘度计传统上被用于建筑涂料（桨叶）和工业涂料

（转子）。

旋转粘度计（锥形板、平行板）可用于任何剪切速率，

但通常用于高剪切力的测量。它们最适合于确定涂料在刷

涂、辊涂或喷涂时的性能。

理想情况下，您希望涂料在低剪切力时具有高粘度，以

防止颜料沉降或分层，在涂覆应用时具有低粘度，以帮助流

动和流平，然后在去除剪切力时快速恢复到高粘度，以防止

流挂。因此，涂料的假塑性行为是十分理想的。问题是涂料

具有随时间而变化的特性。触变性是指假塑性流体被剪切后

而不恢复到原来粘度的行为。液体的触变性越强，在低剪切

或无剪切时粘度的变化就越大。这意味着，如果涂层是触变

图 1     粘度与剪切速率：牛顿、膨胀性、假塑性和触变流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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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它可能是不稳定的，如果它被剪切多次，它可能具有

较低的粘度，这将影响沉降和施工（假塑性和触变性行为见

图1）。假塑性和触变性经常交互使用，但不应互换。图3突

出显示了普通涂料应用时的剪切速率。

悬浮剂

防沉降剂（通常称为沉降剂）或悬浮剂用于防止颜料或

其他固体在涂料中沉降。斯托克斯定律表明，粘度只是影响

沉降的因素之一（粒径、密度、形状和摩擦力也影响沉降速

率）。防沉降剂的作用是防止固体从溶液中下沉。它们还可

以帮助防止硬填料沉降，使颗粒容易被重新掺和在一起。

斯托克斯定律

Fd = 6πµRνs 

Fd = 摩擦力或斯托克斯阻力

µ = 动态粘度（牛顿 秒/米2）

R = 颗粒半径

νs = 颗粒的沉降粘度

=
  2x(颗粒密度 流体密度)x(重力)x(半径2)。

                  9 µ
了解流体和颗粒的密度是很重要的。如果颗粒密度小于

流体，颗粒就会上升而不是沉降。中空玻璃球、聚合物颜

料、蜡等可能比涂料中的液相密度低。

流变改性剂或沉降剂的最后一个作用是防止涂层中的脱

水或分层现象。这是由于密度不同，涂料中不同成分产生的

分层。分层可以是任何东西，从溶剂（记住水也是溶剂）到

容器底部的树脂等等。在极端情况下，树脂会与涂料中的水

分离，并可通过聚结过程，形成固体。

流变性、粘度、抗沉降和抗分层改性剂在涂料配方中都极

为重要，其效果比大多数其他添加剂更为显著。重要的是要记

住，流变改性剂的设计是为了增加低剪切或整体牛顿粘度。

流变改性剂的类型
碱性增稠剂

碱溶胀（ASE）和疏水改性碱溶胀（HASE）增稠剂是用

于水性体系中抗流挂和颜料悬浮的剪切稀化乳剂。它们还会

影响涂料的应用粘度，改变流挂和流平性能。HASE增稠剂是

ASE的疏水改性版本，通过添加疏水性的官能团，并由于其

碱溶胀性和缔合性的结合，在使用相同添加量时，它会比

ASE具有更大的粘度。这两种都是低粘度液体，当pH值升高

到阈值以上时，会变稠，并大大增加粘度。ASE是非缔合

的，HASE由于疏水性官能团的存在而倾向于缔合型。碱溶

胀增稠剂的缺点是，如果pH值偏离理想范围，其粘度会下

降，性能将受到影响。

非离子合成增稠剂

疏水改性聚氨酯（HEUR）和疏水改性聚醚（HMPE）

增稠剂的工作原理是使疏水区域与树脂相结合，建立一个三

维的结合网络结构。由于这些添加剂的非离子性，与ASE和

HASE相比，它们对通过漆膜的水汽传输的影响较小。它们

在水相中缔合（聚集）在一起，并与树脂或其他疏水成分相

缔合而起作用。其他添加剂或溶剂可增加或减少缔合型增稠

✌巊エ꣡ 宐⚥翸꧋
图 4     缔合型增稠剂的工作原理。

 

图 3     普通涂料应用的粘度和剪切速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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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缔合性，导致功效的变化。它们的性能也比碱溶胀更不

受pH值的影响。图4说明了它们的工作原理。

纤维素增稠剂

纤维素增稠剂不溶于水，有一个不灵活的聚合物主链，

靠水来增稠。它们具有低剪切粘度，对高剪切粘度的影响很

小，纤维素增稠剂的假塑性也十分理想。它们通常是羟乙基

纤维素（HEC）或改性HEC，通过与水的氢键结合来提高粘

度。作为一种增稠剂，它们赋予某些涂料理想的性能，并具

有较好的抗流挂、抗沉降和抗分水性能。然而，纤维素增稠

剂也增加了絮凝的可能性，会影响光泽度，耐擦洗和抗飞溅

等性能，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攻击，并且只适用于水性体系。

疏水改性的羟乙基纤维素（HM-HEC），通过疏水改性可以

实现缔合增稠，与标准的HEC增稠机制相同。

无机增稠剂（粘土和二氧化硅）

粘土是天然存在的水合硅酸铝，一般与其他增稠剂搭

配，很少作为单一的增稠剂来使用，高岭土是最常用的粘

土。在涂料中使用的其他粘土还包括凹凸棒土和膨润土。粘

土可赋予触变性，防止分水和提高抗流挂性，但是，会降低

光泽度。高岭土和凹凸棒土是不膨胀的，而膨润土被认为是

膨胀型的。由于粘土的高长径比与电荷稳定（边缘和中心有

不同电荷的极性性质）相结合，会建立具有稳定性的卡屋结

构。粘土适用于水性、溶剂型和100%固体分涂料体系，但是

需要一些极性性质来使颗粒膨胀并提供稳定性。

二氧化硅通过粒子间的氢键形成松散的网状结构。在静

Created with Datawraper

表 1     有机粘土和气相二氧化硅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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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流变改性剂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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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时，网状结构是稳定的，但很容易被剪切力破坏，当恢复

静止时，网状结构会还原。二氧化硅可以在进行亲水和疏水

改性后，在所有涂料体系中工作。它们具有触变性、抗沉降

和抗流挂性。它们不能作为单一的增稠剂使用，会降低涂层

光泽，并可能对pH值敏感。表1显示了粘土和二氧化硅增稠

剂的区别。

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流变改性剂，包括改性蓖麻油，聚

酰胺等，但由于本文篇幅，仅撰述了它的主要类型。

一般来说，您在配方中不会只使用一种类型的增稠剂，

因为它们的组合使用可改善最终涂层的性能。常见的组合是

粘土和纤维素的搭配，一般用于经济型的水性涂料；高性能

水性涂料一般使用缔合型、粘土和纤维素增稠剂的搭配组

合。对于溶剂型和100%固体分的体系，粘土和二氧化硅的组

合效果最好。表2对一些常见的增稠剂进行了比较。

结论
总之，了解添加剂的使用和选择合适的添加剂组合，将

对涂料的性能和成本产生重大影响。流变改性剂将有助于增

加体系的稳定性，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涂料的应用性能。本系

列文章的下一期内容将具体介绍消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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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以来，涂料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有机溶剂型涂料逐渐被水性乳液聚合物涂

料所取代。水性涂料在健康和环保方面具有很

大的优势，但在涂料的耐水性、稳定性和表面

硬度等性能方面仍面临挑战。克服这些挑战的主要障碍在于

干燥前后所期待的性能之间的矛盾。例如，在将涂层涂覆到

表面之前，乳胶颗粒吸引到水（亲水性）以保持稳定的分散

是有益的。然而，在涂覆涂层并干燥之后，需要防水性（疏

水性），正好是相反的效果要求。因此，为了使水性涂料技

术更具通用性，需要一种解决方案，能够在干燥后形成疏水

表面，同时在分散体中保持所需的亲水性。

另一个例子是树脂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的影响。为

了改善干燥过程中的成膜性，需要低Tg。然而，为了提高涂

料干燥后的表面硬度，又需要较高的Tg。一种可能的解决方

案是在涂层表面分出一个高Tg的粘结剂颗粒层，以提高硬

度，同时保持大部分具有低Tg的粘结剂颗粒，以获得较好的

成膜性能。最新开发的新型Janus颗粒添加剂通过独特的自分

层过程，为解决这些挑战提供了希望。

最近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进行的研究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型

涂料添加剂，由两亲性Janus粒子制成，可以改变水性涂料体

系的表面性能。1 JANUS颗粒是以古罗马神的名字命名，它

在单个颗粒的每一侧上具有不同的化学成分。这意味着颗粒

的一面是亲水的，而另一面则是疏水的。图1显示了Janus颗

粒的结构。当与亲水性粘合剂颗粒混合时，Janus颗粒会迅速

迁移到涂层表面，这一过程被称为“主动自分层”。一旦分

层，Janus颗粒的亲水性一半将继续粘附到构成涂层其余部分

的粘合剂上，然后疏水的一半面向空气界面，在干燥的涂层

自

新型Janus颗粒添加剂
用于制备新型防水自分层涂料

      作者 Shan Jiang博士，助理教授；Yifan Li，博士研究生；Rebecca Mort，博士研究生，爱荷华州立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爱荷华州，Ames

图 1     Janus颗粒表面化学图（左）和Janus颗粒的扫描

电子显微镜（SEM）图像（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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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形成一个完美的单层。因此，涂层表面的性能（耐水

性）与整体不同。因此，这种新型添加剂提供了一种成本效

益且可扩展的解决方案，可以直接改变涂层的表面性质，而

无需改变主要原材料。这将有助于解决当前水性涂料技术面

临的许多挑战。

实验
我们发现了Janus颗粒独特的“主动自分层”行为，并成

功地制备了耐久的疏水涂层。我们合成的新颖之处在于，通

过改变种子乳液聚合所用的溶剂和表面活性剂浓度，对Janus

颗粒的粒径和形态进行了精细控制，从而获得不同粒径的两

亲性Janus颗粒。因此，当将Janus颗粒添加剂与粘合剂颗粒

或市售底漆混合时，可实现自分层效果。在快速动力学中，

Janus颗粒在空气-水界面剧烈聚集，其疏水端朝向空气。由

于Janus颗粒的亲水端粘附在粘合剂颗粒上，这种新体系解决

了传统疏水涂层的弱粘附问题。我们的合成方法与经济、可

扩展的乳液聚合技术兼容，该技术已在涂料工业中得到广泛

应用。

如图2所示，通过我们的方法，Janus颗粒被配制成一种

可以直接滴入的添加剂，可以直接应用于水性乳液涂层体

系。这意味着我们的方法与当前的市售产品完全兼容。其优

点是显而易见的——不需要重新设计现有的涂料体系，制造

商只需在其产品线中添加Janus颗粒，就可以快速适应这种新

方法。

混合涂层在环境温度下完全干燥后，从图3可以看出，

Janus颗粒完全覆盖在表面，并改变了表面的涂层性能（图

3c）。涂层基体由完全亲水的表面（与水的接触角为0°）转

变为完全疏水的表面（与水的接触角为120°）。漆膜的主体

材料保持完整，这突出了我们技术的潜在优势：无需使用典

型的双涂层体系来提高涂层性能，而它需要花费额外的时

间、精力和材料。2

性能测试
本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加入Janus颗粒后，不会影响涂料基

体的原有性能。采用有机溶剂（EtOH/THF）对涂层表面进

行冲洗。选择由均相疏水颗粒（与Janus颗粒具有相同的表面

化学性质）和粘合剂颗粒形成的涂层作为对照。图4中冲洗后

的涂层横截面图像清楚地表明，自分层涂层表面保持了其结

构的完整性，且表面疏水性不变。这突出了在自分层过程中

形成的两亲性Janus颗粒的致密单层的完整性和磷酸盐粘合剂

颗粒提供的强附着力。相比之下，不具有分层结构的参考样

品（图4b）在用溶剂冲洗时被破坏（图4d）。由于疏水性均

匀颗粒随机分散在粘结剂基体中，成为缺陷，大大削弱了涂

层的完整性和附着力。

为了进一步测试Janus颗粒与市售涂料产品的性能，我们

将Janus颗粒应用于普通的市售底漆中，成功的分层证明了我

们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集成到现有产品中。Janus颗粒（15%

干重）直接添加到市售底漆中，图5清楚地显示了Janus颗粒

在市售底漆涂层表面的自分层现象。由于底漆粘合剂颗粒的

玻璃化转变温度远低于室温，因此在漆膜干燥后形成连续的

漆膜。涂层表面大部分被自分层Janus颗粒覆盖，接触角由

0°增加到105°。应力表征还表明，加入Janus颗粒后形成的

表面粘度较低，因为Janus颗粒添加剂的Tg远高于粘结剂主体

图 2     自分层疏水涂层的形成示意图。�

图 3      a）涂层结构示意图；b） 涂层结构横截面图的

SEM图像。比例尺为2μm。插图显示了典型的Janus颗粒

的非对称形态。比例尺为100nm；c） 加入Janus颗粒前后

涂层表面的接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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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冲洗后漆膜的SEM图像和照片：a）由Janus颗

粒形成的漆膜；b） 具疏水颗粒的漆膜；c） 冲洗后添加

Janus颗粒的漆膜照片；d） 冲洗后添加均匀颗粒的漆膜照

片。比例尺均为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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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

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展示了一种由Janus颗粒制成的新型

涂料添加剂。这些颗粒可以通过成本效益高的乳液聚合来大

量生产。更好的是，这些添加剂颗粒可以直接应用于当前的

水性涂料体系。使用相对数量较少的Janus颗粒，它们便可以

快速地自分层到表面，并形成具有强附着力的持久的疏水涂

层。该方法既经济又具有商业可扩展性。Janus颗粒在市售涂

料产品中的成功应用表明了它的多功能性和有效性，并为功

能化涂料开辟了新的领域，在不同的涂料相关产品中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

参考资料
1  Li, Y.; Liu, F.; Chen, S.; Tsyrenova, A.; Miller, K.; Olson, E.; 

Mort, R.; Palm, D.; Xiang, C.; Yong, X.; Jiang, S. Self-Stratifica-

tion of Amphiphilic Janus Particles at Coating Surfaces. Materials 

Horizons. 2020; 7(8):2047-55.
2  Jiang, S.; Van Dyk, A.; Maurice, A.; Bohling, J.; Fasano, D.; 

Brownell, S. Design Colloidal Particle Morphology and Self-As-

sembly for Coating Applications.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7; 

46(12):3792-807.

a

图 5     添加Janus颗粒的市售底漆粘合剂形成的涂层的

SEM图像。比例尺为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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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黄色颜料PY-74的分散过程。

料是在应用到基材之前，一种添加到涂料体系

中的任何细分的，不溶性的材料。通常，颜料

被用于增加装饰色彩、提高遮盖力或控制光泽

来改变漆膜的光学特性。除了提高视觉效果

外，这些材料还常用作流变改性剂、填料和缓蚀剂。然而，

在所有情况下，有效促进所需性能的关键在于控制涂料配方

中所添加颜料的分布和颗粒大小的能力。

在涂料体系中实现所需的颜料分布不是一个简单的过

程。颜料通常以粉末或珠状的形式提供，它们本身由单个颗

粒的团聚组成。最好是作为初级颗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

些团聚物需要研磨以获得一致的粒径。然后，新形成的不溶

性颗粒必须均匀分布在介质中，避免团聚物的重聚。颜料研

磨、颗粒分离和稳定的过程被称为分散。1

在分散过程中，当相对较大的团聚物分散时，每个颗粒

与周围的液体之间会形成一个新的界面。对于用作色浆的颜

料，它们的使用需要大大减少颗粒的粒径，从而产生非常大

的固体/液体界面。分散过程如图1所示。这些SEM图像显示

了未加工的黄色PY-74团聚体，随后它们在块状介质中破碎

和分散。

通过外加机械力和使用两亲性添加剂，可促进颜料的

分散过程。分散剂就是这样一种添加剂，有助于解决颜料

在分散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挑战。它们可以起到多种作用，

包括基材润湿、保护新形成的颜料表面、控制分散体的粘

度和流动性、充分均匀地减小粒径，以及维持分散体的稳

定性等等。2-3

S t e p a n公司最近开发了一种新型的高性能聚合物

（HPP）分散剂，这种分散剂对颜料分散非常有效。4理论

上，这些分散剂通过不可逆地吸附在颜料表面，同时将它们

的长稳定延伸段伸长到连续相，提供了空间和/或电空间位阻

稳定。HPP分散剂特别有用的是其促进分散过程的每个阶段

的潜力，从而提供了极好的颜料润湿性、更容易和更好的颗

粒分散性以及颜料分散体的长期稳定性。5-6

这些特性在应用中提供了具体的好处。研磨时，浆料的

颜

      作者 Susan Dong博士，研究员；Carolina Vargas博士，高级研发经理；Timothy Boebel博士，高级研究化学家，

Stepan公司，伊利诺伊州，North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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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特种分散剂
较低粘度允许每批加工更多的颜料。在调漆阶段，由于低添

加量的相互作用较小分散剂的使用，颜料分散体的相容性得

到了改善。此外，由于颜料可以更有效地分散，因此添加量

也较少。最后，当颜料分散体保持稳定时，其所制漆膜也能

获得更好的展色性和光泽度。

25·

实验
将颜料、分散剂、消泡剂、杀菌剂和水与研磨介质

（0.8–1.0 mm玻璃微珠或锆珠）混合在一起，在玻璃罐中制

备颜料分散体。在最初的筛分过程中，将罐子在振动筛上搅

拌4小时；研磨效率研究的时间从1小时到10小时不等。研磨

后，通过过滤去除微珠，并对分散体进行评估。

使用流变仪（Anton Paar）在5cm的几何板和25°C下测

量分散体的粘度。用于产品比较的粘度的剪切速率为10 s-1。

使用Zetasizer粒度仪（Malvern公司）测量了水中0.1%固体

的粒径。通过监测分散体的外观、粘度和粒径的变化来评估

其稳定性，同时将样品保持在50°C下4周。

颜料分散体与基础漆按1:9的体积比进行着色（分散体调

漆）。然后用3密耳的Bird棒在玻片上进行涂覆，评估前在环

境条件下干燥24小时。用分光光度计（X-Rite）测量X、Y和

Z值，计算漆膜的色度和色调。使用微型三角度光泽度仪

（BYK）对光泽度进行测定。

结果与讨论
技术发展A

Stepan的HPP分散剂的一般结构如图2所示。这些HPP分

散剂由三个不同的组分组成：

· 一个连接部分，可以在长度、官能、灵活性和附加

物数量上进行变化；

· 亲和域，设计用于与颜料表面相互作用，并且可以

根据锚定基团的类型、数量和排列而变化；

· 稳定段，其长度、疏水性和官能度可能不同。

Stepan的这项正在申请专利技术的模块化设计，融合了

图 3     分散剂61用于多种颜料的分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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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分散剂的概念；基本结构的每个模块都可以独立变化。

此外，Stepan的HPP分散剂技术不含VOC（ASTM方法

D6886-14）。

在评估化学制备分散剂结构属性的过程中，重点仍然是

确定最有前途的候选材料。7 除了分散体的粘度和涂料相容性

外，还考察了一些附加标准，包括分散稳定性、分散剂的需

图 4     工业碳黑1对分散剂的要求。黑色：20%的PBK-7，加入不同SOP的分散剂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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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工业碳黑1的研磨效率。黑色：15%的PBK-7，100% SOP的分散剂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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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于评估的颜色配方。

图 7     用工业碳黑1分散体着色的丙烯酸漆膜的黑度。

랱蒀
䏞ㄤ
蒀靈

���
���
���
���
���
���
���
���
���

ⴔ侔�� 罌呋� 罌呋� 罌呋�

랱蒀䏞
����

���
���

����

���

����

���
����

���

����

蒀靈

罌呋�

图 6     工业碳黑1分散体的高温稳定性。黑色：15%的

PBK-，100% SOP的分散剂用量。

㖈�
��T�
��DQ
T♴
涸ⴔ
侔磨
䏞

ⴔ侔⡤

������

�����

����

��� ⴔ侔�� 罌呋� 罌呋�

ⴲ㨤�ワ��ワ�

罌呋� 罌呋�

27·

剂61在制备工业碳黑1的分散体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些优

势包括研磨速度更快、更小的最终粒径和更好的分散稳定

性。此外，分散剂61的最佳SOP被确定为等同于或低于参考

的市售分散剂样品。

我们还进一步评价了含有15%碳黑和100% SOP分散剂用

量的分散体对各种基础漆的着色效果(着色按实验部分所述进

行)。选择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树脂用于该研究，包括一种丙烯

酸，一种乙烯丙烯酸，一种聚氨酯分散体(PUD)，一种苯乙烯

丙烯酸，一种阳离子苯乙烯丙烯酸，一种醇酸，一种丙烯酸

/PUD混合物，以及一种羟基功能化丙烯酸。在丙烯酸涂料体

系中，用分散剂61制备的工业碳黑1分散体进行调漆，与参考

求量、研磨效率，涂料的展色性及产品形式。分散剂61（商

品名为STEPSPERSE®61）是整体表现最好的分散剂产品之

一。图3给出了用分散剂61获得的结果。在最佳SOP下，剪切

速率为10 s-1时，每种生成色浆的粘度在110 cps或以下。鉴于

所检查的九种颜料的结构多样性，这些数据说明了该技术具

有广泛的应用性。

由于分散剂61表现出较好的分散效率、颜料通用性和树

脂相容性，我们开始考虑将其应用于工业级碳黑，这在市场

上至关重要。

ૡӱᕆἓ

根据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制造方法，碳黑具有惊人的不同

结构、物理形态和表面积值范围。8-9 用于工业应用的碳黑，

它们的表面积往往比建筑用碳黑高得多。更小的粒径加上更

高程度的结构，使该颜料更难润湿和分散。此外，工业碳黑

经常被用来为含有多种聚合物树脂的涂料着色，这意味着广

泛的相容性对于产品的成功开发至关重要。

我们选择了表面积为5 8 3 m 2 / g（B E T）的酸性

（pH=3.0，水中颜料含量为2%）工业碳黑1进行评估。根据

表1中概述的方法制备分散体。一般情况下，配方以15-20% 

PBK-7和60-100% SOP的分散剂用量来制备。

选择四种不同的市售分散剂为基准，每一种都被认为是

优秀的碳黑分散剂，与分散剂61进行比较。这五种分散剂与

工业碳黑1在20%颜料负载量下进行分散剂的需求研究（图

4）。分散剂61的最佳SOP与四个参考样中的三个非常相似；

参考样3对该碳黑的分散性能表现最差。然后我们对使用了分

散剂61、参考样1和参考样2生成的分散体进行了稳定性研

究。结果发现，参考样1和参考样2在室温下仅放置1周，就产

生了沉淀，相比之下，用分散剂61制备的分散体在该条件下

保持了超过了6个月的稳定。

使用相同的市售参考样品，对工业碳黑1进行研磨效率的

研究（图5）。这是在15%的颜料添加量和100% SOP的分散剂

用量下进行的。在测试的分散剂中，分散剂61无论在颜料粒

径减小的速度方面，还是在最终粒径（小于70nm）方面，均

表现出了最佳的整体性能。与其他竞争产品相比，这些性能

提供了潜在的成本优势，因为它将耗费更少的时间和精力，

便可获得给定应用所需的颜料粒径。此外，粒径的快速减

小，表明分散剂61的润湿性能比参考样品更有效。

通过高温稳定性研究进一步评估了研磨后的碳黑分散体

（图6）。与参考样品相比，用分散剂61制备的分散体表现出

更好的稳定性，在50°C条件下4周内基本上没有粘度变化。在

此期间还测量了粒径，我们观察到分散剂61的粒径变化最

小，而参考样的分散体则显示出一些变化。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相比较市售参考样品，分散



图 8     用各种分散剂制成的工业碳黑1分散体着色的乙烯

基丙烯酸树脂的黑色度（上）和相容性（下）。

랱蒀
䏞ㄤ
蒀靈

㖈�
��T�
��DQ
T♴
涸ⴔ
侔磨
䏞

���
���
���
���
���
���
���
���
���

ⴔ侔�� 罌呋� 罌呋� 罌呋�

랱蒀䏞
����

��� ���

���
���

����

���

���

���

���

蒀靈

罌呋�

�
��
���
����
�����

㛇炄怚 ⴔ侔�� 罌呋� 罌呋� 罌呋� 罌呋�
ⴔ侔⡤

㛇炄怚ㄤ蒀怚

WWW.PCIMAGCN.COM2021 7年 月 ·28

水性工业漆碳黑用新型特种分散剂

样相比，60°光泽下，其黑度和色调均得到了改善(图7)。

乙烯基丙烯酸树脂的色漆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分散剂

61再次获得了优异的黑色度。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市售分散

剂显示出与该涂料的相容性较差（图8）。特别是，使用参考

样1和2制成的分散体进行调漆，会形成块状混合物，粘度明

显高于基础漆。另一方面，使用分散剂61或参考样3制成的分

散体表现出较好的相容性，且引起的涂料粘度变化很小。

图 9     工业碳黑1与不同树脂进行调漆后的性能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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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丙烯酸和乙烯基丙烯酸涂料外，工业碳黑1分散体也

在一些其他的树脂中进行了调色操作，所得数据如图9所示。

在所测试七个体系的六个中，使用分散剂61制备的分散体，

使固化漆膜具有最佳的黑色度。同样，用该工艺制备的分散

体与每种评价的涂料体系都具有较好的相容性。

在评估其他的工业碳黑时，分散剂61的性能属性保持不

变。正如工业碳黑1所观察到的那样，用这种技术制备的分散

体在对不同类型的基础漆进行调色时，表现出较好的相容性

和黑色度。

结论
Stepan公司开发了一个专有模块化平台，该平台已成功

开发了一种新型HPP颜料分散剂。分散剂61（或STEP-

SPERSE 61）在制备几种不同颜料类型的分散体方面已显示

出广泛的用途。当与建筑级碳黑一起使用时，与市售参考分

散剂相比，这种新技术提供了显著改善的分散稳定性。

STEPSPERSE 61还展示了分散工业级碳黑时的优异性能，具

有卓越的研磨效率、黑色度和与树脂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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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身涂层为汽车提供了保护作用以及装饰

性，其中最不可或缺的性能之一就是抗石击

性。汽车在行驶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被飞溅起

的沙石击打，抗石击性提供给涂层抵御这类外

力的能力，以达到保护车身的效果，抗石击测试则正是模拟

这一现实情况。抗石击性较差的涂层在受到石击后，会损失

外观装饰效果，同时可能还会有底材金属被腐蚀的风险1。低

温抗石击测试是在零下低温条件下进行的，低温会使涂层变

脆，柔韧性下降，抗石击能力下降，因此相较于常温抗石击

测试，低温抗石击测试更为苛刻。

汽车车身涂层主要分为四层，底漆(电泳漆)层、中涂(中

涂底漆)层、色漆层、清漆层，不同涂层提供给车身不同的性

能，如图1。中涂层介于底漆和色漆之间，一方面为色漆与清

漆提供更平整的基底，这样有利于整个涂层的鲜映性和丰满

度;另一方面提供良好的机械性能与抗石击性2。近年来，出

于环境友好和职业健康等因素，汽车涂料行业对VOC(vola-

tile organic compounds)进行严格控制，因此水性化程度与

日俱增3。对于中涂层而言，目前较为流行的体系为水性聚酯

树脂 & 三聚氰胺树脂，将之前的溶剂型体系慢慢淘汰。水性

聚氨酯(WPU)因其优异的柔韧性，以及低温机械性能，常被

用于进一步提升中涂层的抗石击性。

汽
本文测试了采用不同WPU的中涂层在传统 3C2B 工艺下

涂装的汽车车身涂层的低温抗石击性能。本文通过对不同 

WPU的涂膜拉伸测试，玻璃化转变温度测试，以及低温耐弯

折测试，进一步研究了造成上述不同材料性能差异的原因，

并探究了WPU软段的选择及含量对低温抗石击性能的影响。

实验部分
2.1 WPU的原料及合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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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醚(PET):工业级，Covestro;聚酯(PES):工业级，

      作者 覃元昊，刘庆兰，陆维熙 和 李金旗，科思创（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图 1     车身涂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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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stro;聚碳酸酯(PC):Covestro;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 

(HDI)、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IPDI):工业级，Coves-

tro;AAS:工业级，乙二胺基乙磺酸钠，DOW;EDA，工业

级，乙二胺，BA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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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一定计量的软段原料于氮气保护装置的四口烧瓶

中，将温度升至110°C，在100mbar左右的真空条件下进行脱

水处理，1h。降温至70°C以下加入 HDI 和 IPDI ，进行充

分搅拌。升温至80-100°C，反应至体系剩余NCO值达到理论

计算值，得到聚氨酯预聚体。加入一定量丙酮调节体系粘

度。配置AAS/EDA/水溶液，高速剪切下加入，再加入一定

量水，使体系完全乳化。在真空条件下蒸出丙酮，制得固含

量约为50%的WPU乳液。

本实验共合成了4个乳液，如表1，包括了2个基于聚醚结

构的PET-WPU-1/PET-WPU-2，以及1个基于聚酯结构的 

PES-WPU，和1个基于聚碳酸酯结构的PC-WPU。为了比较

不同软段原料及含量对低温抗石击性能的影响，因此除了软

段原料及含量以外，其余的合成配方均保持一致。

依据此前实验论证以及文献报道1，中涂层中的WPU对于

汽车车身涂层的抗石击性起到主导作用，因此本文将不再讨

论色漆层与清漆层以及其与中涂层之间的互相作用对最终结

表 2     中涂配方

表 1     不同合成 WPU 软段的理论计算值。

*软段含量由软段原料与 WPU 乳液的质量比计算得到



图 2     传统 3C2B 工艺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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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影响。表2展示了对低温抗石击性能起到主导作用的中涂

层的配方;色漆是基于氨基树脂，水性聚氨酯，颜料等组分的

配方;清漆是基于溶剂型羟基丙烯酸酯树脂，异氰酸酯固化剂

等组分的配方。

本文中采用的是目前传统的3C2B涂装工艺，如图2，即

在喷涂完中涂层后需要进行高温烘烤固化，色漆喷涂完后进

行低温预烘烤，最后再和清漆一起高温烘烤固化4。工艺中的

其他参数:中涂层喷涂粘度为400-800mPa.s，厚度为20-30μ

m;色漆层喷涂粘度为400-800mPa.s，厚度为10-15μm;清

漆层喷涂粘度为50-200mPa.s，厚度为35-45μm;高温烘烤

条件为140°C，30分钟;低温预烘烤条件为80°C，3分钟。有别

于目前更为精简的3C1B涂装工艺，本研究所采用的传统3C2B

工艺有更多的高温烘烤，能够使涂料中的反应组分在高温下

更完全地反应，减少因未完全干燥而导致的层与层之间咬

底、串层等现象，尽可能避免涂装工艺或其他因素对最终测

试结果的影响。

2.3 主要仪器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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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石击仪，SUGA JA-400。

设备设置测试条件为，温度:-2 0°C，石击压力:

0.5MPa，石击材料:250g钢砂。

将样板放置在石击仪的固定位置，把石击材料倒入发射

仓内并打开气阀，开始石击操作。测试结束后取出样板，并

用胶带清除表面多余的杂质。之后对各样板的破坏程度进行

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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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仪，ZWICK。

用500μm的湿膜制备器匀速将WPU乳液刮在HDPE板

上，放入50°C的烘箱，1h，至涂膜完全干燥。待其恢复至常

温后用少量滑石粉涂抹在WPU干膜上，将其取下。参照 

GB/T 528-20095，将WPU干膜裁成哑铃状，待测试用。

设备设置测试条件为，拉伸速率:200mm/min，初始距

离:3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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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耐弯折仪，高铁精密仪器。

BYK348，BYK;Bayhydur BL 水性固化剂，Covestro;

丙二醇，凌峰;PTF 增稠剂，Rohm Haas;TEGO Foamex 

825，赢创;Borchi Gel L75N，Borchers。

以一定配比将上述原料与WPU混合，将混合物刮在黑色

尼龙布上，常温干燥72h。将干燥后的材料夹在弯折实验仪的

夹具上，温度设置为-20°C并开启测试，这一温度设置与低 

温抗石击测试的温度一致，目的也是为了找 到二者之间的相

关性。经过一定次数的弯折后，若涂层开裂则停止测试，并

记录相应弯折次数，实验以5万次作为一个等级。

配方中WPU的质量占比超过95%，因此最终涂层的耐

弯折性能是由WPU起到主导作用，配方中其他组分对最

终 WPU对比实验结果没有影响。水性固化剂，在配方中

的质量占比约为3%，加入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整体涂层的强

度，也是为了让不同的WPU对比样品能够在-20°C测试

条件下达到最低的评判标准，但其对个体WPU的性能没

有选择性。

图 3     PET-WPU-1 样板的低温抗石击结果。

图 4     PET-WPU-2 样板的低温抗石击结果。



图 7     不同 WPU 干膜的拉伸测试对比。

表 3     PC-WPU 样板的低温抗石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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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3.1 低温抗石击性能结果以及软段原料的选择&含量的影响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6 及SAE(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7都对

抗石击性能的测试标准进行了规定，通常是通过对比标准特

性值图像，对被测试涂层在石击测试后的破坏程度和破坏形

状来评级。通常认为，涂层上的深色部分是在测试中被石击

能量击穿的位置，因此本文通过 Image J 对图像进行灰度阈

值的调整，筛选出图中深色面积，得到与整个图像的比值，

即被击穿面积比。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消除人为的评判误差8，

更量化地对比不同材料的性能。如图3、4、5、6，研究对基

于不同WPU的汽车车身涂层都进行了三次测试验证，从数据

可以发现，三次测试中的被击穿面积比非常接近，如表3，这

也说明了本次实验的系统误差较小，本文之后将重点讨论各

个样品的平均被击穿面积比。本实验中，PET-WPU-1 在四

个WPU中在低温 抗石击性能的表现最优异，且对于低温抗石

击性能有以下排序:PET-WPU- 1>PET-WPU- 2 

>PES-WPU>PC-WPU。

3.2 机理研究

������୩ଶӨෙᳩሲ

图7中展示了上述合成的4个WPU干膜在拉伸测试中的表

现。实验中对于每个WPU干膜进行了4-6次的重复实验，图7

也标注了每个WPU拉伸强度及断裂伸长率的标准误差值，本

文此后将重点关注平均值。对比PET-WPU-1的数据，

PET-WPU-2虽在拉伸强度上有略微上升，但其断裂伸长率

大幅下降，这一结果主要由于PET-WPU-2的软段含量较

低，硬段比例相应增加。虽然PET-WPU-2与PET-WPU-1 

采用的软段原料一致，但涂膜整体比PET-WPU-1在刚性上

略有提升，同时不可避免地在柔韧性上更差。PES-WPU与 

PC-WPU虽然也有与PET-WPU接近的拉伸强度，但它们在

断裂伸长率上比上述2个PET-WPU更低，主要也是源于聚酯

和聚碳酸酯链段较强的刚性以及较差的柔韧性。因此，通过

拉伸测试对比可以发现，拥有较好拉伸强 度以及优异断裂伸

长率的WPU在低温抗石击性上更出色。徐宗器9提到了，拥有

较大拉伸强度和较大断裂伸长率的涂膜，拥有在高冲击下的

图 5     PES-WPU 样板的低温抗石击结果。

图 6     PC-WPU 样板的低温抗石击结果。



WWW.PCIMAGCN.COM2021 7年 月 ·34

低温抗石击汽车车身涂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韧性或对断裂的抵抗能力。

参考GB/T 3903.1-200810，低温耐弯折测试，通常用于

表征纺织品涂层在低温下对抗挠曲的性能，在本文中被作为

表征不同WPU在低温下柔韧性的手段。表4展示了不同WPU 

在低温耐弯折性能上的对比。基于PET-WPU- 1和 

PET-WPU-2的汽车车身涂层在-20°C的条件下能够完成 

15-2 0万次及10-1 5万次的弯折，好于PES-WPU与 

PC-WPU的水平。对比PET-WPU-1的数据，PET-WPU-2 

通过的耐弯折次数相对较少，这主要也是由于PET-WPU-2 

更高的硬段含量使其更易在低温下发脆，导致涂膜在外力作

用下开裂。这一趋势与低温抗石击测试以及拉伸测试的趋势

吻合，因此这一关联性也使得涂料原材料供应商或涂料厂商

在挑选用于提升低温抗石击性的WPU时可以参考其在低温耐

弯折测试中得表现。

如表5，PET-WPU-1由于其较柔软的软段原料以及较

高的软段含量，在4个WPU中拥有最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

这一结果也能够解释不论在低温抗石击测试中还是在低温耐

弯折测试中，PET-WPU-1的链段处于更具有弹性的粘弹

态，在收到外力作用时，链段具有更高的储能模量用以抵御

外力。而其他的WPU虽也在粘弹态，但在-20°C的测试条件

下都更接近其玻璃化转变点，因此链段的活跃程度较低，更

容易在外力作用下被破坏。更低的玻璃化转变温度使得

WPU能够在低温下拥有与常温下接近的拉伸性能，而拥有

较高玻璃化转变温度的WPU，在低温下柔韧性可能会有较

明显的下降。

结论
本文为提升汽车车身涂层的低温抗石击性能，研究了在

涂层中对抗石击性能起到主导作用的中涂层WPU，其合成配

方中的软段原料选择以及软段含量对汽车车身涂层的性能影

响。结果表明:对比采用PC和PES作为软段的WPU，选择 

PET的WPU，且拥有更高软段含量的WPU，在低温抗石击性

上更为优异。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对WPU胶膜的拉伸强度，断

裂伸长率以及WPU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进行解释。另外，用于

表征低温柔韧性的低温耐弯折测试结果也能证明这一结论，

这也为汽车行业中选择用于改善低温抗石击性能的WPU提供

了进一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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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
高效、可持续地配制颜色

得准确的颜色，对油漆和涂料的使用至关重

要。理想情况下，您的目标颜色可以高效准

确地实现，以确保让客户满意。随着消费者

对可持续实践需求的不断增加，以及各种环

境法规的实施，人们开始关注在不牺牲产品质量或速度的

前提下进行可持续创新的必要。及时满足客户的期望仍然

是终极目标。

常见的颜色配制挑战
管理颜色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可能是一个乏味、耗

时的过程。在制定颜色时，人们可能会遇到许多共同的挑

战，特别是在没有使用正确的颜色管理工具的情况下

您是否曾收到过这样一条信息，告诉您在尝试配制一种

颜色时没有可用的配方?发生此错误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您可

能无法使用所选择的色浆生成精确匹配的配方。收到此消息

后，您在试图解决错误时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包括确定哪

种色浆组合才是有效的，选择正确的色浆去添加，并了解是

否真的需要选择您库中的每种色浆。

能够绘制色域的软件，我们在Datacolor中将其专门称之

获
为色域映射，可以帮助提供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并加快决

策过程。色域是颜色空间中可以匹配颜色的部分，它由色浆

中的颜料定义。它提供了覆盖的颜色空间、未覆盖的颜色空

间以及匹配功能的视觉表示。

例如，如果您试图匹配一个黄色目标，并收到令人沮丧

的配方与色浆选择错误信息，色域映射可能是答案。使用色

域映射，您将事先知道黄色目标无法实现，从而允许您快速

调整所选色浆，以确定哪个组合将产生匹配。这提供了一个

显著的优势，因为它有助于减少运行多个配方组合的试错过

程。

精简工艺和削减成本
传统上，要获得正确的颜色需要大量的颜色校正与物理

样本，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除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外，

手动调色和校正还会阻碍生产效率，使盈利减少。有了色彩

匹配软件，您可以通过减少手动匹配需求和提高首次配色率

来显著减少生成准确颜色所需的时间，从而减少您花在颜色

配制上的时间。

色域映射可以帮助您立即知道，您选定的色浆是否可以

      作者 Jason Loehr，全球产品经理，Datacolor公司，新泽西州，Lawrence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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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制出您所要的目标颜色。“完美”匹配可能需要多种不同

的色浆和颜料的不同组合，所有这些都可能很快增加生产成

本。使用色域映射软件，您可以确定一个近乎完美的匹配，

它仍然在您的客户可接受的公差范围内，并可以实现使用成

本更低的颜料。这有助于减少在公差范围内实现匹配所需的

原材料数量，同时还可能降低生产成本。

使颜色配制具可持续性
随着政府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监管不断加强，某些色浆

和颜料被视为对环境有害，正在积极地禁止它们在涂料中的

使用。此外，世界发生的变化，包括新冠疫情的影响，正在

使某些色浆和颜料的供应更加稀少，因而更加昂贵，这也迫

使许多人在重新考虑自己的相关配方。色域映射可以帮助配

方师调整配方，以不使用这些色浆和颜料，控制成本，确保

供应，同时也保持所需的正确的颜色匹配。

有时，对原材料的限制会影响到底漆。对底漆所做的每

一次更改都会影响到品牌或制造商颜色库中的每一个相应的

颜色配方，这可能需要数十万次的重新计算。数字色彩管理

软件可以自动化这一过程，在每次需要调整底漆时，节省大

量的时间和资源。

使用颜色配方软件也可以帮助消除或显著减少对物理样

品的需要。有了这种技术，公司可以在屏幕上立即知道所选

定的颜料是否匹配。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少的物理匹配样本

需求会导致更少的浪费，并节省时间和金钱，这不仅因为产

生的样本更少，还因为结果的即时数字通信，它消除了大量

的全球运输费用。

拥抱数字化工作流程
一个全面的数字色彩管理策略，包括色域映射和其他环

保功能，可使色彩的制定更快，更容易和更可持续性。只有

在具备适当的软件、硬件、流程和协议的情况下，作为全数

字色彩管理工作流程的一部分，颜色配方才能真正实现成功

和高效。

这对颜料和分散剂公司而言非常重要，尤其是颜色可以

来自世界任何地方的大型公司，能够在多个地点无缝地传递

颜色数据——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由于疫情的影

响，许多油漆和涂料行业的工人仍在家中继续工作。如果没

有数字色彩管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数字色彩管理可以让

公司开发精确的色彩配方，并将它们随时传输到世界任何地

方的制造地点。这也导致了更快的批准和更好的质量控制。

数字色彩管理解决方案，除了简化跨多个地点的色彩传

递批准外，还简化了关键决策。色彩管理软件能从以前的错

误中学习，并帮助识别过程改进领域。在工作流程中实施数

字色彩管理解决方案应该是油漆和涂料行业的专业人士无需

思考的问题。

色彩管理是一项挑战，但有了一个全面的数字色彩管理系

统，就有可能快速、可持续和低成本地实现准确的色彩配制。

了解本文的更多信息，请发e-Mail至marketing@datacolor.com或

访问网站www.datacol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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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热固性聚合物，双酚A组分中的芳香基团均匀分布在整个结

构中。在比较性能和相对成本时，它们是可用的最佳材料之

一，这反过来又导致环氧树脂成为许多高性能聚合物应用的

首选材料。只是，它们较差的紫外线稳定性的缺点，使他们

无法占据更大的优势地位。

环氧树脂可以与一系列不同的固化剂反应，而一种特定

的树脂和固化剂的组合通常被称为一个体系。图2显示了典型

氧树脂作为高性能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

和金属涂料中，具有耐化学性、附着力、耐

腐蚀性、机械强度以及某些情况下的高柔韧

性等综合性能。图1说明了这些良好的性能如

何与树脂的化学结构直接相关的，该结构通常以双酚A二缩

水甘油醚（BADGE）的形式存在。BADGE由双酚A和环氧

氯丙烷反应而成，当与适当的固化剂进一步反应时，最终形

环

金属涂料用水性环氧树
脂技术
     作者 Daniel Suckley博士，Aditya Birla化工（泰国）有限公司，先进材料部，印度孟买

图 1     双酚A二缩水甘油醚(BADGE)环氧树脂的化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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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标准环氧树脂的反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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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脂分子中的两个不同反应点，即端环氧环和侧羟基。这

两种官能团都可以在常温或高温下反应，因此可以从大多数

市售环氧树脂中制备单组分和双组分固化体系。对于单组分

体系，树脂和固化剂可以在实际应用之前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因为该体系在室温下要么根本不反应，要么反应非常缓

慢。应用这些单组分体系后，加热时，固化反应会发生得更

快，最终形成聚合物。对于双组分环氧树脂体系，树脂和固

化剂必须分开，直到在应用前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

形成最终聚合物的化学反应。因此，涂抹器在混合树脂和固

化剂后有一个有限的时间段来进行涂施，直到体系的分子量

增长过高而无法再使用。这段时间通常被称为活化期，双组

分环氧体系通常通过添加颜料、填料、添加剂等进行进一步

配制，用于涂料和其他民用应用。

本文主要讨论环氧树脂的涂料应用，由于其本质，大多

数聚合物涂料应用都要求将树脂作为成膜物质涂施到另一种

材料基材上。对于以液体形式涂覆的涂层，粘度必须相对较

低，以便在基材表面获得成膜的一致性。对于环境固化的双

组分环氧树脂体系，低粘度通常是通过将树脂和固化剂单体

溶解到一种溶剂中来实现的，这种溶剂在涂覆后会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蒸发，从而使液态薄膜转化为固体漆膜。图3给出了

在应用液体涂层的成膜机理期间发生的主要阶段的概述。对

于液态环氧体系，将溶解或分散在液体中的混合树脂和固化

剂涂覆在基材上。溶剂逐渐蒸发，迫使单体靠近。当大部分

溶剂离开体系时，生长的聚合物链开始相互缠绕，单体开始

聚结在一起。溶剂完全离开涂层后，固化反应在固态漆膜中

继续进行，从而形成高分子量的热固性聚合物。

在此过程中，使用的溶剂被有效地排放到大气中，并被

归类为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因此在涂装过程中造成

一定程度的空气污染。过去的几十年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

关注导致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工业和市售涂料应用过程中允

许的排放量进行了限制。因此，这些限制使得许多行业逐渐

从传统的溶剂型涂料转向水性涂料。简单定义，水性涂料技

术是使用水作为液体涂料的主要载体介质，而不是有机溶

剂，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在应用过程中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含量，因为水不属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环氧树脂本质

上与水不相容，这是使其成为保护涂层特别是防腐涂层非常

有用的一个方面。如果用水代替有机溶剂，为了提供高性能

的涂料，无论是固化剂还是环氧树脂，单体结构的精心设计

都是至关重要的。液体涂料虽然是水性的，但当其完全干燥

和固化时，它必须具有与传统环氧基材料相同的高性能。一

种解决方案是以乳液形式提供环氧树脂，使环氧树脂位于由

连续水相包围的分散相内。与大多数乳液技术一样，分散相

是使用表面活性剂在高于特定浓度的水中形成胶束来形成

的。由于环氧树脂基基本上是与水分离的，因此无需对其化

学结构进行大幅度的改变，并且其化学结构基本与传统环氧

树脂相同。此外，水相乳液的两相性质使其能够作为相对低

粘度的液体存在。

然而，表面活性剂的使用，确实在最终干燥的涂层中形

成了性能方面的“薄弱环节”。由于表面活性剂要求其部分

化学结构与水相容，因此在最终的固体涂层中存在表面活性

剂将导致一定的水敏感性。此外，如果分子较小，它可以迁

移到涂层表面，导致涂层作为一个整体的水敏性增加，并影

响涂层间的附着力。为了抵消这种影响，本文中所描述的产

品采用了浓度最低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此外，表面活性剂

的结构包含活性环氧基团，允许表面活性剂与基础树脂一起

图 4     高性能水性环氧树脂的基本组成。�

图 3     液态涂层的成膜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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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并有效地将表面活性剂“锁定”在适当位置，防止其

迁移到涂层表面。如图4所示。

如前所述，乳液的两相性质意味着它们在固定固体水平

上的最终粘度与每个胶束中环氧树脂的分子量无关。因此，

有可能以相对较高的固体含量（>50%）但仍具有可用粘度的

形式，提供各种乳液形式的环氧树脂。与溶剂型技术不同，

溶剂型技术的溶液粘度会随着被溶解环氧树脂的分子量的增

加而显著增加。双组分室温固化水性环氧树脂体系一般分为

两大类：液体环氧树脂（100%固体）与水性固化剂；水性环

氧树脂与水性固化剂。当使用液体环氧树脂时，水性固化剂

主要有两个功能。作为固化剂，它与环氧树脂发生化学反

应，形成最终的聚合物。然而，它也起到乳化剂的作用，当

体系中的A和B部分混合在一起时，会形成一种均匀的乳液，

树脂和固化剂在胶束中一起反应，最终会在水分蒸发时聚结

并形成固体聚合物。当同时使用水性环氧树脂和水性固化剂

时，固化剂分子扩散到含有环氧的胶束中，允许反应并生成

最终聚合物。在这种情况下，环氧胶束应越小越好，以便在

最终涂层中实现完全固化。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两种可能

的最终结果。混合乳液可以最终分解，导致粘度显著增加，

也可以保持为稳定的乳液状，混合粘度可以保持相对不变。

第一种情况被描述为显示“活化期结束”的迹象。

在涂料应用中，与标准液体环氧树脂相比，通常优选具

有更高分子量且因此具有更高环氧当量（EEW）的环氧树

脂。它们增加的分子量为涂层应用提供了许多优势，特别是

更长的活化期和更快的干燥时间。这些差异如图5和图6所

示，它们分别显示了用液体环氧树脂（EEW=190克/当量）

和水性1型环氧树脂（EEW 475克/当量）固化的两种水性环

氧体系的活化期和干燥时间测量值。两种体系中所用的固化

剂相同。我们非常明显的观察到水性环氧树脂的活化期较

长，因为它的粘度上升非常缓慢，在最初的三个小时内几乎

保持不变。另一方面，液体环氧树脂的粘度在最初的30-40分

钟内迅速增加。因此，水性环氧树脂体系没有活化期结束的

指示，活化期是通过测量涂覆后干燥涂层的保光性来确定

的。在这种情况下，图4清楚地表明，光泽度在开始显著下降

之前保持了近三个小时，因此这个特定体系的可用活化期是

三小时。

图6显示了在涂料应用中使用高分子量环氧树脂的其他主

要优势。当你涂施一种液体涂料时，其中包含的单体本身已

经具有了更高的分子量，那么超高分子量聚合物就会更快地

形成，涂层的整体干燥时间也要快得多。图6显示了水性环氧

涂层的干燥时间不到液体环氧树脂涂层的一半，从而提供了

图 5    图中显示了使用相同固化剂固化的水性1型环氧乳液（wb环氧）和液体环氧树脂（yd 128）的粘度上升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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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用同一固化剂固化的水性1型环氧乳液（wb环氧）

和液体环氧树脂（yd 128）的干燥时间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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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的有利性能，如快速“表干”和更短的罩面时间。

双组分水性环氧树脂固化体系中使用的固化剂主要是基

于脂肪族或环脂肪族胺的，树脂和固化剂之间的相容性对涂

层性能有很大影响。对于所有的双组分体系，应以正确的混

合比来使用，并且应在使用前对两部分进行彻底混合。由于

A+B混合乳液最终决定了涂层的最终性能，因此固化剂中使

用的胺通常经过化学改性，使其可与环氧树脂更相容。改性

可以采取几种形式，包括与脂肪酸反应生成氨基胺或聚酰胺

胺，或与环氧树脂预反应生成环氧胺加合物。因此，加合物

的环氧部分将有助于提高树脂的相容性。

随着水性固化剂技术的发展，环氧胺加合物结构的设计

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分子与水、分子与环氧树脂之间需要较

好的相容性，但这是两种相反的力量。因此，高性能水性固

化剂将具有类似于表面活性剂的分子结构，因为它是由非常

亲水段、非常疏水段和一些部分亲水/疏水段组成的嵌段共聚

物，以允许分子与所有物质相容。亲水嵌段主要来自所使用

的胺（AM），而疏水部分则来自用于加合反应的纯环氧

（EP）。市面上还有许多其他的二环氧化合物，可用于分子

合成，以影响最终产品中的部分亲水性相互作用（HP）。整

体固化剂分子的一般描述如图7所示。

表1a和1b显示了用于本文防腐涂层的水性树脂和固化剂

产品的物理规格。Cetepox 484 R是一种1型环氧树脂水性乳

液，固体含量为53%，主要为水，外加少量甲氧基丙醇。作为

乳液，产品的粘度非常低，在25°C时低于1500厘泊，使其易

于加入颜料和填料，或开发可喷涂的水性涂料，而不会有太

低的固体含量。平均粒径也小于1.1微米，以允许固化剂在环

氧胶束内良好渗透和完全固化。Epotec THW 4510是一种基

于高分子量环氧胺加合物的水性固化剂，为60%固体含量的溶

液，不含溶剂。

表 1     （a）水性环氧树脂（Cetepox 484 R）和（b）

水性固化剂（Epotec THW 4510）的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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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基础体系（树脂和固化剂）的粘度状态和成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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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环氧涂料的研制
这些水性环氧树脂和固化剂在组合使用和用于各种涂层

应用时完全相容。树脂和固化剂中的最小溶剂含量使其可制

备具有极低VOC含量的涂料。当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混合在一

起时，便形成稳定均匀的乳液，其中固化剂分子可以穿透环

氧树脂乳液的胶束并开始聚合反应。链延伸和交联反应在胶

束内形成最终的热固性聚合物，但胶束结构没有被破坏，因

此该体系没有发现活化期结束的现象。如图8所示，该图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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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盐水浸泡后的试验数据和涂层外观。�

图 9     配方涂料在整个活化期的附着力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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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00小时盐雾暴露后涂层样板的外观（ASTM B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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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混合体系的粘度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在几个小时内几乎保

持不变，并且由于活化期没有明显结束，因此必须通过测量

涂料的其他特性来确定体系的实际可用活化期。不断增长的

热固性聚合物最终将达到足够高的分子量，使得在涂施液体

乳液后成膜性较差，从而导致最终涂层的外观问题，且保护

性能也非常糟糕。图8显示了在初始混合后，以透明膜的形式

随时间推移的成膜行为。从图片上可以明显看出，漆膜的透

明度在4小时左右开始下降，而且随着漆膜的干燥，浑浊也变

得更加明显。这表明涂层的成膜受到了限制，因此该体系的

活化期结束。

为了获得一种可行的防腐涂料，必须进一步制备基于

Cetepox 484 R和Epotec THW 4510的水性体系，以具有所

需的整体性能。这通常包括在树脂或固化剂组分中加入颜料

和填料。将其纳入树脂组分会更有利，因为其粘度较低，可

以掺入许多颜料和填料，而该部分的粘度也不会变得过高。

为避免施加过大的剪切力而影响水性环氧树脂的乳液稳定

性，我们首先制备了水性颜料分散体，并添加环氧树脂作为

最后的组分之一来调配A组分。水性体系的最佳配方是颜料体

积含量（PVC）在30-35%之间，通常使用磷酸锌基防腐蚀颜

料。附录A描述了用于生成本文其余部分中描述的性能数据的

公式。该配方本身的颜料体积含量为30%（按重量计），

VOC含量低于100克/升，并提供了附录B表格中所述的一系

列其他良好的涂料性能。

同样，为了绝对确定该涂料配方的活化期，有必要在A和

B部分初次混合后检查涂料的整体性能。图9显示了一个此类试

验的结果，其中测量了涂覆于低碳钢板上的完全配方涂层随时

间变化的附着力。如果涂层要表现出良好的保护性能，那么与

基材的强附着力是涂层必须具备的重要性能之一。图9显示了

按照标准方法ISO2409:1992进行的划线附着力试验的结果。该

图显示即使在4小时后，涂层的附着力仍然没有损失。

性能测试
这种涂层的主要用途是对金属基材进行防腐，通常用耐

盐雾实验来评估其性能好坏，盐雾室为评估涂层试板提供了

加速腐蚀条件。图10显示了在干膜厚度为50微米的情况下，

涂有附录A中所述水性涂层的低碳钢板的外观。根据ASTM 

B117-16和ISO 9227:2006标准，我们对这些样板进行了2000

小时的盐雾暴露，两张图片分别显示了从盐雾室中取出后的

完整涂层样板（表面轻微清理）和故意移除划线标记周围涂

层的样板。暴露后，根据涂层表面上的起泡、从划线标记中

心开始的锈蚀蠕变，以及去除涂层后金属表面的锈蚀程度对

样板进行了评估。图10显示了从划线中心开始的蠕变长度不

超过0.5毫米，涂层表面和涂层下外露金属上的起泡最小。盐

雾暴露后的附着力测试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附着力未

发生损失，因此确定，即使在相对较低的膜厚时，该配方也

是一种高性能的防腐涂料。

由于水性防腐涂料在船舶集装箱防护等海洋环境中的应

用日益增多，另一个重要且常见的性能测试是耐盐水试验。

这包括将涂层样板浸入到5%的氯化钠水溶液中。将样板拿出

后，其评估方式与盐雾暴露类似。图11显示了经过168小时盐

水浸泡后涂层样板的数据和外观。与盐雾暴露结果一样，涂

层显示没有起泡，从划线中心的锈蚀蠕变很小，且涂层附着

力未受到浸泡的影响。

多年来，防腐涂料的主要技术一直是双组分溶剂型环氧

涂料。环氧部分通常基于溶解在溶剂中的1型固体环氧树脂，

固化剂部分通常基于聚酰胺胺。图12比较了两种技术在相同

加速老化条件下耐腐蚀测试时的涂层样板外观。对于这两种

样板，涂层表面完全没有起泡现象，附着力也都没有降低。

从金属样板上划线区域中心开始的锈迹长度也大致相同，溶

剂型样板上有些局部区域超过了1mm。溶剂型涂料的实际配

方如附录C所示。因此，当考虑到总体数据时，可以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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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00小时盐雾暴露（ASTM B117）后，水性涂层样板和溶剂基涂层样板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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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双组分水性防腐涂料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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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A中配方涂层主要性能的总结。�

论，这种水性技术在防腐应用中可以提供与标准溶剂型涂料

相同的性能。

总结
水性环氧树脂和固化剂已开发出来，可作为一种体系一

起使用，以提供低VOC含量的防腐涂料，每升不超过100克。

环氧树脂是一种分子量较高的乳液，它能生产出具有更长活

化期、干燥时间更快的涂料，特别是与液体环氧树脂涂层相

比更为明显。树脂和固化剂组合不提供活化期结束指示，但

在初始混合后，仍可以作为透明涂层使用3小时，作为完全配

制的涂层，最多可达4小时，且性能无损失。该体系可与PVC

中间体配合，在30-35%范围内，即使在较低膜厚下也能提供

较高的耐腐蚀性能。耐盐雾超过2000小时，不会对涂层造成

任何不利影响或显著的性能损失，并将其与典型的溶剂型环

氧涂料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水性金属涂层与典型溶剂型

环氧涂层相比，无显著差异。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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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特朗普政府下，

美国环保署（EPA）如何削弱法规和执法的头

条新闻，但VOC合规仍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2019年，在一次检查中发现芝加哥地区的一家

公司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超标后，美国环保署对该制造商

处以了14万美元的罚款（并要求安装昂贵的监测设备），加

州的一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污染源被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处

以19.95万美元的罚款。

显然，VOC污染会对制造商的费用和环境造成严重后

果。幸运的是，它也相对容易遵守。

企业减少VOC排放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使用高固体分涂

料。让我们快速地了解一下VOC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以

及为什么高固体分涂料能有效减少VOC的排放。

何谓VOCs？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是一种在室温下形成气体的

化合物，通常能参加大气光化学反应，在暴露阳光下后产

生，能与氮氧化物反应形成烟雾和臭氧。高浓度的VOCs对人

体有毒，会刺激眼睛和呼吸道，引发头痛、恶心、头晕，甚

至记忆力受损等现象。有些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会导致动物致

癌，对人类也有同样的作用。

VOCs从何而来？它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包括汽车尾气、

加油站、印刷厂和各种家用化学品等等。但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的两大主要来源是油漆和工业涂料。

由于这些原因，EPA已经对制造商施加了压力，要求企

业将VOC的排放量控制在特定水平以下。

VOC合规性和处罚的混乱世界
美国环保署毫不避讳地用罚款来惩处VOC污染者。他们

在征收罚款方面也有很大的余地；如果EPA发现违规行为，

他们可以对每项违规行为每天处以最高3.25万美元的罚款，

外加“公司因违规行为而获得的任何经济利益”。

监管环境也可能令人困惑。在高层上，既有联邦政府的

授权，也有州政府的授权。加州、马里兰州和康涅狄格州等

使用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标准低于联邦标准，因此这些州的

企业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

更复杂的是，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VOC标准。仅汽车行

业就有六个不同的指导方针，这取决于你是在研究表面涂

层、装配涂层还是各种表面修补技术。当某些污染物被“除

名”时，针对特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规则可能会改变，就

像最近甲乙酮的情况一样。

归根结底，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足

以令人感到困惑，您应该确保公司有人能了解环保署的标

准，或咨询工业涂料的专业人士。

那么，个人能做些什么来减少或消除VOC的排放呢？最

简单的解决办法是使用低VOC的涂料，如100%固体分的环氧

涂料。

尽

高固含环氧树脂：
EPA VOC法规的解决方案

作者 Tommy O’Shaughnessy，企业所有者，CDN涂料公司，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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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高固体分涂料？
传统的涂料是一种低固体分涂料，这意味着其中很大一

部分是由溶剂组成的。这些溶剂的唯一用途是充当实际涂层

的介质，或“粘合剂”。然而，当低固体分涂层干燥时，溶

剂蒸发，挥发后的溶剂就变成了VOC。

高固体分涂料一般用很少或几乎不用溶剂，以及更多的

粘合剂、颜料或实际原材料制成的。由于蒸发溶剂较少或根

本没有溶剂，高固体分涂料在干燥时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要少得多。

与低固体分涂料相比，高固体分涂料涂施后的蒸发量要

小得多，因此使用更少的涂料就可以获得理想的涂覆范围。

高固体分涂料的粘合剂含量也高，因此具有覆盖更大表面积

的优点。

固体分环氧涂料的考虑
低固含涂层和高固含涂层之间的差异在于程度；低固体

分涂层或多或少是高固体分涂层的稀释版本。100%固含的涂

料也可以有不同的化学组成，但工业环境中最常用的是环氧

涂料。

环氧树脂本质上是液体塑料，可以通过化学反应转变成

固体。环氧树脂一开始是两个独立的组成---树脂和固化

剂。当你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时，它们会以化学方式结合在一

起，形成一种强塑料材料。

这种材料非常坚固，具有耐用，耐热和耐化学性，孔隙

率低，从液体到固体的转变过程中具有极强的粘合性。这些

特性使环氧成为了一种高质量的涂料。

最重要的是，由于VOC法规的合规性，现在市场上有许

多100%固含的环氧涂料配方。

环氧涂料的利弊
与其他工业涂料相比，环氧树脂具有一些无可比拟的优

点，但也有一些缺点。

优点

• ฃԭᖌಷғ环氧涂层表面光滑、坚硬，易于清洁，且由

于它非常坚硬，所以也十分耐污。

• ࣙ ғ环氧涂层很坚固，所以在与其他物体碰ڋಯ٫̵ࢴ

撞时不会开裂或裂开。

• ᘔᚣᡴғ许多涂层在长时间的放置在户外时会进行分解

或腐蚀。而环氧涂层几乎不受风、雨、热和冷等因素的影

响。

• ᘔ۸ғ在经常使用强化学清洁剂的环境中，大多数

涂层会因接触这些化学物质而磨损。环氧涂层可以抵抗这些

化学物质的暴露。

• ṛތࢴᰁڞғ环氧树脂配方可高达100%的固含量。

缺点

• 成本：环氧树脂通常比其他选择更昂贵，尤其是100%

的固体分。

• 它们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环氧树脂几乎与所有表面都

能很好地结合——前提是该表面已被清洁和处理好了。如果

未能处理好该表面，它将无法形成一个强大的粘接，从而影

响涂层性能。

• 它们的优点与应用环境有关：使用环氧涂料的两个最大

的优点是，它们可以迅速干燥，且只需要一次涂覆。但这些

优势并不能总是奏效。

高固体分环氧树脂涂料的应用

在许多工业环境中，环氧涂料是不可或缺的。

餐饮服务设施
还记得我们提到过环氧涂料易于清洁，且很耐清洁剂

吗？食品服务设施，需要不断地进行清洁和消毒，他们的许

多工作区域都使用环氧涂料。高固体分环氧涂料还可以减少

溶剂的气味，因此它们是厨房的理想选择。

地坪

没有什么表面比地板的摩擦次数更多的了，环氧树脂可

以提供一个优秀的地坪涂层---即使在重型设施，如工厂这

样的地方。它们在家庭环境中也很受欢迎；环氧涂料是美国

最流行的车库地坪涂料之一。

海洋

环氧涂料即使在水下也能提供很好的附着力性能，通常

用于船体涂料和船舶维修。然而，一些常用的电气防腐蚀体

系可能会干扰环氧树脂与钢船体的粘接，因此，如果您正在

考虑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环氧涂料，请注意该问题。

根据美国环保署的规定，他们的VOC法规适用于任何每

年VOC排放总量超过25吨，或所有车辆每天排放20磅的场

所。换句话说，您的船舶涂料体系需要尽量减少船队内所有

船只的VOC排放量的输出。高固体分环氧树脂具有防污、耐

化学腐蚀和耐高温的性能，适用于船舶上的各种应用（如甲

板、船体、货舱等）。

当您在严格的VOC标准下工作时
100%固含的环氧涂料几乎不释放VOC，所以无论您是担

心EPA罚款，或只是有环保意识，高固含环氧涂料都是您最

好的选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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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国政府已经实施了环境法规，以减少工

业过程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的排

放。例如，根据欧洲溶剂行业集团的数据，

自1990年以来，欧盟的VOC排放总量已减少

了60%以上。

背景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从使用有机化学品（如溶剂）的工

业活动，以及燃烧有机材料和燃料的发动机和焚烧炉中释放

出来的。这两种类型的应用都需要类似的监测设备，但本文

将重点介绍涉及到溶剂使用的应用领域。

溶剂广泛应用于化学工业，以及清洁和产品和机械的去

油污，或溶解、稀释和分散涂料、粘合剂、油漆和油墨等。

溶剂在室温下很容易蒸发，在工作场所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

患，因此通常会将其排放到远离工人的地方，而且这些气体

在排放之前往往需要进行减排处理。

必须尽量减少溶剂的排放，因为它们会对环境造成影

响，其中包括臭氧的形成，臭氧是光化学烟雾的组成部

分。在地面上，当VOCs与氮氧化物（NOx）在阳光下发生

反应时，就会产生臭氧。臭氧对人类既有急性影响，也有

慢性影响；会对呼吸、心血管和中枢神经系统，以及生殖

健康造成危害。地面臭氧也会对植被和敏感的生态系统产

生有害影响。

在大多数国家，对有可能释放VOCs的监管工艺的排放发

放了包括总有机碳（TOC）排放限值在内的许可证。TOC测

量的标准参考方法是使用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在某些

情况下，监测活动可能需要区分有毒VOCs或区分甲烷和非甲

烷VOCs。

欧洲VOC溶剂排放指令（SED）
根据SED，如果减排后的平均总有机碳排放量超过10 

kg/小时，监管机构就需要持续监测。如果监管机构认为有必

要证明其符合VOC排放限值，也需要进行连续监测。如果不

需要连续监测，法规则要求进行定期测量。对于VOC的定期

测量，每次测量过程中必须至少获得三个读数。在符合排放

限值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可以考虑降低监测频率要求。然

世

监控溶剂排放以确保
合规性

作者 Stephane Canadas，营销经理，Signal Group有限公司，英国，Sur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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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例如在作为新的或实质性改变活动的一部分，或在排放

水平接近排放浓度限值的情况下，监测频率应该增加。

显然，VOC监测，无论是连续的还是定期的，都在证明

合规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Signal公司的客户也使用FID来

衡量缓解措施的效果、检查减碳设备的性能、用于过程控

制，并调查扩散排放情况。

减少美国的VOC排放
在美国，《清洁空气法》是一项联邦法律，用于管理固

定和移动污染源的空气排放。该法案授权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制定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以保护公

众健康并规范有害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因此，美国环保署公

布了一份有害空气污染物清单，其中许多都是VOCs。

VOCs可能导致NAAQS不达标，或可能对某一个地区的

达标状况产生不利影响。环境保护署通过执法解决了严重的

违法行为，实现了可测量的污染物减少，并改善了空气质

量。通过与州和部落当局的合作，EPA进行了多次联合检查

和联合执法行动，显著减少了VOC的排放，特别是在石油和

天然气行业。

在美国，方法25适用于测定固定排放源中的VOCs（以气

态非甲烷有机物（TGNMO）为总量计量，报告为碳）的测

定。该方法称：如果事先了解气体流动的特性，并知道检测

器对气流中的有机化合物有可预测的反应，那么用火焰离子

化检测器（FID）分析仪直接测量流出物可能是合适的。如果

存在甲烷（CH4），当然也会被测量。

FID可在以下任何限制条件下使用：

· 已知只存在一种化合物；

· 当有机化合物仅由氢和碳组成时；

· 已知或可确定化合物的相对百分比，且已知化合物

的FID响应；

· 排放控制前后存在一致的化合物混合物，且仅需评

估相对浓度；或

· FID可以根据排放的化合物的质量标准进行校准(例

如，溶剂排放)。

直接使用FID的另一个例子是作为筛选方法。如果有足够

的信息可提供对分析仪准确度的粗略估计，那么FID分析仪可

用于测定非特征气流中的VOC含量。由于有足够的缓冲区对

可能的不准确度进行解释，直接使用FID可以成为获得所需结

果的一种有用的工具，而无需昂贵的精确测定。”

或者，方法25A适用于主要由烷烃、烯烃和/或芳烃组成

的气态有机物总浓度的测定。浓度以丙烷（或其他适当的有

机标定气体）或碳表示。同样，该方法规定采集加热的气体

样品，并将其传至火焰电离分析仪。

VOC监测
如上所述，监管机构要求的监测水平取决于经营商VOC

排放的规模，排放较大的企业需要持续监测，排放较低的则

需要不连续监测。因此，Signal Group开发了一种VOC分析

仪以满足这两个要求：用于定期测量的便携式加热FID（Sig-

nal MiniFID 3010）和用于永久性安装的连续加热FID（太阳

能）。

连续加热FID太阳能分析仪可以很容易地安装在一个19英

寸的机架柜中，用于室内或室外安装。分析仪有一个嵌入式

微处理器，当接收到来自可拆卸平板电脑的指令时，或从带

有Signal S4i软件的远程安装中收到命令时，该微处理器就会

自动启动分析仪。该命令设置了一系列的分析仪操作，可使

分析仪准备取样，并向仪器内部数据记录器报告校准读数。

使用可拆卸的平板电脑，用户可以在离分析仪50米远的

地方无线管理分析仪。此外，通过网络远程连接S4i软件，分

析仪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操作。这种可远程访问还意味着Signal

售后团队可以监控警报，进行远程校准，甚至在必要时进行

故障排除。

便携式加热型FID MiniFID 3010适用于多种应用：

· 在许可证要求不连续测量时进行合规性监测;

· CEMS校准；

· CEMS的临时备份；

· 检查减排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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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逸气体排放调查；

· 流程优化。

与市场上大多数其他“便携式”FID相比，MiniFID 

3010是一种坚固耐用的便携式现场使用仪器。MiniFID 3010

配有一个可选的内部数据记录器（和记忆棒）、样品泵、入

口过滤器、加热管路控制器和可拆卸的气瓶固定架，非常适

合在难以接近的管道和烟囱上使用。分析仪的可拆卸瓶架可

容纳燃烧器气体和校准气体，零级空气发生器配有一个背景

碳氢化合物净化器。

框架由轻质铝制成，仪器配有吊耳和舒适的肩带。便携

式FID通常需要使用扩展的电源线，因此MiniFID能够在没有

耗电的微处理器的情况下运行（购买时指定110VAC或

220VAC）。加热线（可选5米或10米）由分析仪侧面的插座

供电，这有助于减少所需的布线量。加热管线配有不锈钢烧

结过滤器探头，用于插入烟囱或管道。

仪器操作简单：

· 接通电源，等待温度联锁装置达到设定温度。

· 打开气体，按下“点火”开关。

· 等待读数稳定，选择“零”气体并调整刻度盘，使

分析仪显示屏上的读数为零。

· 选择“量距”并调整量距刻度盘以读取标定气体的

值。

· 选择“样品”，分析仪将开始通过加热管路绘制样

品气体。

· 等待几分钟，让样品气体到达分析仪，仪器将开始

显示读数，这些读数可能会记录到记忆棒中，以便以后检查

和报告。

许多MiniFID 3010用户是工艺操作人员，但更多的用户

是提供监测服务的环境顾问或测试机构。这是因为测试仪需

要坚固、可靠且可用于现场操作。

总结
FID分析仪是各种溶剂排放监测应用的理想选择，方法25

中给出的清单列表提供了有用的指南。重要的是要记住，虽

然火焰离子化是监测VOC的参考方法，但分析仪的响应将根

据样品中存在的VOC或VOCs而变化。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ignal-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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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新树脂（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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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21 64048011转 
221 
传真: 86-21 5456 2170 
网址：www.allnex.com 
联系人：Kevin Xu, Henry Han 
简介：湛新是全球领先的树脂和
助剂供应商，产品应用于建筑、
工业、防护、汽车和特殊用途的
油漆和涂料。

Arkema
阿科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1868号
大 宁 国 际 商 业 广 场 1 座 6 楼
200072
电话：+86 21 6147 6888
传真：+86 21 6147 6777
网址：www.arkemacoatin-
gresins.com
联系人：Latex Line（客户服
务）
简介：主要产品主要有建筑、工
业和特种涂料用原材料，包括水
性和溶剂型粘结剂、粉末涂料用
树脂和助剂。

Evonik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莘庄工业区春东路
55号 
电话：86-21-6119 1330  
传真: 86-21-6119 1149 
邮箱：junhua.sun@evonik.com
网址：www.coat ing-addi-
tives.com 
联系人： Mr. Junhua Sun (大
中国区运营总监)
简介：赢创涂料添加剂，为您提
供定制化的创新解决方案，提升
您的涂料配方价值。

Hexion瀚森化工企业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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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200233 CHINA
电话：+86-21-31579252
邮箱：service@hex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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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u/chemistry/
versatic-acid-and-derivatives
联系人：Frank Zhou（中国/
亚洲传讯经理）
简介：在Versatic™叔碳酸、

VeoVa™乙烯基酯和用于聚合
物 、 油 漆 、 涂 料 及 粘 合 剂 的
Cardura™缩水甘油酯单体等
领域中，Hexion瀚森的叔碳酸
业务部门为全球领先。

瀚森化工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环氧树脂部门 
地址：中国上海李冰路227号张
江高科技园区，201203
电话：86 - 2 1 - 3 8 6 0 4 5 0 0 ; 
60-3-9206-1543 
传真: (614) 986-2496 
邮箱：walter.zhang@hexion.com 
网址：www.hexion.com 
联系人：Walter Zhang（亚洲涂
料销售经理）  
简介：瀚森Versatics业务是全
球领先的Versatic™ 酸、 VeoVa
™乙烯酯和Cardura™环氧丙基
酯单体供应商，产品主要用于聚
合物、油漆、涂料和胶粘剂等。

 

Worlee
德信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银都路218号
2A栋208/210室，200231
电话：86 21 6247 2546 
传真: 86 21 6247 2548
邮箱：worlee@worlee.cn-
gao@worlee.cn

网址：www.worlee.de
联系人：Ms. Cora Gao Hul
Klaus D. Koehler
Annika Kunze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聚酯和
助剂，水性和溶剂型醇酸树脂和
丙烯酸树脂。

A n d e r s o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Company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399号明
天广场810室 
电话：+86 2123081027 
邮箱：ruiling.he@anddev.com 
联系人：贺瑞玲
网址：www.andersondevelop-
ment.com 
简介：ADC提供创新的粉末涂
料用Almatex GMA丙烯酸树脂
技术，主要应用于汽车，铝型材
及热敏基材等粉末涂料的罩光清
漆及色漆体系。

昂高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168
弄2号楼3层，200335
电话：021-22270379
邮箱：wei.he@archroma.com
简介：昂高涂料，粘合剂密封胶
部分主要提供乳液等主要产品，
是涂料，粘合剂，建材，纺织，
皮革，造纸，玻纤等行业乳液助
剂的主要供应商，旗下的
Mowilith品牌始于1912年，是第
一个工业化生产的乳液品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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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您的供货商数据库！

欢迎使用《PCI中文版2021年采购指南》(2021 China Buyers' Guide)，这是一本综合性供应商手册，能够帮助

您找到需要联系的供应商和经销商。

这并不是一本简单的通讯录，而是列出众多供应商的基本资料，使您掌握在日益变化的涂料生产领域选择合作

伙伴所需要的资讯，我们的《采购指南》将为您提供最适合您业务的供应商。《采购指南》免费列出每个供应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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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生产设备及服务；七、实验测试仪器及服务；八、环保设备和服务；九、计算机软件；十、包装及材料处理；

十一、油和脂肪酸。

《2020年中国采购指南》的资料来源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来自美国《PCI》编辑部提供的供应商信息，主要以

国外公司为主，包括这些国外公司的中国机构和代理机构的信息。第二部分则来自《PCI中文版》整理的1000多家

供应商信息，主要以中国公司为主，也包括部分国外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如果您的公司没有在名录之中，请联

系《PCI中文版》上海代表处：电话：+86 21 6687-3007，邮箱：sophie.fu@pcimagcn.com。



高总部在瑞士，一直致力于环境
友好型主要产品的开发应用，是
绿色环保主要产品的引领者。

安德士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民安
工业区工业大道9号
电话：0760-23114536
传真：0760-23132305
邮箱：491145894@QQ.com
网址：www.antex.com.cn 
主要产品：内外墙乳胶漆用乳
液、防水用乳液、防腐防锈用乳
液、增稠剂、分散剂、粘合剂、
纺织用乳液。

安徽恒远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徽州
东路21-9号
电话：0559-3516666
传真：0559-35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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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无机颜料，助剂，
消泡剂，流平剂，杀菌剂，乙
烯基醚。

柏斯托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
环广场1501-17室
电话：021-63910531
传真：021-63910533
邮箱：info.china@perstorp.com
网址：www.perstorp.com
主要产品：多元醇，聚酯多元
醇，聚醚多元醇等。

保定市国秀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北二环路

888号
电话：0312-3174301/3185591
传真：0312-3173380
邮箱：lyl@guoxiu.com
网址：www.guoxiu.com
主要产品：季戊四醇，双季戊四
醇，甲酸钙。

重庆君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云阳县双江街道云
江大道1602号11-1室
联系方式：13983190045
邮箱：434694118@qq.com
主要产品：水性木器漆乳液、
水性金属漆乳液、水性塑胶漆
乳液、水性地坪漆乳液等。炔
二醇类多功能消泡剂、润湿剂
和分散剂。

长木（宁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
工业区滨中路1号
联系电话：13777083555
邮箱：Andy@cnlongwood.com
网址：www.cnlongwood.com
主要产品：拥有世界级水性醇酸
技术的生产商，产品涉及水性钢
结构用醇酸树脂、水性丙烯酸烤
漆树脂、水性醇酸烤漆树脂、水
性丙烯酸分散体及涂料行业用水
性助剂。

北京宝威乳胶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
辛庄，101113
电话：010—61568236 
010—61568237
传真：010—61503114
邮箱：polywell@polywell.com.cn
网址：www.ssbaowei.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系聚合物乳
液，增稠剂。

北京东方亚科力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滨河路143
号
电话：010-61567412
传真：010-61567410
邮箱：yklcwb@163.com
网址：www.act-chem.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酯乳液类聚
合物

北京东联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西
定福庄村396 号
电话：010-69572170
传真：010-80572998
邮箱：d o n g l i a n @ d o n g l i -
anchem.com
网址：www.donglianchem.com

主要产品：建筑乳液，复膜胶，
纺织乳液，水性油墨，压敏胶，
防锈乳液，防水乳液，木器漆。

北京阳光汇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汇利）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联
东U谷西区4期76号
电话：18610173893
15601326218; 18610719806
传真：010-56495313
邮箱：Marketing@jinhuili.com
网址：www.jinhuili.com
主要产品：水性环氧酯树脂，水
性饱和聚酯树脂，水性丙烯酸树
脂，水性醇酸树脂，水性聚氨酯
树脂等系列主要产品。

北京市通州互益化工厂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上
马头村
电话：010-61564236
传真：010-61564206
邮箱：bjhuyihg@163.com
网址：www.huyihuagong.cn
主要产品：丙烯酸乳液，丙烯酸
树脂，醋酸乙烯酯乳液。

北京天一永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旧宫
西路5号401室，100176
电话：010- 56270518
传真：010-51410898
邮箱：bjcw1@taneechem.com
网址：www.taneechem.com
主要产品：UV树脂，PE蜡浆。

苍梧县金原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梧州市龙圩镇西南大
道360号
电话：0774-2686388
传真：0774-2683770
邮箱：gslgo@163.net
网址：www.golden-spot.net
主要产品：松香UV树脂，道路
标线树脂，改性松香树脂，液体
树脂。

常州华科聚合物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玉龙北路
602号
电话：0519-81681081
传真：0519-88701771
邮箱：gr@xsresin.com
网址：www.xsresin.com
主要产品：不饱和聚酯树脂、乙
烯基酯树脂等。

长春化工（江苏）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
沿江工业区长春路
电话：0512-52648000
传真：0512-52645556
网址：www.ccp.com.tw 
主要产品：聚乙烯缩丁醛，酚
醛树脂，丙烯酸丁酯，环氧树
脂，醋酸正丁酯，胺基树脂。

常熟林润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常熟市黄河路12号国贸
中心B705室
电话：0512-52866728
传真：0512-52866708
邮箱：cslinrun@cslinrun.com
网址：www.cslinrun.com
主要产品：高效多彩涂料保护
胶、多彩涂料专用乳液及多彩
涂料造粒设备等主要产品。

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海虞镇(江
苏高科技氟化学工业园）兴虞
路10号
电话：0512-52620665
传真：0512-52620188
邮箱：sales@3f-cs.com
网址：www.3f-cs.com
主要产品：氟聚合物、氟精细
化学品、氟碳化合物。

长兴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青阳中路
267号
电话：0512-57717512  
传真：0512-57718011
邮箱： c a r l _ l i n @ e t e r -
nal-group.com
网址：www.eternal-group.com
主要产品：长油型醇酸树脂、
中油型醇酸树脂、短油型醇酸
树脂、改质型树脂、热可塑性
丙烯酸树脂、热硬化型丙烯酸
树脂、氨基树脂、醋丙乳液、
饱和型聚酯树脂、纯丙乳液、
苯丙乳液、水性油墨用乳液、
水可溶性树脂、弹性涂料用乳
液、水泥添加剂用乳液、水性
PU树脂、皮革用乳液、不饱和
树脂，成膜物质。

常州市方鑫化工物资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嘉
泽镇成章闵市工业园区（S38沿
江高速嘉泽出口处）
电话：0519-86676200
0519-86676300
传真：0519-83780706
邮箱：czfxhg@126.com
网址：www.china-up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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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不饱和聚酯树脂，
固化剂，促进剂。

常州市兴柏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新北区罗溪镇灵山
南路289
电话：0519-83405777
传真：0519-83405577
邮箱：bhyx@baihecn.com
邮箱：www.baihecn.com
主要产品：塑料涂料，汽车涂
料，镀银玻璃镜背涂料，高分
子材料，饱和聚脂，不饱和聚
脂，玻璃钢涂料。

大昌树脂（惠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巿陈江街道
办甲子路129号
电话：400-600-1997
传真：0752-3320311
邮箱：dc@dc-polymer.com
网址：www.dc-polymer.com
主要产品：醇酸树脂，热塑性
丙烯酸树脂，固化剂，羟基丙
烯酸树脂，柔韧性固化剂，UV
树脂。

大昌洋行（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10号
汤臣金融大厦3楼，200122 
电话：021-50588252
传真：021-58300519
邮箱：hong.mei@dksh.com
网址：www.dksh.com.cn
主要产品：涂料业务是特色化
学品业务线隶属业务组之一。
为涂料行业提供各种的氨基树
脂、饱和聚酯（如弹性树脂、
粉末涂料主体树脂等）、粉末
涂料固化剂Primid 552、不饱和
聚酯、异氰酸酯固化剂、聚氨
酯涂料促进剂、PP塑料表面附
着力促进剂等主要产品。

科思创聚合物（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花园石桥
路33号花旗集团大厦5楼，
200120
电话：021-61593274
传真：021-61465523
邮箱：joseph.xu@covestro.com
网址：www. covestro.com
主要产品：科思创是全球最大
的聚合物生产公司之一，其业
务范围主要集中在高科技聚合
物材料的生产制造及用于诸多
日常生活领域的创新性解决方
案的研发。所服务的行业主要

包括：汽车行业、电子和电气
行业、建筑行业及体育娱乐行
业。科思创前身为拜耳材料科
技，截至2015年底，在全球拥
有30家生产基地。

德谦（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海名斯）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联阳
路99号
电话：021-57740348
传真：021-57743563
网址：www.elementis-special-
ties-asia.com
主要产品：消泡剂、分散剂、
流平剂、水性助剂、附着增
进剂、流变助剂、特用助
剂、树脂。

德庆基原合成树脂有限公司
（德庆基信）
地址：广东省德庆回龙技术开
发区，526641
电话：0758-7311352
0758-7311356
传真：0758-7784999
邮箱：sales@jixin-resin.com
网址：www.jixin-resin.com
主要产品：道路标线漆专用
树脂。

德庆县银龙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德庆县工业创业
园
电话：0758-7781884
传真：0758-7781020
邮箱：YL7781884@163.COM
网址：WWW.DQYLFC.COM
主要产品：冰片，改性松香树
脂，精制松香改性树脂，热熔
性道路标线涂料树脂，歧化松
香改性树脂，马林酸改性松香
树脂，氢化松香改性树脂，松
节油，松香。

迪爱生合成树脂（中山）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
区十涌路15号
电话：021-62289911分机6252
传真：021-62419380
邮箱：dong.luo@dic.com.cn
网址：www.dic.com.cn
联系人：罗东 
主要产品：紫外光固化树脂，
醇酸树脂，聚酯树脂，涂料用
丙烯酸树脂，聚氨酯树脂及粘
合剂以及轮胎用金属钴盐等。

帝斯曼（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
技园区李冰路476号，201203
粉末涂料树脂电话：
021-61418071 021-61418188
液体涂料树脂电话：
021-61417631
传真：021-61418088
网址：www.dsm.com.cn
主要产品：UV树脂，粉末涂料
树脂，水性丙烯酸树脂。

东胜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化学工业区苍工路
1728号
电话：021-37585381
传真：021-37585380
邮箱：1015829777@qq.com
网址：www.dschemical.cn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醇酸树
脂、聚酯树脂、净味树脂、卷钢
树脂等。

东莞市方景合成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东莞市凤岗镇凤深大道中
宝通工业园
电话：0769-82522345
传真：0769-82522711
网址：www.fjdgchem.com
联系人：郑先生 13922394569
主要产品：水性聚酯树脂、水性
丙烯酸树脂、水性助剂

东莞瑞安高分子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长安
镇第二工业区
电话：0769-5533741-273
传真：0769-5533635
网址：http://9031101.czvv.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 聚氨脂
树脂，光固化系列，聚氨脂，多
元醇。

东莞市宏达聚氨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冼沙
管理区3坊
电话：0769-88789299   
传真：0769-88785319
邮箱：502279683@qq.com
网址：www.hongdapu.com
联系人：曾先生 13790688411 
凌先生 13763227154 
主要产品：水性聚氨酯树脂，油
性聚氨酯树脂。

东莞市竣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南五
驰生工业村
电话：0769-85598983
0769-85591267
传真：0769-85591268

邮箱：freetrue_chem@163.com
网址：www.freetrue-chem.com
主要产品：醇酸树脂，热塑性丙
烯酸树脂，热固性丙烯酸树脂，
羟基丙烯酸树脂，氨基树脂，
UV光固化树脂。

东莞市左镕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中堂镇凤冲工业区
电话：0769-22815020
传真：0769-22815575
邮箱：123@dgzrg.com
网址：www.dgzrg.com
主要产品：弹性树脂、助剂。

宁波昊鑫裕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奉化市江口街道大
江北路7号，315514
电话：0574-88845799
0574-88845144
传真：0574-88848229
邮箱：yulong@yulongchem.com
网址：www.yulongchem.com
主要产品：氯化橡胶，高性能高
氯化聚乙烯，改性氯化乙烯树
脂，氯化EVA树脂，高氯化聚乙
烯树脂。

佛山市挪科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嘉信城
市广场二期E402
电话：0757-22263057
主营产品：水性树脂，应用于家
装、家具、户外、金属、玻璃等
领域

佛山市顺德区蓝德堡实业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勒流
镇龙升南路
电话：0757-29966123
传真：0757-25532029
主要产品：防腐乳液/分散体,木
器乳液，胶粘剂，电泳漆，新
材料。

佛山市高明同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杨和
镇（原杨梅镇）第二工业区
528515
电话：0757-88853800
传真：0757-88853810
邮箱：tod@todchem.com
网址：www.todchem.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醇酸树
脂、合成脂肪酸树脂、聚酯树
脂、氨基树脂。

佛山市泓诚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南海区黄岐洞庭路
52号
电话：0757-8592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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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757-85923955
邮箱：sales@hongchem.com
网址：www.hongchem.com
主要产品：聚酯多元醇，理胶粘
剂树脂、摩擦树脂、涂料树脂等
相关的化工原材料。

佛山市顺德区巴德富实业有限
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勒流镇龙升北路65号
电话：0757-29977198
传真：0757-29978778
邮箱：Service@batf.cn
网址：www.batf.cn
主要产品：建筑乳液，木器
乳液，胶黏剂，印花乳液，
聚氨酯。

佛山市先策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江湾一路
41号5层
电话：0757-82782882 
传真：0757-82782886
网址：www.gdfsxiance.com
主要产品：净味树脂、聚酯改性
树脂、醇酸树脂、脂肪酸

福建万泰兴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泉州市晋江五里高科
技工业园区，362263
电话：0086-595-85735305 
0086-595-85735158
传真：0086-595-85735351
邮箱：wangklz@126.com
网址：www.wantaixing.com
主要产品：非四氯化碳法生产氯
化橡胶

广东花果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延年路雅居乐都荟广场
电话 ：0757-23660729
传真 ：0757-23660729
网址：www.fshousheng.com
主要产品：双组份水性木器漆丙
烯酸乳液、水性木器漆聚氨酯树
脂、单组份水性木器漆丙烯酸乳
液、水性打磨剂、水性防丹剂。

广州文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
东路1088号T1栋1401-1402室
电话：020-38678189
13608965661
传真：020-38678186
邮箱：wbvcorp@163.com
网址：www.wbvchem.com
简介：广州文伯化工成立于
2012年，以特种树脂和添加剂
为主营业务，服务于油漆、涂
料、油墨、塑料、皮革等行业,

为客户提供高优质、高效及创新
的服务，具有进出口经营资质和
危险化学品经验许可证，总部设
于广州，并在上海、成都和青岛
设立分公司和仓库，业务遍布全
国，具有完备高效的服务网络。

广东柯力森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镇沿江北路121号建设大厦11楼
电话：0757-22212630  
传真：0757-22212326
网址：www.kenxon.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聚酯树
脂、醇酸树脂、氨基树脂。

广东天银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揭东开发区华安路
南侧，515500
电话：0663—3284222
传真：0663—3286444
邮箱：tianyin@tycic.com
网址：www.tianyin-chemical.com
主要产品：高性能乳液，乳液
助剂。

广州擎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裕丰
路16号
电话：020-86985856
传真：020-86985855
网址：kmc.kinte.com.cn
主要产品：混合型聚酯、TGIC
固化型聚酯、粉末涂料，羟烷基
酰胺固化型聚酯和异氰酸酯固化
型树脂，液体涂料

广东也乐新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
329号海伦堡创意园1座C区6楼
工厂：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马头
化学工业园013号
电话： 15992413716
网址：www.yelechem.com
主要产品：固化剂、胶黏剂、油
墨及水性树脂

广州市祥枫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
区 中山大道中284号东圃商业大
厦D座3A17
电话：86-020-82109722
13902251120（总经理曾杰）  
传 真：86-020-82108689
网址：www.confon.com.cn
主要产品：水性聚氨酯树脂、水
性丙烯酸树脂、蜡乳液、蜡水、
底材润湿剂、碱增稠剂、多功能
净醛剂、水性固化剂。

广州旺三科技有限公司
总部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

官涌村红八方创意园1号厂房
301
电话：86-020-82562016                   
传真：86-020-31068737
网址：www.gzwangsantech.com
主要产品：水性聚氨酯树脂、
水性丙烯酸改性聚氨酯树脂、
水性羟基丙烯酸树脂、水分散
性固化剂、水性增稠剂，以及
合成水性聚氨酯树脂用的特殊
中间体材料。

广东银洋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
镇范湖经济开发区，528138
电话：0757-87366666
传真：0757-87360388
网址：www.yinyangresin.com
主要产品：苯丙乳液、水性聚氨
酯分散体等。

广西梧州日成林产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广西苍梧县龙圩镇广信路
385号，543100
电话：0774-2666880
传真：0774-2683737
邮箱：zx@wssfc.com
网址：WWW.WSSFC.COM
主要产品：脂松香、松节油、氢
化松香、改性松香和各类松香酯
树脂。

广西众昌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梧州市东出口开发
区，543001
电话：0774-2064717 2064711 
传真：0774-2064767
邮箱：market@zcresin.com
网址：www.zcresin.com
主要产品：萜烯酚树脂MTD系
列，马林酸树脂RGM系列，热
熔胶棒专用RF系列树脂。

广州合诚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云埔工业区
云诚路8号
电话：020-32067089
传真：020-32067066
网站：www.honsea.com
主要产品：UV树脂，光油丙烯
酸，干粉添加剂，树脂。

广州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云埔一路一
号之二
电话：020-82266156
传真：020-82266794

邮箱：sales@graceepoxy.com
网址：www.graceepoxy.com
主要产品：液态环氧树脂，粉
体涂料专用树脂，罐涂料专用
树脂，特殊型及改良型，环氧
树脂。

广州联洁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广州
大道南金菊路10号云底街7号万
宜华轩7楼A座
电话：020-89231101
传真：020-84225489
邮箱：lianjiegz@163.com
主要产品：汽车修补漆用树脂系
列、塑胶喷漆及UV底油用树脂
系列、电镀主要产品漆用树脂系
列、数码主要产品漆用树脂、摩
托车漆用树脂系列，木器漆用树
脂系列等。

广州琉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
358号325房
电话：020-82318911
传真：020-82318955
网址：www.lp168.cn
主要产品：水性封闭剂，热塑
性丙烯酸树脂，有机硅助剂，
水性树脂，聚酯树脂，热固性
丙烯酸树脂，羟基丙烯树脂，
UV弹性树脂，特殊树脂，有机
硅改性聚酯树脂，UV单体，封
闭型固化剂，防指纹处理剂
（水性），附着力促进剂，分
散剂，镀锌钝化剂。

广州产协高分子有限公司（南方
树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新楼
村龙兴路56号
电话：020-36098295
传真：020-36099425
邮箱：jwes666@hotmail.com
网址：www.nanfangresin.com
联系人：熊志伟
主要产品：水性乳液、水性饱和
树脂、饱和聚酯树脂

广州骏能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
镇罗村芦塘工业区
电话：400-881-0300
传真：0757-88395329
邮箱：rock.zhuang@126.com
网址：www.jn668.com
联系人：庄岩13916584460
主要产品：水性聚氨酯乳液、丙
烯酸乳液、溶剂型聚氨酯、羟基
丁苯乳液、硅油乳液、AKD乳
液、聚酰胺树脂、蜡乳液、丙烯
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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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宝会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开发区科学城科
汇金谷发展中心A3栋604
510000
电话：020-86182795
传真：020-86187426
邮箱：bh@bhbaohui.com
网址：www.bhbaohui.com
主要产品：高性能UV树脂，UV
单体，UV引发剂，UV无卤底漆
树脂，真空电镀树脂，电镀银树
脂，特殊改性弹性树脂，高耐磨
PU树脂，镜面银、无卤透明色
浆，多功能助剂，珠光颜料、彩
色铝银浆，蜡浆。

广州市博兴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琶
洲会展产业园海诚东街8号801
电话：020-34379001 
传真：020-34379190
网址：www.gzbossin.com
联系人：刘焕彬 13502411441
主要产品：聚氨酯丙烯酸酯，丙
烯酸酯改性聚氨酯丙烯酸，聚酯
丙烯酸酯，自固化丙烯酸酯，活
性胺，磷酸化丙烯酸酯单体，纯
丙烯酸酯，附着力促进剂，光引
发剂，UV单体。

广州市三鼎汇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金山
大道金山工业园A栋402
电话：020-34698601  
020-34698602
传真：020-34698658
邮箱：info@sdiwe.com
主要产品：UV手感树脂、UV纳
米色浆、添加剂。

广州优霓科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商业大
厦B座503
电话：020-28876223
传真：020-28876196
网址：www.ynkhg.com
主要产品：热塑性固体丙烯酸树
脂以及涂料、油墨行业使用的特
殊树脂KC -81、DC -120和溶
剂、助剂等原辅料。

广州原野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增城东区高科技工业
基地纬四路，511300
电话：020-82746886
020-82720057 
传真：020-82747915
邮箱：server@gz-yuanye.com
网址：www.gz-yuanye.com
联系人：张为公 13922375601
主要产品：可分散性乳胶粉。

国都化工（昆山）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善浦
中路1号
电话：0512-57472013
传真：0512-57460886
邮箱：epoxy@kukdo.com.cn
网址：www.kukdo.com.cn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聚醚多
元醇、固化剂、聚氨脂系统、
聚脲等。

国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杜阮龙榜工业
区环镇路20号
电话：0750-8226969
传真：0750-8226963
邮箱：cus tomer@qua l ipo -
ly.com.cn 
网址：www.qualipoly.com
主要产品：有普通树脂、透明树
脂、水晶树脂；涂料树脂，有醇
酸树脂、氨基树脂、饱和树脂、
PE漆树脂；凡立水，绝缘漆、
绝缘油。

韩华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徐汇区桂平路391号
新漕河泾国际商务中心A座21层
2106室
电话：021-62091250
传真：021-62703318
网址：www.hanwha.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木器漆
用苯丙乳液，低密度聚乙烯
（LDPE），EVA。

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
区红十五路9936号
电话：0571-86617799  
0571-86617811
传真：0571-86610024
邮箱：hzdh1936@163.com
网址：www.hec-cn.com
主要产品：特种树脂，氯醚
树酯。

杭州凯丽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瓜沥镇渭水
桥村，311241 
电话：0571-82961777  
0571-82962668，86961555 
传真：0571-82965706
邮箱：sales@kailichemical.com
网址：www.kailichemical.com
主要产品：水性色浆，油性通用
型色浆。

杭州中法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北大桥
化工区
电话：0571-88093306

传真：0571-88099166
邮箱：hsfccql@mail.hz.zj.cn
网址：www.dfc-cn.com
主要产品：聚酯树脂和催化剂

豪麟化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1759号D
座601室，200060
电话：021-61170995
传真：021-61170996
网址：www.haurling.com.tw
联系人：范经理 13918232230
主要产品：主营涂料助剂及各种
颜料、平滑剂、消泡剂、流平
剂、防沉剂、分散剂、防分色
剂、油墨助剂、蜡粉、哑光粉、
硬脂酸锌。

衡水新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大庆路东头
电话：0318-2133333
传真：0318-8077892
邮箱：nitrocellulose1@newea-
stchem.com 
主要产品：硝化纤维素、硝基漆
片、硝化棉浆。

衡水新光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人民西路西
段50号，053011
电话：400-0318-956 
0318-2049972
传真：0318-2049555
邮箱：sales@hebeixinguang.com
网址：www.hebeixinguang.com
主要产品：建筑涂料用水性丙烯
酸系共聚乳液、水性丙烯酸胶粘
剂乳液、水性油墨用乳液及功能
助剂、粉末涂料助剂。

河本聚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鹤山市桃源镇钱塘
工业区，529700
公司电话：0750-8218333 
公司传真：0750-8210009
邮箱：hsheben@163.com
网址：www.gdheben.com 
主要产品：水性PU树脂，水性
PA树脂。

河南省天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郑州市丰产路21号soho
世纪城19a，450002
电话：0371-63925204
传真：0371-63937873
邮箱：tzarchem@sohu.com
网址：www.tzarchem.com
主要产品：中间体、固化剂。

鹤山东旭化学工业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江门鹤山雅瑶镇朝阳

工业区
电话：0750-8282022 8282001
传真：0750-8282038
邮箱：service@doxu.com.cn
网址：www.doxu.com.cn
主要产品：环境友好型固化剂

和盈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600
弄1号同达创业大厦301
电话：021-61677668
传真：021-61677721
网址：www.unionchemical.com.cn
主要产品：油漆油墨用树脂、助
剂、色料。代理挪威太尔，美国
氰特，美国亚什兰，日本岐阜，
德国TIB化学，德国科莱恩，德
国朗盛等主要产品。

湖北维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天门市经济开发区
南洋大道63号
电话：0728-5299099
传真：0728-5299066
邮箱：huzg@weiduntech.com
网址：www.weiduntech.com
主要产品：主要产品有油酸、硬
脂酸、植物沥青、二聚酸、聚酰
胺树脂、单体酸等。

湖北新景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汇
丰企业总部7栋B座404室，
430035 
电话：027-83313146 
传真：027-83496451
邮箱：hbxj5@xinjingchem.com
网址：www.xinjingchem.com
联系人：王之健 13871595401
主要产品：4-羟丁基乙烯基醚，
二乙二醇二乙烯基醚，丙烯基乙
醚，二丙烯醛缩等。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
100070
电话：0717-8868222
传真：010-63705281
邮箱：dbflxt@163.com
网址：www.hbyihua.cn
主要产品：聚氯乙烯树脂、单季
戊四醇、双季戊四醇。

湖南晟通纳米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麓天路2
号办公楼301号房
电话：0731-82852602
网址：www.sntonami.com
主要产品：（超）疏水易清洁、
（超）亲水防结雾和水性功能
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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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伦纳路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沿江
经济开发区三江大道东首，
225211
电话：0514-86469515
传真：0514-86469500
邮箱：liangyu.zhou@noroohu-
alun.com
网址：www.noroo.co.kr/cn/
主要产品：饱和聚酯树脂、丙烯
酸树脂、醇酸树脂。

化大赛高（北京）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漷
县村
电话：010-80581176
传真：010-80587736
邮箱：hdsg666@163.com
网址：www.huadasaigao.com
主要产品：腰果酚，腰果油，
重油

黄山锦峰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黄山市徽州区循环经济园
区紫金路8号
电话：0559-3515734
559-3514126，3513435
联系人：胡飞燕
传真：0559-3518052
邮编：245061
邮箱：jf@jinfengresin.com 
网址：www.jinfengresin.com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固体环氧
树脂流平剂、增光剂、粉末型流
平剂、安息香和固化剂TGIC。

黄山佳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黄山市徽州区黄平路13
号循环经济园内
联系人：谢经理
手机：18955973317
电话：0559-3512781
传真：0559-3516078
邮箱：ada@hsjiajie.com
网址：www.hsjiajie.com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用聚酯树
脂、聚酯树脂、有机硅树脂、精
细化学品。

黄山永佳三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黄山市徽州区循环经济园
紫金路6号，245900
电话：0559-3514891
传真：0559-3512668
邮箱：yongj iasanl i@3l ichi -
na.com
网址：www.3lichina.com
主要产品：混合型聚酯树脂，
TGIC固化聚酯树脂，HAA固化
聚酯树脂。

湖南岁丰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地址：湖南岳阳市湘阴工业园黄
金路
电话：0730-26051880
730-2605088
传真：0730-2605188
网址：www.hnsfxc.com
联系人：杨建良 18374920526
主要产品：新型光固化树脂及新
型功能高分子材料

济南墨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章丘市官庄镇济王路
9001号
电话：0531-83806707
传真：0531-66959601
邮箱：zqb690505@163.com
网址：www.jinanmoxi.com
主要产品：现主要经营进口石墨
烯粉末、石墨烯纳米纤维、石墨
烯矿物涂料、石墨烯薄膜等石墨
烯主要产品，氧化石墨烯、同时
提供石墨烯相关纳米技术支持及
解决方案。

济南运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工业北路141号，
250001
电话：0531-85911155
传真：0531-88685788
邮箱：sdchemnet@hotmail.com
网址：www.sdchemnet.com
主要产品：腰果酚改性胺环氧树
脂固化剂

江苏多森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启东市精细化工园
区上海路378号
电话：0513-68958588
0513-89022588 
邮箱：hezijian@jsduosen.com 
主要产品：水性木器漆，多森专
注水性材料，水性uv树脂，水
性环氧树脂，为客户提供专业水
性解决方案。

加合树脂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湾台南县官田乡工业区
建业路29号
电话：886-6-6984551
传真：886-6-6986340
邮箱：sales@acrylicasia.com
网址：www.acrylicasia.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溶剂型
热可塑树脂、烤漆用热硬化树
脂、PU用多元醇树脂，成膜物
质，合成系胶粘剂。

加拿大能达化学（鹤山）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玉桥
路380号
电话：0750-8891222
传真：0750-8809371 
邮箱：nenda@126.com
网址：www.canadanadar.com.cn
主要产品：塑胶涂料用热塑性丙
烯酸树脂、溶剂型含羟基丙烯酸
树脂、溶剂型热塑性丙烯酸树
脂、热固性丙烯酸树脂、醇酸树
脂、硬脂酸锌、氨基树脂、聚酯
树脂。

江门国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杜阮龙榜工业
区环镇路20号
电话：0750-8226969 
传真：0750-8226963
邮箱：ccma@qualipoly.com.tw
网址：www.qualipoly.com.cn
主要产品：涂料用树脂

江门市汇金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丰乐路47 
号之一首层
电话：0750-3909058
传真：0750-3909018
邮箱：gb_jiangmen@163.com
网址：www.gbchem.com
主要产品：代理美国空气化工环
氧固化剂系列，油墨用聚酰胺树
脂系列；日本（DIC）各类色
浆、色粉、印染助剂系列，固体
聚氨脂（TPU）树脂系列等。

江门市制漆厂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江门市杜阮镇
北二路18号，529075
电话：0750-3139000
传真：0750-3365944
邮箱：jmpj@pj.com.cn 
网址：www.pj.com.cn
主要产品：氨基树脂，醇酸
树脂，聚氨酯树脂，丙烯酸
树脂等。

嘉史洁（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
路明华一街穗兴工业大厦6号五
楼
电话：020-82217085
传真：020-82253280
邮箱：wp@jsjgz.com 
网址：www.leifu.com
主要产品：涂料胶粘剂，固体树
脂，特殊涂装树脂。

江苏李文甲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泰
州路568号

电话：0523—82778208
传真：0523—82778809
邮箱：web@liwj.com
网址：www.liwj.com
主要产品：增稠剂，苯丙乳液。

江苏欧摩德漆业有限公司
地址：宜兴市芳桥街道工业区虎
皇大道888号
电话：0510-87544877
传真：0510-87542878
邮箱：eu iomoda@euiomo-
da.com.cn
网址：www.euiomoda.com.cn
主要产品：高沸点溶剂MADE、
聚酯树脂、树脂、汽车漆专用丙烯
酸树脂、外墙专用丙烯酸树脂、
塑料专用丙烯酸树脂、固化剂。

江苏日出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姜堰白米通
扬西路56号，225505
电话：0523-88331348
传真：0523-88331471
邮箱：jsrc2008@sina.cn
网址：www.sunrising.com.cn
主要产品：苯丙乳液，纯丙乳
液，弹性乳液，柔性乳液，硅丙
乳液，底漆乳液，增稠剂，醋丙
乳液，润湿分散剂，消泡剂，成
膜助剂。

江苏瑞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响水县陈家港生态
化工园
电话：0515-86693118
传真：0515-86879018
邮箱：wjman892@126.com
网址：www.rzhg.cn
主要产品：氯化橡胶，70#石蜡。

江苏润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三
水大道金湖湾大厦8楼08-09室
电话：0523-88960000
传真：0523-88589566
邮箱：info@randeon.com
网址：www.randeon.com
主要产品：氯醚树脂，氯醋树
脂，氯化聚丙烯，酯溶达玛树
脂，氯化EVA。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官林三木路
85号，214258
电话：0510-87234166  
0510-87234870
传真：0510-81735077
邮箱：smoffice@sanmuchem.com
网址：www.sanmuchem.com
主要产品：醇酸树脂、环氧树脂
及配套主要产品、光固化树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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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氨基树脂、聚氨酯固化
剂、丙烯酸树脂、饱和聚酯树
脂、有机硅树脂。

江苏裕廊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凯
旋路22号
电话：0510-87509978
传真：0510-87506293
邮箱：waleyzhu@jurongchem.com
网址：www.jurongchem.com
主要产品：冰晶级丙烯酸，丙
烯酸，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
酯，丙烯酸丁酯，丙烯酸-2-乙
基己酯。

江阴国联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临港新城夏港街道
夏南路32号
电话：0510-86162111
传真：0510-86161610
邮箱：gl.info@guolianchem.com 
网址：www.guolianchem.com
主要产品：无机硅系列、丙烯酸
乳液系列等。

杰晟材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
大道三段泰基·花溪谷2栋1单
元27层，611130 
电话：028-82713992  
028-61715269
传真：028-82717707
网址：www.chinajchem.com
主要产品：美国3M助剂、美国
BFK助剂、韩国TC蜡浆、韩国
爱敬化学主要产品、江苏华科
PE树脂、蜀邦醇酸树脂、同德
化工主要产品、岳阳英泰材料主
要产品、台湾杰华固化剂、台湾
长春氨基树脂、日本旭化成HDI
固化剂。

吉雅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航大厦506室，518028 
电话：0755-83263366
传真：0755-83262211
邮箱：sales@jada.com.cn
网址：www.jada.com.cn
主要产品：乳液、助剂、防腐杀
菌剂、成膜助剂、多功能助剂、
消泡剂、特种溶剂、UV高活性
树脂、特种功能添加剂、消光
粉、特种表面活性剂、金属闪锈
抑制剂等等。

Keim-Additec公司
翁开尔（上海）国际贸易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401号6楼，200032
电话：021-51691088
传真：021-52829830
邮箱：jimmy.bei@hjunkel.net.cn
网址：www.hjunkel-china.com
主要产品：水性蜡添加剂、颜
料分散剂、消泡剂、滑爽剂、
抗结皮剂、流平剂、润湿剂、
微粉化蜡、聚乙烯蜡、农用配
方添加剂。

King Industries
美国金氏工业公司
地址：中国中山火炬开发区康乐
大道创业大厦106
电话：0760-88229866
传真：0760-88229896
网址：www.kingindustries.com
联系人：Alex He
主要产品：酸和封闭型酸催化
剂、聚酯型多元醇和聚氨酯二
醇、分散剂、聚氨酯催化剂、流
变和表面控制剂。

科邦（中山）化工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
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港义路
大唐盛视B楼1301
电话：0760-88166996
传真：0760-88166992
邮箱：info@chempons.com
网址：www.chempons.com 
主要产品：有机硅树脂，有机硅
中间体，环氧固化剂，硅烷偶联
剂，有机硅改性聚酯，有机硅改
性丙烯酸，有机硅改性醇酸，有
机硅改性环氧，其它有机硅改性
树脂。

Corbion Purac
柯碧恩-普拉克中国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元山路318
号3幢或新加坡国际商业园3号
Nordic欧洲中心#06-19
电话：021-64897657
+65 6349 1350
传真：021-64897679
+65 6222 1707
邮箱：Evan.wu@corbion.com
biobased@corbion.com
网址：www.purac.com
www.corbion.com/coatings
主要产品：天然乳酸、乳酸衍
生物和丙交酯制造商。其涂料
树脂用生物基成分的性能经过
检验，市场有售。 P U R A -
LACT® Lactide是一种用途广
泛的生物基原材料，可用于建
筑和工业涂料中的聚酯和醇酸
树脂。

珂迪树脂（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小虎
石化工业区粤海大道
电话：020-34971312
传真：020-34971219
邮箱：2568523243@qq.com
主要产品：不饱和聚酯树脂

昆山石梅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秦丰
北路192号，215300
电话：0512 57469151  
传真：0512-5746-9155
网址：www.sumei.com
主要产品：树脂主要应用在木器
UV涂料，纸品光油，漆包线绝
缘凡立水，铝型材电泳漆，真空
电镀油，UV单体与寡聚物以及
丙烯酸涂料树脂。

廊坊市凯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居第八
大街峰尚中心1 1楼 0 2室，
065000
电话：0316-2098688
传真：0316-2098688
邮箱：lfrunchen@163.com
主要产品：粉体涂料用聚酯树
脂、环氧树脂、聚胺脂树脂、
二氧化硅吸附的流平剂、环氧
流平剂、增光剂、固化剂、聚
酯流平剂、消光填料、干粉流
动剂以及砂纹、皱纹、网纹等
各种纹理剂。

劳特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台中南路2号新贸楼二层
245室
电话：021-23295240
传真：021-53696080
邮箱：henli.jin@lawter.com
网址：www.lawter.com
主要产品：增粘树脂和松树化学
物质，油墨树脂。

辽宁三环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抚顺经济开发区科
技城4号
电话：024-86314226  
024-83614228
邮箱：xueyan_yang@sanhuan
resins.com
网址：www.sanhuanresins.com
主要产品：三环丙烯酸树脂。

龙沙（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凯旋路369号龙之
梦雅仕大厦1710 -1711室，
200051 
电话：021 6340 3488

传真：021 6340 3308
邮箱：
contact.cn@lonza.com
网址：www.lonza.com.cn
主要产品：氰酸酯树脂，环氧树
脂、聚酰亚胺、聚脲及聚氨酯、
丙烯酸及离子液体，固化剂，单
体。

路博润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0楼，
200120
电话：021-38660366
传真：021-58876987
网址：www.lubrizol.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乳液，超分散
剂，聚合物分散剂，聚酯多元醇
增韧剂、防沉抗流挂剂。

迈图化工企业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
技园李冰路227号
电话：021-38604500
传真：021-58957660
邮箱：
4information@momentive.com
网址：www.momentive.com 
主要产品：提供基于水性环氧树
脂、高固体环氧树脂、环氧改性
剂和胺固化剂的标准和特殊的环
氧体系。

南京泛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洪武
路359号福鑫国际大厦1911室
210002
电话：025-84218888
传真：025-84574987
邮箱：sales@fenchem.com
网址：www.fenchem.com/cn/
主要产品：阿拉伯胶、石油树
脂、硝化棉。

内蒙古万豪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丰镇市工业园区
电话：0474-2292802
传真：0474-2292068
邮箱：djh_zjl@126.com
网址：www.pvdf.cn
主要产品：PVDF粉。

欧宝迪树脂（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
黄田兴围学府路环宇工业区D栋
一、二楼（西）
电话：0755-29966997
传真：0755-29966700
网址：
www.alberdingk-boley.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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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朱先生
主要产品：专注于生产各种水性
树脂，如丙烯酸、丙烯酸/苯乙
烯共聚物、聚氨酯分散体、丙烯
酸/聚氨酯共聚物、水性光固化
树脂等。

Olin-兰科化工（张家港）有限
公司上海蓝方化工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
区李冰路476号 
电话：4008859485
邮箱：info@oinbc.com 
网址：www.olinepoxy.com 
主要产品：水性环氧树脂，水性
环氧固化剂。

濮阳市鹏鑫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濮阳市胜利西路西
段路北
电话：0393-8950030
传真：0393-8950030
邮箱：pengxinhuagong@163.com
网址：pengxin.cn.trustexport-
er.com
主要产品：季戊四醇、双季戊
四醇。

濮阳市永安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濮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
河路西段，457000
电话：0393-4624489
传真：0393-4624398
邮箱：pyyongan@pyinfo.net 
网址：www.pyyongan.com
主要产品：工业季戊四醇双季戊
四醇。

青岛海安格力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山东路2号华仁国
际大厦20E室
电话：0532-68899525
传真：0532-68899529
邮箱：inform@higree.com
网址：www.higree.com
主要产品：石油树脂。

青岛伊森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
中路59号青岛国际金融中心24
层A室
电话：0532-80628866
传真：0532-80628867
邮箱：eastsun@esunresin.com
网址：www.esunresin.com
主要产品：碳氢树脂。

日本大曹株式会社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遵义路100
号虹桥上海城Ｂ栋 2702室
电话：021-62371998
传真：021-62370009

主要产品：树脂

瑞昂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莘庄工业区金都路
3669号1号楼105室
电话：02154428871
传真：02154428879
邮箱：zouY@rhan-group.com
网址：www.rahn-group.com
主要产品：UV树脂

塞拉尼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张江金科路
4560号
电话：021-38619288
传真：021-38619599
邮箱：
infopaints@celanese.com
info.emulsions.cn@celanese.com
网址：www.celanese.com.cn
www.ecovae.com
主要产品：乳液聚合物部门的乙
烯-醋酸乙烯（VAE）乙丙乳液
和100%丙烯酸乳液，可用于建
筑涂料，特别是含EcoVAE乳液
的低VOC配方中。

三菱丽阳高分子材料（南通）有
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
区广州路6号
电话：0513-85960518
传真：0513-85928901
邮箱：wang.jian@mk.mrpn1.com
网址：www.mrpn.com.cn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

山东宝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州市海岱北路
3269号
电话：0536-3291462 3291467
传真：0536-3291452
邮箱：pada@padachem.com
网址：www.padachem.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系列、叔醋系
列、叔丙系列、硅丙系列、氟碳
系列乳液。

山东东明石化集团科耀化工有限
公司
地址：山东省菏泽市八一东路
电话：0530-70791365
18678589021
传真：0530-7079549
邮箱：2680525384@qq.com
网址：www.sdkeyao.cn
主要产品：改性醇酸树脂、热固
性丙烯酸树脂、热塑性丙烯酸树
脂、聚酯树脂。

山东汇金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广饶县稻庄镇工业
园
电话：0546-6499788 6499778
传真：0546-6499777
邮箱：huijin@huijinchem.com
网址：www.huijinchem.com
主要产品：主要生产二聚酸、聚
酰胺树脂、固化剂、单酸等系列
主要产品。

山东齐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淄博市张店区冯北路
7号
电话：0533-3191731
传真：0533-3191752
邮箱：yxk@qilongchem.com
网址：h t tp : / /www.q i l ongc -
hem.com
主要产品：石油树脂、L-天门冬
氨酸、富马酸、树脂料、高沸点
芳烃溶剂、热传导液、粗芳烃、
重组份等。

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广饶县经济开发区
广达路9号（圣光工业园），
257300
电话：0546-6920677
传真：0546-6920967 6920677
邮箱：6920677@163.com
网址：www.chinasingal.com
主要产品：水性聚氨酯及功能性
乳液，PVC手套涂饰剂。

山西佳宇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大渠
工业园，044000
电话：0359-2891287
传真：0359-2890168
邮箱：jingweijie97@163.com
网址：www.sxjyf.com
主要产品：水性树脂、乳液。

上海爱立久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2911号
中关村科技大厦1406室
电话：021-52718696
传真：021-52718696-17
邮箱：ailijiu@yahoo.com.cn
网址：www.ailijiu.com.cn
主要产品：蓖麻油

上海保立佳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大叶
公路6828号
电话：021-57582162
传真：021-57582520

网址：www.baolijia.com.cn
主要产品：建筑乳液、纺织乳
液、包装乳液。

上海博立尔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唐行
村461号第5、6、8幢，201821
电话：
021-59951484 021-59954238
传真：021-59951794
邮箱：9long@9long.com.cn
网址：www.sh-pioneer.com.cn
简介：固体丙烯酸树脂供应商.

上海长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莲花南路1388弄8号
楼1303室，201108
电话：021-61023339
传真：021-61135430
邮箱：
public@zd-everlucky.com
网址：www.zd-everlucky.com
主要产品：湛新涂料树脂，
VencoreX 新型水性2K用聚氨酯
固化剂-代理商。

上海迪爱生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娄山关路555号长房
国际广场12楼，200051
电话：021-62289911
传真：021-62419380
邮箱：liange.jin@dic.com.cn
网址：www.dic.com.cn
主要产品：涂料树脂、有机颜
料、着色剂。

上海东氟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春路6768号庆
扬商务大楼4F，201101
电话：021-54888368 
传真：021-54881516
邮箱：info@pvdf-feve.com
网址：www.pvdf-feve.com
主要产品：四氟树脂，常温氟碳
树脂，高温氟碳树脂，氟橡胶。

上海高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虹口区华严路158号
电话：021-55610928
传真：021-65166660 
邮箱：378176597@qq.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醇酸树
脂、饱和聚酯等。

合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
79弄9号平高世贸中心131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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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
电话：021-37772188
传真：021-37663039
邮箱：sales@asiafine.com
网址：www.houchi.com.tw
主要产品：分散剂，流平剂，
消泡剂，功能性助剂；有机颜
料、无机颜料，珠光颜料，铝
银浆。铝粉，研磨机，铝粉，
光固化树脂。

上海汉中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工业区山富西
路289号
电话：021-57931858
传真：021-57952700
邮箱：service@hizon.cn
网址：www.hi-zone.cn
主要产品：生产水性环氧树脂、
水性环氧固化剂。

上海浩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2368号
华鼎大厦4号楼20D，200235
电话：021-64391473 
传真：021-64391476
邮箱：haofuture_sh@126.com
网址：www.haofuture.com
主要产品：三菱色素碳黑、三菱
导电碳黑，美国亚什兰可再分散
性乳胶粉，美国石英公司超细结
晶 硅 ， 硅 烷 类 建 材 防 水 剂
Hintasol® HF1002,原子灰用树脂
（不饱和聚酯树脂）。

上海和氏璧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瑞金南路1
号海兴广场21楼B座，200023
电话：021-64187002
传真：021-64228870
网址：www.ncmchem.com
主要产品：颜料，填料，固化
剂，树脂，成膜助剂。

恒益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嘉安
公路3938号，201805 
电话：021-69000622
传真：021-33512221
邮箱：simon.zhu@wellsit.com.cn
网址：www.wellsit.com.cn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各类固
化剂、稀释剂、改质剂、阻燃
剂、油漆油墨用添加剂及功能
性填料。

清远雅克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高新区银盏
工业园嘉福工业区A4区(地号：

F3000058)
电话：13790655587
网址：www.yakoo.com.cn
联系人：谭斌
简介：生产丙烯酸树脂（羟基、
热塑、热固）涂料、涂装一体化
解决方案供应商。

崇耀（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580号仲益大厦3103-3107室，
200041
电话：021-62311717
传真：021-62310148
邮箱：yh.wang@topwintech.cn
网址：www. topwintech.cn 
主要产品：有机硅树脂、添加
剂、附着力增强剂、防污闪涂料
有机氟、氟素脱模剂。

上海居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昆阳路
2069号，201111
电话：
021-64093421 021-63046447
传真：021-63042670
邮箱：13816508302@163.com
主要产品：零-VOC环保乳液，
内外墙乳液，底漆涂料乳液，弹
性涂料乳液，真石漆乳液。

上海君江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车站北路
625弄57号3楼305，200434
电话：021-33812955
传真：021-33812933
邮箱：junjiang@junjiangtech.com
网址：www.junjiangtech.com
主要产品：环氧固化剂、稀释剂。

上海朗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大连路970号901
室，200092
电话∶021-51289991
传真：021-51289992
邮箱：LY@langyuan.com.cn
网址：www.langyuan.com.cn
主要产品：冰醋酸及醋酸衍生物
系列，丙烯酸及丙烯酸酯系列。

上海联胜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顾路镇上
川路1395号，201209
电话：021-68680072  
传真：021-68681497
邮箱：
liansheng@liansheng-chemi-
cal.com
网址：www.peo.com.cn
主要产品：新型水溶性树脂-聚
录乙烯PEO，增稠剂。

上海奈元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祁连山南路
2199号真新商务楼615室，
201824 
电话：021-69105871
传真：021-69105870
邮箱：69105871@qq.com
主要产品：树脂、助剂。

上海赛福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沙江路1628弄1
号楼20F，200333
电话：021-51508000
传真：021-51508068
邮箱：saifu@saifu.cn
网址：www.saifu.cn
主要产品：氯乙烯和乙烯异丁醚
共聚树脂，乙烯/醋酸乙烯共聚
物，胺改性丙烯酸树脂，硅烷偶
联剂，乳化剂，消泡剂，吸水树
脂，单体。

上海神诺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龙华西路585号华
富大厦16A5室
电话：021-64387827  
021-64877129
传真：021-64877128-608
邮箱：sales@scinow.net
网址：www.scinow.net.cn
主要产品：水性聚氨酯乳液，
疏水有机硅乳液，水性自除锈
乳液，防沾污微乳液，多功能
PH调节剂，超级分散剂，水性
流变剂，高温颜料，高性能环
氧材料。

上海是诚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嘉定区真南路4268号2幢
503室
电话：021-62463375
传真：021-62277766
邮箱：mfzhu@shicheng.so
网址：www.shicheng.so 
主要产品：建筑乳液，工业乳
液，分散剂，流变改性剂，杀
菌剂。

上海松尾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399
号龙之梦雅仕大厦1楼
电话：021-32505511
传真：021-32506922
网址：www.m-hchina.com
主要产品：单体，溶剂，丙烯酸
树脂，助剂，颜料。

上海通洋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四平路
1398号B座1102室，200092
电话：021-33626555
传真：021-33626616 

网址：www.transea.com.cn
主要产品：丙烯酸酯、丁苯共
聚乳液、醋酸乙烯、丙烯酸共
聚乳液。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秋
实路688号1号楼4单元391室B
座，200331
电话：021-62506285
传真：021-65217037
邮箱：lion1167@foxmail.com
网址  www.new-resin.com
主要产品：醇酸树脂、氨基树
脂、环氧树脂、不饱和聚酯树
脂、酚醛树脂、丙烯酸树脂、聚
氨酯树脂和氨基绝缘漆。

上海昕特玛化学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
技园区张衡路1000弄53-55号
电话：021-61009528
传真：021-61009529
邮箱：
finance.china@synthomer.com
网址：www.synthomer.com
主要产品：乳液以及聚合物分散。

上海颜钛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真北路915号
21F
电话：021-39876888
传真：021-39876688
邮箱：sales@titanos.com.cn
网址：www.titanos.cn
主要产品：钛白粉、铝银浆、树
脂和助剂、膨润土、防腐涂料、
其它粉体、苏达山颜料。

上海一品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松北路
4839号
电话：021-59503202
传真：86021-59507893
邮箱：zw@yipin.com
网址：www.yipin.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酞菁颜
料、铬系颜料、防锈颜料、珠光
颜料和色浆。

上海阳泰聚合物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外马路
1218号215－20室
电话：021-61431468 
传真：021-61431408
邮箱：xiangzhu-2005@126.com
网址：www.sspchina.com.cn
联系人：崔宏耀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弹性
树脂、PP树脂、功能型涂料
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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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盈水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772
弄2号宏悦商务楼401
电话：021-64384338  
传真：021-64384338
联系人：陈永桂
邮箱：andrewchan@yingshuit-
rading.com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水性树
脂，颜料，蜡浆助剂等。

上海永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凯旋路3500号华
苑大厦一号楼26B座，200030
电话：021-64384338  
传真：021-64384338
网址：www.sh-partners.com
联系人：王新 18017094985）
主要产品：油性树脂，水性树
脂，固化剂，特种助剂。

上海元邦化工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汇区老港镇化工
园区同发路188号
电话：021-58057777
传真：021-68296186
网址：www.yoo-point.cn
主要产品：醇酸树脂、饱和聚酯
树脂、不饱和聚酯树脂、丙烯酸
树脂、聚氨酯固化剂、UV光固
化树脂及纸上光油。

上海昭和高分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泽
大道8333号
电话：021-69212122    
021-62175222
传真：021-69212129
邮箱：fuhongxi@sshp.com.cn
网址：www.sshp.com.cn
主要产品：乙烯基酯树脂合成树
脂乳液

上海政星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田州
路9 9号新安大楼1 2 0 3室，
200233
电话：021-54450202
传真：021-54450885
邮箱：
queenie_li@polystar.com.tw
网址：
www.polystar-china.com.cn
主要产品：陶氏环氧树脂及系
统料、溶剂、增韧剂、表面活
性剂、水性助剂、亨斯曼特种
环氧树脂及固化剂、胺类、环
保增塑剂。

上海忠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奉贤分
区苍工路1559号
电话：021-57448531
传真：021-57448535
邮箱：
shenguoying@onist-chem.com
网址：www.onist-chem.com
主要产品：乳化剂，分散剂，共
聚单体，氨基醚化树脂。

圣莱科特国际集团
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零陵路899号飞洲国
际广场26D，200030
电话：021-64271122
传真：021-64455931
邮箱：
xfyang1978@yahoo.com.cn
网址：www.siigroup.com
主要产品：酚醛树脂，溶剂型丙
烯酸树脂，UV/EB固化系统，添
加剂，溶剂。

深圳市佳迪达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4003号
世界金融中心A座40楼
518003
电话：0755-82124697
传真：0755-82124458
邮箱：jiadida@jiadida.com
网址：www.jiadida.com
主要产品：活性稀释剂、涂料树
脂、环氧固化剂、环氧树脂等。

深圳市光华伟业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兴二道6
号武汉大学深圳产学研大楼
A403-Ⅰ，518057
电话：0755-86581960
传真：0755-26031982
网址：www.brightcn.net
主要产品：聚乳酸（PLA），聚
己内酯，聚酯多元醇，乳酸以及
盐类，乳酸酯，单体及共聚物。

深圳市嘉盛达化学品有限公司
（总部）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龙华街
道梅龙大道988号泽华大厦18楼
1808室
全球服务热线：400-088-1568
电话：0755-29840915
传真：0755-29840995
邮箱：golden@goldlife.net.cn
网址：www.goldlife.net.cn
主要产品：热固性丙烯酸树脂 
羟基丙烯酸树脂 UV树脂 氨基树
脂 有机硅改性树脂等。

深圳市科立孚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恒

丰工业城C6栋13楼1302B
电话：
0755－27695507/27695243
传真：0755－27695215
邮箱：szclef008@163.com
网址：www.szclef.com
主要产品：醛树脂，环氧丙烯酸
酯，聚酮树脂。

深圳市立骅鑫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
中路6031号杭钢富春商务大厦
2711室
电话：0755-88354101
传真：0755-88354129
邮箱：info@lf-china.com.cn
网址：www.lf-china.com.cn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饱和聚
酯、氨基树脂、聚氨酯树脂等。

深圳市普锐森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田
面村常平楼6层B）
电话：0755-83364112
传真：0755-83221499
邮箱：812202500@qq.com
联系人：谢菲 13631557084
主要产品：德国拜耳（Bayer）
涂料固化剂、丙烯酸树脂、聚酯
树脂、氯化橡胶、异氰酸酯单体
等，韩国SK，饱和聚酯树脂、
热塑性聚氨酯树脂等，德国朗盛
（Lanxess）涂料助剂，国产
PE树脂、环氧固化剂、通用色
浆用改性聚酯树脂。

深圳市瑞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
街道铁岗水库桃花源科技创新园
主楼303
电话：0755-27926829
0755-27929556
传真：0755-27926843
网址：www.szresin.com
主要产品：UV树脂、丙烯酸树
脂、聚酯树脂、环氧丙烯酸酯低
聚物。

深圳市圣马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黄阁北路天
安数码城4栋A座1002
电话：0755-89718883  
18938020824
传真：0755-84519378
邮箱：glaze@shinemax.net
网址：www.shinemax.net
主要产品：亚麻仁油树脂，水性
色浆，色粉，仿古油，木蜡油。

深圳业旭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坂田上雪科业大厦
10楼

电话：0755-28792436
传真：0755-28792435
邮箱：szyexu@163.com
网址：www.szyexu.com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粘接剂、地
坪涂料固化剂、防腐材料、防火
材料、自流平固化剂。

双键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田州
路99号新安大楼702室
电话：021-54450101 
传真：021-54450700
邮箱：lily-cao@dbc-china.com
网址：www.dbc-china.com
主要产品：抗氧化剂、紫外线吸
收剂、光稳定剂、PVC热稳定
剂、荧光增白剂、聚氨酯耐黄
剂、抗水解剂；光固化主要产
品——单体、光引发剂、光固化
树脂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工业园
区三色路209号火炬动力港A区8
栋9层
电话：028-85925722 
网址：www.sn-nc.com
联系人：钟世林 13679677099
主要产品：硝化棉系列、精制棉
系列。

四川国和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南三路45 6号，
610065 
电话：028-88497008
传真：028-88497008
邮箱：guohe@cdghjt.com
网址：www.cdghjt.com
主要产品：醇溶或醇水溶油墨树
脂涂层胶、涂料树脂胶粘剂以及
水性聚氨酯树脂。

斯塔尔精细涂料（苏州）有限
公司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镇永
安路1号
电话：051266729878
传真：051266729468
邮箱：bill.cai@stahl.com
网址：www.picassian.com
主要产品：水性丙烯酸乳液，聚
碳化二亚胺交联剂，水性聚氨酯
分散体。

苏州工业园区加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368
号
电话：0512-62525706
传真：0512-62537619 
网址：www.jiadian-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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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溶剂型热塑性丙烯酸
树脂、饱和聚酯树脂、溶剂型羟
基多元醇丙烯酸树脂、溶剂型烤
漆用丙烯酸树脂、常用溶剂。

苏州嘉祥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雅路318
号天翔国际大厦19楼02-03室，
215011
电话：0512-68258244
传真：0512-68259892
邮箱：sjresin@163.com
网址：www.shengjia-resin.com
主要产品：醇酸树脂、丙烯酸树
脂、改性树脂等。

穗友（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
30 0 9号祥鹿大厦6F / A区，
201102
电话：021-54885689
传真：021-54882289
邮箱：sara@prior.com.tw
网址：www.prior.com.tw
主要产品：UV促进剂，环氧树
脂，丙烯酸树脂，石英粉，台湾
宝 理 P O M 、 拜 耳 P C 、
PC/ABS、台湾长春聚乙烯醇等
化工原料。

太仓市弇西树脂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工
业C区，215400
电话：0512-53101866
传真：0512-53107470
邮箱：Yanxishuzhi@126.com
主要产品：醇酸树脂，氨基树
脂，双酚A环氧树脂，丙烯酸
树脂。

陶氏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张
衡路936号，201203
电话：021-38511000
传真：021-38513005
邮箱：CYXu@dow.com
网址：www.dow.com/coating
主要产品：陶氏涂料材料业务部
整合了原陶氏化学与原罗门哈斯
相关部门的技术和资源，成为全
球最大的建筑涂料及工业涂料原
材料供应商。新的业务部门拥有
最完整的涂料原材料主要产品线
建筑及工业涂料粘接剂、遮盖聚
合物、流变改性剂、分散剂、溶
剂、成膜助剂及表面活性剂等。

天津津立龙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大
寺工业园鸿泽路6号，300385
电话：15215022101
传真：022-28247146

邮箱：156748@qq.com
网址：tjlilong.qianyan.biz/
主要产品：醇溶、苯溶聚酰胺树
脂，水性环保丙烯酸乳液系列，
丙烯酸树脂，松香改性树脂。

天津市来和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瑞
江花园兰苑8号楼5门401室
电话：022-28247146  
022-28326100
传真：022-28247146
邮箱：laihegongsi@hotmail.com
网址：www.laihe.com.cn
主要产品：胺类固化剂（聚酰
胺、芳香胺、脂肪胺、脂环、多
元胺等）各类环氧树脂以及环氧
涂料添加剂。

桐乡市正大涂料有限公司
地址：桐乡市河山镇张褚大桥，
314512
电话：0573-88677163
传真：0573-88671008
邮箱：
tx-zhengda@tx-zhengda.com
网址：www.tx-zhengda.com
主要产品：热固型丙烯树脂，热
塑型丙烯酸树脂，羟基型丙烯酸
树脂，玻璃漆树脂，高温氟碳漆
用树脂，氟碳树脂，特种树脂，
水性树脂，丙烯酸乳液。

瓦克化学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虹梅
路1535号3号楼
电话：021-61003588
传真：021-61003500
邮箱：info.china@wacker.com
网址：www.wacker.com
主要产品：挥发性硅油系列，二
甲基硅油及乳液系列，苯基硅油
及乳液系列，聚醚改性有机硅系
列，氨基硅油及乳液系列，烷基
/烷氧基改性有机硅，聚葡糖基
改性有机硅，有机硅树脂;有机
硅弹性体，气相二氧化硅系列，
环糊精系列。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经济开发区天
山路17号，264002
电话：0757-29322501
传真：0757-29322501
网址：www.whchem.com
主要产品：多元醇，异氰酸酯固
化剂（HDI，MDI），热塑性弹
性体TPU，水性树脂，有机胺。

武汉荟普化学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风 三 路 东 合 中 心 二 期 D 栋
1302-1303室
电 话 ： 0 2 7 - 8 3 6 0 2 6 8 0  
027-83602833
传真：027-83602676
邮箱：zhb@hpuchem.com
网址：www.hpuchem.com
主要产品：法国阿科玛特种聚
合物PA11/PA12，荷兰帝斯曼
树脂。

武汉仕全兴聚氨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八
方路8号
电话：027-83267879
15972067659
传真：027-83252597
网址：www.strongchem.cn
主要产品：水性聚氨酯树脂，聚
氨酯固化剂。

无锡阿科力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新材料
产业园（锡东大道），214101
电话：0510-88263255-8002
传真：0510-88262666
邮箱：general@chinaacryl.com
网址：www.chinaacryl.com
主要产品：聚酯树脂、丙烯酸
树脂、聚氨酯树脂及其它特种
树脂。

无锡海硕生物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鸿山镇
锡甘路，214115
电话：0510-88581476  
网址：www.transcend-bio.com
联系人：蔡先生 13706195637
主要产品：醛酮树脂，化学试
剂，醛树脂。

无锡万博涂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梅村工业园区
锡泰路219号，214112 
电话：0510-88551611
传真：0510-88550667
邮箱：WXWBTLHG@126.com
网址：www.wanbocoating.com
主要产品：树脂

旭化成精细化工（南通）有限
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民兴路200
号
电话：0813-35072433
传真：0813-35072419
邮箱：
kidai.tb@om.asahi-kasei.co.jp
网址：www.asahi-kasei.co.jp

主要产品：多耐德HDI－无黄变
异氰酸酯，旭化成铝浆，保丽德
是具有优秀耐候性和耐水性的硅
改性丙烯酸胶乳，氨基酸表面活
性剂。

烟台枫林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烟台开发区长江路
77号（中信大厦11层）
电话：0535-6935198
传真：0535-6935188
邮箱：ytxhlmj@163.com
网址：www.fenglin.com.cn
主要产品：聚酯树脂、环氧树
脂、固化剂等。

伊士曼（上海）化工商业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盛夏路399
号C楼
电话：021-61208700
传真：021-50279229
网址：www.eastman.com.cn
主要产品：石油树脂，抗氧化
剂，增塑剂，光学增白剂，酯
醇，蜡，聚合物，共聚聚酯，聚
酯，共聚物，丙烯酯。

意大利盖斯塔夫综合树脂公司
大昌洋行（亚太区总代理）为盖
斯塔夫的独家代理商
地址：中国上海市东方路710号
汤臣金融大厦3楼
电话：021-50588212
传真：021-58300266
网址：www.dksh.com.cn
www.galstaffmultiresine.com
主要产品：涂料树脂和助剂

印度ABC化学品出口私人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1303号
万众大厦3楼1303室，200050
电话：021-52174268
传真：021-62384921
网址：www.abcchemical.com
邮箱：
abcshanghai06@vip.163.com
主要产品：树脂、助剂、颜填
料、溶剂。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莘庄工业区春东路
55号
电话：021-61191000
网址：www.evonik.cn
主要产品：橡胶硅烷偶联剂、氨
基酸、涂料聚酯树脂、MMA单
体、交联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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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泰聚合物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喜泰路237号17号
楼
电话：021-54098070
传真：021-54098069
网址：www.interpolymer.com
主要产品：苯乙烯、丙烯酸乳
液、纯丙烯酸乳液及蜡乳液。

岳阳市英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云溪精细化工工业园
电话：0730-8416318
传真：0730-8416899
邮箱：642758143@qq.com
网址：www.intech-mat.com
主要产品：醛树脂和聚酮树脂

泽强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3062弄
18号华菱大厦4楼D座
电话：021－54223488
传真：021－54223637
网址：www.chartcon.com
主要产品：三井固化剂，crystal 
钛白粉，长春环氧树脂，三菱丽
阳丙烯酸树脂，东洋纺饱和聚酯
树脂。

张家港市阳光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港市凤凰镇杨家桥
村，215613
电话：0512-58493138  
传真：0512-58493138
邮箱：544088285@qq.com
网址：www.rosinester.com.cn
主要产品：松香树脂

增城升华化工有限公司
寿光永升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增城朱村凤岗工业
区，511370
电话：020-82851545
传真：020-82852059
邮箱：christina.wang@sheng-
huazc.com
网址：www.shenghuazc.com
主要产品：建筑涂料乳液及助
剂，化学建材乳液，水性黏合
剂，水性油墨或光油。

兆昌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广东路689号海通
证券大厦1609室 
电话：021-63410225  
021-63410226/63410227
传真：021-63410229
邮箱：services@team-well.com
网址：www.team-well.com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固化剂
等，迈图代理商。

浙江安邦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海宁对外综合开发区
新二路，314400
电话：0573-87966887
传真：0573-87966883
邮箱：zjab123@126.com
网址：www.zjab.cn
主要产品：水性环氧树脂，水性
环氧固化剂。

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化学工业园区跃进
塘路3511号
电话：0574-86680027
传真：0574-86680088
邮箱：yangmengjun@hh-sh.com
网址：www.hh-sh.com
主要产品：碳五石油树脂，碳九
石油树脂，古马隆树脂。

浙江高得宝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城南
工业区开源路42-1号
电话：0570-7177671
传真：0570-7177898
邮箱：sales@goodpoly.com.cn
网址：www.goodpoly.com.cn
主要产品：水性PU树脂、水性
PUA树脂等。

浙江天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海河
路88号
电话：0573-85826008
传真：0573-85826655
邮箱：zjtshr@etransfar.com
网址：www.etiansong.com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用聚酯树
脂、道路标线涂料用树脂（松
香改性）、热塑性聚乙烯粉末
涂料。

浙江新力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虞市东关竺可桢科技园
区，312352 
电话：0575-82560088  
传真：0575-82051479
邮箱：zgf@xinlichemical.com
网址：www.xinlichemical.com
联系人：夏先生 13735221615
主要产品：丙烯酸乳液，防水乳
液，丙烯酸聚合物乳液。

郑州市奇创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红专路56
号
电话：0371-65511827
传真：0371-65711711
邮箱：qc_chem@126.com
网址：www.zzqchg.com 
主要产品：羟基氯醋树脂、聚氨
酯粘合剂等。

珠海飞扬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金湾区高栏港石油
化工专区北五路
电话：18666923089，邱先生
传真：0756-3987970
邮箱：qiuxiaoyong3000@163.com
主要产品：水性树脂。

珠海吉力化工企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三灶
科技园琴石路43号
电话：0756-7621705
传真：0756-7621708
邮箱：jelee01@jeleechem.com
网址：www.jeleechem.com
主要产品：水性丙烯酸乳液，水
性丙烯酸树脂，水性聚氨酯树
脂，水性环氧及固化剂，功能性
树脂。

珠海市卓和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吉大九州大道东
1164号物资大厦5层5008室
电话：0756-3329596
传真：0756-3329599
邮箱：zohochem@126.com
网址：www.zohochem.com
主要产品：聚酯/醇酸树脂，热
固性丙烯酸树脂，羟基丙烯酸树
脂，丁醚化氨基树脂，甲醚化氨
基树脂，特种树脂，水性工业漆
树脂。

淄博嘉丰化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淄博张店良乡工业园
电话：0533-2719009
邮箱：cnjiafeng01@126.com
网址：www.cnjiafeng01.cn
联系人：杨家峰 
简介：淄博嘉丰化工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是生产水性树脂和对外贴
牌加工制漆的科研生产型企业，
目前生产的树脂有水性聚氨脂分
散体水性聚氨脂丙烯酸分散体水
性丙烯酸分散体水性醇酸树脂水
性树脂固化剂等,主要产品主要
用于生产水性工业漆水性木器漆
水性塑料漆水性油墨等。

中山市杰事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南朗
工业区
电话：0760-85529616  
传真：0760-85529610 
邮箱：cecilia@jesida.com
网址：www.jesida.com
主要产品：固体UV树脂，UV
助剂

中山市易科思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街道办事处水悦城邦花园21栋

P31号
联系电话：0757-28099290
传真：0757-26622726
网址：www.ecs-chem.com
主要产品：水性丙烯酸树脂、水
性丙烯酸聚氨酯树脂、水性聚氨
酯树脂等。

美原(广州)化学有限公司
Miwon (Guangzhou) Chemical
Co., Ltd.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
大道48号E栋1515房(510670)
电话:+86 20 3160 3024
传真:+86 20 3160 3284
邮箱: sean.lee@mwc.co.kr
网址: www.miramer.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酯单体,甲基丙
烯酸酯单体.脂肪族聚氨酯丙烯
酸酯，环氧丙烯酸酯，聚酯丙烯
酸酯,高折射率丙烯酸酯,水分散
型丙烯酸酯，附着力促进剂,粉
末涂料添加剂 

Kraton Corp. 科騰公司
地址：15710 John F. Kennedy 
Blvd., Ste. 300, Houston, TX 
77032 UNITED STATES
电话：(281) 504-4792
传真：(281) 504-4793
邮箱：thao.pham@kraton.com
网址：www.kraton.com
联系人：Andrew Hu（市场经
理）
简介：Kraton科騰公司开发、
生产和销售生物基化学品和特种
聚合物，产品具备非凡的价值，
并能提升全球人类的生活。我们
的 S Y L F A T 妥 尔 油 脂 肪 酸
（TOFA）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粘
合剂和涂料体系；我们的生物基
技术具备广泛的可持续性应用优
势，提供了出色的产品性能。

常熟市云硕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高新技术产
业园苏州路55号
电话：0512-52889700 
网址：
http://www.csyunshuo.com/
联系人：MS Tao(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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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2626911
简介：我司可提供一站式仿石涂
料整体解决方案：多彩涂料专用
乳液（硅丙、氟碳）、多彩涂料
颜色配方管理系统以及技术培
训。配套提供：罩光乳液：硅
丙、氟碳；哑光、高光；真石
漆、质感漆、外墙乳胶漆专用硅
丙乳液；硅丙弹性乳液。

广东科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
镇兴南大道902号202房
电话：02039189180
传真：02039189275
网址：www.gdkyou.com
联系人：江生13710318168
主营产品：代理台湾奇钛紫外线
吸收剂、光稳定剂、光引发剂、
抗氧剂；美国HPM消光粉；欧
宝迪水性树脂；生产销售：全众
系列助剂；科优特殊树脂、水性
固化剂。

江苏智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虞山
镇三峰工业园区1号   
电话：0512-52069968  
传真：0512-52069969  
邮箱：jszhitai@163.com  
网址：www.jszhitai.com.cn  
联系人：薛莹益18261726727  
简介：江苏智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集
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位于江苏常熟。公司一
直致力于氟碳乳液、硅丙乳液、
水性无机树脂等产品的开发与运
用，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涂装、
公路桥梁、机械设备、服装纺织
等行业，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深
受客户的信赖与好评。作为一家
新生代的原材料生产商，提供水
性多彩涂料（含砂型）整体解
决方案、无机涂料配套方案、
装饰板涂装水性化配套方案、耐
沾污高性能建筑物罩光体系、水
性工业漆、水性防腐涂料配套方
案，帮助客户解决技术难点，提
升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获
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
聚景路8号
电话：0576-85322966
传真：0576-85289980 
邮箱：sales@ws-chem.com
网址：www.ws-chem.com

联系人：王怀青
主要产品：腰果酚、腰果酚环
氧固化剂、聚酰胺固化剂、环氧
稀释剂。    
   
    
    

山东圣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工
业园区广进路88号
电话： 13371112966
传真： 0632-5187877
网址：www.abio.com
联系人：李广
简介：醛酮树脂AK系列和醛树
脂A81系列主要用在涂料、油
墨、胶黏剂等领域主要能提高漆
膜的快干性、亮度、丰满度和耐
黄变等效果。   
    

    
    

    
    
湛新树脂（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789号均瑶国际广场30层-C，
200032  
电话：86 21 64048011*221
传真：86-21 5456 2170 
网址：www.allnex.com 

联系人：Denny Dai

Kevin Xu；Henry Han 

主要产品：光稳定剂、罐内贮
存稳定剂、抗静电剂、润湿分
散剂、流平剂、消泡剂、紫外
光吸收剂、阳离子型高分子分
散剂等。

ANGUS Chemical Co. 

安格斯化学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田林路200号
华鑫天地A1楼1001室，200233

电话：+86-5389-3200

传真：+86-5389-3200

邮箱：info@angus.com

网址：www.angus.com

联系人：John Xie（亚太区市
场经理）；Rachel Zeng（客户
应用专家）；Ding Bo（客户应
用专家）
简 介 ： 安 格 斯 化 学 公 司
（ANGUS Chemical Co.）是
领 先 全 球 的 特 种 添 加 剂 制 造
商，在涂料的整体使用周期

中，提供多功能的性能效益。

American Chemet is Repre-

sented by Connell Brothers 

美商公利洋行中国总代理
科耐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
1122号89栋7层, 200233  
电话：8621-54265755
8621-54265603 
邮箱：sales@chemet.com 
网址：www.chemet.com 
联系人：Jack Lin（销售经理）
简介： American Chemet 生产
并销售氧化亚铜，用于防污涂
料、防腐剂和抗菌剂中。产品
还包括氧化铜、氧化锌、铜粉
和铜催化剂。

Arkema 

阿科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1868号
大宁国际商业广场1座6楼，
200712
电话：+86 21 6147 6888
传真：+86 21 6147 6777
网址：
www.arkemacoatingresins.com

简介：有乳胶生产线，并且能
提供客户服务，主要产品有建
筑、工业以及特种涂料用原材
料，包括了水性和溶剂型粘结
剂、粉末涂料用树脂和助剂。

ceronas GmbH & Co.KG, 

Waxes

地址：Hugo-Wagener-Str.3, 

Kirchberg / Hunsrück, 55481 

GERMANY

电话：0049-0-6763 / 63-350-0

传真：0049-0-6763/ 63-350-99

邮箱：info@ceronas.com

网址：www.ceronas.com

联系人：Annette Dorroch（销
售与市场负责人）
简介：mju:wax® 微粒化蜡用于
水性/溶剂型打印油墨、油漆、
涂料和粉末涂料中。

Emerald Performance Hong 

Kong

地址：中国香港湾仔港湾道6-8

号瑞安中心1708室
电话：852-2598-7990

邮箱：david.keung@emerald

materials.com

网址：
www.emeraldkalama.com 

联系人：David Keung（销售
经理）
简介：苯甲酸钠化学品为主的
高 性 能 涂 料 和 粘 合 剂 ：
K-FLEX® 低VOC 聚结剂和增塑
剂、VITROFLEX® 聚硫增塑
剂、MODULAST® 聚氨酯改性
剂、缓蚀剂。

EP Minerals LLC 
地址：9785 Gateway Dr., Re-

no, NV 89521 UNITED STATES 

电话：011-65-9005-9401  
传真：8-011-65-6250-1431 
邮箱：inquiry.minerals@ep-

minerals.com 

网址：www.epminerals.com 

联系人：David Biber （亚太区
总经理）
主要产品：EP MineraIs的
Celatom Brights产品包括硅
藻土(DE)、珍珠岩、天然纤维
和合成纤维。以全新的青白色天
然Celawhite(DE)为特色。明
亮，白色，高效的材料，用于哑
光，纹理和流变学。

euroceras Sp.z o.o.

地址：ul. Szkolna 15, 47-225 

Kedzierzyn-Kozle, POLAND

电话：0048-77-488-6680

传真：0048-77-488-66-95

邮箱：info@euroceras.com

网址：www.euroceras.com

联系人：Annette Dorroch（销
售和市场负责人）
简介：高性能CERALENE®蜡、
聚烯烃蜡和合成蜡。

Evonik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
司，涂料助剂
地址:莘庄工业区春东路55号
电话: 86-21-6119 1330
传真: 86-21-6119 1149
邮箱:
junhua.sun@evonik.com
网址:
www.coating-additiv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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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ama Group International 

Inc. 

地址：White Park House,  

White Park Rd., St. Michael, 

BB11135 BARBADOS 

电话：(305) 442-8525 
传真: (305) 442-8426 
邮箱：
customerservice@lorama.com 

网址：www.lorama.com 

联系人：Rickey Shin（亚太区
业务总监）
Ralph Acosta（拉美/加勒比海
地区业务总监）
Dave Whyman（欧洲区业务总
监） 
简介：Lorama Group Interna-

tional Inc. 开发并供应实验室优
选 解 决 方 案 ， 满 足 您 的 着 色
剂、流变剂、稳定剂以及助剂
性能需求。

Michelman China 麦可门中国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环
桥路555弄41号，201315
电话：+86-21-3810-3800
传真：+86-21-3810-3811
邮箱：info@michelman.com
网址：www.michelman.com.cn
联系人：Mr. Jacky Shi
简介：为水性表面改性、聚合
物和涂料的技术领先。

Momentive Performance 

Materials Inc.

迈图高性能材料公司
地址：260 Hudson River Rd., 
Waterford, NY 12188 UNITED 
STATES
电话：+86 21 38604883 - 1883
(614) 986-2495
传真： (614) 986-2496
邮箱：
4information@momentive.com
4information@momentive.com.ap
网址：www.momentive.com
联系人：Jacky Guo（中国区硅
烷业务商务经理）
主要产品：基础硅氧烷聚合物；
多种助剂产品组合，包括硅烷、
特种液体和聚氨酯添加剂。我
们还有多种配方剂型，包括弹
性体和涂料。

Area Sales Mgr.

简介：HOFFMANN MINERAL 

GmbH是德国一家Neuburg硅
质土、矿物功能性填料制造
商，产品为Neuburg二氧化硅
和层状高岭土的独特混合物。
此一功能系性填料在全球的商
品名为SILLITIN、SILLIKOL-

LOID和表面处理AKTISIL，以
及它的煅烧产品SILFIT和表面
处理AKTIFIT。 

ICL磷酸盐专业（HALOX®），
ICL特种产品公司其一部门
地址：1326 Summer St., 

Hammond, IN 46320-2240 

UNITED STATES

电话：+86-15802116856

邮箱：techservice@halox.com

网址：www.halox.com

联系人：Dr. Bodan Ma 马博士
（亚太技术市场经理）
简介：HALOX专门研究创新的
防 腐 解 决 方 案 ， 为 有 机 、 无
机、闪锈和丹宁酸抑制剂领域
中全球领先的制造商。

keim additec surface GmbH, 

Additives 

地址：Hugo-Wagener Str. 9, 

Kirchberg / Hunsrück, 55481 

GERMANY 

电话：0049 6763-93 33-0  
传真: 0049 6763-93 33-30 
邮箱：
information@keim-additec.de 

网址：www.keim-additec.de 

联系人：Gunter Klemm（德国
分公司市场总监/销售负责人）
Dave S. Grabacki（美国分公
司总裁）
Jimmy Bei（中国上海Unkel公
司销售经理）
主要产品：水性 ULTRALUBE®

蜡助剂(乳液、分散体、微分
散 体 ) ， 用 在 水 性 油 墨 、 涂
料、油漆、木材着色剂、亮光
剂和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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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Mr. Junhua Sun (大中国区运
营总监)
简介：赢创涂料添加剂，为您
提供定制化的创新解决方案，
提升涂料配方价值。

GEO特种化学品公司
地址：300 Brookside Ave., 
Bldg #23, Ste. 100, Ambler, PA 
19002 UNITED STATES
电话：(215) 773-9280 
传真：(215) 773-9424
邮箱：
paintsandcoatings@geosc.com
asia@geosc.com
网址：www.geosc.com
联系人：Scott Smyth（NA产品
新业务开发总监）
Tom Lane（Bisomer技术服务
经理）
简介：全球领先的特种单体和多
元醇生产商和供应商，产品主
要用于油漆、涂料、胶黏剂和
聚合物等行业。

Hexion瀚森化工企业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叔碳酸和衍生
品业务部门
地址：中国上海市徐汇区宜山
路1397号C栋，200233
电话：+86-21-31579252
邮箱：service@hexion.com
网址：www.hexion.com/
en-au/chemistry/
versatic-acid-and-derivatives
联系人：Frank Zhou（中国/
亚洲区传讯经理）
简介：在Versatic™叔碳酸、
VeoVa™乙烯基酯和用于聚合
物 、 油 漆 、 涂 料 及 粘 合 剂 的
Cardura™缩水甘油酯单体等
领域中，Hexion瀚森的叔碳酸
业务部门为全球领先。

HOFFMANN MINERAL GmbH

地址：Muenchener Strasse 

75, Neuburg a. d. Donau, 

D-86633 GERMANY

电话： + 4 9 - 8 4 3 1 - 5 3 - 0；
49-8431-53-350

传真：+49-8431-53 -330；
+49-8431-53-330

邮箱：siegfried.heckl@hoffm

ann-mineral.com 

网址：
www.hoffman-nmineral.com

联系人：Mr. Siegfried Heckl, 

MÜNZING

明凌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江场路1228
弄20号1701B-1703A室，
200072
电话：+86-21-6149-1561
传真：+86-21-6149-1563
邮箱：info@munzing.cn
网址：www.munzing.com
联系人：Hector Chow
简介：消泡剂、增稠剂、流变
改性剂、润湿流平剂、颜料分
散剂、建筑涂料添加剂、微粉
化蜡、包膜蜡以及蜡分散剂。

Pilot Chemical 

美国派诺化工
地址：9075 Centre Pointe 
Dr., Ste. 400, West Ches-
ter, OH 45069 UNITED 
STATES
电话：(513) 326-0600
传真：(513) 326-0601
邮箱：info@pilotchemical.com
网址：www.pilotchemical.com
联系人：Christina May（表
面活性剂业务经理）
简介：醇/醚硫酸盐、链烷醇酰
胺、烷基芳基磺酸盐、烷基苯
磺酸盐、效能浓缩剂、二苯醚
二、磺酸盐、磺酸盐氟表面活
性剂

Siltech 

代理：上海Juxin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南京西路580
号仲益大厦3106 -3107室，
200041
电话：+86-21-6231-1717
传真：+86-21-6231-2727
网址：www.siltech.com
联系人：Lizal（亚洲销售经理）
简介：Siltech是一家用于油墨
和涂料的有机硅添加剂、有剂
改性硅氧烷、反应性有机硅的
制造商。

Vencorex Chemicals 

地址：Le Parc Technologique

196 Allée Alexandre Borodine, 

Saint Priest, 69800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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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33 4 26 22 38 21
传真：+33 4 26 22 38 44
邮箱：
mathias.dubecq@vencorex.com
sandrine.nabet@vencorex.com
网址：www.vencorex.com
联系人：Mathias Dubecq
Sandrine Nabet
简介：Vencorex公司是聚氨酯
市场芳香族异氰酸酯（TDI）和
脂族异氰酸酯（HDI、IPDI）及
其衍生物生产商，用于软泡和
硬泡市场。

Worlee 
德信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银都路218号
2A栋208/210室，200231
电话：+86 21 6247 2546
传真：+86 21 6247 2548
邮箱：worlee@worlee.cn
gao@worlee.cn
网址：www.worlee.de
联系人：Ms. Cora Gao Hul
Klaus D. Koehler
Annika Kunze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聚酯
和助剂，水性和溶剂型醇酸树
脂和丙烯酸树脂。

3M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兴义路8号万
都大厦38楼
电话：021-62753535
网址：www.3m.com.cn
主要产品：氟表面活性剂，白
色陶瓷微珠。

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品（宁波）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
137号，201600
电话：021-57079106
传真：021-33528501
邮箱：luke.liu@akzonobel.com
网址：www.akzonobel.com
主要产品：特性助剂部功能化
学品，如HEC等。

阿克苏诺贝尔高效化学品（苏
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302号，215122
电话：0512-62584981
传真：0512-62584983
邮箱：rossi.chen@akzonobel.com
网址：www.akzonobel.com
主要产品：Expancel 微球-多功
能添加剂

艾迪科（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555号长

房国际广场10楼1006-1010室
200051
电话：021-62296622-225
传真：021-62287290
邮箱：kt@adksh.com.cn
网址：www.adksh.com.cn
主要产品：增稠剂、消泡剂、
稳定剂、稀释剂、固化剂。

安徽省安邦矿物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明光市明东工业园
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明光东高
速出口向东800米
电话：0550-8586888  
18205505556
传真：0550-8586666 
网址：www.ahabkw.com
主要产品：专业生产经营凹凸
棒高粘剂、悬浮剂、吸附剂和
脱色剂等系列主要产品，同时
兼营纳米蒙脱石、云母粉等非
金属矿主要产品。

安徽省明美矿物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明光市工业园区
柳湾路58号，239400
电话：0550-8098698
传真：0550-8098458
邮箱：huxi@mmkw.cn
网址：www.mmkw.cn
主要产品：高粘剂凹土、高悬
浮剂凹土、吸附剂凹土、脱色
剂凹土、抗盐粘土、凹凸棒载
体、分子筛等七大系列七十多
个品种。

安徽天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安徽.蚌埠江淮路71号
电话：0552-4928316 
传真：0552-3876580   
邮箱：lpc@tianrun.com.cn
网址：www.tianrun.com.cn 
主要产品：聚丙烯酰胺，丙烯
酰胺（AM），邻苯二甲酸酐
（苯酐），反丁烯二酸。

安吉县宇宏粘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浙江安吉县高禹镇
电话：0572 5219111
传真：0572-5807777
邮箱：ywx@chinabentonite.com
网址：http://yuhongclay.com
联系人：周胜权
主要产品：有机膨润土增稠流
变助剂，水性增稠流变剂。

安阳市双环助剂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汤阴县古贤乡古贤村
（302省道南侧）
电话：0372-2266315
传真：0372-3326310
邮箱：ayshzj@163.com

网址：ayshuanghuan.compan
y.lookchem.cn
联系人：张晓路 （销售主管）
主要产品：颜料、涂料、油墨
用分散剂系列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江心沙路300号
200137
电话：021-20391000
传真：021-20394306
网址：
www.greater-china.basf.com
主要产品：固化剂，助剂，消
泡剂，流平剂，树脂，乙烯基
醚，杀菌剂。

百利合化工（中山）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沙
仔工业园，528441
电话：0760-85705709
0760-85706789 
传真：0760-85168555
邮箱：blhchem@126.com
网址：www.blhjt.cn
主要产品：硬脂酸锌、硬脂酸
钙、硬脂酸镁、PVC无毒热稳
定剂。

北京奥得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乙
19号华通大厦B座18－27
电话：010-88018188
传真：010-88018198
邮箱：odyssey@bj-odyssey.com
网址：www.bj-odyssey.com
主要产品：荧光增白剂

北京东方天益生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丰台区南三环西路
16号2号楼808室，100088
电话：010-82026154 
传真：010-87576020
邮箱：668613922@qq.com
联系人：潘经理 13910085020
主 要 产 品 ： 代 理 帝 斯 曼
（DSM）——涂料用树脂及水
性 乳 液 ， 加 拿 大 D C C 公
司：——有机及无机颜料，美
国ADM公司——颜料润湿分散
剂、水性体系稳定剂。

北京航天赛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
路59号23号楼二层
电话：010-88108563 
010-88490397
传真：010-88108561
邮箱：htsdsdpowder@163.com
网址: www.hangtiansaide.com 
主要产品：粉体产品：涂料用
消光粉产品系列、数码喷绘耗

材吸墨剂系列、皮革表面处理
消光粉系列、塑料开口剂系列；
液体产品：蓝宝石抛光液系列、
半导体材料抛光液系列、金属、
陶瓷抛光液系列、电子级高纯
硅溶胶系列。 

北京科拉斯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6号
E-520，100012
电话：13521206904 
传真：010-84900900
邮箱：sc@sino-composite.com
网址：www.sino-composite.com
主要产品：消泡剂，润湿分散
剂，表面助剂，流变助剂，工
艺助剂。

北京美扬时代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经济开发
区星湖科技园区兰格加华D10
电话：010-80890561-805/806
传真：010-80898012
邮箱：mytimes01@163.com
网址：www.bjmytimes.com
主要产品：EFKA助剂、原Ciba
的光稳定剂、光引发剂及抗氧
剂等、丰虹膨润土、美国3M公
司、德国Alberdingk水性树脂公
司、韩国FTC助剂公司等在北
方地区的指定经销商。

北京兴美亚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
路6号1幢5A-61
电话：010-59273092
传真：010-59273091
邮箱：wlh@xmyhg.com
网址：www.xmyhg.com
主要产品：多功能助剂，颜填
料，钛白粉、分散剂、成膜助
剂、润湿剂、消泡剂、防腐、
防霉剂、增稠、流平剂、羟乙
基纤维素、羟丙甲纤维素、消
光粉、调色系统、海泡石。

北京英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
学院国际大厦807
电话：86-010-62772207
传真：010-62793514
邮箱：iht@iht.com.cn
网址：www.iht.com.cn
主要产品：辐射固化行业光引
发剂主要生产供应商。

北京正恒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
水工业区
电话：010-69342824
传真：010-63785049
邮箱：160778468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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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tablechem.com
主要产品：油漆催干剂，粉末
涂料催化剂以及其它有机锡稳
定剂，二月桂酸二丁基锡，氧
化单丁基锡系列等。

毕克化学技术咨询（上海）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140
号22栋，200233
电话：021-33676300
传真：021-33676302
邮箱：info@byk.com.cn
网址：www.byk.com.cn
主要产品：润湿分散剂、蜡助
剂、附着力促进剂、新型粉末
涂料助剂、消泡剂、纳米U V
吸收剂、流变改性剂、表面活
性剂。

常熟高泰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万荣路777号大宁
音乐广场H座9楼，200072
电话：+86 21 6147 6888
传真：+86 21 6147 6777
邮箱：contact@coatex.com  
网址：www.Coatex.com           
简介：公司主要产品主要有建
筑、工业和特种涂料用水性丙
烯酸分散剂 以及各类增稠剂。

常州华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金坛经济开发区东
康路8-9号，213200
电话：0519-82688608
传真：0519-83298814
邮箱：info@runtec-chem.com
网址：www.runtec-chem.com
主要产品：光引发剂、紫外线
吸收剂。

常州杰美新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宁区雕庄街道采菱科
技园4号，213018
电话：18912343477
传真：0519-69991538
网址：www.czjmx.com
联系人：王雪 15961236960
主要产品：腰果酚改性胺环氧
固化剂。

常州瑞昊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武进区常武中路18号常
州科教城520大道北京化工大学
常州科技大厦B座B410，
214446
电话：0519-81297986
传真：0519-81297686

邮箱：
duyufeng@hengfengchem.com
网址：www.ruihaochem.com
主要产品：涂料、乳液用杀菌
剂。

常州市嘉诺有机硅有限公司
地址：武进区横山桥镇芙蓉工
业集中区（武进区横山桥镇蓉
湖路78号）
电话：15763608364
传真：0519-88763130
邮箱：czjianuo@sohu.com
网址：www.czjianuo.com
主要产品：纯有机硅树脂、丙
烯酸改性有机硅树脂、环氧改
性有机硅树脂、聚酯改性有机
硅树脂、防水剂，环保型有机
硅树脂、不粘锅专用硅树脂、
排气管专用硅树脂、绝缘漆专
用硅树脂及苯基氯硅烷单体。

常州市牛塘化工厂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牛
塘镇延政路51号
电话：0519-86391136-808
传真：0519-88231082
网址：www.niutang.com
联系人：鲍女士
主要产品：固化剂——异氰尿
酸三缩水甘油酯（T G I C）和
NT552。

ACME Tech. Co., Ltd.
重庆艾克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重庆市渝北区红锦
大道569号大众御湖苑D栋11楼X
电话：+86 (0)23-89118971
+86-15922656576
传真：+86 (0)23-89118970
邮箱：sales@acmetech.cn
网址：www.acmetech.cn
简介：Surfadol非离子型炔二醇
润湿剂、消泡剂、分散剂，可
替代进口TMDD类助剂以及不环
保的APE/APEO类助剂。

大连金鼎祥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杏林街2号
西塔1303室
电话：0411- 82300445
传真：0411-82558893
邮箱：82300445@163.com
网址：www.trimerchem.com
主要产品：聚氨酯流平剂，聚
氨酯增稠剂，聚氨酯分散剂。

昆山玳权精细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花桥绿地
大道231弄9号杰座1801-1812
室，215300
电话：0512-50311688

传真：0512-50311010
网址：www.daiquan.com
主要产品：BYK助剂代理、树
脂、固化剂、染料。

德国舒美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580号南
证大厦1910室
电话：021-62172995
传真：021-62172997
网址：www.schuelke.com
主要产品：杀菌剂、防霉剂、
杀藻剂。

德谦（上海）化学有限公司
（海名斯）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联阳
路99号，201613
电话：021-57740348
传真：021-57747483
网址：www.elementis-specialti
es-asia.com 
主要产品：流变助剂、润湿与分
散剂、着色剂、调色系统、消泡
剂、防沉蜡与微粉化蜡、附着增
进剂以及其它强效添加剂。

德山化工（浙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港区乍浦经
济开发区雅山西路55 5号，
314201
电话：0573-85527887
传真：0573-85523355
邮箱：zjtokuyama@tokuyama-
silica.com.cn
网址：www.tokuyama.net.cn
主要产品：气相二氧化硅。

东莞市道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道尔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茶山镇增埗村卢
屋慧美科技园
电话：18002918891
传真：0769-22336775
邮箱：416048933@qq.com
网址：www.dohercn.com
主要产品：环保阻燃剂。

东莞市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汉维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桥头镇桥
新西一路桥泰街5号
电话：0769-81024888
0769-83348666
传真：0769-82363383
邮箱：info@gdchnv.cm
网址：www.gdchnv.com

主要产品：硬脂酸盐系列，特
殊润滑剂系列。

东莞市龙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莞市南
城区鸿福路财富广场A1806室
电话：0769-22853450
13825766451
传真：0769-22853540
联系人：董清龙 13926882684
邮箱：dongqlong@sohu.com
网址：www.lhchem.com.cn
主要产品：PE、PTFE微粉蜡、
蜡浆、水性助剂、分散剂。

东莞市三桦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主山鸿怡
花园C座7C2，523000
电话：0769-22265519
传真：0769-22265520
邮箱：trichem@vip.163.com
网址：www.trichem-inc.com
联系人：杨仁滚 13929248290
主要产品：日本共荣社助剂、
添加剂。

佛山市道宁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季华五路
18号经华大厦22楼E、F、G室
电话：13702066998
传真：0757-83202889
邮箱：daoning@daoning.com.cn
网址：www.daoning.com.cn
主要产品：硅烷偶联剂、聚氨
酯助剂、有机硅涂料助剂。

佛山市恒烨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清晖路12号顺港大厦12楼，
528300 
电话：0757-22211189
传真：0757-22319190
邮箱：chendl@hanyett.com
网址：www.hanyett.com
主要产品：各种水性助剂。

佛山市蓝亚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佛山市顺德区大良
广进商务中心4楼411
电话：0757-22232225 
传真：0757-22336818
网址：www.blueasia.cn
主要产品：水性消泡剂、防
腐剂、水性增稠剂、水性分
散剂等。

佛山市顺德区图洪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凤翔
路51号顺雅名筑1座4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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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7- 29229303
传真：0757-28607020
邮箱：
liaohua26215353@yaohoo.com.cn
网址：www.hotosecko.cn
联系人：廖先生 13726328200
主要产品：防腐防沉剂，多彩
涂料专用增稠剂，胶体专用润
湿保护剂，聚醚硅油，表面光
滑抗划痕剂，表面光滑抗划痕
剂，润湿银粉排列剂，表面活
性剂，高效流平增滑剂。

格雷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1010号
嘉华中心19楼
电话：021-33258288
传真：021-54051500
邮箱：karen.xu@grace.com
网址：www.grace.com
主要产品：消光剂、二氧化硅
主要产品、防锈颜料。

硅涂（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武宁南路
488号智慧广场808室
电话：021-52987722
传真：021-62323656
邮箱：
roger.zhang@shzhenpu.com
网址：www.silcoatshhitech.com
主要产品：信越化学羟乙基纤
维素、台湾中亚助剂、拉玛萨
防腐防霉剂/助剂、江苏润泰
十二碳醇酯、世名科技色浆、
巴斯夫液体增白剂、乙二醇/
丙二醇。

公耀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长宁区长宁路1055
号9楼，200335
电话：021-52391188
网址：www.kellychemical.com
主要产品：专用添加剂。

共荣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黄浦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222号力宝广场2105B室
电话：021-53965773
传真：021-53966117
网址：www.kyoeisha.co.jp
主要产品：消泡剂，流平剂，
成膜剂。

广州市广传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新
桥村泰安路98号之3一楼

电话：020-34886591
020-34886592 020-34867930
传真：020-34886593
邮箱：qunan@21cn.com
主要产品：光引发剂，助剂，
紫外线吸收剂，原料填充料，
UV单体/树脂。

广东添一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
居委会建丰路7号三层七室
电话：0757- 22900651
传真：0757-22900652
邮箱：y668cz@vip.sina.com
网址：www.tianyi-chemical.com
主要产品：涂料、油墨专用微
粉蜡，UV光固化专用消光粉，
B8105新型气溶胶消光粉。

广东标美硅氟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
161号中泰国际广场B塔15楼，
510620
电话：020-28816060
传真：020-28816089
邮箱：sales@bmsif.com
网址：www.bmsif.com
主要产品：表面活性剂，手感
剂，流平剂，工业消泡剂，防
水防污剂。

广东天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科学
城神舟路788号A-2办公楼一楼
101室，510070
电话：020-87686635
传真：020-87684677
邮箱：tianchen@gd-tianchen.com
网址：www.gd-tianchen.com
主要产品：专业从事抗微生物
制剂、防腐杀菌剂、防霉抗菌
（藻）剂、生物及天然食品防
腐剂、保鲜剂、抗氧化剂、酶
制剂、天然产物提取与分离等
生物化工主要产品。

广州冠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冠志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掬
泉路3号广州国际企业孵化器A
座1106室（总部）；广东省英
德市白沙镇凯迪化工园区（生
产基地）
电话：020-82567990
传真：020-82037272
邮箱：
longzhiyun@guanzhihg.com 
网址：www.gzguanzhi.com
主要产品：水性流平剂、增稠
剂、流变助剂、消泡剂、润湿
剂、分散剂、多功能助剂、防
腐防霉杀菌剂、固化剂、成膜

剂、水性聚氨酯树脂（应用于
水性木器漆、水性工业漆、皮
革纺织品等多个领域）。

广州飞石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保税区东江大道284
号6003室
电话：020-82229803
联系人：许月凤 1351347071
传真：020-82229807
主 要 产 品 ： 格 雷 斯 消 光 粉
UNIQCHEM助剂。

广州丰天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
686号908房
电话：020-61166988
传真：020-36235718
邮箱：gccgz@126.com
网址：www.gccgz.com
主要产品：亚什兰助剂主要产
品，阿科玛建筑水性乳液，
Dow水性湿润分散剂。

广州慧谷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永和经济
区新业路62号，511356
电话：020-32222928
传真：020-32222928
网址：www.humanchem.com
主要产品：消光剂/消光粉/哑
光粉/哑粉，高分子合成树脂和
助剂。

广东龙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砂路106
号国际商业大厦 A座2 4 B，
515041
电话 +86 754 88945990 
传真：+86 754 8836 3909
网址：www.longhu.biz
主要产品：乳液、分散剂、消
泡剂、润湿流平剂、增稠剂、
成膜助剂、p H调节剂、杀菌
剂、防霉剂、多功能添加剂、
胶粘剂。

广州凌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禹区番禹大道
北555号天安科技苑交流中心
702，511400
电话：020-39388561
传真：020-39388562
邮箱：chen@lingwe.com
网址：www.lingwe.com
主要产品：“鸿盛”系列消光
粉，添加剂。

广州深蓝聚合物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迎
宾路730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
安科技交流中心902

电话：020-22883339
传真：020-22883332
邮箱：50298992@qq.com
网址：www.gzshenlan.com
主要产品：消泡剂，分散剂，
特用助剂，流平剂，防沉剂，
流变助剂，有机膨润土，安巴
色粉，蜡粉，PMMA，染料，
消光粉，固化剂，树脂，玻璃
粉，气相二氧化硅，氧化铁，
白水，酸酰胺。

广州市采合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横
路63号26楼A座
电话：020-87556183 
020-87556306 
传真：020-87556466
邮箱：chinahop@vip.tom.com
网址：www.chinahop.com
联系人：康先生13316119868
主要产品：流平剂，消泡剂，
抗静电剂，分散展色剂。

广州市坚毅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兴东路17
号之28铺
电话：020-81554239
传真：020-81554992
邮箱：122455706@qq.com
网址：www.gz-jy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硅系列，有机
钛/锆系列，有机锡系列，聚合
物微粉系列。

广州市联固精细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荔香路10
号1313房
电话：020-82277517
传真：020-82287484
邮箱：ua@uachemicals.com
网址：www.uachemicals.com
主要产品：美国气体化工助剂、
阿科玛公司树脂、增稠剂、美
国雅宝有机哑粉、西班牙全保
杀菌剂、增白剂。

广州欧鹏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东
环路397号301室，11400
电话：020-39995755
传真：020-39995033
邮箱：openchemicals@163.com
网址：www.openchemical.cn
联系人：李鹏初 
主要产品：代理法国先创公司
涂料助剂全系列主要产品；粉
末涂料用闪光铝粉，环氧树脂
乳液及固化剂系列主要产品。

广州市陆欧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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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道14号102商铺，518111
电话：13929544682
13202006621
传真：020-82521036
联系人：王够江 13826031749
邮箱：2062858665@qq.com
网址：www.luoubsk.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流平
剂、分散剂、消泡剂、炭黑。

广州市汽都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港前路303
和安堡商务中心综合楼718室
电话：020-22063861
传真：020-22063861
网址：www.cidochem.com.cn
主要产品：增稠剂、杀菌防霉
剂、增深剂、防粘剂、水性树
脂交联剂、乳化剂、杜邦钛白
粉、三菱碳黑、伽玛动态表面
活性剂系列。

广州市锐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中 4 3 9 号 天 银 商 贸 大 厦
1116-1117室
电话：020-32371568
传真：020-62824805
邮箱：sales@decochemie.com
网址：www.decochemie.com
主要产品：流平剂，消泡剂，分
散剂，基材润湿剂，特殊助剂。

广州市首牵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429号海珠科技大楼613-615室
电话：020-34072969
传真：020-6261 9240
网址：www.first-chain.com
主要产品：分散剂、增稠流变
助剂、防腐杀菌剂、防霉剂、
消泡剂。

广州市益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为开发
区科学城彩频路11号F705
电话：020-82013291
 020-32205459
传真：020-32204943
邮箱：iriyirui@gmail.com
网址：www.gziri.cn
主要产品：蜡粉，气相二氧化
硅，炭黑，树脂、分散体、乳
液，消光粉，涂料助剂。

广州双键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黄埔
区骏雅北街3号金碧领秀国际中
心618房
电话：020 82488510 
传真：020-82488520
邮箱：sj@gzshuangjian.com

网址：www.gzshuangjian.com
联系人：程琳 13826195037
主要产品：表面活性剂，可聚
合型表面活性剂，聚合单体，
分散剂，润湿流平剂，氧化还
原剂，消泡剂，链转移剂。

广州致辉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号天安科技总部中心15号楼
506
电话：020-39211598
传真：020-39211599
邮箱：info@zhi-hui.com
网址：www.zhi-hui.com
主要产品：流平剂、分散剂、
消泡剂、促进剂，树脂及其它
助剂。

海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
安数码城F3.8栋C、D座八楼，
518040
电话：0755-83300768 
传真：0755-83300726
网址：www.opxincai.com
联系人：郑翔 15900773762
主要产品：功能助剂，调色设
备。

海客迈斯生物科技（上海）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
坊路2066号 201615
电话：021 5108 3846
传真：021 6785 0114
邮箱：info@hixmas.com
主要产品：消毒剂、杀菌剂、
防腐剂、防霉剂、灭藻剂等多
种产品。

海门埃夫科纳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外
滩中心3601室，200002
电话：021-63808100
传真：021-63808289
邮箱：afcona@afcona.com.my
网址：www.afcona.com.my
主要产品：专业添加剂供应商，
消泡剂，流平剂，润湿分散剂
等主要产品：润湿分散剂、消
泡剂、流平剂。

杭州迪马精化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市心北路108号新世界财富中
心2幢4408室
电话：0571-82865966
传真：0571-82865977

邮箱：sales@dimachema.com
网址：www.dimachema.com
主要产品：陶氏表面活性剂，
杀菌剂，防腐剂，颜料，纽碧
莱群青。

杭州捷尔思阻燃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号
-61号，310011
电话：0571-88409091
传真：0571-87250388
邮箱：sales@jlschemical.com
网址：www.jlschemical.com
主要产品：三聚氰胺多聚磷酸
盐，环氧树脂专用阻燃剂。

杭州金德瑞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城区浙江杭
州 下 城 区 北 景 园 月 桂 苑
22-3-302室
电话：0571-87820949
传真：0571-87800409
主要产品：荧光增白剂、煅烧
高岭土、色素碳黑、颜料。

杭州金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杭州临安市石镜街
158号，01501
电话：86-571-63708170
传真：86-571-63708668
邮箱：
app496929256@gmail.com
网址：www.jintianchem.com
主要产品：葡萄糖酸钠、酒石
酸、酒石酸盐系列。

杭州精益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临安市临天市华
侨路68号，311300
电话：071-63806068
071-63711876
传真：071-63751569
邮箱：Bentonite@zjfhht.com
网址：www.organiclay.com
主要产品：有机膨润土，增稠
流变剂。

杭州南杭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周浦乡姚
家坞，310024
电话：0571-86777177
传真：0571-86777277
邮箱：sales@nhpvp.com
网址：http://nhpvp.company.lo
okchem.cn/contact/
主要产品：PVP-K 均聚系列、
PVP-A 共聚系列。

杭州瑞科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学院路229号学苑
春晓12号楼612室
电话：0571-88254703

传真：0571-88254723
邮箱：info@ruikechem.com
网址：www.ruikechem.com
联系人：夏先生 13958017197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助剂。

杭州先进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笕
桥镇新风路31 8号红街公寓
18-1-703，311401
电话：0571-86768361
15989866514
传真：0571-86768360
邮箱：
keith.lau@advanced-chem.cn
网址：www.huadong@advanc
ed-chem.cn
主要产品：颜料分散剂，乳液
聚合剂，附着力促进剂。

杭州瑞科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学院路229号学苑
春晓12号楼612室
电话：0571-88254703
传真：0571-88254723
邮箱：info@ruikechem.com
网址：www.ruikechem.com
联系人：夏先生 13958017197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助剂。

杭州兴泰国光化学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
桥镇方浜工业园兴盛路
电话：0512-65464874
 0512-65467595
传真：0512-66158477
邮箱：505002411@qq.com
网址：www.szxtgg.com
主要产品：分散剂、流平剂。

合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
7 9 弄 9 号 平 高 世 贸 中 心
1311-1312室
电话：021-37772188
传真：021-37772282
邮箱：sales@asiafine.com
网址：www.houchi.com.tw
主要产品：分散剂，流平剂，
消泡剂，功能性助剂；有机颜
料、无机颜料，珠光颜料，铝
银浆。铝粉，研磨珠，铝粉。
光固化树脂。

合肥君科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黄山路602号国家
大学科技园C区406号
电话：0551-5315649  
传真：0551-65326845
网址：hfjkcl2625.qy01.cn/
联系人：胡经理
主要产品：油墨干燥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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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惠峰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江阴市璜土镇镇澄
路3468号，214445
电话：0510-86053050
传真：0510-86053070
邮箱：jywayfar@jywayfar.com

网址：www.jywayfar.com

主要产品：环氧固化剂、环氧
固化促进剂、环氧稀释剂。

常州市西南化工研究所
地址：金坛市后阳化工园1号，
213215
电话：0519-82618828 
传真：0519-82618836
邮箱：sales@xinan-chem.com

网址：www.xinan-chem.com

主要产品：四甲基溴化铵、甲
基三苯基氯化膦、四乙基溴化
铵、乙基三苯基溴化膦、丁基
三苯基溴化膦、铜铁试剂、四
乙基氯化铵、四丁基溴化铵、
四辛基溴化铵、3-羟基丙腈。

金团化学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富华道穗
苑29号
电话：0760-88819466
传真：0760-88818561
邮箱：kito@kitochem.com

网址：www.kitochem.com

主要产品：涂料添加剂润湿分
散剂、流平剂、润湿剂、手感
增滑剂、消泡剂、流变剂、附
着力剂、固化促进剂，功能聚
合物，水性聚合物。

金信化工（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永镇塘尾村南
玻大道
电话：0755-29973516
传真：0755-29973172
邮箱：168@taisechem.com

网址：www.taisechem.com

主要产品：硬脂酸锌、硬脂酸
镁、硬脂酸钙、硬脂酸钡、硬
脂酸铝、水性硬脂酸锌。

荆州市江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经济
开发区群力大道36号，434005
电话：0716-8377816/8377819
传真：0716-8377812
邮箱：qingshan.yang@jhsi.biz

网址：www.jhsi.biz

主要产品：硫类硅烷、氨基类
硅烷、乙烯基类硅烷、环氧类
硅烷、烷基硅烷、酰基硅烷、
硅烷交联剂。

上海莒南科洛马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莲花南路，

水性体系添加剂。

江苏广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长
江东路43号
电话：0513-881800955
主要产品：消泡剂、分散剂等

江苏格罗瑞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洪泽盐化
工业园区
电话：0517-87616899
传真：0517-87616088
邮箱：sales@jsglorychem.com

网址：www.gl-chem.com

主要产品：荧光增白剂

江苏润泰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姜堰经济开发区扬
州路900号
电话：
0523-82580009/82580888
邮箱：sales@runtaichem.com

网址：www.runtaichem.com

主要产品：十二碳醇酯（真石
漆专用成膜助剂，分散剂，高
沸点溶剂，催干剂，增塑剂，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邻苯二甲
酸二乙酯，3-乙氧基丙酸乙酯，
异丁酸异丁酯，2-庚酮。

江苏广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长
江东路43号
电话：0513-881800955
主要产品：消泡剂、分散剂等.

江苏沃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常熟市新材料产业
园海天路18号
电话：0512-52836238
0512-52139351
传真：0512-52836278
邮箱：xu@worldbrom.com

网址：www.worldbrom.com

主要产品：溴化物及溴酸盐等
无机溴化工主要产品和精细有
机溴化工主要产品。

江西省永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科
技工业园，337200
电话：0799-7586939,7586358
传真：86-799-7586721
邮箱：webmaster@jxyongtai.com

网址：www.jxyongtai.com

主要产品：对苯二甲酸、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

湖北武大有机硅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鄂州市葛店经济
技术开发区润阳西路，430000
电话：027-87204219
传真：027-87214371
邮箱：sale@wdsilicone.cn

网址：www.wdsilicone.cn

主要产品：乙烯基硅烷，烷基
硅烷，氯丙基硅烷等。

湖北仙粼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仙桃市杜家台1号
433000
电话：0728-3258350
传真：0728-3258351
邮箱：sales@hbxlchem.com

网址：www.hbxlchem.com

主要产品：三乙醇胺，二乙醇
胺，一乙醇胺。

华凌涂料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1
号院南二楼326号
电话：010-82032212
传真：010-82032282
邮箱：huangyot@163.com 

网址：www.hlcoatings.com

主要产品：代理BYK助剂。

华明泰（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会展
东路12号投资大厦702房
电话：0760-85705730
传真：0760-85705700
邮箱：huamingtai@21cn.com

主要产品：涂料级硬脂酸锌系
列、无毒钙锌稳定剂系列、水
性硬脂酸盐系列、成核剂。

华夏集团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涌镇东
深村鱼窝头大道旁，511475
电话：020-84919175
传真：020-84919174
邮箱：gzhxpt@cn-hpc.com

网址：www.cn-hpc.com

主要产品：消泡剂、流平剂、
分散剂、助剂、微分化蜡。

华星（宿迁）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经济开发
区北区纬二路8号
电话：0527-84839778 
传真：0527-4839777
邮箱：info@huaxingchem.net

网址：www.huaxingchem.net

联系人：刘金秋 15950607337
主要产品：防老剂、交联剂、
硫化剂、其它助剂。

黄山市华惠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城
东工业园下街小区3号
电话：0559- 3511812/351370
传真：0559-3516889
网址：www.huahuichem.com

主要产品：固化剂，流平剂，
消光剂，其它助剂。

黄山市润科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安徽黄山市徽州区
永佳大道229号，245061
电话：8605593515598 
15955595699
传真：05593513378
邮箱：web@hsrunke.com

网址：www.hsrunke.com

主要产品：消光剂系列、流平
剂系列、固化剂系列、粉末材
料系列、促进剂。

霍尼韦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张江
高科技园区环科路555弄1号楼 
201203
电话：021-80386800
传真：021-60246070
主要产品：蜡粉

纪研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马鞍山西路龙城
雅居18幢
电话：0512-57758550
0512-36823893
传真：0512-57508876
邮箱：Info@amorso.com

网址：www.amorso.com

主要产品：消泡剂、流平剂、
分散剂及其它特用助剂。

嘉智信诺（南通）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池州市东至经济
开发区通河北路
电话：0566-3275818,3275819
传真：0566-3275888
邮箱：
chenyongkang@vip.163.com

网址：www.xoanonschem.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695662277
主要产品：流平剂、分散剂、
消泡剂，特种助剂。

江门市汇金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丰乐路47
号之一101，529000 
电话：0750-3909008
传真：0750-3909018 
邮箱：gb_jiangmen@163.com

网址：www.gbchem.com

主要产品：油墨涂料树脂、油
墨添加剂、涂料添加剂、乳胶
漆添加剂、乳液聚合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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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 1370 185 7370
传真：+86 21 543 796 71
邮箱：julial@kromachem.com
网址：www.kromachem.com
联系人：Julia Li
主要产品：特种添加剂，包括
光引发剂、抗氧剂、紫外线吸
收剂、光稳定剂。

Keim-Additec公司
翁开尔（上海）国际贸易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401号6楼，200032
电话：021-51691088
+49 6763 93330
传真：021-52829830
+49 6763 933330
邮箱：jimmy.bei@hjunkel.net.cn
information@keim-additec.de
网址：
www.hjunkel-china.com
www.keim-additec.de
主要产品：用于水性涂料，如
上光清漆（OPV）、油墨、清
漆、胶粘剂、亮光剂和相关应
用中的水性ULTRALUBE®蜡添
加剂。

卡博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双柏路558号，
201108
电话：021-64347766
传真：021-64345532
邮箱：jake.tang@cabotcorp.com
网址：www.cabot-corp.cn
联系人：Jake Taug（亚太区域
市场经理）
主要产品：提供包括炭黑颜料
和功能性添加剂主要产品，包
括气相二氧化硅、氧化铝和气
凝胶。

卡德莱化工（珠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珠海市临港
工业区碧阳路
电话：0756-7269066/7269856
传真：0756-7269067
邮箱：www.cardolite.com.cn
主要产品：酚醛酰胺固化剂，
腰果壳油改性胺环氧固化剂。

凯门（岳阳）水性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岳阳城陵矶临港产
业新区
电话：0730-8422288
传真：0730-8422388
邮箱：Info@chem-additive.com
网址：www.chem-additive.com
主要产品：表面活性剂，消泡
剂，流平爽滑剂，分散剂。

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168
弄2号，200335
电话：021-22483000
传真：021-22483480
网址：www.clariant.cn
主要产品：抗静电剂; 光稳定剂; 
抗氧剂; 阻燃剂;颜料，催化剂。

中蓝晨光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
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倪
家桥路2号
电话：028-85556475
网址：www.chengrand.net
主要产品：有机硅及特种氟
材料。

利安隆（天津）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黄埔南路
89号万顺温泉花园A座4层，
300201
电话：022-28379939
传真：022-28379933
邮箱：mail@rionlon.com
网址：www.rionlon.com
主要产品：抗氧化剂，紫外线
吸收剂等。

辽宁科隆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东
环路8号
电话：0419-5168093
传真：0419-5589837 
网址：www.kelongchem.com
主要产品：润湿剂，增稠剂，
流平剂，消泡剂，乳化剂、成
膜剂。

临安市青虹化工助剂厂
地址：浙江省临安市天目山镇
藻溪工业园区，311312 
电话：0571-63781600
传真：0571-61077599 
邮箱：qh@qhchemical.com
网址：www.qhchemical.com
主要产品：有机膨润土；水性
膨润土；抗沉剂，分散剂。

临安市维兰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临安市青山湖街道
茅草湾99号，311305
电话：0571-61077166
传真：0571-61077169
邮箱：sales@lawlzj.com
网址：www.lawlzj.com
主要产品：油墨用助剂、润湿
分散剂、抗沉剂，分散，消泡
剂、杀菌剂。

临江益瑞石硅藻土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南

大街7号万豪中心A座805室，
100005
电话：010-65673068-63
传真：010-65673168
网址：www.celite.com.cn
主要产品：涂料消光剂，吸附
剂，磨料，牙膏磨料，涂料填
料，隔热、隔声材料等。

六安市捷通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徽省六安市北郊十五
里墩，237158
电话：0564-3711165
传真：0564-3711167
邮箱：
jietonda@jietondachem.com 
网址：www.jietondachem.com
主要产品：消光剂、树脂交联
剂、环氧固化剂、改性剂、稳
定剂、流动剂、添加剂。

路博润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10楼，
200120
电话：21-38660366
传真：21-58876987
网址：www.lubrizol.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乳液、超分
散剂、聚合物分散剂、聚酯多
元醇增韧剂、防沉抗流挂剂。

迈图化工企业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
科技园李冰路227号
电话：021-38604500
传真：021-58957660
邮箱：
cheng.guo@momentive.com
4information@momentive.com
网址：www.momentive.com 
联系人：Guo Cheng
主要产品：交联剂，附着力促进
剂，偶联剂，憎水剂，改性剂。

King美国金氏工业公司
地址：中国中山火炬开发区康
乐大道创业大厦106室
电话：+86 760 8822 9866
传真：+86 760 8822 9896
邮箱：
alex.he@kingindustries.com
网址：www.kingindustries.com
联系人：何博士
主要产品：酸和封闭型酸催化
剂、聚酯型多元酸和聚氨酯二
醇、分散剂、无水添加剂、聚
氨酯胶黏剂、流变和表面控制
剂、PUR缔合型增稠剂和特种
硅烷。

明德国际仓储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2067号
仲盛金融中心1101室
电话：021-62196954
传真：021-62191276
邮箱：sale@ecic.com.cn
网址：www.ecic.com.cn
主要产品：光稳定剂、紫外线
吸收剂、染料、光阻剂及相关
化学品。

南京鼎晨化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南京市建邺区
南京市汉中门大街1号金鹰汉中
新城21楼B座，211800
电话：025-86565868
传真：025-86565808
邮箱：market@tinchem.cn
网址：www.tinchem.cn
主要产品：有机锡PVC热稳定
剂、有机锡催化剂系列、有机
锡玻璃热端涂料催化剂。

NYCO矿产公司
代理：艾敏斯帝（上海）贸易有
限公司（IMCD）
地址：中国上海市淮海路1010
号嘉华中心2505室，200031
电话：021-54033300
传真：021-58355728
邮箱：info@nycominerals.com
网址：www.imcdgroup.com
主要产品：硅灰石是一种能改
善腐蚀保护和耐久性的特殊矿
物；10种WOLLA
STOCOAT主要产品，可作辅助
颜料与其他腐蚀抑制剂一起使
用，能改善性能、降低VOC且
节省成本。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
街18号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6
栋17层，210009
电话：025-83346359
传真：025-83346940
联系人：孙经理
18651812191
邮箱：sun@goldenchemical.com
网址：www.goldenchemical.com
主要产品：树脂，助剂，硅藻
土，有机硅化学品，固化剂，
环氧树脂，流变助剂。

南京汉宝工业原料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607号灰鲸空间308室，210000
电话：025-58762572
传真：025-58762572
邮箱：nanjing@njhanbao.com
网址：www.njha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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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公司为赢创TEGO主
要产品中国大陆地区独家总代理
商，负责中国地区（华南区域除
外）TEGO主要产品市场推广，
服务支持，货品配送。主要产品
包 括 ： 消 泡 剂 （ T E G O 
Foamex）、脱泡剂（TEGO 
A i r e x ）、表面控制助剂
（TEGO Glide&Flow）、反应
型表面控制剂（TEGO Rad）、
基材润湿剂（TEGO Wet）、分
散剂（TEGO Dispers）、疏水
剂（TEGO Phobe/TEGOSIV-
I N）有机硅树脂（S i l i c o n e 
r e s i n s）有机硅-环氧树脂
（Silicone-Epoxy Resins）、有
机硅聚酯树脂（Silicone-Polyester 
Resins）防涂鸦树脂（Antigraf-
fiti Resins）等。

南京能德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原南京能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
林大学城灵山北路18号兰德产
业园2幢
电话：025-86371192 
025-86371193
传真：025-86371191转0
邮箱：sales@capatue.com
网址：www.capatue.com
主要产品：硅烷偶联剂，钛酸
酯偶联剂，附着力促进剂。

南京顺恒信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和风镇
电话：025-57464600 
传真：025-57464601
邮箱：sales@bta-tta.com
网址：www.bta-tta.com
主要产品：苯骈三氮唑、苯
骈三氮唑钠、甲基苯骈三氮
唑钠盐。

宁波杰尔盛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
江国际商务大厦B-609
电话：0574-26889102 
传真：0574-26889101 
网址：www.jerschem.com
主要产品：萘系衍生物，助剂
化学品，精细中间体。

宁波南海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奉化市下陈文昌
阁，315538
电话：
0574-88765176/88763858
传真：0574-88763515
邮箱：nhxsb@south-sea.com
网址：www.south-sea.com
主要产品：消光剂、流平剂、
固化剂、特殊助剂。

宁波易倍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IPEL）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蟹
浦镇中浦路368号
电话：0574-86508160
传真：0574-86508160 8002
邮箱：sylvia@ipel.com.br
网址：www.ipel.com.br
联系人：宋艳艳
简介：易蓓尔是总部位于巴西
的一家专门从事针对不同市场
需求的微生物控制（杀菌剂）
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所拥有
的专业人士致力于在尊重环境
安全，保证社区清洁的前提下
给我们的客户的主要产品提供
增值服务。

宁波志华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宁波爵溪城北工业区
电话：0574-65750220 
0574-65604678
传真：0574-65750220
邮箱：info@xshgroup.com
网址：www.zhihua.com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助剂：羟
烷基酰胺（HAA）\F125纯聚酯
固化剂，D31固化剂，SF-688
流平剂，AR607纯聚酯消光树
脂，增光剂。

博谢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金桥金穗路
1000号208室，201206
电话： 0 2 1 - 5 8 6 5 0 0 8 9；
021-58650063
传真：021-58650067
邮箱：grace.cui@borchers.com
网址：www.borchers.com
联系人：Laura Bittle（全球市
场总监）；Grace Cui（中国区
销售经理）
主要产品：分散剂、增稠剂、
环保型催干催化剂、流平剂、
消泡剂、脱水剂等。

濮阳市蔚林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濮阳县户部寨精
细化工园区工业路1号
电话：0393-4840981 
传真：0393-4840346
邮箱：willing@willingchem.com
网址：www.willingchem.com
主要产品：苯并噻唑、橡胶促
进剂噻唑类、次磺酰胺类、硫
脲类、硫化剂、防老剂、防焦
剂、稳定剂。

青岛健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山东路40号广发
金融大厦1905室
电话：0532-85015535
网址：www.xtgchem.cn
主要产品：涂料助剂、颜料。

岐阜化学新材料（南通）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227号303A
电话：021-52835101
网址：www.gifushellac.co.jp
主要产品：水性涂料添加剂：
A-51 2、A - 3 4 8、AB - 5 0、
A-206A.拥有耐磨、表面滑爽、
疏水性、消光等特点。

普为(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20965181
传真：021-20965197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
3399号时代医创园26号楼5楼
主要产品：增稠剂、润湿分散
剂、消泡剂、特殊功能助剂、
特种乳液。

 
奇钛科技
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区敦化南
路二段57号20楼
电话：+886-2-2700-6678
传真：+886-2-2700-6608
主要产品：光引发剂、光安定
剂、抗氧化剂、阻燃剂。

青岛健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山东路40号广发
金融大厦1905室
电话：0532-85015535
网址：www.xtgchem.cn
主要产品：涂料助剂，颜料。

衢州佳捷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衢州沈家经济开
发区
电话：0570-3830391
传真：0570-3830765
邮箱：sales@Giajiechem.com
网址：www.Giajiechem.com
主要产品：高聚合度聚磷酸铵；
三聚氰胺聚磷酸盐；三聚氰胺
氰脲酸盐。

上海澳润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2009弄金沙商务广场1号801室

电话：021-32521757 
传真：021-32521787
邮箱：zhaomiao@sh-aorun.com
网址：www.sh-aorun.com
主要产品：信越化学羟乙基纤维
素、台湾中亚助剂、拉玛萨防腐
防霉剂/助剂、巴斯夫液体增白
剂、世名科技色浆、江苏润泰十
二碳醇酯、乙二醇/丙二醇。

锐昂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莘庄工业区金都
路 3 6 6 9号一号楼 1 0 5室，
201108 
电话：021-54428871
传真：021-54428879
邮箱：
EnergyCuring@rahn-group.com
网址：www.rahn-group.com
主要产品：RAHN 是一家世界领
先的添加剂、低聚物、单体、
光引发剂和其它定制专用化学
品供应商。

三博生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高
科技园区涞坊路2039号
电话：+86-21-5169-6080/6020 
传真：021-59907390
邮箱：info@3dbio-chem.com
网址：www.3dbio-chem.com
主要产品：防腐剂杀菌剂防霉
剂防藻剂，及原料单体异噻唑
啉酮。

三叶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九大街丰华工业园二期5号厂房
300457   
电话：022-59813081/4 
传真：022-59813099
邮箱：sales@shamrocktechno
logies.com.cn
网址：www.shamrocktechnolo
gies.com.cn
主要产品：聚四氟乙烯微粉，
蜡添加剂。

山东华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南关路198号
电话：0535-5600905
传真：0535-5600910
邮箱：hychem@hychem.cn
网址：www.hychem.cn
主要产品：间苯二甲酸二甲酯
-5-磺酸钠、间苯二甲酸乙二醇
酯-5- 磺酸钠、间苯二甲酸-5- 磺
酸钠、间苯二甲酸-5- 磺酸、间
苯二甲酸二甲酯等。

山东泰和水处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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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泉东路1号
电话：0632-5113088
传真：0632-3460156
邮箱：th@thwater.com
网址：www.thwater.com
主要产品：有机膦系列、阻垢
缓蚀剂、有机膦酸盐、聚羧酸
类阻垢分散剂、杀菌灭藻剂、
粘泥剥离剂、复合专用阻垢缓
蚀剂、铜及盐酸酸洗缓蚀剂、
反渗透药剂。

山西天一纳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山西示范
区晋中开发区潇河产业园区修
文工业园双兴路，030600
电话：0354-3295896 
传真：0354-3295885
邮箱：tianyinano@126.com
网址：www.tianyi-nano.com.cn
主要产品：喷墨介质吸附剂、涂
料油墨用消光粉、造纸予涂剂。

上海万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38号404室(市北高新园区）
电话：021-56959789
传真：021-56959250
网址：www.shwanhou.com
主要产品：防霉剂、防腐剂、
杀菌剂等。

上海艾博添加剂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开发
区钱明东路1880号，201501
电话：0571-61109851  
手机：13157107479
传真：0571-61109850
邮箱：sales@aibochem.com
网址：www.jintianchem.com
联系人：厉周 18605812566
主要产品：葡萄糖酸钠、酒石
酸、酒石酸盐系列。

上海拜科庭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中山北路3618号银
城大厦1901-1903室，200063
电话：021-62227295 
传真：021-62227395
邮箱：webmaster@sh-bct.com
网址：
baiketing.company.lookchem.cn
主要产品：溶剂、固化剂、表
面活性剂、超分散剂、附着力
促进剂等。

上海彩洋聚合物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梅南路986号
（掘金大厦）610室
电话：021-54289696
传真：021-54283330
邮箱：shcaiyang668@163.com

网址：www.shcaiyang.com
主要产品：增稠剂，杀菌、防
腐、防霉剂系列，分散剂，消
泡剂，润湿剂，蒙西高岭土，
纤维素，多功能助剂。

上海诚善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乐都路251
号15F座1501室，200063
电话：021-52712448 
传真：021-62227395
邮箱：ly@bctchem.com
网址：www.shcsm.com
主要产品：罗门哈斯杀菌防霉
剂，陶氏溶剂、表面活性剂，三
井化学蜡粉，科莱恩增速流平
剂，Coatech流平剂、分散剂等。

上海创宇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
区叶城路1118号
电话：18621991998
021-60765558
传真：021-60765559
邮箱：2880193628@qq.com
网址：www.innovy.cn
主要产品：滑石粉、透明粉、
消光粉、高岭土、耐磨粉、碳
酸钙等

上海稻田产业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
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7楼
电话：021-68411780
传真：21-68411785
网址：www.inabata.co.jp
主要产品：从事涂料的各种原
材料的销售以及聚氨酯树脂固
化剂的调配、分装制造。

上海东阳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家汇漕溪北路
18号上海实业大厦25楼E、F座 
200030
电话：021- 64276251
传真：021-64275821
网址：www.sunnychemicals.com
主要产品：专门代理世界知名
化工主要产品销售，包括BYK 
的助剂和腊、Nuplex的涂料树
脂、FERRO的无机颜料、三菱
碳黑、 N a f u r 的防菌剂、
Sartomer的单体以及齐聚体树
脂、L a w t e r的油墨用树脂及
Clariant的颜料等。

上海和氏璧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瑞金南路1
号海兴广场21楼B座，200023
电话：021-64180045
传真：021-64228870
邮箱：shbill@ncmchem.com

网址：www.ncmchem.com
主要产品：颜料，填料，固化
剂，树脂，成膜助剂。

上海核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徐汇区华泾路1305
弄华东理工科技园8号
电话：021-52272717
传真：021-54146663
邮箱：jason@corchem.com.cn
网址：www.corechem.com.cn
联系人：王新朝13826194009
主要产品：分散剂，流平剂，
消泡剂，防沉剂，聚氨酯除
水剂。

上海赫力思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889
号齐来大厦2楼，200233
电话：021-54012006 
传真：021-54012008
邮箱：lannie@honestsh.com
网址：www.honestsh.net
主要产品：乙基纤维素、交联
聚维酮、聚维酮、羟丙甲纤维
素（HPMC）。

上海红人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张江高科碧波路
49弄8号103室，201203
电话：021-50802171
13701990681
邮箱：
zhoumin@redmantrade.com
网址：www.redmantrade.com
主要产品：蜡粉、溶剂型防沉
降剂、溶剂型分散剂、溶剂型
蜡浆、溶剂型流平剂、溶剂型
树脂、溶剂型消泡剂、溶剂型
遮味剂、水性分散剂、水性润
湿剂、水性特种助剂、水性消
泡剂、水性遮味剂、无溶剂助
剂、颜料。

上海环绮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218
号现代交通商务大厦东区1305
室，200070
电话：021-66951155
传真：021-32581153
邮箱：general@sh.wwrchk.com
网址：www.wwrchk.com
联系人：杨凯丰
主要产品：树脂与结合剂、助
剂、颜料、填料、研磨珠、香
精、石矿油、表面活性剂。

上海惠正行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1800号
兆丰环球大厦17A1
电话：021-644003262/65
传真：021-64401855

网址：www.rightbase.com.cn
主要产品：海明斯添加剂、膨
润土，Dow AMP-95多功能添加
剂，伊士曼成膜助剂，BASF树
脂、颜料、色浆、染料，霍尼
韦尔微粉蜡、Cydex ab 遮味
剂、Givaudan香精，Grace消
光粉、Lanxess杀菌剂、东洋化
成氯化聚烯烃、Luba-print高性
能腊浆、Deurex微粉化蜡。

上海基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阿克苏路
1187号1002室
电话：021-69526928
传真：021-69529316
邮箱：Chemical_Div@everpur
e-co.com.tw
网址：www.basictak.com
主要产品：美国金氏公司助剂、
美国杜邦公司氟素助剂、美国
英威达公司高沸点溶剂、意大
利奔特有机膨润土。

上海经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向城路
58号东方国际科技大厦7楼，
200122
电话：021-58315330
传真：021-68406282
邮箱：sh_jtkj@jeatan.com 
网址：www.jeatan.com
联系人：刘兆洋  13801891783
主要产品：腰果酚改性胺环氧
固化剂

上海吉京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1090号天
科国际大厦208室，200090
电话：021-55960207 
传真：021-63229200
邮箱：contact@shjjtrading.com
网址：www.shjjtrading.com
主要产品：法国凯索公司水性蜡
添加剂和各种水性助剂主要产
品，美国菲科姆公司有机金属
铝类助剂，美国胡佛颜料公司
氧化铁颜料，美国赢彩科技公
司色浆，美国雷华德公司合成
树脂。

崇耀（上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580号仲益大厦3103-3107室，
200041
电话：021-62311717
传真：021-62310148
邮箱：yh.wang@topwintech.cn
网址：www. topwintech.cn 
主要产品：有机硅树脂、添加
剂、附着力增强剂、防污闪涂
料有机氟、氟素脱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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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山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第二工业区
电话：021-57268899
传真：021-57268958
邮箱：chief@jschem.com
网址：www.jschem.com
主要产品：硅烷偶联剂，表面
活性剂，特种助剂。

上海久优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聚丰园路
669弄23号楼201室，200444
电话：021-66165696
传真：021-66128955
邮箱：service@jiuyoutech.com
网址：www.jiuyoutech.com
主要产品：水性助剂，功能性
颜填料，特种胶系列。

上海聚瑞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光新路88
号中一国际大厦1 2 0 6室，
200061
电话：021-60736183
传真：021-60736182
邮箱：heping@poly-dex.com
网址：www.poly-dex.com
主要产品：代理销售国际知名
品牌丙烯酸酯类，甲基丙烯酸
酯类，丙烯酰胺类，丙烯酸树
脂相关助剂，乙烯基单体。

上海开士达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周浦镇周
康路28号万达广场F栋1302室
电话：021-38230365
传真：021-38230355
网址：www.kaishida.com.cn
主要产品：附着力促进剂，树
脂，过氧化物引发剂，硫醇固
化剂，氟表面活性剂。

上海锴铠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南路
1588弄1号1910室
电话：021-37563016/22  
传真：021-37563017
邮箱：peterxie126@126.com
网址：www.kaikai-sh.com
主要产品：美国路博润蜡粉及
添加剂，英国好利得群青，本
荒川聚氨酯树脂，韩国第一色
素，印度meghmani酞青，台湾
KCR颜料，英国禾大，霍尼韦
尔蜡粉。

上海康谬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

287号803室，200031
电话：021-54560145
传真：021-64667904
网址：www.shkangmiu.net
主要产品：消泡剂、阳离子醚
化剂，低泡表面活性剂和抑制
性乙烯乙二醇。

上海联亚化工有限公司
（环球化工）
地址：上海市漕溪路250号银海
大厦A区第五单元，200235
电话：021-64822282
传真：021-64822281
邮箱：gbcsh@sh163.net
网址：
www.globellcompany.com
主要产品：代理美国微粉蜡粉，
英国 Industrial Copolymers公司
特种树脂和聚合物。

上海鲁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359号海富花园2号楼18B，
200127
电话：021-68739752
传真：021-68738630
邮箱：heyan@shluer.com
网址：www.shluer.com
主要产品：聚氨酯助剂消泡剂，
增稠剂。

上海路赢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茸梅路139
号1幢
电话：021-61473585
传真：021-61473586
邮箱：wwei@newcellu.com
网址：www.newcellu.com
主要产品：羟乙基纤维素
（ H E C ）、羟丙基纤维素
（HPC）、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 H P M C ）、甲基纤维素
（MC）、乙基纤维素（EC）等。

上海罗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天马山工业
园区1号（沈砖公路旁）
电话：021-54198983
邮箱：luowan@luowan.com
网址：www.luowan.com
联系人：郭军鸣 13901917435
主要产品：对甲苯磺酸系列、
异辛酸盐催干剂系列、PVC塑
料液体稳定剂、D40 200#溶剂
油、对甲苯磺酸纳、铸造用磺
酸固化剂。

上海曼海高施米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201号2412室
电话：021 62081084

传真：021-62080574
邮箱：
grace.ye@tmg-chemicals.com
网址：
www.tmg-chemicals.com
主要产品：高效催化剂和催干
剂，分散剂，湿润剂。

上海美东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爱迪生路328号
302室，201203
电话：021-51698666
传真：021-50796200
邮箱：
admin_88@meidong.com.cn
网址：www.meidong.com.cn
主要产品：腰果壳油环氧树脂
固化剂、腰果壳油面涂固化剂

上海莫尔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兴南
路32号3幢311室20号
电话：021-68532417
传真：021-58857621
邮箱：1043175622@qq.com
网址：www.molechem.com
主要产品：附着力促进剂，水性
防沉剂，分散剂，树脂，颜料。

上海欧盛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临平北路60弄2号楼
2405室
电话：021-65228160 
传真：021-65224718
网址：www.oshg.cn
主要产品：环氧固化剂、HDI聚
氨酯固化剂、高性能改性液体
树脂、防流挂防沉助剂、超分
散剂、纳米级微粉蜡。

上海鹏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沪宜公路1255号B－
12
电话：18221458885
传真：021-3992 4792
邮箱：pengtukj@163.com
网址：www.pengtukj.com
主要产品：杀菌剂、涂料用防
霉防腐剂等。

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庆路20号，
200031
电话：021-64372070 
传真：021-64331671
邮箱：mkt@sliri.com.cn
网址：www.sliri.com.cn
主要产品：日化防腐防霉剂、

工业防腐防霉剂、防晒剂。

上海三正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钦州路100号上海
市科技创业中心
电话：021-54296396
传真：021-54296397
邮箱：
webmaster@szpolymer.com
网址：www.szpolymer.com
主要产品：颜料表面处理剂、
超分散剂、抗结皮剂、油墨附
着力增强剂。

上海赛福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沙江路1628弄1
号楼20F，200333
电话：021-51508000/8006
传真：021-51508068
邮箱：saifu@saifu.cn
网址：www.saifu.cn
主要产品：氯乙烯和乙烯异丁
醚共聚树脂，乙烯/醋酸乙烯共
聚物，胺改性丙烯酸树脂，硅
烷偶联剂，乳化剂，消泡剂，
单体。

上海上惠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沪太支路1090弄
100号3楼
电话：021-66136028
传真：021-66136128
邮箱：info@sunwaynano.cn
网址：www.shanghuinano.com
主要产品：纳米二氧化钛、纳
米氧化硅、磷酸锆载银抗菌剂。

上海深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泖
亭路188弄40号102，201100
电话：021-54331909
传真：021-54883473
邮箱：snyto@snyto.com
网址：www.snyto.com
主要产品：分散剂、流平剂、
消泡剂、附着力促进剂、无树
脂色浆系列主要产品，Worlee
高支化聚酯树脂，三菱丽阳丙
烯酸树脂，万华聚氨酯缔合增
稠剂、水性固化剂。

上海世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钦州北路1199号
88幢8楼
电话：021-54277770
传真：021-54277771
邮箱：
contact@world-prospect.com
网址：
www.world-prospect.com
主要产品：中间体，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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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松亚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永冠经济开发区
（向化公路966号），200333
电话：021-32070609
传真：021-52710277
邮箱：88649682@qq.com
网址：www.shsongya.com.cn
主要产品：聚硅氧烷添加剂系
列、爽滑防粘添加剂系列、防
收缩母料、流变爽滑母粒、流
变增光母粒、发泡母料、光亮
润滑剂、耐磨剂、耐热剂、成
核剂、增韧剂、脱模剂、无卤
阻燃增效剂、玻璃微珠、有机无
机颜料、防沉剂、增粘树脂等。

上海松尾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399
号龙之梦雅仕大厦1楼
电话：021-32505511
传真：021-32506922
网址：www.m-hchina.com
主要产品：单体，溶剂，丙烯
酸树脂，助剂，颜料。

上海泰格聚合物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路
665号德宏大厦602室
电话：021-50796110
传真：021-50796113
网址：www.tech-polymer.com.cn
主要产品：分散剂、流平剂、
消泡剂、润湿剂、附着力促进
剂、反应型有机硅助剂、特用
助剂。

上海天生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大丰市海洋经济
开发区华丰工业园
电话：0515-83896109
传真：0515-83632555
邮箱：
tiansheng.chem@yahoo.com
网址：
www.tianshengchem.com.cn
联系人：王小姐 13671652326
主要产品：紫外线吸收剂，受
阻胺类光稳定剂。

上海涂料供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江路118
弄22号海亮大厦302室
电话：
021-52838982/52838986/528
38981/52838990
传真：021-52838979
邮箱：wjianfei@hotmail.com
网址：www.scc-sh.com

主要产品：代理经销国外知名
品牌原材料，日本聚氨酯株式
会社聚氨酯固化剂，水性分散
体。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
芳香烃系列SOLVESSO 100，
150，200，脱芳香烃类EXXS-
OL D40，D80。

上海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长风化工厂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古浪路
1167号
电话：021-65219736 
传真：021-65219736
邮箱：linqishcf@126.com
网址：www.shcfc.com
联系人：林琪 13501629808
主要产品：环烷酸、异辛酸盐
和油漆催干剂。

上海外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富特西一路139号1023室
电话：021-64283711
传真：021-64272933
全国客服热线：400-820-3711
邮箱：wuxin_zhu@sfep.cn
网址：www.sfep.cn
简介：代理经销消光粉、色浆
色片、塑料微球、SMA树脂、
绒毛粉、防指纹助剂、空心玻
璃微珠等国际知名公司的高性
能特殊精细化学品。

上海文华化工颜料有限公司
（广州文嘉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江西中路120号甲
电话：021-63238870/71
传真：021-63236298 
邮箱：
caoyongming@emchem.com 
网址：www.wenhuachem.com
主要产品：各种化工助剂以及
颜料、染料。

上海禾承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699
号恒森广场B栋2201B室
电话：86-021-61728813
邮箱：minchem@163.com
网址：www.minchem-cn.com
联系人：朱先生 13301680703
主要产品：油性助剂、水性助
剂、水性漆专用树脂、硬脂酸
锌、蜡乳液、气味遮蔽剂。

上海颜钛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沪青平公路3938
弄26号楼
电话：021-39876888
传真：021-39876688
邮箱：info@titanos.com.cn

网址：www.titanos.cn
主要产品：钛白粉，铝银浆，
树脂和助剂，膨润土，防腐涂
料，其它粉体，苏达山颜料。

上海易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沪
青平公路3398号1幢1层N区181
室，201703
电话：021-69758206
邮箱：
info@emaraldbiotech.com
网址：
www.emaraldbiotech.com
简介：Emarald公司针对涂料工
业 推 出 了 E m a r c u r e 和
Emarcide系列罐内防腐和干膜
防霉杀菌剂配方。这些配方是
由优秀的微生物专家，化学师
以及杀菌剂配方专家团队合作
研发的成果。

上海盈水贸易有限公司
电话：021-64472615
传真：021-64482593
联系人：陈永桂
邮箱：andrewchan@yingshuit-
rading.com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水性树
脂、颜料、蜡浆助剂。

上海忆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沪宜公路1255号，
200235
电话：021-54489821
传真：021-54489827
邮箱：yilechem@hotmail.com
网址：www.yilechem.com.cn
主要产品：固化剂，消光粉，
颜料，聚氨酯树脂。

上海毅克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陈川西路9
号，200949
电话：021-56875777  
传真：021-56872688
邮箱：
guokai@yck-chemical.com
网址：www.yck-chemical.com
联系人：郭凯 13817184444
主要产品：特殊助剂，润湿流
平剂，消泡剂，润湿分散剂。

上海永正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武宁南路488号智
慧广场1903室，200042
电话：021-52988820
传真：021-52987720
邮箱：sales@jingrex.com

网址：www.jingrex.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酯类，甲基
丙烯酸酯类，丙烯酰胺类，起
始剂，助剂，橡胶及其助剂，
乙烯/醋乙烯酯共聚物（EVA）
石油树脂（ESCOREZ），胺类
溶剂类。

上海长濑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788号1788国际中心7楼，
200040
电话：021-33607171
传真：021-33607227
邮箱：info@nagase.cn
网址：www.nagase.cn
主要产品：树脂、添加剂、氟
类化工品。

上海臻品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
路9号6楼609室，201100
电话：021-54157170
传真：021-54157165
网址：www.chamchem.com
主要产品：消泡剂、乳化剂、
蜡粉、乳液、杀菌剂。

上海中原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国宾路36号21楼
08室，200433
电话：021-33620300
传真：021-33620310
邮箱：zhoujianming@zhongyu
anchemical.cn
网址：
www.zhongyuanchemical.cn
主要产品：聚氨酯化学品，表
面活性剂，特种化学品，油脂
化学品。

上海忠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奉贤
分区苍工路1559号
电话：021-57448531
传真：021-57448535
邮箱：
shenguoying@onist-chem.com
网址：www.onist-chem.com
主要产品：乳化剂，分散剂，
共聚单体，氨基醚化树脂。

上海卓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288
号爱家国际大厦1号楼407-408
室，200086
电话：
021-65757845/7846/4432
邮箱：
service@excelchem.com.cn
网址：www.excelchem.com.cn
主要产品：助剂、颜料、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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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剂、树脂、溶剂。

上虞市三维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杭州湾上虞工业园
区纬五路18号
电话：0575-82733318
传真：0575-82733308
联系人：潘宏强 13606760018
邮箱：
phq@sanweichemical.com
网址：
www.sanweichemical.com
主要产品：对硝基苯甲酸、杀
菌防腐剂、二硫代水杨酸、苯
并异噻唑啉－3－酮（BIT）和
碳酰肼等主要产品。

深圳市海润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泰然大厦C座
1705A
电话：0755-83005678 
传真：0755-83673807
邮箱：kf@highrun.cn
网址：www.highrun.cn
联系人：常磊 13916146494
主要产品：润湿，乳化，调色
设备，杀菌，防霉，增稠，流
平，色浆，抗水剂。

深圳市华信行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
道楼村市场旁边第5栋2楼
电话：
0755-81458322/81458622
传真：0755-81458996
邮箱：349758195@qq.com
网址：www.szhxh.com
主要产品：流平剂，消泡剂，
润湿分散剂，附着力促进剂，
氯醋树脂。

深圳市吉雅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上航大厦506室，518028
电话：0755-83263366
传真：0755-83262211
邮箱：sales@jada.com.cn 　
网址：www.szhxh.com
主要产品：乳液、助剂、防腐
杀菌剂、成膜助剂、多功能助
剂、消泡剂、特种溶剂、特殊
中间体、UV高活性树脂、特种
功能添加剂、消光粉、特种表
面活性剂等。

深圳市长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黄
阁 路 1 9 0 号 皇 朝 印 象 大 厦
311-312室
电话：
0755-28943800/89721155

传真：0755-28943700
邮箱：bnk.chem@163.com
网址：www.bnkchem.com
主要产品：涂料助剂、油墨助
剂、水性助剂、UV助剂、紫外
光固化助剂、抗油剂。

深圳市前海飞扬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67区
隆昌路8号飞扬科技园B栋8楼
电话：15015495312，李小姐
传真：0755-33586111
邮箱：273532714@qq.com
主要产品：烯丙基醚。

沈阳张明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彰驿站镇，110177
电话：024-25441330
传真：024-89330997
邮箱：
sysy@zhangming.com.cn
网址：www.zhangming.com.cn
主要产品：催干剂、不饱和聚
酯树脂促进剂、固化剂、异辛
酸（2-乙基己酸）和精制脱脂环
烷酸。

生兴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555号五
五五商厦402室
电话 ：021-62564323
传真 ：021-63759038
网址：www.shhchem.com
主要产品：杀菌剂/防腐剂、功
能助剂、色彩理念、树脂/聚合
物、溶剂、其它原材料。

圣诺普科（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肇嘉浜路680号金钟
表大厦503室
电话：021-64662391
传真：021-64662393
邮箱：sst@sannopco-sh.com
网址：www.sannopco-sh.com
主要产品：破泡剂·抑泡剂·脱
泡剂、乳化剂·分散剂、粘弹
性调整剂、润滑·分离剂。

世邦佳明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旗
中路五号
电话：
0757-26620881/0882/0889
传真：0757-26154003
网址：www.camen.cn
主要产品：分散剂系列，消泡
剂系列，手感剂系列，催干剂
系列，特种助剂系列等。

双键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田
州路99号新安大楼702室
电话：021-54450101 
传真：021-54450700
邮箱：
fenny-chen@dbc-china.com
网址：www.dbc-china.com
主要产品：抗氧化剂、紫外线
吸收剂、光安定剂、日光牢度
增进、光起始剂、寡聚合物、
单体、光敏剂、增白剂、水性
PU、消光剂、防火剂、热安定
剂、纺织助剂。

斯洛柯（中国）运营中心
地址：广东广州市科学城创新
大厦C1-206
电话：020-32219988
传真：020-32219200
邮箱：sales@silok.com
网址：www.silok.com.cn
主要产品：涂料/油墨添加剂、
有机硅化学品等。

四川绵竹华丰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顺
城大街308号冠城广场 10楼C2
单元
电话：028-86615096/86630571
028-86613101
传真：028-86630571
邮箱：commercial@norwest
chemicals.com
网址：
www.norwestchemicals.com
主要产品：六偏磷酸钠

苏州晟鑫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虎丘区狮山路76号
电话：0512-68249353
传真：0512-68243556
邮箱：meilin@shxchem.com
网址：www.shxchem.com
主要产品：金属络合染料，油溶
染料，荧光增白剂，紫外线吸
收剂。

苏州中材非金属矿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安
杨路169号，215151
电话：0512-69209891
传真：0512-66723681
邮箱：
bo.wang@sinoma-sk.com
网址：www.sinoma-sk.com
主要产品：凝胶

苏州微可达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元
和镇
电话：0512-66158546 
传真：0512-66158545
邮箱：weikeda888@163.com 
网址：www.szwkd.com 
联系人：梁先生 15850013148
主要产品：砂面粉（砂纹蜡）
微粉化蜡（蜡粉）、高性能消
光粉、消泡剂。

穗晔（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基隆
路1号汤臣国际贸易大楼2021室
电话：021-54885689
传真：021-54882289
网址：www.prior.com.tw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促进剂、
活性炭、增稠剂、己二酸、螯
合分散剂、缩水甘油烯丙醚、
镁铝尖晶石、阴极箔 、低/中/高
压腐蚀&化成铝箔、铝箔 、氢氧
化铝、氮化铝、氧化铝、醋酸
铵、己二酸铵、安息香酸铵、
柠檬酸铵。

索尔维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莘庄工业区金都
路3966号，201108
电话：021-24089293
传真：021-54830035
邮箱：
michael.yang@solvay.com
网址：www.solvay.com
主要产品：涂料添加剂

泰安瑞泰纤维素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
电话：0538-3850703
传真：0538-3852777
网址：www.ruitai.com
主要产品：羟乙基纤维素
（HEC）、乙基纤维素（EC）。

泰兴金缘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泰兴经济开发区滨
江南路5号
电话：0523-87679668 
传真：0523-87679113
邮箱：
wangronghua009@126.com
网址：www.txjychem.com
联系人：张庆 13852889263 
主要产品：次磷酸钠、四羟甲
基硫酸磷、工业磷酸。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张
衡路936号 
电话：021- 38513052
传真：021-58954523



（亚太地区）
地址：100-102 Boundary Rd., 
Sunshine West, 3020 AUSTRA-
LIA
电话：+86-22-58668715
传真：+61-3-97089250
邮箱：zhiqiang.li@pqcorp.com
网址：www.pqcorp.com
联系人：Anita Beram（区域销
售经理）
简介：生产与销售用于油漆、 涂
料、油墨从5微米到500微米的
固体和中空玻璃微球；降低
VOC、提高产品耐抛光性能、增
加太阳能反射率和隔热性能。

Sibelco Asia Pte Ltd. 
地址：380 Jalan Besar, #16-01 
Arc 380,新加坡, 209000 新加坡
电话：65-6632-7220
网址：
www.sibelcoasia.com/enquiries 
客户服务 
主要产品：功能性矿物填料和填
充剂；包括霞石正长岩、碳酸
钙、高岭土、研磨微晶硅石。

上海特偌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哈雷路
917弄3号楼
电话：021-20696200
传真：021-58361362
邮箱：gug@troycorp.com
网址：www.troycorp.com
主要产品：以创新的高性能主
要产品服务相关行业60余年，
特偌伊化学品作为全球杀菌剂
和助剂等功能化学品领先者，
主要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油漆与
涂料，建筑材料，胶粘剂和密封
材料，纺织，金属加工液，化
妆品和个人护理品等。特偌伊
以本地化的服务团队，为客户
提供全球化的主要产品服务和
技术支持，以遍及北美，欧洲
和亚洲的技术中心所提供的最
新的功能材料技术为市场创造
独特的解决方案。

特诺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
号高腾大厦1503室，200001
电话：021-63912657
传真：021-63912659
邮箱：ni.zhang@tronox.com

网址：
www.rockwoodadditives.com
主要产品：流变助剂、水性有
机土、有机彭润土、蓖麻油、
聚乙烯蜡。

天津赛菲化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曹子里开
发区正华道2号增1号
电话：022-82910355/82910317
13389936728
传真：022-23062515
邮箱：
wangyuwen@surfychem.com.cn
网址：www.surfychem.com
主要产品：涂易乐®分散型润湿
剂、分子消泡剂、用于水基体
系的优秀多功能表面活性剂。

托尔专用化学品（镇江）有限
公司 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1600号，宏汇国际广场A座
1905室
电话：021-64969989
传真：021-64969979
网址：www.thor.com
主要产品：杀菌剂、防霉剂、
防藻剂。

威来惠南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龙荔枝角长沙湾
道833号长沙湾广场2期9字楼
913室
电话：021-64389612（上海办
公室）
传真：021-64389613
邮箱：welex@welexchina.net
网址：www.welexchina.net
主要产品：奥麒杀菌剂和防腐
剂，科莱恩色粉、色浆、微粉
蜡、乳液、蜡乳液，光稳定
剂、陶氏醇醚类溶剂及其他进
口溶剂、丙烯酸树脂、聚氨酯
树脂、醇酸树脂系列，迈图硅
类涂料助剂和硅烷偶联剂，格
拉斯硅酸铝填充料及沉淀白碳
黑，庄臣万丰钛酸酯类助剂及
偶联剂，特诺钛白粉，宁柏迪
水性涂料助剂。

无锡明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无锡市运河东路
555-3106，214001
电话：0510-81808812
传真：0510-82709160
网址：www.groupmh.com
主要产品：水滑石，消光剂，
硬脂酸锌，抗静电剂。

无锡市红星化工厂
地址：江苏省锡山市东湖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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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DowMicrobialControl.com.cn
主要产品：防腐剂、杀菌剂
机颜料、防沉剂、增粘树脂等。

Active Minerals 
2F., No.31, Sec. 2, Zhongyang 
S. Rd., Beitou District, 台北市, 
11270 台湾 R.O.C. 
电话：886-2-2898-6030 
传真：886-2-2898-6038
邮箱：info@activeminerals.com 
网址：www.activeminerals.com 
联系人：Jeason Fan（广州地
区销售经理）；Lorie Ho，（上
海/台湾销售经理）；Dav id 
Wang, （东南亚销售经理）
Gellant attapulgite产品用于触
变增稠、悬浮、脱水收缩控
制、冻融等。最经济、易添加
和最稳定的添加剂之一。

霍尼韦尔国际，特种添加剂 
地址：中国上海李冰路430号 
电话：86-21-28944296 
邮箱：
neel.sheth@honeywell.com 
brenda.shi@honeywell.com 
网址：
www.honeywell.com/additives 
联系人：Neel Sheth（涂料、油
墨&粘结剂部门全球市场经
理）；Brenda Shi
简介：A-C和ACumist低分子量
聚烯烃产品，以提高油漆和涂
料漆膜表面性能和整体性能。

美原（广州）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福田
区深南大道6021号新联中心A座
1402室
电话：86-20-3160-3024 
传真：86-20-3160-3284 
邮箱：sean.lee@mwc.co.kr 
网址：www.miramer.com 
主要产品：聚氨酯丙烯酸酯、丙
烯酸酯和甲基丙烯酸酯单体及专
业低聚物、安息香（粉末涂料）、
蔗糖苯甲酸盐（溶剂型）。

Potters Industries Pty. Ltd.

锡港西路33号
电话：0510-88791145
传真：0510-88796813
邮箱：
hongxingchem@hi2000.com
网址：www.chinachemnet.com
主要产品：有机烷（氧）基磷
酸酯类增塑剂、阻燃剂、消泡
剂、高纯度磷酸三乙酯、高纯
度磷酸三丁酯、高纯度磷酸三
异丁酯。

无锡市励欧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惠山区西漳天润
园8-6号
电话：13951589339
传真：0510-83508359
邮箱：sales@neoadditive.com
网址：www.neoadditive.com
主要产品：润湿分散剂，高分
子量超分散剂，聚丙烯酸酯流
平剂，消泡剂，通有机硅流平
剂，用树脂/特种树脂。

无锡阳山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无锡市惠山
区阳山镇桃源中路
电话：0510-83691283
传真：0510-83692384
邮箱：yamingzhangys@163.com
网址：www.yschemicals.com
联系人：张先生 13961850813
主要产品：醋酸钠、醋酸锌、
醋酸钾、醋酸钙、醋酸镁、醋
酸铵。

普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茸兴路288
弄1号楼616室
手机：+86-166 2108 1229
电话：+86-21-67881530-8003
传真：+86-21-67881539
邮箱：
simonlin@promchem.cn
网址：www.promchem.cn

Kraton Corp. 科騰公司
地址：15710 John F. Kennedy 
Blvd., Ste. 300, Houston, TX 
77032 UNITED STATES
电话：(281) 504-4792 
传真：(281) 504-4793
邮箱：thao.pham@kraton.com
网址：www.kraton.com
联系人：Andrew Hu（市场经
理）
简介：Kraton科騰公司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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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销售生物基化学品和特
种聚合物，产品具备非凡的价
值，并能提升全球人类的生
活。我们的SYLFAT 妥尔油脂肪
酸（TOFA）适用于各种不同的
粘合剂和涂料体系；我们的生
物基技术具备广泛的可持续性
应用优势，提供了出色的产品
性能。

U.S. Silica Co./EP Minerals LLC
地址：9785 Gateway Dr., Reno, 
NV 89521 UNITED STATES
电话：011-65-9005-9401
传真：011-65-6250-1431
邮箱：customer.service@epm
inerals.com
网址：www.ussi l ica.com；
www.epminerals.com
联系人：David Biber（亚洲销
售总监）
简介：EP Minerals- A U.S. Silica 
Company为油漆和涂料行业提
供了Celatom®助熔煅烧和天然
硅藻土（DE）和珍珠岩。这些
功能性添加剂具备高效能的消
光性能，以及影响性的质地和
流变性。MIN-U-S IL®是高纯
度、高质量的天然细磨二氧化
硅，具备多种粒径分布。

武汉仕全兴聚氨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八方路8号
电话：027-83267876
传真：027-83262285
网址：www.strongchem.cn
主要产品：水性固化剂、水性
聚氨酯树脂。

武汉奥邦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口常青路296号
佳兴苑
电话：027-59503567
传真：027-83524022
邮箱：info@whaobang.com
网址：www.whaobang.com
主要产品：主要从事金属表面
处理领域相关的电镀光亮剂和
电镀特殊化学品。

武汉金福达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光谷大道62号光谷总部国际9
栋1902室，430074
电话：
027-67845221/67848923
传真：027-67848923

邮箱：sales@golden-fortune.com
网址：www.golden-fortune.cn
联系人：龚总（国际销售部
15871727517）
主要产品：羧甲基羟乙基纤维
素、羟乙基纤维素阳离子纤维
素。

武汉昆鹏化工新材料开发有限
公司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
南泥湾大道65-71号汇丰企业总
部4栋B座2楼203-1
电话：027-83218858
传真：027-83217758
邮箱：kphg@kunpengchem.com
网址：www.kunpengchem.com
主要产品：代理德国毕克化学
BYK助剂、美国洛克伍德（无
机颜料、瑞士科莱恩颜料、美
国格雷斯消光粉、德国凯佰颜
料、吉必盛气硅主要产品、元
利高沸点溶剂及各类进口化工
原料等。

厦门培藤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金
桥路183号503室
电话：0592-5143445
邮箱：allen@vinechem.com
联系人：林振中 18030148010
主要产品：无机硅酸盐涂料粘结
固化剂，纳米二氧化硅分散体，
水性无机色浆分散剂，纳米颗粒
分散体，涂料抗划伤助剂。

先创化学品
（高要宝时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南岸
镇上元路37号，526100
电话：0758-8363318
传真：0758-8361052
邮箱：paint@sinoprox.com
网址：www.synthron.com
主要产品：先创为涂料、油墨
工业提供几乎全部种类的添加
剂，主要产品可用于溶剂型、
水性、UV和粉末涂料体系。

襄阳市裕昌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经
济开发区7号路， 441021
电话：0710-2217699
传真：0710-2217799
邮箱：yuchang@hi2000.com
网址：www.yuchangchem.com
主要产品：紫外线吸收剂

祥丰（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浦东新区东方
路877号嘉兴大厦13楼1302室
电话：021-68752800
传真：021-58206796
邮箱：
sh-office@bright-view.com.cn
网址：www.bright-view.com.cn
主要产品：美国卡博特公司的
碳黑以及气相二氧化硅（白碳
黑），美国肯特的颜料用润湿
分散剂，德国巴斯夫的聚乙烯
蜡、微粉聚乙烯蜡及蜡乳液等
等，印度阿图的环氧树脂。

鑫钛克化学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
7940号宁谷大厦710室
电话：021-34511781
传真：021-64580079
网址：www.new-techem.com
主要产品：助剂、消光粉、分
散剂、增稠剂。

亚什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二路1089
号徐汇苑大厦18楼
电话：021 2402 4888
传真：021-24024632
邮箱：info@ashland.com
rcho@ashland.com
网址：www.ashland.com
联系人：Richard Cho
主要产品：羟乙基纤维素、高
性能泡沫控制剂、表面活性剂
和润湿剂、pH中和剂、防腐杀
菌剂、分散剂、增稠剂和流变
改性剂。

烟台信谊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烟台胜利路155号齐鲁文
经广场6楼E-F座
电话：0535-34533683
传真：0535-6228696
邮箱：wyf@sunychem.com
网址：www.sunychem.com
主要产品：油漆，油墨，胶粘
剂用原料，如各种树脂，高分
子聚合物用添加剂，抗氧剂，
紫外线光稳定剂，光引发剂，
增白剂及其它特殊工业助剂。

扬州市立达树脂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北郊天山工业园
区，225653
电话：0514-84226888
传真：0514-84225818
邮箱：yzlidaresin@gmail.com
网址：www.lidaresin.com
主要产品：分散剂、偶联剂、
消泡剂、涂料助剂、水性UV聚
氨酯树脂。

晔欣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889 号太平洋企业中心 707 室，
200050
电话：021-62106048 
传真：021-62106049
邮箱：
Keeneyes@keeneyes.com.tw
网址：www.keeneyes.com.tw
主要产品：特殊表面活性剂，
胺类主要产品，Lakeland 乳化
蜡，涂料用树脂、Lakeland 特
殊表面活性剂，树脂、助剂主
要产品，乳液用原材料。

伊士曼（上海）化工商业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盛夏路399
号C楼，200041
电话：021-61208700
传真：021-50279229
网址：www.eastman.com.cn
www.eastmancoatings.com
主要产品：特种溶剂、成膜助
剂、石油树脂、增塑剂、抗氧
化剂、光学增白剂、酯醇蜡、
聚酯共聚物、丙烯酯。

依卡化学品（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302号
电话：0512-62582276
传真：0512-62584983
邮箱：
rossi.chen@akzonobel.com
网址：www.akzonobel.com
主要产品：硅溶胶

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莘庄工业区春东路
55号，201108
电话：021-6119 1193
传真：021-6119 1149
邮箱：huibin.zhao@evonik.com
网址：www.tego.cn
联系人：赵惠斌
主要产品：作为涂料、印刷制
印添加剂工业的主要品牌，赢
创公司提供多种水性、UV和高
固体分体系主要产品。

优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日樱南路15号二幢三层
303部位
电话：021-33927695
传真：021-33927930
邮箱：eutec@eutec.com.cn
网址：www.eutec.com.cn
主要产品：成核剂，抗氧剂，
光稳定剂，光引发剂，无卤阻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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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其它功能助剂。

优卡化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华泾路
1305弄8号B座301室，200231
电话：021-54336480
传真：021-54336482
邮箱：
wilson.wang@uniqchem.com

网址：www.uniqchem.com

主要产品：优卡化学是涂料和
油墨行业领先的高性能助剂供
应商。主要产品包括消泡剂，
流平剂，分散剂，光稳定剂和
流变助剂。

尤尼威尔化学品（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张江祖冲之
路2290弄展想广场3号楼，
201203
电话：021-61932700
联系人：郝军伟先生
邮箱：
junwei.hao@univarchina.com

网址：www.univarchina.com

主要产品：溶剂、树脂、pH调
节剂、交联剂、表面活性剂、消
泡剂、增稠剂、增塑剂、颜料。

珠海联固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天安节能
科技园创新大厦314-321单元
电话：020-39388770
手机：18813800303
传真：020-39388761
联系人：张增钰（营销总监）  
邮箱：zzy@doxu.com.cn

网址：www.lianguchem.com

主要产品：薄膜法低游离固化
剂DL-75、新国标PU固化剂、
三聚体固化剂、通用型PU固化
剂、巴斯夫HDI固化剂。  

肇庆市东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肇庆鼎湖区中国广
东省肇庆市 鼎湖区桂城工业城
桂兰街七号
电话：0758-2693988 
传真：0758-2693381
邮箱：zqzdg@sina.com

网址：www.cndychem.com

联系人：周德贵 13902361512
主要产品：纯聚酯固化剂、环
氧型消光固化剂、纯聚酯化学
消光剂、纯聚酯物理消光剂、
户内型流平剂、安息香、户外
型流平剂、增光剂、砂纹剂、
花纹剂、低温快速固化剂。

浙江德清县圆正粉末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洛舍镇城

南开发区（砂村），313218
电话：0572-8816606
传真：0572-801160
邮箱：sale@yzfm.com 

网址：www.yzfm.com

联系人：潘学伟 13967262286
主要产品：消光粉、增稠触变剂。

浙江沸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古墩路387号
电话：0571-88199226
传真：0571-88169340
邮箱：sales@feidianchem.com

网址：www.feidianchem.com

主要产品：基础硅烷，环氧硅
烷，氨基硅烷，甲基丙烯酰氧
基，乙烯基，烷基硅烷，含硫
硅烷。

浙江丰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经
济开发区塘浦工业园区
电话：0572-5021306
传真：0572-5028640
邮箱：13705822237@163.com

网址：www.zjfenghong.com

主要产品：HFGEL系列（超分
散型）有机膨润土流变助剂、
SM系列铝镁硅酸盐无机凝胶、
DK系列聚合物级纳米蒙脱土、
活性白土：颗粒活性白土、高
效颗粒膨润土系列宠物垫圈
（猫砂）、十八烷基三甲基氯
化铵、BS、JF系列有机膨润土
流变助剂。

浙江红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长兴县泗安镇工业
园区，313113
电话：0572-6186788/6628777
传真：0572-6082200
邮箱：dsx3@hybentonite.com

网址：www.hybentonite.com

主要产品：有机膨润土、水性
增稠流变剂、活性白土吸附脱
色剂。

浙江佳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新碶
长江国际B609
电话：
0574-26889102/26889103
传真：0574-26889101
邮箱：sales@jiasichem.com

网址：www.jiasichem.com

主要产品：5-癸炔-4 ,7 -二醇
-2,4,7,9-四甲基，消泡及润湿作用
的炔基醇类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浙江临安福盛涂料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临安市锦南街道
上畔556号-2 

电话：
0571-63759075/63966365
传真：0571-63759079
邮箱：web@fstlzj.com

网址：www.fstlzj.com

主要产品：防沉剂、消泡剂、
流平剂、触变剂、增稠剂、润
湿分散剂、其它特种助剂、水
性油墨涂料助剂。

浙江省中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马鞍池东
路261号
电话：
0577-88616704/89115296
邮箱：zjzm261@126.com

网址：www.zjzm.com

主要产品：油墨凝胶剂，环保
型涂料油墨催干剂系列，氧化
铝溶胶，氢氧化铝系列，异丙
醇铝，邻乙氧基苯酚，异辛酸
异丙酯。

浙江万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浙江省绍兴县马鞍
镇新二村，312073
电话：0575-85629888
传真：0575-85620222
邮箱：sales@wfdyes.com

网址：www.wfdyes.com

主要产品：分散染料，紫外线
吸收剂。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建德市江滨中路
新安大厦1号
电话：
0571-64715173/64723891
传真：0571-64787333
邮箱：wynca_yjgyx@wynca.com

网址：www.wynca.com

主要产品：硅氧烷中间体，有
机硅助剂，硅树脂，硅烷偶联
剂和交联剂，气相二氧化硅。

浙江长安仁恒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浙江省长兴县泗安
镇老鸭塘 
电话：0571-86432656   
传真：0571-86431900
邮箱：chy@renheng.com

网址：www.renheng.com

主要产品：有机膨润土、聚酰
胺蜡、氢化蓖麻油、聚乙烯蜡
等系列助剂主要产品。

镇江市天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镇江市阳光
世纪花园紫荆苑356-358号
电话：0511-88835166
网址：www.tianlong-chem.com

主要产品：添立润溶剂型及UV

体系分散剂、添立润水性体系
分散剂、添立润有机硅类流平
剂、抗电剂、滑爽助剂及附着
力促进剂、添立润丙烯酸酯类
流平剂等。

郑州市中岳涂料助剂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任寨北街1号
电话：0371-63918191
邮箱：zyzj811@163.com

网址：www.zyzj.com

主要产品：流平剂，防沉剂，
防结皮剂，消泡剂，锤纹剂，
防浮色发花剂，分散剂，催干
剂，活性钛白粉，塞得粉。

致为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鼎
兴路35号，225004
电话：0514-85819777
传真：0514-85107335
网址：www.weikem.com

主要产品：纤维素醚; 可再分散
乳胶粉等。

中国长沙新宇高分子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伍家岭廖家渡19-1信箱
电话：
0731-84252261 13875989498
传真：0731-84252292
邮箱：serve@newsunchem.com

网址：
www.newsunchem.com/chinese

主要产品：光引发剂

中山市德远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开
发区江陵西路1号远航大厦8楼
811室
电话：0760-88299383 
传真：0760-88299382
网址：www.zstechwill.com

主要产品：气相二氧化硅、LED

封装硅胶、电子主要产品类脱
模剂、消光粉系列等。

中山市港雄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港口镇下南村
（公平市场右侧直入300米左边
第一幢办公楼二楼）
电话：0760-88411488
邮箱：jiali@zssxchem.com

网址：www.zssxchem.com

主要产品：抗静电剂、附着率
促进剂、分散剂、固化剂、聚
酯丙烯酸酯等。

中山市优派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阜沙镇阜港大道
电话：0760-23409766



传真：0760-23406766
邮箱：youpai@zsup.cn
网址：www.zsup.cn
主要产品：填充料类、油性类助
剂、水性类助剂、涂料香精类。

株式会社喜多村
地址：上海市瑞金南路185弄3
号102室
电话：021-36507350
传真：02136507350
邮箱：market@kitamuraltd.com
网址：kitamuraltd.com
主要产品：PTFE润滑添加剂

东莞市浩洋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泰新
路大塘电商中心A座502室
电话：0769-22288415
传真：0769-22288415
邮箱：dgoceanchem@163.com
网站：www.dgoceanchem.com
华东销售：18666898813 柯经理
华南销售：13418228840 周经理
华东销售：18666898813 柯经理
华南销售：13418228840 周经理
简介：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聚乙
烯蜡、蜡粉，磨砂粉，消光粉，
蜡乳液，各种水性功能助剂等产
品。多年来，根据客户需求，成
功开发了球形蜡粉、消光蜡粉、
UV蜡粉、水性蜡粉、手感蜡
粉、变色蜡粉、高温砂面粉、球
形砂面粉、高光手感蜡乳液等特
色产品。致力于做国内最全面的
蜡助剂生产企业。

山东世安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齐河县仁里集镇 
251106
电话：0534-5992035
网址：www.shian-chem.com
联系人：陈刚
简介：主要产品有阻燃剂、防火涂
料，产品广泛应用于钢架结构式厂
房装置、仓库、机场、车站、展馆
及装配式建筑框架结构。

扬中格拉斯白炭黑化化工有限
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中市油坊镇长旺
西路
电话：0551 8852-7008 
邮箱：
marketing.china@glassven.com
网址：www.glassvenchina.com
简介：扬中格拉斯白炭黑化化工
有限公司是经过认可沉淀白炭黑
和合成硅酸盐的制造商,致力于
口腔和个人护理品,食品和动物
饲料,油漆和涂料,农业化学,化学
品,药剂,橡胶和轮胎工业。

岳阳中展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云溪
工业园
电话：0730-8416225
传真：0730-8418988
总经理：余志良
手机：13907309759
邮箱：yzl0730@163.com
简介：岳阳中展科技有限公司是
集研发，生产，经营，和应用技
术服务为一体的新型企业。主要
从事环氧树脂及助剂（固化剂，
稀释剂，促进剂，增韧剂等）生
产，开发，经营。年产量4000吨/
年。产品应用于胶粘剂，防腐涂
料，电子电工浇注，复合材料，
地坪工程，水利工程等领域。

ACME
重庆艾克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红锦大道
569号御湖远舰11楼
电话：
023-89118971;15922656576
传真：023-89118970
邮箱：sales@acmetech.cn
网址：www.surfadiols.com
联系人：姜经理(Alex)
简介：主要产品为SURFADOL系
列炔二醇类水性助剂，包括润湿
剂、消泡剂和分散剂。我司“专
门做炔二醇，做得更专业”。

南京天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六合经济开
发区槽坊路29号
电话：025-58393899
传真：025-58393872
邮箱：sales@waxpi.com
网址：www.waxpi.com
联系人：郭女士
简介：天诗集团自2002年创立
至今，始终专注于蜡助剂的开发
及应用，打造了从上游原料蜡的
精制、氧化、接枝、酯化皂化到
下游聚合物蜡的乳化、微粉化的

全产业链集合。

江苏天音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前观村
网址：www.chinatianyin.com
联系人：彭伟锋，13915398945
介绍：德纳股份作为创新型高技
术企业，成功构建了功能化学品
的研发平台，拥有专业的研发团
队，具备生产醇醚及其酯类，以
及高性能化学品的先进技术以及
自主开发能力，且已形成了自身
的核心技术、取得若干创新成
果，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荣誉
奖项。

德山化工（浙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港区乍浦经
济开发区雅山西路55 5号，
314201
电话：021-62181177
传真：021-53822894
邮箱：silica@tokuyama.com.cn
网址：
http://www.tokuyama.net.cn
联系人：营业一部
简介：主要产品亲水型气相二氧
化硅、疏水型气相二氧化硅、高
性能消光粉、高纯三氯氢硅、高
纯四氯化硅以及IC用IPA清洗液
和TMAH显影液。

常州盛世金图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新北区罗溪镇塑化路
25号7-113
电话：0519-83336513
传真：0511-86478086
网址： www. ssitzj. com
邮箱：525410137@qq. com
联系人：贾健
简介：主要供应油漆、油墨、涂
料、胶粘剂用润湿分散剂、流平
剂、润湿剂，消泡剂、附着促进
剂、防沉剂及其他特殊添加剂。
包括油性产品,水性产品，以及
水油通用型产品。

广东科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
镇兴南大道902号202房
电话：02039189180
传真：02039189275

网址：www.gdkyou.com
联系人：江生13710318168
主营产品：代理台湾奇钛紫外线
吸收剂、光稳定剂、光引发剂、
抗氧剂；美国HPM消光粉；欧
宝迪水性树脂；生产销售：全众
系列助剂；科优特殊树脂、水性
固化剂。

Cathay Industries
地址：中国香港九龙尖沙咀东
么地道77号华懋广场901A室
电话：852-27212257
邮箱：sunny_kwok@catha
yindustries.com 
网址：
www.cathayindustries.com
联系人：Melissa Zienius
（行政运营副总）
简介：氧化铁，绿色，黑色，棕
色，黄色，红色和灰色颜料。

Cristal, Shanghai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环
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24层
2404室, 200120 
电话：86 21 6100 6288 
传真：86 21 6886 5955
邮箱：kevin.zhang@cristal.com
网址：www.cristal.com 
联系人：Kevin Zhang
简介：Rynn Kai Cristal是全球
最大的钛白粉生产商之一，也是
世界领先的特殊钛产品制造商。

Lorama Group International 
Inc. 
地址：White Park House, 
White Park Rd., St. Michael, 
BB11135 BARBADOS
电话：(305) 442-8525 
传真：(305) 442-8426 
邮箱：
customerservice@lorama.com 
网址：www.lorama.com 
联系人：Rickey Shin（亚太区
业务总监）
Ralph Acosta（拉美/加勒比
海地区业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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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e Whyman（欧洲区业务总
监）
简介：Lorama Group Interna-
tional Inc. 开发并供应实验室优
选解决方案，满足您着色剂、
流变剂、稳定剂和助剂配方性
能提升需求。

Shepherd Color International 
地址：Ste. 24, 347 Bay 
Rd., Cheltenham, Victoria, 
3192 AUSTRALIA
电话：+61-3-95322632
邮箱：melbourne@shephe
rdcolor.com
网址：
www.shepherdcolor.com
联系人：Chris Manning
简介：主要产品为复合无机彩
色颜料（CICP），用于最严格
的应用，包括高级卷材涂料。
产 品 线 包 括 A r c t i c ® 、
StarLight® 和Dynamix®

星铂联颜料(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工业园区龙街428号苏春工业坊
26B单元, 215026
电话：86-512-67333150
邮箱：sales@silberline.com
网址：www.silberline.com
联系人：Choon Hau Yee
主要产品：铝浆-发叶、铝浆-不
发叶、铝相关效果颜料和其他
金属效果颜料。

Sun Chemical Corp., 
Performance Pigments
地 址 ： 中 国 上 海 市 娄 山 关 路
555号长房国际广场1505室，
200051
电话：+86-21-62289922转
6522
传真：+86-21-62419221
邮箱：
pigments@sunchemical.com
网址：www.sunchemical.com
联系人：Juan Wu
简介：Sun Chemical为经典
高性能铝和珠光颜料和制剂的
制造商，用于涂料（建筑、汽
车、工业和粉末涂料）、油墨/
喷墨、塑料、化妆品和特种领
域等。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鞍山市腾鳌经济开发区
保安路一号路八号
电话：0412-8386888
021-31007988（营销中心）
传真：0412-8386388
邮箱：marketing@hifichem.com
网址：www.hifichem.com
联系人：齐学博（总部）、乔
治（上海办）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染料、
中间体。

安徽黑钰颜料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合肥潜山路绿地蓝
海国际大厦C座5楼
电话：0551-63520007 
0551-63755529
传真：0551-63520900
网址：www.bdms.co
邮箱：bd@bdms.co
主要产品：导电炭黑、水溶性
炭黑、墨粉用炭黑、通用炭黑。

滁州格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腰铺镇光
辉路18号，239057
电话：0550-3973605
传真：0550-3971988
邮箱：info@chinagrea.com.cn
网址：www.chinagrea.com
主要产品：绢云母、复合钛白
颜料、高岭土、硅灰石粉。

艾敏斯帝（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徐汇区淮海中路
1010号嘉华中心2505室
电话：021-54033300
传真：021-58355728
网址：www.imcdgroup.com
主要产品：助剂、颜填料、树
脂、特种溶剂。

阿克苏诺贝尔高效化学品（苏
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302号，215122
电话：0512-62584981
传真：0512-62584983
邮箱：rossi.chen@akzonobel.com
网址：www.akzonobel.com

主要产品：Expancel 微球-多功
能添加剂。

爱卡（亚洲）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362-366
号好世界广场2307室，510060
电话：020-83878860
传真：020-83847584
邮箱：horace.he@altana.com
网址：www.eckart.net
主要产品：铜粉、高性能效果
颜料、水性铝银浆、金属颜料、
珠光粉等。

爱得卡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车站大道
诚信商厦2-2503室
电话：0577-86066331
13857756991
传真：0577-86066772
邮箱：pan_lq@163.com
网址：www.aideka.com
主要产品：代理世界著名的科
莱恩公司、巴斯夫、默克珠光
粉、道康宁助剂。

安合聚高新材料制造厂
地址：浙江省富阳市新登镇双
联村101号，311404
电话：0571-63251604
传真：0571-63256216
网址：www.angpigments.com
邮箱：wanglili@mail.hz.zj.cn
主要产品：透明氧化铁颜料、
油性色浆、水性色浆。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铜陵市铜官大道南
段1288号
电话：0562-3867886
传真：0562-3863384
邮箱：and@andty.com
网址：www.andty.com
主要产品：金红石型钛白粉、
锐钛型钛白粉、钛白粉。

安徽普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大道
701号鑫冠大厦十楼
传真：0562-8817396
电话：0562-8817389
邮箱：849448135@qq.com
网址：www.powerchem.net.cn
主要产品：钛白粉系列、铁系
颜料系列、碳酸钙系列。

鞍钢实业微细铝粉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腾鳌经济
开发区新城路7号
电话：0412-6093006
传真：0412-8316043
邮箱：apmc@apmc.com.cn

网址：www.apmc.com.cn
主要产品：球形铝粉。

鞍山润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辽宁省鞍山市腾鳌
经济开发区福安工业园
电话：0412-8053113
传真：0412-8938118
邮箱：rundechem@sina.com
网址：www.runde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料、
群青、钛白、华蓝、氧化铁。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江心沙路300号
200137
电话：021-20391000
传真：021-20394306
网址：
www.greater-china.basf.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助剂、消泡剂、流平剂、
杀菌剂、乙烯基醚。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浙江杭州临江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 
电话：057182961666
传真：057182962000
邮箱：sales@lilychem.com
网址：www.lily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宝美施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699号璀璟工业园4号厂房
电话：021-57684338
传真：021-57684751
邮箱：info@bomexchem.com
网址：www.bomexchem.com.cn
主要产品：色浆主要产品。

北京安特普纳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路
37号华腾北塘商务大厦902、
917室，100022
电话：010-51908276
传真：010-51908107
邮箱：admin@gmail.com
网址：www.entrepreneur-cn.com
主要产品：纳米二氧化钛、沉
淀法二氧化硅、气相法二氧化
硅、硅烷聚氯乙烯（PVC）糊
树脂、聚乙烯醇、碳黑、变性
淀粉、表面活性剂、金属颜料、
镍粉及镀镍、金属粉银粉及镀
银金属粉、消泡剂、杀菌剂。

北京巴特尼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永外宋家
庄顺八条一号
电话：010-67698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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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7618180/67625518 
传真：010-67698220
邮箱：bjchem@bjchem.com.cn
网址：www.bjchem.com.cn
联系人：李经理
主要产品：拜耳乐氧化铁颜料、
日本三菱碳黑、巴斯夫公司专
用颜料的中国北方代理商、钛
白粉、立德粉、氧化锌、聚戊
四醇。

北京东方明天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
大街幸福家园2-205
电话：010-87971561
传真：010-87910263
邮箱：jerrylee2010@sina.cn
网址：www.bj-ot.com
主要产品：代理陶氏化学苯丙
乳液、纯丙乳液、醋丙乳液、
分散剂、流变改性剂、朗盛公
司颜料。

北京金斑马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媒体村天居园3号楼3001室
电话：010-84997884 
010-84997384
传真：010-56850946
邮箱：info@quagga.com.cn
网址：www.quagga.com.cn
主要产品：钛白粉、硫酸钡、
氧化铁、色素炭黑、氧化锆、
氯化钙、氢氧化铝。

北京金合泰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内
大街319号广信嘉园C座9B，
100053
电话：010-83131020
传真：010-83131021
邮箱：jinhetai2008@163.com
网址：www.jinhetai.com
主要产品：科莱恩颜料制剂、
通用无机颜料。

CCA美国色彩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闸北区江场
三路288号18号楼9楼，200436
电话：021-61937813
传真：021-61937979
邮箱：info.asia@ccofa.com
网址：www.ccofa.com.cn
主要产品：色浆主要产品。

长沙奥特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星
城镇，410219
电话：0731-88382688
传真：0731-88383948
网址：www.csat.com.cn
主要产品：超级铝银浆、仿电

镀铝银浆、强闪光铝银浆、特
细白铝银浆、包覆型铝银浆和
水性铝银浆。

长沙三环高新颜料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高新
区魏家坡创远花园1栋101室，
410013
电话：0731-8805322
手机：13787412509
传真：0731-88620522
邮箱：sanhuanyl@163.com
主要产品：油漆、油墨、涂料
用颜料。

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洲新区
金水东路068号，410600
电话：0731-82975599
邮箱：zx82975566@163.com
网址：www.cszuxing.com
主要产品：铝银浆、闪光浆、
丝光浆。

长沙新威凌锌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麓谷麓龙路199号标
志·麓谷坐标A栋9 0 5室，
410000
电话：0731-88808157
传真：0731-88903028
网址：www.welllinkzn.com
主要产品：锌粉系列、锌锭系
列、氧化锌系列、片状锌粉系
列。

重庆江南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鸡冠石镇
盘龙山68号，400063
电话：023-62504663
传真：023-62516236
邮箱：peng.yuliang@cjchem.com
网址：www.cjchem.com
主要产品：黄色、红色及橙色
偶氮有机颜料、铁蓝颜料、防
锈颜料、铅铬黄和钼铬红。

重庆新华化工厂
地址：中国重庆市潼南县桂林
街道办事处民业街29 8号，
402660
电话：023-87288005
传真：023-87288006
邮箱：xhhgxzb@163.com
网址：www.xinhuachemical.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常州北美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区圩塘滨江化
工区，213033
电话：0519-85776225
传真：0519-85777800

邮箱：czna@cznachem.com
网址：www.cznachem.com
主要产品：油墨用有机颜料、
涂料有机颜料

常州众普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
河头工业园区兴明路8号
电话：0519-82765536
传真：0519-82765398
邮箱：sales@czzpkj.com
主要产品：磷酸盐系列、超细
磷铁粉系列、复合磷钛防锈颜
料系列

超彩钛白科技（安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铜陵县五松镇金
城工业园
电话：0562-5327558
传真：0562-5327600
邮箱：chenanling@precheza.cn
主要产品：性能改进型脱硝催
化剂aPre-CatP、锐钛型钛白粉
AV-01、金红石型钛白粉RGZW、
经济型脱硝催化剂aPre-Cat系
列、通用型脱硝催化剂aPre-Cat+
系列、性能改进型脱硝催化剂
aPre-CatE。

潮州市诚成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潮州市城新西路
87号联谊大厦7楼
电话：0768-2352303
传真：0768-2285178
邮箱：ct@chengcheng.cn
网址：www.chengcheng.cn
主要产品：高岭土、纳米碳酸
钙、EVA树脂。

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温州市龙港镇西一街486
－488号
手机：13868497090
传真：0577-64282307
网址：colorchange.com.cn
主要产品：感温变色、感光变
色、防伪变色、液晶变色、蓄
光材料等。

滁州市万桥绢云母粉厂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大柳镇
电话：0550-3890889  
传真：0550-3890977
网址：www.wan-qiao.cn
邮箱：info@wan-qiao.com
联系人：尹友玲 13955012445
主要产品：云母粉。

枞阳县旺超铝银浆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陈
瑶镇花山村086
电话：0556-2047818 沈建忠
网址：zhan962287.b2b-c.cn/
主要产品：颜料类、铝银浆颜
料铝银浆。

大同煤业金宇高岭土化工有限
公司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同煤集团
塔山循环经济园区
电话：0352-7822588  
传真：0352-78225558
邮箱：info@jinyukaolin.com
网址：www.jinyukaolin.com
联系人：李志华 15835245959
主要产品：煅烧高岭土。

东莞市彩之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
柏地管理区柏峰二街8号
电话：0769-87717426
传真：0769-87701058
邮箱：gtb@czhdye.com
网址：www.czhdye.com
主要产品：荧光透明系列、金
属络合系列、有机颜料、纳米
颜料、色精。

大连华源钛白科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西南路291号
邮箱：li.wei@189.cn
联系人：李经理 13352299031
主要产品：金红石型钛白粉、
锐钛型钛白粉。

大连金盛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三十里堡
镇友兰工业园区
电话：0411-87358649
传真：0411-87358651
主要产品：碳酸钙、超细碳酸
钙、改性碳酸钙。

大连英特化工有限公司
大连市中山区珠玉西街30号海
港城B1座2单元201室
电话：0411-82539920
手机：13804266190
邮箱：sun@inter-chemie.com
网址：www.inter-chemie.com
主要产品：沉淀碳酸钡、二水
氯化钡、氢氧化钡、苯甲酸、
BP93对苯二酚次磷酸。

大日本油墨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555号12层
电话：021-62289922
传真：021-62419221
网址：www.dic-global.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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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斯（德国）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
徐公路3029弄38号
电话：021-54811631
传真：021-54294542
联系人：石小姐 13818204107
网址：www.dakesi.com.cn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预分散
颜料、无机颜料、染料、荧光
颜料、钛白粉。

丹阳市光阳铝银粉厂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运河镇
电话：0511-86456054
手 机：13775502668
传真：0511-86450618
邮箱：guangyang@hi2000.com
主要产品：漂浮型铝浆、闪光
型铝浆、非浮型铝浆。

丹阳市美尔鑫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丹阳市吕城镇工业园
电话：0511-86456521
联系人：王小姐 13312814670
邮箱：352543197@qq.com
主要产品：铝银浆。

福鼎格丽特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福鼎市星火工业
园区12号，355200
电话：0593-7990699
传真：0593-7871702
邮箱：sales@china-glitter.com
网址：www.china-glitter.com
主要产品：金葱粉、云母粉。

杭州信凯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未来
科技城东莲街1069号，311121
电话：0571-81957777
传真：0571-81957500
邮箱：trust@mail.hz.zj.cn
sales@trustchem.cn
网址：www.trustchem.cn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珠光颜
料、荧光颜料、溶剂颜料。

Heubach杭州海博颜料有限
公司
地址：中国杭州市江干区笕丁
路168号大世界五金城11幢1单
元302室，310021
电话：+86-573-87634106
传真：+86-573-87967925
邮箱：sales@heubachchina.com
网址：www.heubachchina.com
联系人：Chai Yuhui（销售经
理）

简介：海博（Heubach）为有机
和无机的高质量防腐和有色颜料
及颜料制剂的领先制造商。

德国莎哈利本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桥路2272号虹
桥商务大厦4楼K座
传真：0573-87967925
传真：021-52081320
网址：sachtleben.com.cn
邮箱：shanghai@sachtleben.de
主要产品：金红石型和锐钛型
二氧化钛、沉淀硫酸钡和白色
颜料硫化锌。

德清户田三峰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工
业区
电话：0572-8409822
传真：0572-8409823
邮箱：
songfeng_lou@todasanfeng.com
网址：www.todasanfeng.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红、氧化铁
黑、氧化铁黄。

德清县信诺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英
溪北路621号
电话：86-572-8302999
传真：86-572-8820368
邮箱： info@tongchem.com 
网址：www.toroxpigment.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红、氧化铁
黄、氧化铁黑、氧化铁橙、氧
化铁棕、氧化铁绿、氧化铁蓝、
氧化铁紫、易分散氧化铁、超
细氧化铁、颗粒氧化铁、耐高
温氧化铁、易流动氧化铁、抗
紫外氧化铁。

东莞市世发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金
盈大厦602，523000
电话：0769-22800368
传真：0769-22800362
邮箱：
jacky-meng@chartcon.com
网址：www.chartcon.com
主要产品：BASF、三井化学、
Cristal，Global、三菱丽阳、
Kuraray、科莱恩、Momen-
tive、Synthomer、长春化学等
公司代理。

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营市东营区东七路28
号  257091
电话：0546-8956399
传真：0546-8056988
邮箱：108779739@qq.com 
主要产品：微细球形铝粉。

科慕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原杜邦钛白）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樱花路
868号建工大唐国际广场9楼
电话：021-26120832
邮箱：
ALBERT.XU@chemours.com
网址：www.chemours.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复顿色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练西路
2725号
销售地址：上海市遵义南路8号
锦明大厦19B，200336
电话：021-64134368 
传真：021-62789337
邮箱：sales@fortunecolor.com
主要产品：多百丽水性通用色
浆，内墙色浆，水性通用色浆。

福禄颜料（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17
号远东国际广场B座709室
电话：021-33352258
传真：021-51685198
网址：www.ferro.com
主要产品：群青，铁酸锌，铬
黄，钼铬橙，钒酸铋，铬粉，
氧化铁系列颜料、氧化铬系列
颜料以及防腐颜料。

佛山市卡明克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佛山市南海区黄岐
明珠广场18座341号
电话：0757 85938910
传真：0757 85953820
网址：www.kemikoul.com.cn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包膜无机颜料，无机复合
颜料，染料，颜料制备物。

富林特集团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835号11号厂房1F楼
电话：021-33587984
传真：021-33587992
网址：www.flintgrp.com
主要产品：干粉和挤水颜料、
分散剂、清漆、添加剂、色片
和树脂。

佛山市灿阳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
岐宏威大厦8E，528248
电话：0757-85900086
传真：0757-85907673
邮箱：sales@fscanyang.com
网址：www.fscanyang.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氧化铁。

贵州晶诚纳米粉体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构
皮滩镇红飞村青山生态园
电话：0851-2472277 
传真：0851-6598366
邮箱：chinayu4444@163.com
网址：www.submicros.cn
联系人：方冬荣 13587018301
主 要 产 品 ： 超 白 硫 酸 钡 系
列、亚微米硫酸钡系列、超
威细硫酸钡系列、特效消光
硫酸钡系列。

广东科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番禺
大道北捷顺路9号上城国际9栋
电话：020-84587343
传真：020-84508862
网址：www.keyteccolors.com
主要产品：水性色浆、油性
色浆、乳胶漆色浆、陶瓷色
浆、造纸色浆、皮革色浆、
透明色浆。

广东省清远市南岭云母开发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县龙
颈镇石马河洞圩102号
电话：0763-5756005/5818151
传真：0763-5757035/5821631
联系人：沈阳 13927686645
主要产品：亮晶新型颜料。

广福建材（蕉岭）精化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松江区泖港镇中强
路450号 
电话：02157868428-8008
传真：02157868429
联系人：梁洪生 13167030510
邮箱：
liang_hongsheng@126.com
网址：www.gfcc.com.cn
主要产品：专业生产超细碳酸
钙、超细滑石粉、煅烧高岭土、
超细硫酸钡、硅灰石粉等粉体
填料。

广西贺州市科隆粉体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贺州市平桂区西湾
科隆工业园
电话：0774-8838286
传真：0774-8838098
邮箱：
kelong@kelong-powder.com
网址：www.kelong-powder.com
主要产品：滑石粉、重质碳酸
钙、表面处理碳酸钙。

广西堂汉锌铟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南丹县农行大厦
7F/8F（总部）广西南丹县车河
镇堂汉村（生产基地），5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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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78-7357101
传真：0778-7357057
邮箱：gxthxy@163.com
网址：www.gxthgf.com
主要产品：电尘工业硫酸锌、锭
铟锭硫酸锌氧化锌锌焙砂尘砂。

广西新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南宁市望州路北二
里7号，530001
电话：0771-3331756 3300286
传真：0771-3339941
邮箱：sales@gxchem.com
网址：www.gxchem.com
主要产品：三聚磷酸铝、右旋
糖酐铁、磷酸锌、醋酸锌、大
蒜素、合成金属切削液、10%
草甘膦、蔗田除草剂。

广州邦乐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区东澳广场D1101室
电话：020-62955766
传真：020-62955711
邮箱：bonnygz@126.com
网址：www.gdbonny.com
主要产品：高岭土、粘土，纤
维素系列主要产品。

广州吉必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南
翔三路15号，510663
电话：020-66853578   
13924287200                                    
传真：+86-20-66853570        
邮箱：cwj@gzgbs.com
网址：www.gzgbs.com
主要产品：专业从事高品质气
相二氧化硅、气相法氧化铝纳
米粉体和纳米复合粉体、改性
聚氨酯预聚体、特种胶粘剂、
氟塑料、氟橡胶制品的开发、
生产。

广州市黄埔天泰化轻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
路111号五羊新城广场2209，
510600
电话：020-87398400
传真：020-87382704
邮箱：info@tt020.com
网址：www.tt020.com
主要产品：沉淀硫酸钡、立德
粉、滑石粉、碳酸钙、沉淀白
炭黑、高岭土、疏水型气相白
炭黑、云母粉、石英粉、透明
粉、硅微粉、硅灰石粉、阻燃
剂、氢氧化铝、氢氧化镁、消
光粉、钛白粉、固化剂。

广州市吉彩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大道西33号

三新大厦12楼B，510620
电话：020-38201343
传真：020-38201342
主要产品：先尼科、科美斯公
司颜料代理。

广州市尚成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直街55号华
苑大厦D栋18楼H座
电话：020-38809881
传真：020-38802082
邮箱：s.he@greatway.cc
网址：www.greatway.cc
联系人：何山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颜料色
浆；西班牙纽碧莱（Nubiola）群
青、超细氧化铁、钒酸铋、改性
磷酸锌等无机颜料；涂料助剂
（丙烯酸类，反应型和非反应
型）；西班牙P r o m i n d s a 
MICRONOX®超微细片状氧化铁。

广州市正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中山七路330号
708室，510145
电话：020-81952841
传真：020-81950369
邮箱：chemem@chemem.com
网址：www.chemem.com
主要产品：有机和无机颜料。

广州市济裕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商业
大厦A座408室
电话：020-82521602 
传真：020-82521601
邮箱：liaosb@fm365.com
网址：zhan1312751.b2b-c.cn
联系人：廖松柏
主要产品：钛白粉。

广州市祥沣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路76号盈隆广场3215、3216房
电话：020-83642383
传真：020-38210619
邮箱：
gz-office@bright.view.com.cn
主要产品：卡博特炭黑、白炭
黑、巴斯夫蜡系列主要产品、
美国肯特分散剂。

广州媄特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74号广
东外贸大厦A座418室
电话：020-87341745
传真：020-38874960
邮箱：
info@metallix-solutions.com
网址：
www.metallix-solutions.com
主要产品：铜金粉。

公耀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临虹路168
弄3号5楼
电话：021-52391188
传真：021-62127646
邮箱：
coating@kellychemical.com
网址：cn.kellychemical.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水性色
浆、珠光粉、群青颜料、颜料
色浆、射光蓝碳黑、铝银浆、
醛酮树脂、聚乙烯醇缩丁醛树
脂、微粉化蜡抗静电剂消光粉、
增稠剂消光粉、润湿分散剂。

贵州毫微粉体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中华
北路18号银海大厦南楼6楼 
电话：0851-86904155
传真：0851-86904159
邮箱：info@micropowder.com
网址：www.micropowder.com
主要产品：重晶石粉、超细硫
酸钡。

合肥旭阳铝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双
凤开发区凤麟路与金沪路交叉口
电话：18955139851
400 999 2508 
邮箱：xuyang@xuyang.cc
网址：www.xuyang.cc
主要产品：铝颜料系列、铝银
粉系列和球形铝粉系列。

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
江工业园区新世纪大道1618号
电话：0571-82988555
传真：0571-82988068
网址：www.forward-ep.com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等。

黄山加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黄山市歙县循环经济园
纬一路8号，245061
电话：0559-6755001
传真：0559-3513696
邮箱：jjgscn2@yahoo.com.cn
网址：
www.jiajia-fluorescent.com
主要产品：热固性荧光颜料、
热塑性荧光颜料、可溶解色精
荧光颜料。

海门泽雅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门市嘉陵江路
651号
电话：0513-81299116
传真：0513-82112110
邮箱：sales@zeyachem.com
网址：www.zeyachem.com

联系人：董先生 13801460101
主要产品：科丽美TM高性能有
机颜料。

杭州和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江新城
市民街200号圣奥中央商务大厦
31楼
电话：0571-56189888 
传真：0571-87247555
网址：www.harmonychemical.cn
主要产品：钛白粉、固化剂、
涂料树脂、蜡粉。

杭州前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前
进街道江东大道4668号
电话：0571-57138829
0571-82127537
传真：0571-57138808
邮箱：sales@qj-chem.com
网址：www.qj-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过氯乙烯树脂、高氯化聚
乙烯树脂、半胱胺盐酸盐。

杭州精彩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文一西路998号5
号楼812室，310023
电话：0571-89905585/5586
0571-89905589/5590
传真：0571-89905587
邮箱：info@jcolor.com
网址：www.jcolor.com
主要产品：荧光颜料消光粉、
抗刮伤剂、白色颜料、PMMA
球形微粉。

杭州红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金城西路466号杭州萧山
国际商务中心1栋 9 0 3室，
311202
电话：0571-82890866
传真：0571-82890877
邮箱：sales@hyhg.com
网址：www.hyhg.com
主要产品：颜料钛白粉、炭黑、
溶剂。

杭州君一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长滨路78
号3幢411
电话：
0571-88184825/88184821
联系人：张向俊 13588806051
邮箱：sales@carbonchem.net
网址：cn.carbonchem.net
主要产品：科莱恩颜料、巴斯
夫颜料、钛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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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科司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杭州萧山南阳镇南
虹路80号
电话：0571-82186705
传真：0571-82186707
邮箱：pigment@vip.163.com
网址：www.hostpigment.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溶剂染料、及化工中间体
及医药。

杭州力禾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杭州市萧山区市心
北路214号大成名座2单元502
室，311201
电话：
0571-22851166/22851238
传真：0571-22851177
邮箱：riwachem@xs.hz.zj.cn
网址：www.chinariwa.com
联系人：陈美燕 13588272426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青紫颜
料、中间体、红色颜料、黄色
颜料、橙色颜料。

杭州前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前
进街道江东大道4668号
电话：0571-57138822/15
传真：0571-57138808
邮箱：sales@qj-chem.com
网址：www.qj-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杭州色彩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萧山区中誉万豪广场
2-2002
电话：0571-82892818 
0571-83885125
传真：0571-82892882
邮箱：
pigment@colorfulpigment.com
网址：www.colorfulpigment.com
联系人：金先生 13805752942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树脂。

杭州新晨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南阳开发区
电话：0571-82171888
传真：0571-82170887
邮箱：info@staruppigment.com
网址：www.staruppigment.com
主要产品：红、橙、黄、紫等
系列的颜料。

杭州信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未来
科技城东莲街1069号  311121 
电话：0571-81957777
传真：0571-81957500
邮箱：sales@trustchem.cn

网址：www.trustchem.cn
主要产品：颜料、染料、中间
体、添加剂。

杭州映山红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南阳经济开发区
电话：86-571-82170888
86-571-82896018 / 82626667
传真：0571-82170476
邮箱：export@yshpigment.com
网址：www.yshpigment.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钼铬红、铬黄。

豪麟化工国际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1759号
浦发广场601室
电话：021-61170995
传真：021-61170996
主要产品：颜料、树脂。

合山化工（辽宁）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海城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
电话：0412-3600699
传真：0412-3600325
邮箱：microstone@126.com
网址：www.microstone.cn
主要产品：超威细滑石粉、超
威细碳酸钙粉。

合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山中路
7 9 弄 9 号 平 高 世 贸 中 心
1311-1312室
电话：021-37772188
传真：021-37772282
邮箱：sales@asiafine.com
网址：www.houchi.com.tw
主要产品：分散剂、流平剂、
消泡剂、功能性助剂；有机颜
料、无机颜料、珠光颜料、铝
银浆。

河北欧克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廊坊经济技术开发
区鸿润道11号，065001
电话：0316-6086318
传真：0316-6086328
邮箱：
chinaoxen@chinaoxen.com
网址：www.chinaoxen.com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西
三公里
电话：0391-2801453
传真：0391-2947818
邮箱：hnbllxsgs@126.com

网址：www.billionschem.com
联系人：靳继群
主要产品：氯氧化锆、二氧化
锆、钛白粉、硫酸锆、碳酸锆、
硫酸铝。

河南宏业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濮阳市昌盛路16号
电话：0393-8689388
传真：0393-8787877
邮箱：sales@hongyechem.com
网址：www.hongyechem.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河南省远洋铝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长恒人民路西段
电话：
0373-8887598/0373-8655999
传真：0373-8889677
邮箱：hnyyly@vip.sina.com
yuanyang@hnyyly.com
网址：www.hnyyly.com
主要产品：微细球形铝粉。

湖南超牌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198
号新世纪大厦9003室
电话：0731-85179028
传真：0731-85179099
邮箱：cplcb@superkaolin.com
网址：www.hnsuper.com
主要产品：重质碳酸钙、煅烧
高岭土。

河南颍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临颍县颍川大道
一号
电话：0395-8351666
传真：0395-8358566
邮箱：hnycxclco@163.com
网址：www.hnycxcl.com
主要产品：合金粉、加强合金
粉、预合金粉等、硫铁、硫铁
粉、高纯碳粒、铁铜合金、磷
生铁等系列主要产品。

湖州优灿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胜
月院16幢402，310015
电话：0571-88162019
传真：0571-88162029
邮箱：sales@euchemy.com
网址：www.euchemy.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钛白
粉、有机颜料、铬颜料。

湖南金昊铝业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泸溪县武溪工业
园区
电话：0731-88611648
传真：0743-4225333
邮箱：info@yijiachemicals.com

网址：hnjinhao.cnal.com
主要产品：特细球形铝粉、锰、
锌及其他它有色金属主要产品。

湖南金马硅业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浏阳市劳动中路88号
电话：0731-83602488 
传真：0731-83183388
邮箱：kingsilica@gmail.com
网址：www.jinmaguiye.com
联系人：李浩 13347318998
主要产品：主营高纯超细准球
形硅微粉、彩色菊花石等。

衡水友谊斯特林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人
民西路西段77号，053000
电话：
0318-2049266/2049289
传真：0318-2049975
网址：www.youyichemical.com
邮箱：sales@youyichemical.com
主要产品：氧化铬绿颜料、氧
化铁绿颜料、镉黄颜料。

湖南金天铝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湖南省泸溪县武溪镇金
天路8号
电话：0743-4223388  
15274305798
传真：0743-4223028
邮箱：2646671041@qq.com
网址：www.hngoldsky.com
主要产品：微细球形铝粉。

湖南立发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双
马工业区
电话：0731-53584088
传真：0731-53584088
邮  箱：export@lifachem.com
主要产品：钛铬棕、钴紫、铋
黄、钛钴绿、铜铬黑、钛镍黄、
镉黄、镉红。

华南裕恺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平湖华南城华南
发展中心13A层07-08室
电话：0755-89633700
传真：0755-84252116
邮箱：shenzhen@u-vex.com
网址：www.u-vex.com
主要产品：代理路博润、DIC、
美国太阳化学、麦美莱集团，
德国康诺斯等公司的蜡浆、蜡
粉、助剂、有机颜料、树脂，
钛白粉等。

黄山市德平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州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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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14-10，1-2楼 
电话：0559-6522121  
0559-6510090
传真：(86-559)-6521222 
邮箱：Janice@depingchem.com

Sand@depingchem.com 

网址：www.depingchem.com
主要产品：荧光颜料、消光固
化剂。

惠州市东亮铝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潼侨联发
大道东亮工业区
电话：0752-3795669
传真：0752-3795889
邮箱：DL@dongliang.cc

网址：www.dongliang.cc

主要产品：电镀铝浆、仿电镀
铝浆、金属铝浆、闪亮铝浆、
闪光铝浆、银白铝浆。

惠州市派斯特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 广东 惠州市 河南岸
冰塘村东方红工业区
电话：86-0752-2522501
传真：0752-2522504
主要产品：水性铝颜料、粉末
状铝颜料、电镀效果铝颜料。

晋江亚亨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晋江陈埭镇梧埭第
一工业区
电话：0595-85127433
传真：0595-85128433
网址：www.yahengyl.com

主要产品：浮型铝银粉、粉体
涂料用铝银粉、沉型铝银粉。

济南裕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济南新材
料产业园区裕兴路100号 
电话：0531-67612879
传真：0531-67612666
邮箱：
yuxing-chem@yuxing-chem.com.cn

网址：www.yuxing-chem.com.cn

主要产品：铬盐、钛白粉、磷
肥、硫酸。

江苏群鑫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扬州市广陵新城信
息大道1号3幢1层
工厂地址：江苏扬州市江都区
武坚工业园   
电话：0514-87201336
0514-87200412   
传真：0514-87205874 
邮箱：huangzhi@yzqunxin.com

主要产品：水性工业漆专用改
性硫酸钡，超细（活性）重质
碳酸钙、超细（改性）硫酸钡、
超细滑石粉、超细煅烧高岭土、

沉淀硫酸钡、轻质碳酸钙、长
石粉、硅灰石粉等，生产能力
12万吨/年。主要用于油漆、涂
料、塑料、密封胶、胶粘剂、
合成皮革、服装革、橡胶、油
墨、玻璃等行业。

建德市锦春精细钙业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建德市钦堂工业
园区
电话：0571-64170988
传真：0571-64170998
邮箱：sales@cnjinchun.com

网址：www.cnjinchun.com

主要产品：碳酸钙重、质碳酸
钙、活性碳酸钙。

江苏贝丽得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富
民大道399号
电话：0527-88205699
传真：0527-88205669
邮箱：info@pritty.biz

网址：www.pritty.com.cn

联系人：蒋有蓉 13585268768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

江苏金启瑞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长
江路152号国际商务中心c座
1607室
电话：0510-86251255
传真：0510-86251638
邮箱：uohong88@vip.163.com

主要产品：金红石型、锐钛型
钛白粉。

江苏双乐化工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兴化市张郭镇人
民路2号，225722
电话：0523-83764200
传真：0523-83760948
邮箱：shuangle@shuangle.com

网址：www.shuangle.com

主要产品：酞菁绿、酞菁蓝、
铬黄、钼红、防锈系列。

江苏太白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镇江市临江西路68号
电话：86-511-85273715 
传真：86-511-83360430 
邮箱：zjb@global-tio2.com

网址：www.global-tio2.com

主要产品：金红石型钛白粉、
聚铁、亚铁类。

江苏镇钛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大港
临江西路68号，212006
电话：0511-83351537
邮箱：tangz@chinacomcn

主要产品：钛白粉。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西省永丰县城南工业
区广源大道
电话：0796-2218169
传真：0796-2218169
邮箱：gycc@gycc.com.cn

网址：www.gycc.com.cn

主要产品：超细重质碳酸钙、
湿法纳米碳酸钙、超细硅灰石
粉、湿法纳米硫酸钡。

江西上高县荣恩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高县长山乡上
甘山林场
电话：0795-2507522
邮箱：sales@chinarongen.com

网址：www.chinarongen.com

联系人：简先生 13307952522
主要产品：油漆涂料用硅灰石粉。

江西添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西省抚州市抚北工业
区，344001
电话：0794-8355555
传真：0794-8352555
邮箱：yxb@tg-chem.com

网址：www.tikon.com.cn

主要产品：钛白粉以及硫酸、
精制硫酸铝、氧化铁、硫酸亚
铁与普通过磷酸钙。

卡博特（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双柏路558号
电话：021-51758935
传真：021-64345532
邮箱：
de-xu_yang@cabot-corp.com

网址：www.cabot-corp.com

联系人：杨德旭
主要产品：美国卡博特公司是
全球最大的炭黑和气相二氧化
硅生产企业之一,在中国建有多
家工厂。在涂料领域，卡博特
可为您提供多款高品质的色素
炭黑和防沉触变作用的气相二
氧化硅主要产品。

昆山市世名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黄浦江北
路219号
电话：0512-57665888
传真：0512-57665880
邮箱：smkj@smcolor.com.cn

网址：www.smcolor.com.cn

主要产品：水性色浆、溶剂型色
浆、墨水、软件、色卡、调色机。

廊坊市天成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廊坊市爱民东道42号甲
尚都金茂大厦 A座5 0 8室，
65000
电话：0316-5218899

传真：0316-5218855
邮箱：
tianchengchem@sohu.com

网址：www.lftiancheng.cn

主要产品：钛白粉系列、聚酯
树脂系列、硫酸钡系列。

廊坊市广晔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廊坊市万达广场C座
电话：0316-2095551
传真：0316-2095552
邮箱：lfwxzh@163.com

网址：www.gytio2.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朗盛上海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武威路88弄中鑫
企业广场21号4楼
电话：021-60368732
传真：021-62501193
网址：www.lanxess.com.cn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

乐斯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乐怡大厦
七楼
电话：0577-61609995
传真：0577-61609990
邮箱：sales@lerui.com

网址：www.lerui.com

主要产品：酸性橙、红、蓝、
媒介黑。

丽王化工（南通）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阜宁高新
产业园区
电话：0513-86592888-811
销售热线：13962738198 
邮箱：pigment@lynwon.com

网址：www.lynwon.com 
主要产品：红色系列、黄色系
列、酞菁系列、环保系列、荧
光系列。

利友精化（宁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镇海大运路1号东
楼A205室
电话：
0574-86315600/86315800
传真：0574-86315315
邮箱：gao@leeo.cn

网址：www.leeo.biz

主要产品：钛白粉，环氧固化剂 。

辽宁隆博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安路48
号，110004
电话：024-23849488
传真：024-23922416
邮箱：liuqianggh@126.com

主要产品：群青、聚乙烯蜡、
钛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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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浆。

南通市争妍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市临
江新区临江工业园
电话：0513-82269078
传真：0513-82265958
邮箱：hmyljj@zhengyan.com.cn
网址：www.zhengyan.com.cn
主要产品：颜料红、颜料黄、
溶剂黄、溶剂橙、溶剂黑、溶
剂蓝、醇溶黄。

南通新盈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门市海门港工
业开发区东区
电话：0576-4222849
传真：0513-82319627
邮箱：simon_hhb@hotmail.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颜料红
GL、颜料红S404、颜料红5R、
酞菁蓝BGS、酞菁蓝8010S、
永固紫RL、金属络合染料、21#
黄、8#红、122#红、109#红、
棕色染料、27#黑、34#黑、
6 2 #橙、5 6 #橙、4 5 #橙。

内蒙古华生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经济技
术开发区如意工业新区华生大
街2号
电话：0471-2344022
传真：0471-2344033
网址：www.hskaolin.com
主要产品：煅烧高岭土。

Brilliant Group Inc.
地址：750 National Ct., Ste. 100, 
Richmond, CA  94804 UNITED 
STATES
电话：+86-1312-648-0085
美国电话：(415) 771-4757
邮箱：
erica@fluorescentcolor.com
info@fluorescentcolor.com
网址：www.fluorescentcolor.c
om
联系人：Erica Tze（大中华区经
理） 
简介：用于全球市场世界一流的
高质量日光荧光颜料、分散剂、
油漆和油墨浓缩物。

CQV Co. Ltd.
地址：144,Seongjung-ro, 

主要产品：高岭土。

茂名市银华高岭土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新
坡镇黄塘工业区，525000
电话：0668-2717589
传真：0668-2717889
邮箱：ivwtony@163.com
网址：fengfazzy.b2b.hc360.com
主要产品：造纸涂料高岭土、
油漆、填料和陶瓷级高岭土。

美通颜料色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淇澳工业
区一号
电话：0756-3228465/3228461
传真：0756-3228460
邮箱：winnie@motochem.com
网址：www.motochem.com
联系人：吴婷
主要产品：硝化棉、预分散色
片、丙烯酸预分散色片、氯乙
烯预分散色片、聚乙烯醇缩丁
醛色片、聚酰胺预分散色片、
聚氨脂预分散色片。

默克化工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
科技园区晨晖路88号2号楼3楼
201203
电话：021-20338288
传真：021-53060838
邮箱：service@merckgroup.com
网址：www.merck-china.com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

南京龙溪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2号紫峰
大厦4110室
电话：025-83627800
传真：025-83627808
邮箱：sales@longxichem.com.cn
网址：www.euchem.com.cn
主要产品：荧光增白剂。

南京钛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大纬
东路229号，210047
电话：025-58366580
传真：025-58366805
邮箱：nthcl@nthcl.com
网址：www.nthcl.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南通迪爱生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江
海西路198号
电话：0513-88789286
传真：0513-88782669
邮箱：sales@ntdic.com
网址：www.sunchemicalchina.cn
主要产品：非浮型银浆、包裹型

灵寿县鑫发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
卢家洼工业园区鑫发路1号，
050502
电话：0311-82570888
传真：0311-82570518
邮箱：xinfa@dikuang.com
网址：www.dikuang.com
主要产品：云母、蛭石、石英
砂、染色砂、岩片、皮塑助剂
生产商。

凌宝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溧
河生态工业园，473000
电话：0377-66082663
传真：0377-66082669
邮箱：yangz@chinalingbao.com
网址：www.chinalingbao.com
主要产品：银白系列虹彩系列、
金色系列着色幻彩系列、云母
铁金系列、黄金黄系列、合成
云母系列、水晶系列圣达菲系
列、主要产品特性。

龙口佳源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诸由关镇
冶基村东，265706
电话：0535-8568662/8568663
传真：0535-8568662
邮箱：sale@cnpigment.com
网址：www.cnpigment.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明儒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陈
翔路65弄7号
电话：021-59178357
网址：
www.mingzu-chemical.com
邮箱：
china@mingzu-chemical.com
联系人：吴宙鸿 13816522885
主要产品：色精。

茂名高岭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山阁镇茂
名高岭科技有限公司，525026
电话：0668-2716066
传真：0668-2710211
邮箱：gdmmk@21cn.com
网址：mmk.000861.com
主要产品：高岭土。

茂名市茂群高岭土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茂港区羊
角镇爱群工业区，525032
电话：0668-2661236 
传真：0668-2661236
邮箱：yorkylee@hotmail.com
网址：www.mmmq.cn
联系人：李勇 13509922320

J i n c h e o n - E u p , -
Jincheon-Gun,Chungc-
heong Buk-Do, KOREA
电话：+82-43-531-2522
传真：+82-43-536-0314
邮箱：webmaster@cqv.co.kr
网址：www.cqv.co.kr
联系人：Cindy Jang（中国销
售/市场经理）；Sam Hong
（全球销售经理）；Jeff Rew
（总经理）
简介：CQV是效果颜料技术的
全球领导者，为五个科技面向提
供支持——天然与合成云母、玻
璃片、片状氧化铝和铝片。

DCC LANSCO
地址：33 Tampines St. 34, 
Unit08-37, 529238 新加坡
SINGAPORE
电话：65-678-123-87
邮箱：
pchan@dominioncolour.com
网址：
www.dominioncolour.com
联系人：Mark Vincent (CEO);
Bruce Howie (全球产品市场经
理) ; Patrick Chan (亚太区大客
户经理) ; Effendi Wijaya
主要产品：高性能红、橙、
黄、蓝、绿、紫颜料，为溶剂
型和水性涂料体系提供优异的
耐候性。

Ebonex Corp.
地址：18400 Rialto,Melvin-
dale, MI 48122 UNITED STATES
电话： (313) 388-0060
传真： (313) 388-6495
邮箱：info@ebonex.com
Eksales@ebonex.com
网址：www.ebonex.com
联系人：Shelly Toenniges；
Cameron Bowman (5ZZH)； 
Jeffrey Booms
简 介 ： 黑 色哑光饰面用的
Bone颜料。不导电、无毒颜
料，适用于涂料、塑料、油墨
和染色剂。 

Spectra Colors Corp.
地址：25 Rizzolo Rd., Kearny,
NJ 07032 UNITED STATES
电话：(201) 997-0606
传真：(201) 997-0504
邮箱：dyes@spectracolors.com
网址：www.spectracolors.com
联系人：Alexis Capik (行政经
理) ; Christopher N. Almont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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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清水桥路535号新城国际11楼
315000
电话：0574-87907888
手机：13566050948
传真：0574-87265831
邮箱：
chemcolor@hongda-chem.com
网址：www.hongda-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MMO环保颜料、氧化铁、
荧光颜料、透明氧化铁、醛树
脂、聚酰胺树脂、马来酸酐树
脂、炭黑、钛白粉、抗氧化、
UV吸收剂、消泡剂、稳定剂。

宁波乾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蓝天路201号丽园
尚都A2座8楼
电话：0574-56159999
传真：0574-56707030
邮箱：info@dynasty-chem.com
网址：cn.dynasty-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助剂、特殊化学品。

宁波三彩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环城西路南段345号金都
国际27楼
电话：0574-27862107
传真：0574-27862092
邮箱：info@dynasty-color.com
网址：www.dynasty-color.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高性能
颜料、颜料色浆，无机颜料。

欧米亚（上海）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
800号云顶商业广场A座10层
电话：021-20307700
传真：021-20307788
邮箱：danny.zheng@omya.com
网址：www.omya.com
主要产品：超细碳酸钙。

欧励隆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裕通路100号宝矿
洲际商务中心3701-3702室
电话：021-61070936
传真：021-61070967
邮箱：
bruce.liu@orioncarbons.com
网址：www.orioncarbons.com
主要产品：特种炭黑

攀枝花天伦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盐边县安
宁工业区三棵树，617000
电话：0812-8750198
传真：0812-8750166
网址：www.pzhtl.com
主要产品：是以开采钒钛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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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销售经理)
简介：制造业所用染料的制造
商/进口商/出口商;应用领域包
括:食品、涂料、家用产品、木
材着色剂、塑料、喷墨油墨、
标记和色带油墨等。

Tronox上海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区陆家
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24楼
2404室，200120
电话：+86-21-6100-6288
邮箱：tony.tan@tronox.com
网址：www.tronox.com
联系人：Jimmy Chen（颜料/上
海销售商务经理）
简介：Tronox Holdings PLC公
司是全球领先的高质量钛制品
和锆石生产商之一。

内蒙古蒙西高岭粉体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内蒙古乌海市蒙西高新
技术工业园区
电话：0473-2554994
传真：0473-2554994
邮箱：glftxs@mengxigroup.com
网址：www.mxkaolin.com
主要产品：煅烧高岭土。

内蒙古蒙西高新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蒙西文化广场 
电话：0471-3456902
传真：0471-3456902 
邮箱：jtzw@mengxigroup.com
网址：www.mengxigroup.com
主要产品：“蒙西”牌煅烧高
岭土，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造
纸、涂料、油漆、油墨、橡胶
电缆、工程塑料、密封胶、胶
黏剂、陶瓷、混凝土、化纤等
领域。

宁柏迪特种化学（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徐汇区零陵路
899号飞洲国际广场19M，
200030
电话：021-64863366
传真：021-64874855
邮箱：
infoshanghai@lamberti-cn.com
网址：www.esacure.com 
主要产品：白色颜料，有色颜料。

宁波洪大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 浙江省 宁波市 高新

矿、专业生产、销售钛白粉的
综合型企业。

攀枝花新中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攀枝花盐边县安
宁工业区三棵树，617000
电话：0812-8750198/8750166
传  真：+86-0812-8750166
邮箱：pzhtlhg@yeah.net
网址：www.pzhtl.com
联系人：刘泓麟  3808140763
主要产品：钛白粉。

蓬莱新光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蓬莱市，北沟
镇工业园区，海润南路
电话：
0086-535-3459277,3455799
传真：0086-535-3459236
邮箱：plxg@public.ytptt.sd.cn
网址：www.plxinguang.com
主要产品：颜料绿、酞菁绿、
金光红、橡胶大红、立索尔大
红、立索尔紫红、艳红、永固
红、宝红、耐晒大红、甲苯胺
红、大红粉、统一金光红、新
宝红耐晒桃红、钼铬红、耐晒
钼铬红、有机柠檬黄、有机中
黄、耐晒黄、永固黄、联苯胺
黄、透明联苯胺黄、中铬黄、
柠檬铬黄、浅铬黄、深铬黄、
耐晒中铬黄、耐温中铬黄、锌
铬黄、桔铬黄、永固橙、射光
兰、华兰、超细华兰、酞菁兰。

青岛东风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四方区开封路23
号，266042
电话：0532-84863551 
邮箱：qddfhg@126.com
网址：qddfhg.battery.com.cn
联系人：李云龙 13953248480
主要产品：沉淀硫酸钡。

青岛隆运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山东路22号A座
1406室，266071
电话：0532-82673605
传真：0532-82651805
邮箱：
zhychem@colorchemcn.com
网址：www.colorchemcn.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料。

青岛三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8
号（青岛软件园）2号楼15层，
266000
电话：0532-80628866
传真：0532-80628867
邮箱：
sunchem@chinasunchem.com

网址：www.chinasunchem.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玻璃微珠、
石油树脂。

青岛特尔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41号东海世家西单元1702室
电话：0532-85979677
传真：0532-85979676
邮箱：webs@qdter.com
网址：cn.qdter.com
主要产品：有机、无机系列颜料。

群升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申滨南路938号龙
湖虹桥天街G栋901室
电话：021-64228955
传真：021-33280051
邮箱：global@cmtsh.com
网址：www.qunshengcorp.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伊士曼系列
主要产品、溶剂、热塑性丙烯酸
树脂、单体、工程塑料、泛用塑
料、电子材料板材及日立保护
膜、添加剂、聚胺酯原料。

瑞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经济开发
区春启路15号
电话：4008001118
0795-3187288/3187688
传真：0795-3187111
网址：www.rika.cc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等。

山东东佳集团
地址：中国山东淄博市博山区
秋谷横里河55号
电话：0533-4167718
传真：0533-4180712
邮箱：market@doguide.net
网址：www.dongjiagroup.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山西富立桦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钢材大
厦8层811室
电话：0086-351-6587511 
手机：郭经理 13613450751
邮箱：guojunjun20@sxflh.com
网址：www.sxflh.com
产品：色素炭黑

山东阳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车站南路
272000
电话：0537-2317897
传真：0537-231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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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market@sino-pigment.com
网址：www.sino-pigment.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荧光颜
料、涂料色浆、无机颜料、推
荐水墨专用颜料、有机中间体。

山东亿纳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新城大道
中兴大厦12A
电话：0577-88918128
传真：0577-88914567
邮箱：
tradeboy84@yahoo.com.cn
网址：www.china-yina.com
主要产品：云母、染料、其他
染料、无机颜料、有机颜料、
网址：qddfhg.battery.com.cn
联系人：李云龙 13953248480
主要产品：沉淀硫酸钡。

山湖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
南村路366号，215200
电话：
0512-63475998/63401760
传真：0512-63401928
网址：www.shanhuchem.com
联系人︰纪正亚  15251931266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山西金洋煅烧高岭土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田村工业区
电话：0350-2136245
传真：0350-2136542
邮箱：linli@jinyangkaoling.com
网址：www.jinyangkaolin.com
主要产品：煅烧高岭土。

深圳市海扬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
华南大道华南发展中心12层
电话：0755-84696606
传真：0755-84696656 
网址：www.chinahayond.com
主要产品：光扩散剂、云母粉、
硅微粉、硫酸钡、沉淀硫酸钡、
凹凸棒土。

汕头龙华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升平工业
区升业南路15号
电话：0754-82512020
传真：0754-82511192
邮箱：info@lonwa.cn
网址：
www.longhuapigments.com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

汕头市精彩工艺品有限公司
地址：汕头市濠江区广澳坚强
工业城

电话：0754-83590888
传真：0754-83598855
邮箱：info@jingcai.cn
网址：www.jingcai.cn
主要产品：金葱粉颜料。

上海锴铠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南路
1588弄1号1910室
电话：021-37563016 
传真：021-37563017
邮箱：peterxie126@126.com
网址：www.kaikai-sh.com
主要产品：美国路博润添加剂，
日本荒川聚氨酯树脂，韩国第
一色素高性能颜料， 印度
meghmani酞青颜料，台湾KCR
颜料，英国禾大添加剂，霍尼
韦尔蜡粉，南非沙索蜡，威瑟
特油墨用附着力促进剂，日本
钟化三元氯醋。

上海彩生色料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南翔高科园
区嘉前路688号23幢
电话：021-62508979
传真：021-62505759
邮箱：sales@caisoncolor.com
网址：www.caisoncolor.com
主要产品：著名水性涂料色浆
和液体包装油墨制造商，环保
主要产品符合GB14801-2010标
准以及Oeko-Tex100：2012Ⅱ
标准。公司“彩生牌”商标主
要产品主要包括：1、纺织印染
环保水性涂料色浆：服装面料
印花色浆、织物染色色浆（轧
染和浸染）。2、多用途水性涂
料色浆：乳胶制品着色色浆、
无树脂体系水性色浆。3、包装
印刷液体油墨：凹版印刷油墨、
凸版印刷油墨。

武汉傲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嘉鱼县畈湖工业园
电话：0715-6597277 
027-87940892
微信：18920288866
传真：0715-6597277
网址：www.whaolin.cn
产品：满足C1~C5-M腐蚀级别
要求的多磷酸盐类防腐蚀颜料(
无铅无镉,绿色环保)

上海辰坛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祥丰中国）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77号嘉兴大厦13楼1302室，
200122
电话：021-58752558
传真：021-51064297
邮箱：

sh-office@bright-view.com.cn
网址：www.bright-view.com.cn
主要产品：代理卡博特炭黑。

上海川村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丰
年路955号
电话：021-59981818  
手机：13818975192
邮箱：shcc181800@263.net
网址：www.shchuancun.com
联系人：张先生
主要产品：“科莱恩”有机颜
料、日本“旭碳”碳黑系列、
日本“花王”润滑剂、脱模
剂、日本“住友”染料、无机
钛系、镉系颜料、高金属光泽
铜金粉、铝粉、高级硬脂酸系
列润滑剂、高级预分散系列颜料
高级氧化铁系列、各式各样的
大力石化屑、耐热性闪亮钻石
片、装饰针状花屑、高亮度的
金、银粉等、高级荧光颜料。

上海东洋油墨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东部
分区申港路2450号，201612
电话：021-67600606
传真：021-67600696
网址：www.shtoyoink.com.cn
主要产品：复合接着剂。

上海美礼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陆家
嘴环路 958 号
电话：021-61006288
传真：021-68865955
邮箱：ben.zhang@cristal.com
网址：www.cristal.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上海腾世达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西路999号华
闻国际大厦309号，200051
电话：021-61136410
传真：021-61136470
邮箱：stephen_wang@twinsta
r-corp.com
网址：www.twinstar-corp.com
主要产品：特种炭黑、气相法
二氧化硅、玻璃微珠、抗氧化
剂、颜料、偶联剂、紫外线稳
定剂、功能性蜡、扩链剂、硅
烷、硅树脂粉、硅藻土、滑石、
碳酸钙。

上海格润亚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园路
666弄18号
电话：021-68640591
传真：021-51685202
邮箱：info@greennano.net

网址：www.greennano.net
联系人：钱小姐 18621615088
主要产品：空心微珠
（Cenosphere)、白色陶瓷微珠
（Zeeosphere)、漂珠、微晶粉
玻璃鳞片和纳米碳酸钙、透明
玻璃珠。

上海海逸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2000号
中期大厦4楼西座，200063
电话：021-61813777
传真：021-61179377
网址：www.haiyi21cn.com
主要产品：光扩散颜料-根本化
学、气相法纳米二氧化硅、气
相法金属氧化物、功能性二氧
化硅、高白硅酸铝、消光粉、
热塑性丙烯酸树脂-赢创德固赛，
碳黑-欧励隆、有机硅烷-迈图
（原GE东芝有机硅)。

上海宏达着色剂厂
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3737号B
栋706-708室，200435
电话：021-36360003
传真：021-66530468
邮箱：hongda_sun@126.com
网址：www.hdcolorant.com
主要产品：涂料色浆。

上海世展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钦州北路1199号
88幢8楼
电话：021-54277770
传真：021-54277771
邮箱：
contact@world-prospect.com
网址：www.world-prospect.com
主要产品：埃康™粉-TK101 抗
菌功能，埃康™粉-TK201（W）
替代钛白，埃康™粉-TK501 反
射隔热功能，埃康™粉-TK511 
阻燃功能，埃康™粉-TK401 净
味功能，iChem-S系列主要产品
－高效乳化剂、分散剂、稳定
剂，iChem-DF101－消泡剂。

上海捷虹颜料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风路
351号，201209
电话：021-68726669
传真：021-68729028
邮箱：jeco@jecogroup.com
网址：www.jecogroup.com
主要产品：涂料用有机颜料。

上海迪爱生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娄山关路555号长房
国际广场12楼，200051
电话：021-62289911
传真：021-62419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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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liange.jin@dic.com.cn
网址：www.dic.com.cn
主要产品：金属颜料、高性能
颜料、传统有机颜料、预分散
颜料制备物、效果颜料。

上海颜钛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真北路915号21F
电话：021-39876888
传真：021-39876688
邮箱：sales@titanos.com.cn
网址：www.titanos.cn
主要产品：
钛白粉、铝银浆、树脂以及助
剂、膨润土、防腐涂料、其他
粉体、苏达山颜料。

上海劲辉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
8075号虹梅商务大厦503室
200233
电话：021-64227840
传真：021-64227810
邮箱：shanghai@jntchina.com
网址：www.jntchina.com
主要产品：Heubach凯佰颜料
防锈颜料、无机高温颜料、有
机颜料、TICO颜料、Elementis
海名斯助剂Raybo瑞宝助剂、
PCTS防腐防霉剂、GE有机硅
等其他主要产品。

上海骏马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松江畲山工业区勋
业路388号
电话：021-57652695
传真：021-57653244
邮箱：junma@online.sh.cn
网址：www.junma.com.cn
主要产品：铅铬黄、钼铬红和
防锈颜料。

上海美易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向城路58号
东方国际科技大厦23楼B座
电话：021-68406362
传真：021-68406292
主要产品：颜料、助剂。

上海攀彩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
华路1575号，201706
电话：021-39815741
传真：021-39815788
邮箱：pancai5@pancai.com
网址：www.pancai.com
主要产品：光亮型铝浆、细白
型铝浆、仿电镀型铝浆、细亮
型铝浆。

上海添禾行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镇宁路545弄7号

103室,200050
电话：021-57978631
传真：021-52389005
网址：shthxmy.93soso.com
主要产品：代理爱卡铝粉、铝
浆、巴斯夫建筑乳液。

上海外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溪北路18号上
海实业大厦28H，200030
电话：021-64283711
传真：021-64272933
邮箱：sfepc@mail.online.sh.cn
info@sfep.cn
网址：www.sfep.cn
主要产品：高性能有机颜料
HPP、木器涂料助剂、日本东
曹（TOSOH）消光粉、光稳定
剂和抗氧剂、煅烧高岭土、玻
璃微珠、消泡剂、酚醛树脂。

上海秀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新飞
路1500弄2号楼
电话：021-67601407
021-67601408
传真：021-51026050
邮箱：supercolor@supercolor.cn
网址：www.supercolor.cn
主要产品：supainto涂料用有机
颜料、supainto油墨用有机颜料。

上海雅联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总部）
地址：上海市石门二路333弄3
号恒安大厦25楼C座，200041
广州分公司地址：广州市广州
大道北193号新达广场南塔写字
楼区2603~2606室
电话：021-62153253
传真：021-62153659
邮箱：aarlian@sh163.net 
主要产品：高品位有机颜料—
—红、黄、蓝、绿、橙、紫；
金属颜料——铝银浆；超分散
剂、水性预分散颜料、挤水墨
及油墨。

上海一品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松北路4839号
电话：021-62570666
传真：021-59507893
邮箱：zjy@yipin.com
网址：mall.yipin.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酞菁
颜料、铬系颜料、防锈颜料、
珠光颜料和色浆。

上海跃江钛白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阳路355号鸿旭
豪苑7楼
电话：021-55968738

传真：021-55968728
邮箱：yuejiang@yuejianggr.com
网址：www.yuejiangchem.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立德粉、硫
酸钡、碳酸锰、白炭黑、氧化
锌、氧化铝、氢氧化铝、高岭
土，滑石粉、凡士林、阻燃剂。

上海珠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上海市徐汇区田林
路3 8 8号新业大楼9 1 8室，
201109
电话：021-54452863
邮箱：cooperchaihai-pearl.net
网址：shanghai-pearl.net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

上海赛翱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
1839号财富108广场北楼1219室
电话：021-54171809
传真：021-54170838
邮箱：sales@ceval.com.cn
网址：www.ceval.com.cn
主要产品：铬黄钼红颜料，防
锈颜料，酞菁颜料。

上海盈颜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顺
达路300弄88号，201802
电话：021-69920922
传真：021-69920955
邮箱：ganguink@sh163.net
网址：www.gginkpigments.com
主要产品：偶氮颜料，酞青颜
料，高性能颜料，水性墨用丙
烯酸树脂，醇溶型复合墨用丙
烯酸树脂，复合墨用无苯无酮
一 体 化 P U 油 墨 树 脂 ； 
ISCA-PERSE系列超分散剂和
相乘剂，复合墨用附着力促进
剂，复合墨抗粘连剂；高固含
量色浆(喷墨，造纸，涂料和油
墨)，挤水墨。

上虞丰彩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湾上虞工业
园区纬五路25号，312369
电话：
0575-82735668/82734390
手机：13806760696
传真：
0575-8273441/82734382
邮箱：rainbow@slpigment.com
网址：www.slpigment.com
主要产品：高档有机颜料。

深圳市华司丹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2068号中深国际大厦503室
电话：0755-25869600
传真：0755-25869099

邮箱：tony.li@wellstar.com.cn
网址：www.wellstar.com.cn
主要产品：日本板硝子-玻璃材
质特殊效果颜料、美国福莱克
斯-随角度变化效果颜料、巴斯
夫有机颜料、树脂。

深圳市纽新隆化工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丽山路平
山民企科技园二楼西座308
电话：0755-88840654
传真：0755-88840666
网址：www.winnersz.com
主要产品：代理原西班牙纽碧
莱（Nubiola）群青及无机颜料、
英国SWADA荧光颜料，另经销
德国朗盛（Lanxess）之马高列
斯（Macrolex）高性能染料。

深圳市欧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
办 南 约 村 联 和 工 业 区 C 区
C10-12栋
电话：
0755-89901998/89900868
传真：0755-89901838
网址：www.szokai.com.cn
主要产品：细白银、粗白银、亮
白银、细闪银、中闪银、粗闪沉
银、亮白闪银、电镀银铝银浆、
仿电镀银、高亮仿电镀银。

深圳海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
安数码城F3.8栋C、D座八楼
518040 
电话：0755-83300666  
传真：0755-83300726 
邮箱：
pengfd@oceanpower.com
网址：www.opmaterial.com
主要产品：添加剂，色浆，调
色设备。

深圳市新航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
新木社区文新路28号
电话：0755-33622817
电话：13410261383
传真：0755- 89351067
网址：www.xinhangwang.cn
主要产品：环保水性铝颜料专
业研发制造商。

星力（上海）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光
明湾张村八组
电话：021-57598309
传真：021-57598351
邮箱：pc@synint.biz
网址：www.pnscn.com
主要产品：MICRONOX® R01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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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细片状氧化铁，金属氧化物类
颜料，酞氰蓝颜料，群青类颜料
，炭黑颜料；发光颜料，凝土用
添加剂：偏高岭土，微硅粉 。

浙江华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升华集团德清华源颜料有限
公司）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钟管工业
区，313220
电话：0572-8400686
传真：0572-8409378
邮箱：
huayuan@ironoxide.com.cn
网址：www.ironoxide.com.cn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

石家庄市佳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赵县赵州镇工业
园区
电话：0311－84948818
传真：0311－84932868
邮箱：xsjiacai@163.com
网址：www.bestcolour.cn
主要产品：铅铬黄系列、钼铬
红、华蓝、红丹、黄丹系列、
氧化铁红、黄、黑、绿、棕系
列、有机黄、铝银浆系列、有
机红系列、酞菁系列、催干剂
系列、复合铁钛粉、复合钛白
系列。

石家庄市迅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赵县新寨店工业区
电话：0311-84752858
网址：www.xundachem.com
邮箱：
qinghui.liu@xundachem.com
主要产品：铅铬黄系列华蓝、
钼铬红、红丹、黄丹系列氧化
铁红、黄、黑、绿、棕系列有
机黄、铝银浆系列有机红系列
酞菁系列催干剂系列复合铁钛
粉系列。

首利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泰路11
号复旦科技园大厦1702室，
200433
电话：021-65102020-201
传真：021-65109070
网址：www.soule.com.tw
主要产品：用于电泳漆、木器
漆、PCB绿漆和重防腐涂料的功
能性填充剂。

舒伦克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工业区华
加路99号华滨工业园9号厂房
电话：021-57749910
传真：021-57749920
网址：www.schlenk.com

主要产品：浮型和非浮型铝颜
料（片状）、高级银元状铝颜
料、超薄高光型铝颜料（真空
电镀金属颜料-VMPs）、浮型
和非浮型铜金颜料以及片状锌
颜料。

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绵竹市新市工业
开发区，618200
电话：
028-83402959/83402919
邮箱：sale@lomontio.com
网址：www.lomon.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苏州博卡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太平工业
园金裕路9号
电话：0512-65431678 
0512-65993678
传真：0512-65996998
邮箱：boka@bokasz.com
网址：www.bokasz.com
主要产品：铝银浆、漂浮型、
非浮型、环保型和水性系列。

苏州景泰金属颜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镇兴
太路41号，215137
电话：0512-65433837/65433835
陆先生 13906216023
传真：0512-65432602
邮箱：
info@print-copper-powder.com
网址：www.print-copper-powd
er.com
主要产品：胶印、凹印两大系
列铜金粉。

苏州三威染料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尹山路99号
电话：0512-65258334 
0512-65623438
传真：0512-65638114
邮箱：info@sunwaychem.cn
网址：www.sunwaydyes.com
主要产品：碱性染料油溶染料
金属铬合染料染料中间体、纳
米颜料色浆、皮革染料。

苏州秧浦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12-57876071
0512-57876072
传真：0512-57876087
网址：www.yangpuch.cn
主要产品：水性色浆、油性色
浆、色卡等。

泰兴冶炼厂有限公司
地址：泰兴市经济开发区疏港
路26号

电话：0523-87691403 
0523-87691895
传真：0523-87691060
邮箱：sales@txylc.com
网址：www.txylc.com
主要产品：氧化亚铜、碱式碳
酸铜、氧化铜、无水硫酸铜、
氧化亚镍、氧化铁红。

铜陵瑞莱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大道
南段868号
电话：0562-3867641
邮箱：liuy20061507@sina.com
网址：www.tlrely.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黄、红、棕、
黑。

天津美商捷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57
号A807（天津国际经济贸易中
心-国贸），300203
电话：022-83866118  
手机：18622155293
传真：022-83866117
网址：www.jetmate.cn
主要产品：颜料、染料、功能
性助剂。

天津瑞基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华苑产业区（环外）海
泰发展五道16号B区2号楼4门
601
电话：022-58089621
传真：022-58089629
邮箱：ruijichem@ruijichem.com
网址：www.ruijichem.com
主要产品：颜料、染料及中间体。

特诺颜料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318
号腾飞浦汇大厦1503室
电话：021-63912657
传真：021-63912659
网址：www.tronox.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天津市东鹏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新宜白大
道万科城市花园蝶兰苑1号108
室，300402
电话：
022-26720685/26720018
传真：022-26720559
邮箱：
dongpeng@edongpeng.com
网址：www.edongpeng.com
主要产品：耐晒黄GPigmentYel-
low139PigmentRed52:2、2耐晒
黄10GPigmentYellow340丽素
尔金光红FRPigmentRed53:1、
3耐晒黄3GPigmentYellow641

立索尔宝红 A 6 B P i g m e n -
tRed57:1。

天津市欣卓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围堤道125号天信
大厦1610室
电话：022-28408822
传真：022-28408823
主要产品：颜料、助剂、有机
颜料、染料、合成材料助剂。

天津泽希矿产加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85
号君隆广场B3座12层
电话：022-23133088
传真：022-23133085
邮箱：gaotools@sohu.com
网址：www.cmptj.com
主要产品：白雪80、白雪86、
白雪90、白雪派客。

天津宗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新宜白大道万科
新城紫荆苑
电话：022-26723577
传真：022-26723576
邮箱：tjzongjia@163.com
网址：www.tjzongjia.com
主要产品：爱卡铝粉、铝浆、
科莱恩色浆、蜡粉、户田三峰
氧化铁颜料。

铜陵市镜铁粉厂
地址：安徽省铜陵县顺安镇明
湖村，244121
电话：0562-2875718
传真：0562-2832313
主要产品：云母氧化铁。

万达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新区硕放工业园经
发一路西3号
电话：0510-85221230
传真：0510-85219109~8008
邮箱：info@nacan.cn
网址：www.nacan.cn
主要产品：铁钛粉及其系列防
锈颜料主要产品。

温州市金百彩颜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温州车站大道华盟
商务广场1008号
电话：0577-89000828
传真：0577-86075689
网址：
www.jinbaicaipigment.com
主要产品：高档精细颜料。

无锡豪普钛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安
镇镇锦安路24号
电话：0510-8853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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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15861566050
传真：0510-88532138
邮箱：harry19840204@163.com
网址：www.wxhpty.com
主要产品：高档金红石型钛白粉。

无锡新光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无锡市惠山区政和
大道智慧路19号五彩科技大厦
11-12层，214028
电话：0510-85217450
传真：0510-85212856
邮箱：
sales@newlightchem.com
网址：www.xinguang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印花涂
料、色浆颜料、制备浆、生物
制品、纤维素、酶壳多糖葡聚
糖、燕麦β-葡聚糖、酵母葡聚
糖、蛋白酶。

吴江山湖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
南村路366号，215200
电话：0512-63475998
传真：0512-63401478
邮箱：gyj@shanhuchem.com
网址：www.shanhuchem.cn
主要产品：
生产色原、色淀的有机颜料的
专业制造商，目前生产两大系
列主要产品：有机颜料及预分
散颜料切片。

吴江市金穗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吴江市梅堰镇梅塘
工业开发区，215225
电话：0512-63686978
传真：0512-63688108
邮箱：sales@jinsuichem.com
网址：www.jinsuichem.com
主要产品：对氯苯胺2、5-二氯
硝基苯2、5-二氯苯胺、红色基
3GL、大红色基G、大红色基
RC、红色基KD、红色基B、红
色基GL、桔（枣）红色基GP。

矽比科（上海）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369
号龙之梦雅仕大厦310-317室，
200030
电话：021-52895000
传真：021-52895886
网址：www.sibelcogilfair.com
主要产品：石英、熔融石英、
球形石英、钾长石、钠长石、
高岭土、霞石正长岩、方石英、
金属氧化物、膨润土、滑石、
硅灰石、重晶石。

先尼科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汇

联路1730号
电话：021-52400178
传真：021-52400136
邮箱：sales@cinic.com
网址：www.cinic.com
主要产品：先丽系列颜料主要
产品。

孝义市银标炭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山西省孝义市城东，
032300
电话：0358-7605282
传真：0358-7605281
邮箱：xyybth@126.com
网址：www.ybth.cn
主要产品：炭黑。

星铂联雅思达颜料（济南）有
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曹范镇
电话：0531-88870326 
传真：0531-83760199 
邮箱：xu.vincent@silberline.com
网址：www.silberline.com
联系人：许建明 13482114301
主要产品：闪烁型银浆、光亮
型银浆、金属效应（银白）型
银浆、强闪光型银浆、金属丝
光型银浆、金属闪亮型银浆、
浮型铝银浆、浮型铝银浆（油
墨浆）、标准沉型铝银浆。

新乡海伦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小冀镇工
业路，453731
电话：0373-5590568
传真：0373-5592052
邮箱：ysw@xxhp.com
网址：www.xxhp.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云南泽昌钛业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永
定镇北营工业园区，650400
电话：0871-68396989
传真：0871-63171012
邮箱：kmdhty@163.com
网址：www.ynzcty.com
主要产品：金红石型钛白粉、
硫酸亚铁。

上海喜颜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月
工路228号
电话：021-57250065
传真：021-57250095
邮箱：xuyou789@126.com
主要产品：无酯化色浆

杭州彩颜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福德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萧山南阳经济开

发区
电话：0571-82172699
传真：0571-82173508
邮箱：yangcheng@hi2000.com
网址：www.yanyang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杭州彩瑞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南阳开发区
电话：0571-82892116
传真：0571-82763555
邮箱：caino@cainochem.com
网址：www.cainochem.com
主要产品：颜料红、颜料黄、
苯并咪唑酮系列。

龙口市威德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开发区水
产商品楼二场营业楼二十三号
楼，265701
电话：0535-8455403
传真：0535-8847000
邮箱：wdschem@hotmail.com 
网址：www.wdschem.com
主要产品：群青颜料。

内蒙古三鑫高岭土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市清水河经济
开发区
电话：0471-5165688
传真：0471-5165688
邮箱：sanxingaolingtu@163.com
网址：www.nmgsx.net
主要产品：煅烧高岭土。

辽阳市东旺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辽阳市宏伟区曙光镇四
里村，111000
电话：
18761222333/13352345666
邮箱：dongwang@dwjt.com
网址：www.dwjt.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中间体。

南京培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溧水县东屏镇工
业园区松岭路999号，211211
电话：025-84199537
传真：025-56615697
邮箱：fxd331@163.com
网址：www.chinapigment.cn
主要产品：无机颜料、钴绿、
钴蓝、钛棕、黑色系列。

南阳市凌宝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溧
河生态工业园，473000
电话：0377-66082663
传真：0377-66082669
邮箱：yangz@chinalingbao.com
网址：www.chinalingbao.com
主要产品：云母钛系列珠光颜料。

内蒙古天之娇高岭土有限责任
公司
地址：内蒙古准格尔旗经济技
术开发区
电话：0477-4926644
传真：0477-4926644
邮箱：zzc9947@tzj-kaolin.com
网址：www.tzj-kaolin.com
主要产品：高岭土。

山东道恩钛业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
济开发区东首
电话：0535-8825068
传真：0535-8825012
网址：www.chinadawn.cn
主要产品：钛白粉。

漯河兴茂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
民东路41号，462000
电话：0395-2699526  
手机：18639991724
传真：0395-2629617
邮箱：lishubo@xingmaoti.com
网址：www.xingmaoti.com
联系人：曹士娟 15603958729
主要产品：钛白粉。

江苏泛华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新区丁卯
经十五路99号国家大学科技园
C19幢
电话：0511-88890008
传真：0511-84435836
邮箱：sales@chinatio2.com
网址：www.chinatio2.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

广东维诺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四会市富溪工业
园工业大道28号
电话：0758-3851222/3201007
传真：0758-3851599
邮箱：
weinuo@weinuochem.com
网址：www.weinuochem.com
主要产品：天然云母基材系列、
合成云母水晶系列、耐候级别
环保系列、维诺防尘系列、抗
黄变系列。

江苏宇星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宜兴经济技术
开发区红塔东路99号，214201
电话：0510-87110080
传真：0510-87110688
邮箱：ct@yuxingpigment.com
网址：www.yuxingpigment.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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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众一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越
州工业园区
电话：0874-3944609
传真：0874-3944362
网址：www.qjzyhg.com
主要产品：炭黑。

上海四极化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江路665
号德宏大厦8楼，201203
电话：021-51332120 
网址：www.fourpole.com 
联系人：王关里 15921739567 
主要产品：钛白粉。

石家庄神彩颜料厂
地址：河北省鹿泉市上庄镇谷
庄村
电话：0311-82233953  
传真：0311-82135979
邮箱：smyl@smyl.cn
网址：www.smyl.cn
联系人：谷志合 18032825819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

上海弘洋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国定东路233号绿
地汇创国际广场802室
电话：
021-65879571/65879572
传真：021-65879876
邮箱：info@longyangchem.com
网址：www.longyang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高性能
颜料、荧光颜料、无机颜料。

上海铬黄颜料厂
地址：上海黄浦区 延长西路677
弄31号102室
电话：021- -56610315
传真：021-62504729
邮箱：shhuayi@online.sh.cn
网址：hkjum89047.51sole.com
主要产品：铅铬黄颜料、钼铬红
颜料、氧化铬绿、防锈颜料等。

山西晋坤矿主要产品有限责任
公司
地址：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井
坪镇
电话：0349-6076207
传真：0349-6076204
邮箱：
xiaodong.wang@anpeak.com.cn
网址：www.anpeak.com.cn
联系人：王先生 13910726441 
主要产品：煅烧高岭土。

上海腾民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曹安路1855号曹安
国际730

电话：021-33519309
传真：021-33519319
邮箱：
china@tengminchem.com
网址：www.tengminchem.com
主要产品：亚微米级硫酸钡
（D50、0.8um）、亚微米级白
碳黑及其它无机材料等。

上海彩旭科贸有限公司
（韩国旭成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路600
弄新虹桥捷运大厦11B
电话：021-62290876
邮箱：Panaxcolor@Gmail.com
网址：www.panaxcolor.com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无机颜
料、荧光颜料、环保色浆、聚
合树脂、昼光萤光颜料。

上海威亿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915
号绿洲中环商务中心15F
电话：021-32525016
传真：021-32525015
邮箱：shpzh@shtio2.com
网址：www.shtio2.com
联系人：彭先生 13901725692 
主要产品：钛白粉、超细硫酸
钡、沉淀硫酸钡、氧化铁颜料。

上海瑞群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1303号
中澳万众商务大厦8J，200050
电话：
021-62514826/62136787
传真：021-62514827
邮箱：shally@regional-chem.com
网址：www.regional-chem.com
主要产品：代理助剂、炭黑、
高岭土、溶剂等主要产品。

深圳市华锦威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金田路交界卓越世纪中心4号楼
2003
电话：0755-82128540
传真：0755-82128515
网址：www.eastwaychina.com.cn 
主要产品：颜料、树脂。

上海环绮化工有限公司
（运河材料科技）
地址:上海市恒丰路218号现代
交通商务大厦1304-1306室，
200070
电话：021-51286800-890
传真：021-51286811
邮箱:info@wwrcsha.com
general@canalchem.com
网址：www.wwrcsha.com
主要产品：Benda-Lutz铝银粉

及铝银浆、Cappelle颜料、特
洛伊杀菌防腐剂、填料，瓦克
有机硅、蜡粉，树脂，环保溶
剂，聚合物等专业代理。

上海井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1288弄98号801室
电话：021-66740938 
021-66120793
传真：021-66740938～1
邮箱：lym@shjzhg.com
联系人：隆雁敏 13916046713 
主要产品：钛白粉、高岭土、
立德粉。

上海京华化工厂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泾双柏
路31号，200241
电话：021-64344700
传真：021-64345151
邮箱：webmaster@shjhhg.com
主要产品：氧化锌、碳酸锌、
立德粉三大系列以及磷酸锌、
硼酸锌、炉甘石粉等。

苏州美克凯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相城大道168号新尚
广场A座805室
电话：0512-65357087
传真：0512-65357783
网址：www.szmicroclay.com.cn
主要产品：KTY高岭土、TSP高
岭土、湿法云母粉。

苏州曼特博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高新区马运路298号
电话：0512-66670710 
传真：0512-65382865
网址：www.mtp360.cn
主要产品：水性铝银浆等。

盐城信立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市心中路
797号绿都世贸广场E座1307
电话：0571-22852808
传真：0571-82652855
邮箱：info@pigment.cn
网址：www.pigment.cn
主要产品：有机颜料。

怡隆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永和路398
号飞乐大厦602室
电话：021-65266643
传真：021-65266463
邮箱：sales@yil-long.com
网址：www.yil-long.com
主要产品：纤维素、钛白粉
（金红石型&锐钛型）、氧化铁
可再分散乳胶粉和煅烧高岭土。

英国禾大
地址：上海市南昌路45号成汇
大厦19层
电话：02123159399
传真：02164480322
网址：www.croda.com
主要产品：钛白粉595、芥酸酰
胺ER、油酸酰胺VRX、消光剂。

优美科富虹（湖南）锌业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星
城镇，410219
电话：0731-88380304
传真：0731-88380300
邮箱：
toni.zhao@umicorefuhong.com
网址：www.umicore.cn
联系人：赵烛华
主要产品：锌粉、氧化锌及其
锌制品。

榆次金泰钡盐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晋中市榆次修文
工业基地
电话：0354-2713225 2713004
传真：0354-2713229
邮箱：ZYL987@126.com
网址：www.barium-salt.com
主要产品：碳酸钡、氯化钡、
硝酸钡等。

扬州群鑫粉体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广陵新城信息大
道1号10号楼312 - 3 1 5室，
225003
电话：0514-87251525
传真：0514-87201336
邮箱：
sunhailiang@yzqunxin.com
网址：www.yzqunxin.com
主要产品：超细重晶石粉、超细
天然氢氧化镁、超细滑石粉、超
细重质碳酸钙、聚烯烃填充母
料、PVC芯层发泡管、高岭土。

雅博色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汇工业园区汇
城路699号
电话：021-68016328
传真：021-68016463
邮箱：
walterwu@aarborcolors.com
网址：www.aarborcolors.com
主要产品：超分散剂和有机颜
料、颜料类、助剂类。

盐城市科蓝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华邦国际
西厦16A01，224000
电话：
0515-88346000/88346020
传真：0515-88346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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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75-82022898
邮箱：sales@chems-field.com
网址：www.chems-field.com
主要产品：纳米级透明氧化铁
颜料和分散体（色浆）。

浙江正奇世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滨海新城
沥海镇团结闸
电话：0575-82771137 
0575-82774610
手机：13357530184 
传真：+86-575-82775801
邮箱：sales@genkychem.com
网址：www.genkychem.com
主要产品：纳米级透明氧化铁
系列颜料和色浆。

中核华原（无锡）钛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张
泾 工 业 园 区 幸 福 路 8 号 ，
214000
电话：0510-85016667
传真：0510-83793727
邮箱：wuwei@sinotio2.com
网址：www.sinotio2.com
主要产品：金红石型钛白粉、
锐钛型钛白粉、硫酸亚铁。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
阳经济开发区
电话：0571-82170588
传真：0571-82171111
邮箱：
shengda@shengda-chem.com
网址：www.sdpigment.com
主要产品：油漆用颜料。

天蓝颜料（山东）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龙口市西城区环
海北路路北
电话：0535-8844666
传真：0535-8858292
邮箱：
sales@lapislazulipigments.cn
网址：
www.lapislazulipigments.cn
主要产品：群青。

西安德立科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梨
园路附8号8-2608
电话：+86 29 85795526
手机：13582328790
邮件：sales@delikechem.com
网站：www.delikechemc.com 
简介：德立科化学是特殊化学
品氧化铬制造商和营销商，为

邮箱：info@klpigment.com
sales@klpigment.com
网址：www.klpigment.com
联系人：孙辉 13775758306 
主要产品：酞菁、偶氮、永固
紫等颜料。

盐城天宝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滨海经济开发区
沿海工业区，224555
电话：0515-83087218
传真：0515-83082338
网址：www.yctianbao.cn
主要产品：永固紫、钛菁系列、
颜料橙。

扬中格拉斯白炭黑化化工有限
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中市油坊镇长
旺西路
电话：0551 8852-7008 
邮箱：
marketing.china@glassven.com
网址：www.glassvenchina.com
简介：扬中格拉斯白炭黑化化工
有限公司是经过认可沉淀白炭
黑和合成硅酸盐的制造商,致力
于口腔和个人护理品,食品和动
物饲料,油漆和涂料,农业化学,化
学品,药剂,橡胶和轮胎工业.

章丘市金属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桑园工业园
电话：
0531-83831032/15854170788
传真：0531-83835858
邮箱：yinjian2015@126.com
网址：www.zqmetallic.com
主要产品：铝银浆、铝粉。

浙江纳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安吉县教科文新
区北山工业园，313301        
电话：021-52520851
传真：021-32270972          
邮箱：sales@nano-matec.com 
网页：www.nano-matec.com
主要产品：鲜丽特CA系列水性
油墨色浆，鲜丽特E系列乳胶漆
色浆，鲜丽特MJ系列色浆，鲜
丽特M系列色浆，鲜丽特P系列
纸用色浆，鲜丽特造纸调色显
白色浆，鲜丽特S系列色浆，鲜
丽特荧光颜料色浆，丽特乳胶
制品色浆，鲜丽特水彩颜料色

浆，鲜丽特水性漆色浆，UV系
列主要产品。

浙江奥克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三界工业
园区2号
电话：0575-83832288
传真：0575-83081100
邮箱：zjaoke@zj-aoke.com
网址：www.zj-aoke.com
主要产品：湿法云母粉、云母
钛（铁）系列珠光颜料。

浙江百合化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
电话：0571-82961666
传真：0571-82962000
邮箱：sales@lilychem.com
网址：www.lilychem.com
主要产品：传统有机颜料：红、
黄、橙、蓝、绿色谱、DPP颜
料、高性能有机颜料、咔唑二
恶嗪颜料、高档色酚颜料、无
机复合颜料、铬黄、钼铬橙。

枣庄天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天
山南路明河街22号
电话：0632-4411869
传真：0632-4415911
邮箱：zztytb@sdzzty.com
网址：www.sdzzty.com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

湛江市粤鑫精选矿物工业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湛江市龙头镇解放
南路8号，524054
电话：0759-3766215
传真：0759-3761981
邮箱：lc200608@yahoo.com.cn
主要产品：高岭土矿开采加工

浙江华特实业集团华特化工有限
公司
地址：浙江临安经济开发区青
山街道天柱街65号
电话：0759-3765409
传真：0571-63757755
邮箱：huate_hrd@163.com
网址：www.huate-huade.com
主要产品：膨润土、活性白土、
有机膨润土。

浙江精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
前街道向往街1008号乐富海邦
园12幢803室

电话：0571-89905585
传真：0571-89905587
邮件地址：info@jcolor.com
网址：www.jcolorchem.com
主要产品：有机微球、荧光颜
料、多功能有机消光粉、涂料
表面处理剂等 。
 
浙江凯色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经济
技术开发区志远路737号
电话：0572-8832188
传真：0572-8831877
网址：coloray.cn.china.cn
主要产品：化妆品级珠光、工
业级珠光、汽车耐候级珠光。

浙江瑞成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浙江温州平阳经济
开发区昆敖大道1号
电话：0577-63662817
传真：0577-63662877
邮箱：
effectpigment@ruichengep.com
网址：www.effectpigment.com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

浙江神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上虞市曹娥街道
工业功能区青瓷路，312300
电话：0575-82152998
传真：0575-82153998
邮箱：qlq@suncom-zj.com
网址：www.zjsg.com.cn
主要产品：透明氧化铁颜料、
溶剂型透铁色浆、水性透铁色
浆、水性木器漆专用透明色浆、
木器着色剂、安巴色粉、铋黄、
高强度蓝相铁黑和耐高温铬铜
黑、锰铁黑、锌铁黄等。

浙江胜达祥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萧山南阳经济开发
区，311227
电话：0571-82170788
传真：0571-82171111
邮箱：
shengda@shengda-chem.com
网址：www.shengda-chem.com
主要产品：耐晒黄，永固黄，
永固橙，永固红，甲苯胺红，
立索尔宝红，钼铬红，耐晒钼
铬红，永固大红粉。

浙江原野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上虞区杭州湾工
业园区维十一东路19号
电话：0575-82028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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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业提供氧化铬基础产品
及解决方案。

浙江德清美史乐颜料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钟管工业区
电话：0572-8358280
传真：0572-8266799
邮箱：sales@multisinox.com
主要产品：氧化铁颜料。

中山市永丰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西区富华道数码
广场富华阁20楼D座，528400
电话：
0760-88621919/88628370
传真：0760-88621919
邮箱：
hu@zsyongfeng.com.cn
网址：
www.zsyongfeng.com.cn
主要产品：粉体、助剂、颜料、
树脂、胶粉、香精。

珠海鑫彩颜料有限公司
地址：珠海市香洲区旅游路22
号4栋16号
电话：0756-2666578 2666579
传真：0756-2666580
邮箱：
xincaixieshangzhi@163.com
主要产品：珠光颜料、金属珠
光颜料、变色龙珠光颜料、氯
氧化铋珠光浆、铝银浆及金属
颜料。

深圳市海扬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
华南大道华南发展中心12层
电话：0755-84696606
传真：0755-84696656 
网址：www.chinahayond.com
主要产品：硫酸钡、硅微粉、
光扩散剂、云母粉、沉淀硫酸
钡、凹凸棒土。

滁州格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腰铺镇光
辉路18号
电话：0550-3971588
传真：0550-3971988
微信：15212017068
网址：www.Chinagrea.com
潜心致力于云母新材料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系列产品广
泛服务于涂料、化妆品、电
子、塑料、造纸、橡胶、焊
材、新型建材、通信、航天事
业等众多行业与领域，部分产

品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等
国家和地区。

江西广源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城
南工业园区广源化工
电话：18529214590
传真：2218169 
网址：www.gycc.com.cn
邮箱：lilivood@163.com
介绍：超细碳酸钙、活性碳酸
钙、硅灰石、硫酸钡、滑石
粉、钛白粉、塑料母粒及塑料
助剂生产、销售。建筑及造纸
化工原料生产、销售。

佛山市卡明克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黄岐明珠
广场18幢341号
联系方式：18028102108  
邮箱：kmkk668@163.com
网址：www.kemikoul.com.cn
佛山市卡明克进出口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源于英国的Kemikoul
卡明克化学在亚洲区域"Berad
比利得"品牌颜料，布丽莱德
Bluered品牌染料，制备物等产
品的销售，系列产品主要应用
于水性涂料油墨色浆，交通工
业涂料，粉末涂料，防腐涂
料，卷钢涂料，油墨，塑胶制
品等领域的着色

BRENNTAG中国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裕通路100
号宝矿洲际商务中心45楼
电话：021-62632656
传真：021-64275806
手机：13816131509
邮箱：zhaoy@zy-chem.com
网址：www.brenntagchina.com
联系人：赵岩
主要产品：溶剂、单体。

常州市旭东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通江大道
396号
电话：0519-85166902
传真：0519-85221612
邮箱：
wangxiaodonglongda@sina.com
网址：www.xudongchem.com
主要产品：乙酸甲酯等。

爱森（中国）絮凝剂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
区滨江北路6号
电话：0523-80736300
传真：0523-80735452
邮箱：
shanghai.info@snfchina.com
网址：www.snfchina.com
主要产品：单体、聚季铵盐、
聚丙烯酰胺、双氰胺树脂。

鞍山昊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
腾路411号
电话：0412-8920068
传真：0412-8920028
邮箱：8920068@qq.com
主要产品：高沸点溶剂AGSE
 
常熟市联邦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何市镇镇
西，215538
电话：0512-52541419
传真：0512-52541166
邮箱：lb88@hi2000.com
网址：www.allianchem.com
主要产品：GF-S系列芳烃溶剂、
工业甲基萘工业石油萘均四甲
苯均苯四甲酸（PMA）均苯四
甲酸二酐（PMDA）。

缔展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滨河大道5020号
证劵大厦12B-2A室，518033
电话：0755-82992656
传真：0755-82992856
邮箱：
simon.deng@djchemical.com
网址：www.djchemical-sz.com/cn
主要产品：美国伊士曼主要产
品，CAB、CAP、CP，陶氏溶
剂、醋酸丁酸纤维素（CAB）
氯化聚烯烃（CPO）、溶剂
（EBA）、DBA、EEP、树脂
中间体、环保型增塑剂、二异
丁基酮（DIBK）、乙二醇丁醚
醋酸酯（EBA）、二乙二醇丁
醚醋酸酯（DBA）、3－乙氧基
乙酸丙酯（EEP）、烤漆用氨
基等等。

东莞市宏川化工供应链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
园中心区1栋宏川大楼
电话：0769-22893295
传真：0769-22893290
邮箱：gr@grgroup.cc
网址：www.grgroup.cc
主要产品：溶剂

东莞市美德石化主要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黎

村荔枝塘美德工业园
电话：0769-89603266
传真：0769-89603300
邮箱：190855526@qq.com
网址：www.dgmd1994.com
主要产品：甲苯、二甲苯、溶
剂油、纯苯以及酯类、酮类、
醇类、醛类等。

东莞市明泰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
东莞国际商会大厦509室
电话：0769-22824698
传真：0769-22421196
邮箱：mingtai3388@163.com
网址：www.mt0769.com.cn
主要产品：甲苯、二甲苯、三
甲苯、乙二醇、丁醇、二丙酮
醇、正丁醇、甲醇、丁酮、异
氟尔酮、丙酮、120#白电油、
乙二醇丁醚、醋酸丁酯。

东莞市同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旗
峰路288号新世纪大厦8楼
电话：0769-22365555
传真：0769-22365411
邮箱：
contact@topshipchem.com
网址：www.topshipchem.com
主要产品：甲苯、二甲苯等芳
烃溶剂。

东营市海科新源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地址：山东省东营区胜利经济
开发区邹城路23号
电话：0546-7791056
传真：0546-7791057
邮箱：xyit@haikegroup.com
网址：www.haikegroup.com
主要产品：芳烃溶剂

抚顺安信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抚顺经济开发区科
技城8#路，113122
电话：024-56706868
传真：024-56706808
网址：www.anxinchem.com.cn
主要产品：甲基丙烯酸乙酯，甲
基丙烯酸烯丙酯，甲基丙烯酸丁
酯，甲基丙烯酸异丁酯，甲基丙
烯酸环己酯，甲基丙烯烯酸异辛
酯，甲基丙烯酸二甲基氨基乙
酯，甲基丙烯酸二乙基氨基乙
酯，二甲基丙烯酸乙二醇酯，二
甲基丙烯酸1,4-丁二醇酯，甲基
丙烯酸甲氧基乙酯。

广西桂平市金源酒精实业有限
公司 
地址：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贵

四、溶剂 sol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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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市桂平市长安工业集中区，
537200
电话：0775-3628333
传真：0775-3628000
主要产品：酒精、丙酮、丁醇

广州必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东华
庭路4号富力天河商务大厦1706
510610
电话：020-38106563
传真：020-38106469
网址：www.pizzo.com.cn
主要产品：醇醚、醇&醋酸、环
氧树脂、丙烯酸树脂、特殊醇
胺、防腐剂/杀菌剂、螯合剂、
纤维素醚、聚二醇、表面活性
剂、UCON系列水溶性PAG聚
合物。

广州市五洋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53号天
誉商务大厦东塔3006室
电话：020-37885223
传真：020-37885323
网址：www.wytrade.com
主要产品：各类高品质、环境
友好型化学品，如丙二醇丁醚
等特种醇醚类主要产品：异丁
酸异丁酯 I B I B，乙二醇二醋
EGDA等特种酯类主要产品；丙
烯酸羟丙酯等特种丙烯酸酯类
主要产品；以及醇酯-12等高性
能水性涂料溶剂、助剂等。

广州金浪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195号汇诚大厦，510650
电话：020-82528496
传真：020-82528495
邮箱：maydos@126.cn
主要产品：二甲醚、氟里昂
F22、F12、F11以及各种环保
制冷剂R134a、R407c。

广州市国彩颜料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268号中新大厦2305－2307室
电话：020-34362578
传真：020-34362021
邮箱：
Guocai@guocaichem.com
网址：www.guocaichem.com
主要产品：经销柏斯托三羟甲
基丙烷、季戊四醇、乳胶漆成
膜助剂、新戊二醇、三羟甲基
丙烷二烯丙基醚、TMPDE80不
饱和树脂的重要原料）、乙基-
丁基丙二醇（生产聚脂树脂替
代部分新戊二醇,以得到更好的
水溶性体系稳定性）、双-季戊
四醇(防火漆的成碳剂）。

广州信翼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
西89号A栋14层南13-15号，
510630
电话：020-85566385
传真：020-85566408
邮箱：83714965@qq.com
网址：xinyimy.jmeii.com
主要产品：环保溶剂、高沸点
溶剂。

广州珠江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溶剂厂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
岗镇南岗西路228号
电话：020-82231029
手机号码：13922231745
主要产品：甲醛、醋酸乙酯、
醋酸丁酯等溶剂类主要产品。

河北中捷石化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渤海新区中
捷产业园区，061100
电话：0317-5232129
传真：0317-5232129
邮箱：info@zjshjt.com
网址：www.zjshjt.com
主要产品：苯、甲苯、丙酮、
二甲苯等。

海南华荣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59
号正昊大厦10E
电话：0898-68526210
传真：0898-68538692
邮箱：lenfdd@huarongroup.com
网址：www.huarongroup.com
主要产品：防老剂、邻苯二甲
酸二乙酯。

湖北九凤翔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武汉市汉阳区百威路黄
金口汽配城B-5-28
电话：
027-84666876/51814473
传真：027-84666876
邮箱：sales@phoenixchem.cn
网址：www.phoenixchem.cn
主要产品：苯甲酸，苯甲醇，
二苯甲酮，苯甲酰氯，苯甲酸
酯类。

湖南中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湖南岳阳云溪区长岭
电话：0730-8477728/8477751  
0730-3166845
传真：0730-8477730
网址：www.zcchem.net 
主要产品：乙酸仲丁酯，乙酸
异丙酯，混合酯，甲基叔丁基
醚，重烃，丁烯丁烷。

江门谦信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东华二路
18-28号丽宫国际酒店8楼，
529081
电话：0750-3292951
传真：0750-3292937
邮箱：adrian.leung@handsom
echemical.com
网址：
www.handsomechemical.com
主要产品：环保型溶剂醋酸酯
和醇类主要产品。

江苏华伦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江都沿江经济开
发区三江大道东首，225211
电话：0514-86501918
传真：0514-86501755
邮箱：
marketing@hualunchem.com
网址：www.hualunchem.com
主要产品：丙二醇醚溶剂、高
沸点芳香烃溶剂、丙二醇甲醚
醋酸酯溶剂、乙二醇醚溶剂、
乙二醇醚醋酸酯溶剂、二元酸
酯（DBE）高沸点溶剂、特种
无芳环保溶剂、饱和聚酯（无
油醇酸）树脂、丙烯酸树脂、
醇酸树脂、松香改性树脂。

河北迈太特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迈太特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
丰路31号自编G5-418-1, 
工厂:河北省辛集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
电话: 13560302514 （广州）
15805697136（河北）
0311-83279878（河北）
主要产品：乙二醇叔丁醚ETB、
二乙二醇叔丁醚DETB、3-乙氧
基丙酸乙酯EEP、异构十二烷。

江苏雷蒙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宜兴经济技术开发
区凯旋路1号
电话：0510-87866555   
传真：0510-87866222
邮箱：zja@lemonchem.com
网址：www.lemonchem.com
联系人：13961528555 周建安 
主要产品：二乙二醇丁醚醋酸
酯、乙二醇丁醚醋酸酯、乙酸
正丙酯、乙酸异丙酯、乙酸异
辛酯、丙酸乙酯、丙酸正丙酯
等溶剂系列。

嘉兴合和化工有限公司
通信地址：杭州市拱墅区莫干
山路102号立新大厦11-1111
传真：0571-86622538
电话：15858299571 施罗方 

邮箱：shiluofang@163.com
业务简介：成立于2017年，是
一家专业从事有机溶剂国内贸
易的服务商。公司目前是新加
坡壳牌异丙醇（ IPA），南非
sasol正丙醇（NPA）、甲基异
丁基甲酮（MIBK）的专业分销
商；其它溶剂甲醇、乙醇（无
水、95）醋酸乙酯、醋酸丁酯、
醋酸正丙酯等在华东常年备货。

江苏联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丹阳市北二环路1号
212300
电话：0511-86595195
传真：0511-86595636
邮箱：ldhg@ldchem.com.cn
网址：www.ldchem.com.cn
主要产品：苯类：混合芳烃，
混合二甲苯，芳烃溶剂：系列
重芳烃。

江苏瑞佳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宜兴市周铁
镇分水，214262
电话：0510-87551168
传真：0510-87551131
邮箱：
zhangyong@ruijiachem.com
网址：www.ruijiachem.com
主要产品：乙二醇乙醚、丙二
醇甲醚丙酸酯、乙二醇乙醚醋
酸酯、二乙二醇乙醚、二乙二
醇单乙醚醋酸脂、丙二醇单甲
醚、醋酸异丁酯、醋酸异辛酯、
醋酸正丙酯。

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西石桥球
庄村1号
电话：0510-86600660
传真：0510-86608528
网址：www.yidachem.com
主要产品：公司主导主要产品
为“怡达牌”丙二醇醚和乙二
醇醚及其醋酸酯系列。

江苏银燕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
电话：0510-87501287
传真：0510-87503286
邮箱：info@yinyanchem.com
网址：www.yinyanchem.com
主要产品：丙二醇单甲醚、丙
二醇甲醚醋酸酯、丙二醇甲醚
丙酸酯、乙二醇单乙醚、醋酸
正丙酯、乙醇胺。

辽阳石油化纤总公司
地址：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南
环路1号
电话：0419-515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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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419-5156159
主要产品：正己烷等。

临沂市利兴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郯城经济
开发区化工园区
电话：0539-6711666
传真：0539-6711001
邮箱：lxhg@cnlxhg.com
网址：www.cnlxhg.com
主要产品：碳酸酯、丁二酸、丙
二醇、二氧化碳等精细化工品。

茂名石油工业公司炼油厂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双山四路9
号大院，525000
电话：0668-2256286
传真：0668-2256286
邮箱：love_hanjj@163.com
网址：www.mpcc.com.cn
主要产品：甲苯、二甲苯、石
油醚等。

青岛俪徕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保税区伦敦路27号
266555
电话：0532-86767919
传真：0532-86959728
邮箱：zzt@gtchems.com
网址：www.lilaichem.com 
主要产品：1,3-环己二酮，3-吡
啶甲醛，7-氨基-3-甲氧基甲基
-3-头孢烯-4-甲酸，十二烷二元
醇，1,8-辛二醇，1,9-壬二醇，
1,10-癸二醇，N-羟基丁二酰亚胺，
十二烷二酸二甲酯（DAM）。

江苏润泰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姜堰经济开发区扬
州路900号
电话：0523-82580888
邮箱：jsrthx@sina.com
网址：www.runtaichem.com
主要产品：十二碳醇酯（成膜
助剂），分散剂，真石漆专用
成膜助剂，高沸点溶剂，催干
剂，增塑剂，邻苯二甲酸二甲
酯，邻苯二甲酸二乙酯，3-乙
氧基丙酸乙酯，异丁酸异丁酯。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76号由由国际广场1104单元
电话：021-51086747
传真：021-58365602
邮箱：sini.zhou@cn.sasol.com
网址：www.sasol.com
主要产品：单体、聚合物、溶
剂、表面活性剂、蜡、石蜡、
透明石蜡、表面活性剂中间体、
氨水。

上海博枫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路969号26楼
2605室
电话：021-52394405
传真：021-52394406
邮箱：875191914@qq.comt
网址：www.shbofeng.net
主要产品：HDI三聚体，季戊四
醇酯，3-巯基丙酸，聚碳酸酯
二醇，聚乙二醇，聚四氢呋喃
醚二醇。

上海高东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汇区周祝公路
3203号，201323
电话：021-58104653
传真：021-58104654
邮箱：gdhd@sina.com
主要产品：甲苯、二甲苯、纯
苯、混苯、甲醇、乙醇、异丙
醇、正丁醇、醋酸乙酯、醋酸
丁酯、二丁酯、二辛酯、溶剂
油、丙酮、丁酮、环己酮、石
蜡、苯酚、香蕉水。

上海和氏璧化工有限公司涂料
主要产品业务部
地址：中国上海市卢湾区瑞金
南路 1 号 海 兴 广场 2 1 楼 ，
200023
电话：021-64180045
邮箱：zmm@ncmchem.com
网址：www.ncmchem.com
主要产品：道达尔脱芳香烃溶
剂、罗地亚环保溶剂、德纳天
音醇酯、赢创三甲基环己酮、
禾大的二聚酸、利安德巴塞尔
的乙二醇丁醚等。

上海集佳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瑞金南路1
号海兴广场21楼B座，200023
电话：021-62244336
传真：021-56523414
邮箱：shjijia8888@sina.com
网址：jijia.nbchem.com
联系人：杜平13801904508
主要产品：苯酐、二乙二醇丁
醚、DMF四氢炔喃、环氧氯丙
烷等化工原料。

上海蒂凯姆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0
号A7楼406-407      
电话：021-60799069    
传真：021-60799066
网址：www.titanchem.com
主要产品：醇醚酯溶剂及系列
衍生物、低味异构烷烃、高纯

正构烷烃、高沸脱芳烃、酮类
溶剂、日化用醇类溶剂、酰胺
类溶剂、呋喃等杂环溶剂等。
与陶氏化学、出光、伊士曼、
三井物产、利安德、英力士、
AkzoNobel、万华、SK、巴西
OXITENO、ISU梨树等公司有
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上海焦化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龙吴路4280号
电话：021-64343649
传真：021-64345267
邮箱：
shcoking@shcoking.com.cn 
主要产品：磷酸锌、焦炭主要
产品甲醇主要产品。

上海晶通化学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九江路80号，
200002
电话：021-63213838
传真：021-63218588
网址：www.chem-trading.com
主要产品：聚乙烯，精对苯二
甲酸（PTA），聚氯乙烯树脂，
聚醚，二苯基甲烷-4,4'-二异氰
酸酯（MDI），甲苯二异氰酸酯
（TDI），三聚氰胺，石蜡，氯
化钙，氯化铵。

上海联一磷酸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60号1509B室，201204
电话：021-68455105
传真：021-68459473
邮箱：lyls888@163.com
主要产品：、医用磷酸、食用
磷酸、试剂磷酸、85％工业磷
酸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铵、
多聚磷酸、五氧化二磷、磷酸
三钠、申肥灵、有机肥。

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龙吴路4600号
邮编：200241
电话：021-64343040
传真：021-64345529
邮箱：office@wjchem.cn
网址：www.wjchem.cn
主要产品：醋酸丁酯、醋酸乙
酯、正丁醇、醋酸、甲醇、辛
醇、二丁酯、二辛酯。

上海名人物资贸易总汇
地址：上海市镇坪路177弄27号
201室，200061
电话：021-62058745
传真：021-62056491
邮箱：mrwz@sh163.net
网址：www.mrwz.cn
主要产品：新戊二醇NEO、三

羟甲基丙烷T M P、季戊四醇
Penta、乙基丁基丙二醇BEPD
中、包括由各种各样骨干所组
成的单官能、双官能和高官能
团的主要产品。

上海溶剂厂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
路200号
电话：021-58893010
传真：021-58811713
网址：u228298.b2bname.com/
主要产品：丙酮、丁醇、醋酸
丁酯、二丙酮醇、异丙醇等。

江苏三木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官林三木
路85号，214258
电话：0510-87233019
传真：0510-81735077
邮箱：
smoffice@sanmuchem.com
网址：www.sanmuchem.com
主要产品：主要产品：乙酸乙
酯、乙酸异乙酯、DBE、丙二醇
甲醚醋酸酯、丙二醇甲醚、3#
溶剂油等。

上海创宇化工有限公司
电话：
400-606-8306;021-60765553
传真：021-60765559
网址：www.innovy.cn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
区叶城路1118号
主要产品：滑石粉、透明粉、
消光粉、高岭土、耐磨粉、碳
酸钙等。

上海穗泰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路1557号虹
桥国际大厦5楼
电话：021-61252728
传真：021-61252800
邮箱：suitai@online.sh.cn
网址：www.suitaichem.com
主要产品：高沸点环保溶剂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求
索路101号，212006
电话：0511-88995000
传真：0511-83362036
邮箱：sopo@sopo.com.cn
网址：www.sopo.com.cn 
主要产品：乙酸乙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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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龙吴路4600号，
200241
电话：021-64343040
传真：021-64345529
邮箱：office@wjchem.cn
网址：www.wjchem.cn
主要产品：乙酸乙醋等。

上海芸强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松江路
1800弄3号4楼406室
电话：021-63641008
传真：021-63640727
邮箱：yin4826@139.com
网址：www.varnish.com.cn
主要产品：聚酯原料类：新戊
二醇（NPG），溶剂类：乙二
醇丁醚（EB）、三羟甲基丙烷
（TMP）、甲基异丁基甲酮
（MIBK）、二甲基乙酰胺
（DMAC）、己二酸（AD）、
偏苯三酸酐（TMA）、乙二醇
己醚（HEG）、间苯二甲酸乙
二醇-2-乙基己醚（2-HEG）。

上海中宜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浦东新区川沙路6999号
28幢2143室，800063
电话：021-62056582
传真：021-62056580
邮箱：luming.yi@hotmail.com
主要产品：二乙二醇、三乙二
醇,四乙二醇、丙二醇甲醚醋酸
酯（PMA）、正己烷 95%、乙
二醇乙醚（ECS）正己烷、二乙二
醇乙醚正庚烷、二乙二醇丁醚、
N-甲基吡咯烷酮（NMP）、三
乙二醇丁醚醋酸异丙酯、1，4-
丁二醇、醋酸正丙酯正丙醇、
木质素磺酸钠异丙醇。

深圳三港联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大道
89号正中时代广场B座21楼
电话：0755-28939115
0755-28939004
传真：0755-28939105
0755-84061067
邮箱：SangKL2011@163.com
网址：www.sklchem.com
主要产品：甲苯、二甲苯、三甲
苯、四甲苯、丁酮、丙酮、环已
酮、甲基异丁基酮、异氟尔酮、
正丁醇、异丁醇、异丙醇、甲醇
、异丙酮醇、甲酯、丁酯、混丙
醇、乙酯、二氯甲烷、白电油、
防白水、三氯乙烯、松节水、苯
乙烯等有机溶剂。

深圳市恒卓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

唐大厦802，518053
电话：0755-26930829
传真：0755-26930826
邮箱：812518733@qq.com
网址：www.evergoodc.com
主要产品：甲苯、二甲苯、甲
醇、丙酮（上海高桥）、芳香
烃、一元醇、酮类、二元醇。

深圳市江海天化工主要产品有
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21
号B座701室
电话：
0755-26644428/26644438
0755-26644498
传真：0755-26054873
邮箱：jht_huagong@hotmail.com
网址：www.jhtchem.com/
主要产品：溶剂

深圳市飞扬特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
沙四村飞扬路飞扬工业区一栋
202室
电话：18607556696 刘先生
传真：0755-33586111
邮箱：13764091@qq.com
主要产品：水性助溶剂—ETB、
PGDA、DETB、DPNB、PNP、
DPM、PM；溶剂—EGDA，
MMP

深圳市普利凯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
路统建大楼3栋17层1711房 
电话：0755-83631469 
传真：0755-82499519 
邮箱：oct_sz@126.com
主要产品：3-乙氧基丙酸乙酯 
（EEP），异丁酸异丁酯
（IBIB），丙酸正丙酯（nPP）
丙酸正丁酯（nBP），乙酸叔
丁酯（TBAC），乙酸异戊酯
（IAAC），3-甲氧基丙酸甲酯
（MMP）。

石家庄新宇三阳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栾城县丰
泽南大街58号，051430
电话：0311-85409515
传真：0311-85409929
邮箱：xychem@126.com
网址：www.xysy.com.cn
主要产品：乙酸乙醋等。

天津赛菲化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曹子里开

发区正华道2号增1号
电话：022-82910355/82910317
13389936728
传真：022-23062515
邮箱：shane@surfychem.com
网址：www.surfychem.com
主要产品：涂易乐®分散型润湿
剂、分子消泡剂、用于水基体
系的优秀多功能表面活性剂。

天津市北辰区汇达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
工业小区
电话：022-86848841 
传真：022-86842038
邮箱：huida@tjhuida.com
联系人：刘振喜 13821080777 
主要产品：聚乙烯醇缩丁醛

天津市骏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
顺驰世纪城SOHOB座03-503室
300061
电话：022-88298006/88298007
传真：022-88298223
邮箱：junbo@junbochem.com
网址：www.junbochem.com
主要产品：代理陶氏、壳牌、
台湾胜一化工溶剂主要产品，
迈图化工环氧树脂，气体化学
水性助剂。

鹏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吴江市万事达环保溶剂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平
望镇梅堰社区
电话：0512-63680537
传真：0512-63688189
邮箱：25866@qq.com
网址：www.wanshidachem.com
主要产品：S系列环保型高沸点
芳烃溶剂、均四甲苯、高沸点
芳烃增塑剂、石油甲基萘、1-
甲基萘、2-甲基萘、石油工业
萘等主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
建设路55号，214422
电话：0510-86015188  
0510-81629979
传真：0510-86013255
邮箱：bcchem@bcchem.com
网址：www.bcchem.com
主要产品：醋酸酯、偏苯三酸
酐及其衍生物、三羟甲基丙烷
及其副主要产品。

无锡先创化学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民丰路198
号锋尚文创1810室
电话：0510-83199300

传真：0510-83198600
邮箱：1023896771@qq.com
网址：www.wxxcchem.com
主要产品：正丁醇、冰醋酸、
二氯乙烷。

武汉市洋浦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黄陂区卓尔社区
SOHO三栋B座二单元18楼
电话：027-61900865
供销部电话：027-61908360
027-661908592/61908962
027-61908592/61900975
网址：www.yphg.com
主要产品：溶剂油、醇类、芳
烃类、乙烯类、酮类、酯类、
烷类。

新政星（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田
州路99号新安大楼1203室，
200233 
电话：021-54450202 
传真：021-54450885
邮箱：rick_lin@polystar.com.tw
网址：
www.polystar-china.com.cn
主要产品：环氧树脂、溶剂、
固化剂、胺类、增韧剂、表面
活性剂、水性助剂、分散剂、
消泡剂、环保增塑剂、系统料
等化学品。

新疆独山子天利实业总公司
地址：新疆省克拉玛依市独山
子区南海路15号 
电话：0992-7270107
传真：0992-3682773
邮箱：1306685596@qq.com
联系人：陈建华
主要产品：酮类溶剂，芳烃溶
剂油，苯乙烯、异戊二烯、双
环戊二烯。

盐城常林生化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东台市高新技术
工业园北区（头灶镇），
224247
电话：0515-85487888
传真：0515-85488838
邮箱：13584789059@163.com
网址：www.jsdaa.com
主要产品：二丙酮醇、异丙叉
丙酮、三异丙醇胺。

宜兴市中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
永宁支路，214213
电话：0510-87823598 
传真：0510-87823596
邮箱：zhg@zhgchem.com
网址：www.zhg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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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533-7546249
网址：www.qxgm.com
主要产品：甲乙酮、仲丁醇、
工业叔丁醇。

中山市朗玛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民众镇沙仔村平
一路（安利塑胶厂后面）
电话：0760-22357316
传真：0760-22358267
邮箱：ZS-LANGMA@163.COM
主要产品：丙烯酸树脂、醇酸
树脂、氨基树脂。

上海德胜联兴印铁容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沪南公路3718号
201318
电话：021-68115846
传真：021-58115789
主要产品：马口铁三片罐、圆
锥形桶、二片复膜铁罐、HR热
灌装PET瓶。

Atlas Material Testing 
Technology Co. Ltd.,
AMETEK Commercial Enter-
prise (Shanghai) Co. Ltd.
亚太拉斯材料测试技术公司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富特东三路526号1幢2层
A1/A4号，200131
电话：(86) 21-58685111 
传真：(86)21-58660969
邮箱：
atlas.sales@ametek.com.cn
网址：www.atlas-mts.cn
联系人：Gerry Cheng （中国区
总监）
简介：亚太拉斯公司已是一家
拥有百年历史的先驱性企业，
提供日晒耐候性测试仪、日晒
色牢度测试仪、盐雾循环腐蚀
测试仪、紫外光照老化测试仪
和全球户外快速日晒测试，用
于预测主要产品的耐久性和可
靠性。

BYK-加特纳公司上海代表处
毕克化学助剂和仪器事业部
阿尔塔纳集团旗下成员
地址：中国上海虹漕路88号越
虹广场A座6A 室，200233
电话：86-21-3367-6331
传真：86-21-3367-6332

邮箱：vivian.zhu@altana.com 
xin.tang@altana.com
网址：www.byk.com/cn
联系人：Vivian Zhu
 Liang Sun; Judy Tang
主要产品：色差、光泽、雾影、
斑纹及物理性能测试等质量控
制和工艺测试设备的领导者。

Orr & Boss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汉中路333号
3号楼1402，200070
电话：13801924867
邮箱：
orrandboss@orrandboss.com
网址：www.orrandboss.com
简介：为客户创造价值、在未
来的可持续发展增长中进行市
场定位，为客户提供市场、生
产以及管理咨询。

纽伦堡会展服务（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海路118号云海
苑办公楼18楼A-B室 200041
电话：021-52284015
邮箱：ipb@nm-china.com.cn
网址：www.ipbexpo.com
简介：展览会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
地址：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学城科珠路198号，510663
电话：020-82155054
传真：020-82075050
网址：www.cn.sgs.com
简介：测试、认证、验证和检
验公司。

TUV德国莱茵大中华
地址：中国上海淮海中路775号
新华联大厦西搂16搂，200020
电话：021-64718768
传真：021-64719399
网址：www.tuv.com/cn
简介：提供测试、检验、认证
认可、验证以及咨询服务，行
业覆盖工业服务、交通服务、
主要产品服务、生命科学服务
培训与咨询服务。

Stonebridge Coatings Lab-
ora-tory Inc.
地址： 46701        Commerce
Center  Dr，  Plymouth,  MI
48170 UNITED STATES
电话： (734) 233-3978

联系人：王先生 13812562098
张小姐 13771359967 
主要产品：酮类、醇类、酸类、
酯类、醚类。

永大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永
庆路57号
电话：0512-67089237
传真：0512-82175140
邮箱：yongdahg@126.com
网址：www.angel-bear.com
主要产品：胺类，酚类，砜类，
酐类，腈类，醚类，醛类，酸
类，烃类，烷类。

浙江建德建业有机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梅
城镇严东关路8号
电话：
0571-64149204/64149257
传真：0571-64144048
网址：
www.chinaorganicchem.com
主要产品：溶剂系列、化学中
间体、有机胺系列、白炭黑系
列、碳酸钙系列、建业新品多
元醇系列、有机原料定制化学
品其它系列。

浙江瓯华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疏
港大道17号
电话：0576-88888666
传真：0576-88881544 
0576-88826668
邮箱：ouhua-1106@hotmail.com
网址：www.ouhuachem.com
主要产品：乙二醇（MEG）、
环已酮、ABS、聚苯乙烯、醋
酸乙烯、聚乙烯、四氢呋喃
（THF）、甘油、二异丁酯。

中国石化巴陵分公司
地址：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
414014
电话：0730- 8509713
传真：0730-8481456
网址：www.sinopec.com
主要产品：环己酮。

中国石化北京燕山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北京市北京市房山
区燕山岗南路1号，102500
电话：010-69343055
传真：010-69342736
邮箱：
webmaster@bypc.com.cn
网址：www.bypc.com.cn
主要产品：丙酮等溶剂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
门北大街22号，100728
电话：010-59960114
传真：010-59760111
邮箱：master@sinopec.com.cn
网址：www.sinopec.com
主要产品：溶剂油。

中国石化茂名炼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茂名市厂前西路8
号，525011
电话：0668-2242241 2256226
邮箱：mmchen@163.com
网址：www.cninfo.com.cn
主要产品：油漆工业用溶剂油
（200#）

中国石化齐鲁石油化工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电话：0533- 7581400
传真：0533-3583718
邮箱：qlgfdms@mail.qilu.com.cn
网址：www.qilu.com.cn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大道3000号
电话：021-58711001
邮箱：rsc@sinogpc.com
网址：www.sinogpc.com
主要产品：丙酮

中国石化天津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北围堤
路160号
电话：022-63806666
传真：022-25991000
邮箱：web@tpccnet.com
网址：www.tpcc.com.cn

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分公司 
地址：抚顺 抚顺市东二街3号 
113000
电话：0413-52999999
邮件：
hoiuxiaolu@petrochina.com.cn
网址：www.cnpc.com.cn
主要产品：醇醚系列溶剂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
地址：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大街
九号
电话：0432-3976997
网址：www.cnpc.com.cn
主要产品：酮类溶剂等。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淄博市临淄区辛化路南首
电话：0533-754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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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9-88608369/88661998
传真：0519-88608716
邮箱：longxin@hbhj.com
网址：www.hbhj.com
主要产品：液压三辊研磨机系
列、SG三辊研磨机系列、S三辊
研磨机系列、天然花岗岩三辊
机系列、陶瓷三辊机系列液压
加热型三辊机系列、卧式珠磨
机立式珠磨机卧式砂磨机系
列、立式砂磨机系列二辊研磨
机系列、开放式、炼胶机系列
分散机捏合机。

常州市武进八方机械厂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
殷家巷南面，213119
电话：0519-88601535
传真：0519-88606310
邮箱：caibao@czcaibao.com
网址：www.ba-fang.com
主要产品：专业生产三辊研磨
机、分散机、砂磨机。

常州自力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横山桥镇芙蓉西
柳塘815号
电话：0519-88768868  
88761043
传真：0519-88768878
邮箱：zlhj88@163.com
sales@china-zili.com
网址：www.zlhj.com
主要产品：三辊研磨机系列、高
速分散机系列、低速搅拌机系
列、研磨机系列、珠磨机系列。

重庆华银机电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同兴
工业园13栋2号
电话：023-63173939
传真：023-63173938
邮箱：cqhy_ly@cqhy.com
网址：www.cqhy.com
联系人：廖女士 13896004270 
主要产品：湿法研磨设备、混
合设备、输送设备、包装设备、
无级调速设备、成套设备、实
验室设备

科罗比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
深南大道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
23A
电话：0755-8252 0432
传真：0755-2395 7447
网址：www.corob.com

主要产品：自动调色设备、智
能化配料调色生产系统、软件
和相关解决方案。

德国JVK过滤系统有限公司上
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
技园区科苑路88号
电话：021-28986877
传真：021-28986879
邮箱：jvkchina@126.com
网址：www.jvk.de
主要产品：JVK 过滤部件。

东莞市康博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区立新东海
工业区恒浩峰科技园
电话：0769-83281806
传真：0768-83210035
网址：www.kangbomech.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纳米棒销
式砂磨机、卧式砂磨机、涡轮
纳米砂磨机

东莞市琅菱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寮步镇西溪红棉
南路8号
电话：0769-83239325
传真：0769-83261721
邮箱：athenaxu@longlymill.com
网址：www.longlychina.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棒销式砂
磨机、超细砂磨机、涡轮式砂
磨机。

东莞市上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主
山上三杞村
电话：0769-22256081
0769-22666635
传真：0769-22205227
邮箱：sales@twsunin.com
网址：www.twsunin.com
主要产品：填充机、搅拌机、
砂磨机。

佛山市萃利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祖庙路1号
A富荣中心8楼822室
电话：0757-82299655
传真：0757-82299755
邮箱：fs_cherry@sohu.com
网址：www.fscherry.com
主要产品：气动隔膜泵、气动
马达过滤器、气动工具、气动
葫芦、气动柱塞泵、其它工业
主要产品。

佛山威迪科彩色装饰涂料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
滘工业园置业路6号，528311

传真： (734) 233-3072
邮箱：
dhense@stonebridgelabs.us
网址：www.stonebridgelabs.us
联系人：Debora Hense (技术总
监)
简介:涂料配方、涂料和原材料
的产品开发和试验，以及技术
咨询服务。

American Ultraviolet 
地址：212 S. Mt. Zion Rd., 
Lebanon, IN 46052 UNITED 
STATES 
电话：(800) 288-9288
(765) 483-9514  
传真: (765) 483-9525  
网址：
www.americanultraviolet.com 
联系人：Meredith C. Stines 
简介：紫外线固化系统、紫外
线灯、辊涂机、进料器、对叠
器、定制紫外线设备、点固化
设备、百叶窗设备。

AMETEK Commercial Enter-
prise (Shanghai) Co. Ltd.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越秀区广州大道北
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塔905-906
室, 510075 
电话：(86) 20/8363-4768  
传真: (86) 20/3760-0548 
邮箱：a_liu@brookfield.com.cn 
网址：www.brookfield.com.cn 
联系人：Robert G. McGregor
（全球营销总监）
Ashley Liu（实验室销售经理）
David DiCorpo（实验室销售总
经理） 
简介：AMETEK 拥有80多年粘
度测定/控制经验，在全球处于
领先地位。Brookfield 生产制造
黏度计、流变仪、结构分析仪/
粉流测试仪。

Sensory Analytics, Spec-
Metrix Systems 
地址：The Sensory Bldg., 4413 
W. Market St., Greensboro, NC 
27407 UNITED STATES 
电话：+1 (336) 315-6090  
传真: +1 (336) 315-6030 
邮箱：info@specmetrix.com
jy@ centrongroup.cn 
网址：www.specmetrix.com 
联系人：Greg Frisby（印度市场

经理）
Vivian Poteat（销售支持经理）
Cliff Ji（中国区经理）
主要产品：用于透明和不透明线
圈、金属或薄膜涂层，湿或干涂
层的层厚在线精确测量系统。

ADWEST公司
希柯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
路230号1A5F，201307
电话：021-62560386/0387
传真：021-58249697
邮箱：azhang@cecoenviro.com
gramus@cecoenviro.com
网址：www.cecoenviro.com
www.adwestusa.com
联系人：Aaron Zhang
Gary Ramus
主要产品：美国Adwest公司自
1988年以来已设计超过800多
种RTO蓄热式热力催化焚化炉，
可用于VOC空气污染控制。

百士吉泵业集团（PSG）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
1 3 5 0号中信泰富申虹广场
1201-1202室，200080
电话：021-60722603
传真：021-66283006
网址：www.psgdover.com
主要产品：正位移泵、离心泵、
压缩机、搅拌器、PSG技术-系
统等。

北京赛德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
街3 0号院 8号楼 7层 7 0 1，
100144
电话：010-57551399
传真：010-57551272
邮箱：sdl@sdl.com.cn
网址：www.sdl.com.cn
主要产品：涂料成套生产设备、
分散乳化机、卧式砂磨机、涂
料罐装设备。

布勒设备工程（无锡）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薛典
北路71号
电话：0510-85282888
传真：0510-85282889
邮箱：
buhler.china@buhlergroup.com
网址：www.buhlergroup.cn
主要产品：砂磨机、分散机、
搅拌机、粉体生产线。

常州市龙鑫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东门外横山桥镇奚
巷，213119
电话：



100 WWW.PCIMAGCN.COM2021 7年 月 ·

电话：0757-29832502
传真：0757-29832504
邮箱：info@eurotints.com
网址：www.eurotints.com
主要产品：调色系统以及色彩
相关技术。

固瑞克流体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29号7号楼，200011
电话：021-64950088
传真：021-64950077
网址：www.graco.com
主要产品：DEF 泵、Hot Melt 
Equipment、Meters、喷枪和
喷涂设备、供料系统等。

广东金宝力化工科技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
教工业大道新熹三路南1号 
电话：0757-22200222   
400-0075706 
传真：0757-22817190
主要产品：搅拌分散设备、
反应设备、过滤罐装设备、
色浆研磨设备、清洁化生产
辅助设备。

广州辉鑫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茶
东村东兴路西三横路1号，
511450
电话：020-84556793
传真：020-84556792
邮箱：jhzidonghua@163.com
网址：www.huixintech.com
主要产品：重力式自动灌装生
产线、自动灌装机、自动破碎
计量成套设备。

广东派勒智能纳米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禹区创源路1号
电话：020-61925888
传真：020-61925558
网址：www.puhler.com
主要产品：纳米研磨智能装备
系统整厂定制，纳米实验中心、
纳米研磨技术、混合及分散设
备、系统&配套工程。

广州升泰涂料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南海狮山狮岭工业区
电话：0757-85934810 
邮箱：gdlitai@yahoo.com.cn
网址：www.litai-gd.com
联系人：张先生 13925456199 
主要产品：优选机、调色机、
混合机。

海阳市静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海阳小纪工业园区
电话：0535-3521006/3521396
传真：0535-3522068
邮箱：market@hyjingdian.com
网址：www.hyjingdian.com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设备。

海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
安数码城F3.8栋C、D座八楼，
518040
电话：0755-83300666
传真：0755-83300726
网址：www.opmaterial.com
主要产品：功能助剂、调色设备。

杭州科百特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河
上镇大桥工业园，311265
电话：0571-87704266
传真：0571-87704256
邮箱：sales@cobetterfilter.com
网址：www.cobetterfilter.com
主要产品：折叠滤芯、过滤器、
深层滤芯、滤袋。

合肥华派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肥东新城开发区
电话：0551-64410691
传真：0551-65326488
邮箱：huapaijidian@126.com
网址：www.hfhuapai.com
主要产品：分散、研磨、乳化
设备等。

华尔宝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恒通路360
号一天大厦7B09，200070
电话：021-63806481
传真：021-63806482
邮箱：tony.liu@wab.cn.com
网址：www.wab.cn.com
主要产品：湿磨设备、混合设备。

嘉善川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
晋吉路16号
电话：0573-84839288/84706208
15068306601
传真：0573-84706218
邮箱：mikawa04@mikawa.com
网址：www.mikawa.com.cn
主要产品：泵浦主要产品、过
滤机、磁力泵。

江苏东邦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宜兴经济开发区
214213
电话：0510-87868999 
传真：0510-87868918
邮箱：lxddcqy@163.com

网址：www.jsdongbang.com
联系人：刘旭东 13585035886
主要产品：密闭过滤机、化工
离心泵、隔套保温泵。

江苏洪流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
宜北路912号
电话：
0510-87122999/87121888 
传真：0510-87122185
邮箱：web@hongliu.com.cn
网址：www.hongliu.com.cn
主要产品：砂磨机系列、分散
搅拌机、反应釜系列、过滤机
系列、输送泵系列、硫磷专用、
灌装机系列。

江西晶安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安义县万埠镇
电话：0791-83432285
传真：0791-83432197
邮箱：
kingan.sales@China-Zr.com
网址：www.china-zr.com
主要产品：钇稳定氧化锆、磨
介、结构陶瓷机械件。

江阴精细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麦科充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锡
澄路1490号，214401
电话：0510-86501561
传真：051086501256
邮箱：info@finemachinery.com
网址：www.finemachinery.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球磨机、
高速分散机、真空脱泡分散机、
搅拌机、调漆槽、高速分散釜、
移动式料缸、实验室设备、袋
式过滤机。

江阴市晨铭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文林镇人民路
电话：0510-88347220 
传真：0510-86347220
网址：www.cmhgjx.com
联系人：包经理 13506160565
主要产品：搅拌机、分散机、
三辊机、灌装机、料桶倾倒车、
洗桶车、球磨机、砂磨机、球
磨机、实验室设备、混合机。

江阴市范式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工
业园区华澄路16号
电话：0510-6504577
邮箱：fanshijx@163.com 
网址：www.hongdajy.com
联系人：陆攀峰 15061743166
主要产品：砂磨机、分散机、
分散釜、过滤机拉缸、研磨机。

江阴市洪腾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青阳镇锡澄路
1628号，214401
电话：0510-86510981
传真：0510-86510982
网址：
www.hongtenghuaji.com.cn
主要产品：砂磨机、立式球磨
机、各类搅拌机、高速分散机、
搅拌分散釜、料缸及配件、各
类实验机、过滤振动筛。

江阴市精杰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锡
澄路1576（交警中队对面），
214401
电话：0510-86512691
传真：0510-86514691
邮箱：ceo@cnjingjie.ccom
网址：www.cnjingjie.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高速分散
机、搅拌机、吊挂式乳化机、
三辊研磨机、球磨机、袋式过
滤机、震动过滤筛、自动液体
灌装机、捏合机。

江阴市康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峭岐工业
园区迎宾大道31号，214408
电话：0510-86563878
传真：0510-86562684
邮箱：jykangjie@gmail.com
网址：www.jykangjie.com
主要产品：灌装机。

江阴市勤业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里
旺里村润阳路22号
电话：
0510-86513658/86505813
传真：0510-86513258
邮箱：sales@qyhj.com
网址：www.qyhj.com
主要产品：分散机、搅拌机系
列、乳化机系列、研磨机系列、
油漆生产设备、灌装机系列、
其他系列。

江阴市双丰机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双丰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工
业园锡澄路1575号，214401
电话：0510-86513108 
0510-86513208
传真：0510-86513108
邮箱：sales@sfjx.com
网址：www.sfjx.com
主要产品：成套设备卧式砂磨
机系列、灌装机系列、立式砂
磨机系列、压灌、搅拌机系列
乳化、过滤机系列、分散机系
列、研磨、球磨机系列、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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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系列、配套设备系列、混合
机系列、小试设备系列、反应
釜检测仪器系列。

江阴市双叶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顾山镇北
国北新街48号，214413
电话：0510-86351508 
0510-86354777/86351030
传真：86-0510-86951386
邮箱：shuangye@shuangye.cn
网址：www.shuangye.cn
主要产品：搅拌机、搅拌机、过
滤器、分散机、吸墨机、球磨
机、砂磨机、高速分散机。

井上（天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莘
沥路587号
电话：021-64880548
传真：022-82117957
邮箱：ale@tjinoue.com
网址：www.inouemfg.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搅拌机。

罗斯（无锡）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
万全路55号
电话：
0510-88266450/85080300
传真：0510-85080390
邮箱：sales@mixers.com
网址：www.mixers.com.cn
www.highshearmixers.com
联系人：George Lu
主要产品：生产多种混合、搅
拌、干燥、乳化、均质、分散
和控制设备，可用于涂料、油
墨、化学品和其它工业。

密友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玉
城中路１号
电话：
0512-57790006/55176688 
传真：0512-57791241
邮箱：miyou@miyou.com.cn
网址：www.miyou.com.cn
主要产品：粉体设备、机械密
封、压力容器、纳米金属粉、
纳米复合润滑自修复剂。

奈镁克（上海）精密机械有限
公司（通又顺）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
旺路59号，201702
电话：021-22818889
传真：021-39879136
邮箱：sales@tonson.cn
网址：www.tonson.cn
主要产品：气动搅拌机、气动
升降式搅拌机、气动风扇、气动

葫芦、油抽、螺旋叶片、隔膜
泵浦、垂直泵浦、振动器、涂
料振动混合装置、液体过滤系
统、搬运车、涂料和材料搬运
操纵装置。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张江高科
技 园 区 郭 守 敬 路 1 3 7 号 ，
201203
电话：021-38669166
传真：021-3866 9199
邮箱：shanghai@nordson.com
网址：www.nordson.com.cn
主要产品：喷涂设备

耐驰（上海）机械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嘉安公路
3136号
电话：021-69576008-8534 
传真：021-69576036
网址：netzsch-grinding.cnpow
der.com.cn
简介：德国耐驰集团拥有138年
历史，下设研磨与分散、热分析、
泵三大业务单元。耐驰的湿
法及干法研磨技术在全世界
研磨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可
为各行业客户提供灵活的解
决方案。我们在德国、英国、
美国、巴西、西班牙、俄罗斯
及中国设有工厂及实验室。
主要产品有研磨、分散混合
设备、低压均质机、在线分
散设备、砂磨机等。

耐驰（兰州）泵业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兰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刘家滩506号
电话：0931-8551956
传真：0931-8552376
网址：www.netzsch.com
主要产品：NEMO®泵。

萍乡市禾田陶瓷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萍乡市安源经济开
发区西区纬二路
电话：0799-6612508
传真：0799-6612888
邮箱：360301@pxhertian.com
网址：www.pxhetian.com
主要产品：研磨介质、球磨机
内衬、耐磨瓷片。

秦皇岛金佳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望海店工业园
电话：0335-6309998  
传真：0335-6309996
网址：www.jinjiamac.com
联系人：朱宏伟 13333333390
主要产品：砂磨机、研磨机、分

散机、珠磨机、搅拌机、搅拌
釜、反应釜、高粘度搅拌机、液
压挤出机。

勤运国际贸易(太仓)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开发区柏庐南路999
号吉田国际广场,215413
电话：0512-53862000
传真：0512-53862002
主要产品：稳动缸、拉缸清洗
设备、溶剂回收设备。

青岛迈科隆粉体技术设备有限
公司/德国怡发有限公司青岛研
制基地
地址：青岛高新区金岭工业园1
号路（青岛黄海橡胶集团南侧
路东），266111
电话：0532-87908088 
13505326505
传 真：0532-87909068
邮箱：
sales@micronchina.com.cn
网址：www.micronchina.com.cn
主要产品：气流分级机、气流
粉碎机、震动磨、机械粉碎机、
脉冲除尘器、中药粉碎机。

日时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路111号白云
大厦2217室，510100
电话：020-83292986
传真：020-83292996
邮箱：yesuixin@21cn.com
网址：www.nismix.com.cn
主要产品：分散设备研磨设备
生产控制和辅助设备。

广东爱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石碣镇大洲
工业二区顺兴路3号
电话：0769-86289959 
0769-87065562/86018246 
传真：0769-86018245 
邮箱：air.wt@163.com 
网址：www.airwt.com
主要产品：净水处理系统、纯
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中水
回用系统、水处理配件耗材。

广东创智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高新区迎宾
大道2号
电话：0758-6626158-8063
传真：0758-6626539
邮箱：attractive@vip.163.com
网址：www.attractivechina.com
主要产品：整厂涂装设备，并
按客户特殊需求而量身定做非
标设备，喷砂机、喷砂房、抛
丸机、大型汽车喷烤漆房、自
动喷涂线、自动喷漆生产线、自

动涂装生产线、自动涂装流水
线、自动喷涂流水线、喷粉
线、废气及废水处理等。

上海云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家浜路
789号均瑶国际广场17楼E2-3
室，200032
电话：021-6121 3886
传真：021-5115 5851
邮箱: sales@yunhuigroup.com
主要产品：有机废气（VOC）的
控制以及治理冷凝、RCO、
RTO、CTO、转轮浓缩、活性炭
吸附等工艺路线，服务于涂
料、印刷、化工，制药，涂装
等重点行业。

山特维克传动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莘庄工业园区银
都路4555号1号楼，201108
电话：021-24160888
传真：021-24160896
邮箱：info.spscn@ipco.com
网址：
www.processsystems.sandvik.com
主要产品：输送设备。

萨麦丝客牡林喷涂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802号A9栋
电话：021-54386060
邮箱：marketing@exel-china.com
网址：www.sames-kremlin.com
主要产品：涂装设备、喷枪。

上海贝尔特机电设备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220号
302室，200002
电话：021-63292729-109
传真：021-63230262-115
邮箱：brt@brt-sh.com
网址：www.brt-sh.com
主要产品：分散乳化机、搅拌
机、砂磨机、高压均质机、成
套设备。

上海边锋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徐公路
888号（中国梦谷）1号楼4B
电话：021-56980480
传真：021-56983149
网址：www.gemobeng.com
主要产品：气动隔膜泵、电动
隔膜泵、隔膜泵配件、隔膜泵
附件等。

上海东华高压均质机厂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18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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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JIAGE-SH@126.COM
网址：www.jghomo.com
主要产品：高压均质机、胶体
磨、分散乳化机的专业制造商。

上海江浪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如迪流体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南
阳港东路350号
电话：021-36333536
传真：021-36333539
网址：www.river-wave.net
主要产品：气动隔膜泵

上海力培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安顺路89弄7号浦
江大厦405室
电话：021-62947638  
传真：021-62947636
邮箱：bestblowerinCN@163.com
网址：www.leopard-pumps.com
联系人：舒经理 15900752254 
主要产品：公司主要经销和代
理各类进口电器、真空泵、风
机、计量泵、插桶泵各类工业
用泵。

上海赛杰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罗迎路558
弄56号101室，201908
电话：021-56624891
传真：021-56619438
邮箱：saijie@saijie.com
网址：www.saijie.com
主要产品：实验室多功能分散
机、实验室砂磨机、实验室搅
拌机、调速控制仪、高速分散
机、立式砂磨机、过滤灌装机。

上海申新恒力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嘉
好路1379号
电话：
021-59124234/59123019
传真：021-59123133
邮箱：sxhl5012@sina.com
网址：www.shsxhl.com
主要产品：内冷却卧式全能珠
磨机、珠磨机KH立式内冷却高
粘度、全液压三辊机SGG-1300、
M液压升降（立式）全封闭珠磨
机、珠磨机WSP内冷却粘度卧
式、WSC内冷却卧式全能珠磨
机、WST卧式珠磨机、珠磨机
KH立式内冷却粘度、全液压三
辊机SGG-1300、WSZ内冷却立
式双锥型珠磨机、GFA-2M系列
双 轴 双 速 分 散 机 、
GFB-Q-YX-1.5气油升降高速分
散机、GFB-X-P高速分散机、
GFB-X-D高速分散机、卧式砂磨

机（WS系列）、内冷却立式双
锥型珠磨机（WSZ系列）、高
粘度卧式双锥型珠磨机（WSP系
列）、分散机（GF系列）。

上海世赫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
振盈路548号
电话：
021-52913185/52913186
传真：021-39105417
邮箱：siehe@siehechina.com
网址：www.sieheindustry.com
主要产品：主要产品有分散设
备、研磨设备、乳化设备、混
合搅拌设备、输送设备、容器
和罐装设备、过程控制设备的
完整主要产品链、并可以为用
户提供整厂成套设备输出。

上海苏凯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410
弄87号403室
电话：021-62172999
传真：021-62176770
邮箱：shanghai@hoslink.com.cn
主要产品：生产和测试设备、
F&FM公司（Fast&FluidMan-
agement）、比利时迪富力公
司（DeVree）、德国尼曼公司
（Niemann）、美国爱色丽公
司（X-Rite）。

上海苏尔寿工程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68号
电话：021-64306868
传真：021-64306688
邮箱：mixpac@sulzer.com
网址：www.sulzer.com
主要产品：喷涂系统

上海索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恒丰路500
号宝矿洲际商务中心2901室
电话：021-63171155
传真：021-63178868
邮箱：sower@sowerchina.com
网址：www.sowerchina.com
主要产品：分散机、研磨机、
乳化机、搅拌机、成套设备、非
标设备、其它设备。

上海威泽尔机械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桥工业园
区新格路1151号，201612
电话：02157687370
传真：02167687043
邮箱：info@wpowtec.com
网址：www.wpowtec.com
主要产品：自主设计制造粉体开袋

站、自动卸料仓、以及破块、粉
碎、筛分、输送、混合、称重、计
量、灌装等方面工艺与设备。

上海侠飞泵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金山工业区夏宁路
666弄96号
电话：021-51863888
传真：021-51686776
邮箱：
china-sales@jofeepump.com
网址：www.meteringpump.cn
主要产品：MORAK牌气动隔膜
泵、PP中间体-MA系列专业泵等。

上海盈柯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 上海市普陀区 上海
普陀区云岭西路356弄3号2楼
电话：021-62433309
传真：021-62570492
邮箱：service@skylink-tec.com
网址：yinkesha.com.pe168.com
主要产品：气动隔膜泵、旋转凸
轮泵、磁力齿轮计量泵、在线粘
度计。

上海优力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嘉定区南翔镇丰翔路
2710号
电话：021-39927503
传真：021-39927507
邮箱：youli-888@163.com
网址：www.youlisun.com
主要产品：涂料灌装系列、油墨
包装系列、油墨真空封盖机。

上海尊立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619
号（城市概念）2号楼A28室，
200090
电话：021-65543995
传真：021-65543926
网址：www.sh-zunli.com
主要产品：气动隔膜泵、气动双
室隔膜泵、抽桶泵 磁力泵 离心
泵、计量泵等。

深圳市利腾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寮步镇石步敬业路
6号
电话：0769-82566808 
传真：0769-82566801
邮箱：ltdsz@ltdsz.com
网址：www.ltdsz.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分散机、
检测仪器过滤机。

深圳市美施联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
环大道9018号大族创新大厦A区
5楼502室，518057
电话：0755-86510380/0381

电话：021-54468118  
传真：021-54468608
网址：www.donghuamachin
e.com
联系人：孙建民 13901816392 
主要产品：高压均质机。

上海法孚莱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于
庄路501号
电话：021-51093066
传真：021-36377608
邮箱：sale@farfly.com
网址：www.farfly.net.cn
主要产品：研磨设备、分散乳
化设备、研磨设备、涂料成套
设备。

上海弗鲁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顺
达路300弄21-22号，201802
电话：021-23099368
邮箱：fluko@fluko.com
网址：www.fluko.com
主要产品：实验室系列、高剪
切分散乳化系列、捷流分散混
合系列、固/液分散混合系统、
反应系统、搅拌器系列。

上海浩洋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宝山工业园区金勺
路1438号
电话：
021-31268918/56491887
传真：021-51685718
邮箱：sale@haoyangpv.com
网址：www.shhypump.com
主要产品：塑料泵、铝合金泵、
不锈钢泵。

上海绩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花江路2601号
大学科技园1号楼A区5楼
电话：
021-61396166/61460295 
传真：021-61396168
网址：347260.51sole.com
联系人：俞雁刚
主要产品：IDEX集团气动隔膜
泵系列、齿轮泵、TUTHILL凸轮
泵、JOHNSON/DELFIN离心
泵、IWAKI/VANTON/DELFIN计
量泵、PULSAFEEDER/IWAKI等
过滤设备、FSI/HAYWARD/E-
PEDEMAG德马格起重设备。

上海嘉格轻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杨王工业
园耀杨路228号，201406
电话：021-64906552
传真：021-3751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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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86510382/0383
传真：0755-86510389
网址：www.maxlink-tech.com
主要产品：手动喷枪、自动喷
枪、压缩空气过滤及检测设备、
呼吸保护设备、涂料输送设备、
辅助配套主要产品。

深圳市三星飞荣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楼
岗工业区松岗大道38号
电话：18923407465
传真：0755-27054381
邮箱：
sanxingfeirong@hotmail.com
网址：www.shamojiqi.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分散机。

升泰涂料设备有限公司
信泰轩调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南海狮山狮岭工业区
电话：0757-85934810
传真：020-81114296
邮箱：gdlitai@yahoo.com.cn
网址：www.litai-gd.com
联系人：张先生 13925456199 
主要产品：优选机、调色机、
混合机。

圣戈班集团西普公司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550号海
洋大厦9楼915-916室，200002
电话：021-6361 6577
传真：021-63617790
网址：www.zirpro.com.cn
主要产品：研磨&分散用陶瓷微
珠、表面处理用陶瓷弹丸、氧
化锆粉末、锆化学制品。

圣合化工机械（广东）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
山镇松岗松夏工业园官塘路
电话：0757-85200677
传真：0757-85200078
邮箱：
service@shengshyan.com.tw
网址：www.shengshyan.com.tw
主要产品：砂磨机、搅拌机。

斯凯力流体工程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八路
438号
电话：021-62433309
传真：021-62570492
网址：www.skylink-tec.com
主要产品：SKYLINK气动双隔膜
泵、凸轮转子泵。

台州凯撒凯亚化工传动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螺
洋街道财富大道

电话：0576-82365966
传真：0576-82365922
邮箱：danping.zheng@chin
a-ksky.com
网址：www.china-ksky.com
主要产品：环氧及树脂钢带设
备、ZLHF系列容器混合机、
ZLM（ACM）系列立式磨粉机、
ZSP系列不锈钢水冷钢带、ZLJ
系列挤出机。

图特斯工具系统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
康桥东路11 5 9弄9 1 - 1号，
201315
电话：021-68182800
传真：021-68182690
邮箱：info@festool.com.cn
网址：www.festool.cn
主要产品：手工打磨边角和弧
面，电动偏心振动磨机，气动
偏心振动磨机。

天台精工西力玻璃珠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天台县城关坝头，
317200
电话：0576-83952349/83952288
邮箱：infor@ttegb.com
网址：www.ttegb.com
主要产品：研磨玻璃珠、研磨
用锆珠、精密玻璃珠、装饰玻
璃珠、喷丸玻璃珠、道路反光
玻璃珠。

无锡华傲环保设备厂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
社华圻，214187
电话：0510-83322981
传真：0510-83320588
邮箱：huaye@huaye-china.com
网址：www.huaye-china.com
主要产品：尼龙单丝过滤袋、
BAF滤袋式过滤器、钢环针刺毡
滤袋、多袋型过滤系统、钢环
滤袋、滤芯式过滤器、折叠形
纸质滤芯、金属滤芯、针刺毡
除尘袋、覆膜过滤袋。

烟台东辉粉末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开发区松花
江路9号，264006
电话：0535-6398693/6398691
传真：0535-6398690/6085834
邮箱：
ytdh@yt-public.sd.cninfo.net
网址：www.powderdevice.cn
主要产品：磨粉机挤出机混合
机压片机。

烟台东源粉末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怡华

工业园，264002
电话：0535-6846842
传真：0535-6846843
邮箱：ytgj@163169.net
网址：www.ytgj.com.cn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生产线及
相关配套设备。

烟台凌宇粉末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工业
园隆昌路6号，264003
电话：0535-6919219
传真：0535-6919139
邮箱：info@lingyumach.com
网址：www.lingyumach.com
主要产品：FHJ系列全自动混料
机、PHJ高速混合机、SHJ三维
均混器、SLJ双螺杆挤出机、
YPR系列辊式压片机、YPJ系列
压片机、YPW不锈钢带冷却压
片机、LYF磨粉机、JP喷枪。

烟台三立（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北
关大街西首三立路2号
电话：0535-4716685/4706127
传真：0535-4716685
网址：www.sanli-jituan.com
主要产品：混合机、挤出机、
压片机、磨粉机、混合机。

宜兴市呈龙涂料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经济开发区
342省道屺山路
电话：0510-87541316/87541856
传真：0510-87545158
邮箱：zsj@cltj.com
网址：www.cltj.com
主要产品：树脂聚合设备、高
速分散机、行星搅拌机、真空
搅拌机、过滤设备、研磨机、
干粉混合设备、厚浆涂料生产
设备、多功能釜、高速分散釜、
调漆釜、灌装机。

宜兴市诚达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洋溪下邾
街百合花路
电话：0510-87573488
传真：0510-87570666
邮箱：web@zgtljx.com
网址：www.zgtljx.com
主要产品：涂料成套设备系列、
分散磨细设备系列、反应釜设备
系列、过滤设备系列、干粉混合
设备系列、实验室设备系列。

宜兴市飞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洋
溪工业区
电话：0510-87570758  
传真：0510-87570758

邮箱：web@fyjxsb.com
网址：www.fyjxsb.com
联系人：戴亚平 13706158020 
主要产品：超细磨剥机、系列
砂磨机、列密闭过滤机、系列
振动筛分过滤器、系列调速分
散机、双轴搅拌机、高粘度厚
浆涂料分散混合机、真石漆专
用设备、反应树脂成套设备、
干粉混合机、输送设备及实验
设备。

宜兴市九州岛研磨介质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东
虹路17号，214251
邮箱：
le.rui@grindingbeads.com
网址：www.grindingbeads.com
联系人：芮经理 18616516320 
王女士 13801531779 
主要产品：氧化钴陶瓷微珠、氧
化钴陶瓷喷丸、硅酸陶瓷磨介。

英美科自动化设备（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802号A14栋
电话：021-67600873
传真：021-67600876
网址：www.inkmaker.com
主要产品：工厂调色设备。

张家港市通惠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张家港市欧
洲工业园，215618
电话：0512-58163032/58163033
0512-58598100
传真：0512-58163035
邮箱：thjx@cnthjx.com/
thjx-88@163.com
网址：www.cnthjx.com
主要产品：搅拌机、吸墨输料
机、灌装机、挤出机、实验用
搅拌分散设备、调速分散釜系
列、分散机、过滤机等。

长沙中隆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
766号
电话：
0731-84427228/84423858
传真：0731-84453877
邮箱：info@zr-product.com
网址：www.zr-product.com
主要产品：钇稳定锆球、硅酸
锆球、铈稳定锆球、铝球、锆
柱、二氧化锆、钇稳定氧化锆、
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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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三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荥阳市禹锡南二路与飞
龙路交叉口东南角
电话：0371-67857168 (乳胶漆
设备专线) ；0371-67857158
 (汽车漆设备专线)
传真：0371-67857166
邮箱：wanghui@santint.com
网址：www.santint.com
主要产品：调色机、混匀机、
搅拌机。

重庆红旗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蔡家镇凤
栖路6号11-1（重庆市机电仪工
业园），400022
电话：023-68277718
传真：023-68277818
邮箱：sale@cqhq.cn
网址：www.cqhq.cn
主要产品：珠磨机、三辊机、
分散机。

重庆宏达化工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铜梁金龙工业园
中南路866号
电话：023-45697857
传真：023-45697855
邮箱：cqhongda@163.com
网址：www.cq-hongda.com.cn
主要产品：卧式砂磨机锥筒砂
磨机、立式砂磨机搅拌机过滤
机、高速多用分散机、高剪切
分散乳化机、棒销可调容积卧
式密闭砂磨机、、分散盘内圆
弧齿轮泵搅拌机、分散盘砂磨
机、密封砂磨机、反应釜液体
灌装机、输送泵灌装机涂料、
油墨、油漆成套生产线。

重庆市江北区渝辉化工机械有限
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
园A区东田科技园，400026
电话：023-67865268
传真：023-67705356
网址：www.cqyhj.cn
主要产品：砂磨机、分散机。

珠海市长陆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红
旗镇金粮路3号
电话：0756-8155232/8155202
传真：0756-8155622
邮箱：longtec2008@163.com
网址：www.longtec.com
主要产品：智能工厂自动化与
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称重系
统、称重传感器、配料系统、
散料秤、料位开关、失重式给
料机、定量灌装秤、称重仪器仪

表、失重秤、冶金成套称重系
统、计量皮带秤、测力传感
器、日本ASAHI仪表。

株洲金陶高能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株洲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留学人员创业园A1栋
电话：0731-28812788
传真：0731-28824698
邮箱：jintao@jintaogn.com
网址：www.jintaogn.com
主要产品：Z80高强氧化锆陶瓷
微珠、高纯氧化锆陶瓷微珠。

株洲市欧华实业有限公司
东菀市鑫润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金马
工业园C2栋
电话：0731-28446998 
传真：0731-28254948
邮箱：oh@ohjx.com
网址：www.ohjx.com
主要产品：砂磨机。

MEGTEC Thermal Energy 
&Environmental Ltd.
地址：No.125， Ln. 1190,Jiu-
jing Rd， Jiuting Town,Songji-
ang District, Shanghai,201615 
电话：86-21-6769-7878
传真：86-21-3763-3050
邮箱：hzhang@megtec-cn.com
网址：www.durr-megtec.com
联系人：Lu Zhouyang (总经
理) ; Harrison Zhang (销售经理)
简介：生产用于压敏胶带和标
签、感光材料、磁带、粘土涂
层纸、无碳纸以及许多其他专
用涂层的工业催干剂;生产用于
工业工艺的VOC氧化设备。

石家庄市金达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无极县
北苏工业园
电话：0311-87352018
传真：0311-87352018
邮箱：15388519416@163.com
网址：www.jindatuliao.com
联系人：梁琪琪 13833141407
简介：石家庄市金达特种涂料
有限公司是石炼化下属改制企
业石家庄联合石化有限公司控
股控股子公司，注册资金2600
万元，占地6万平方米，可年生
产各类防腐涂料5万吨；是一家
集新型特种防腐涂料研制、生
产、销售、技术咨询服务于一体

的专业化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市柳溪机器人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桃花
源科技创新园二号研发中心  
电话：0755-27697380
传真：0755-27697382
手机：13600415926
邮箱：liushrobot@foxmail.com
网站：www.liushrobot.cn,
联系人：熊建林
简介：主要产品涂装设备，机器
人集成装备，物流输送设备。

ACT Test Panels LL+C
地址：273 Industrial Dr., 
Hillsdale, MI 49242 UNITED 
STATES
电话：+1 (517) 439-1485
传真：+1 (517) 439-1652
邮箱：
sales@acttestpanels.com
网址：www.acttestpanels.com
联系人：Brad Kimpell（业务开
发销售副总裁）
简介:提供由各种基材、预处理
和油漆体系构成的测试版，以及
兼容性和材料测试，外观标准等
服务。

AMETEK Commercial Enter-
prise (Shanghai) Co. Ltd.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越秀区广州大道北
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塔905-906
室, 510075 
电话：(86) 20/8363-4768  
传真: (86) 20/3760-0548 
邮箱：brookfield-china.sales@
ame-tek.com 
网址：
www.brookfield.com.cn 
联系人: Forrest Qiu (销售服务经

理) ; Victoria Case (全球营销总
监)
简介: Brookfield 是AmetekInc.
的- -个业务部门，是液体和半固
体粘度测量和控制领域的世界领
先者!公司提供全系列的粘度
计、流变仪、结构分析仪、粉末
流量测试仪和水分分析仪。

DeFelsko Corp.狄夫斯高公司
地址：800 Proctor Ave., 
Ogdensburg, NY 13669 
UNITED STATES
电话：+(315) 393-4450
传真：+(315) 393-8471
邮箱：techsale@defelsko.com
网址：www.defelsko.com
联系人：Terry LaRue（销售经
理）
简介：狄夫斯高为美国涂层测厚
仪和检验仪器生产商，包括可互
换探针的PosiTector系列。

Quad Group Inc. 
地址：1815 S. Lewis St., Spokane, 
WA 99224 UNITED STATES 
电话：+1 (509) 458-4558  
传真: +1 (509) 458-4555 
邮箱：
info@quadgroupinc.com 
网址：
www.quadgroupinc.com 
联系人：Kathryn Parker（行
政）Maria Riegert（总裁）
主要产品：附着力、硬度和材料特
性测试仪器，合同试验和咨询。
Sierra Instruments, Asia

斯亚乐仪器代表（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航头
镇航都路25号森普工业园5栋二
楼，201316 
电话：86-21-58798521
86-21-58798522
传真：86-21-58798586
邮箱：info@sierra-asia.com
网址：www.sierra-asia.com
联系人：Scott Rouse （产品经
理）
简介：全球领先的流量测定和控
制设备供应商，已有40余年历
史。Sierra 公司设计并生产气体、
液体和蒸汽用高性能流量仪。

爱色丽（上海）色彩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105·

518号二期1座6楼，200335
电话：400-606-5155
邮箱：lixu@XRITE.com
网址：www.xrite.cn
简介：爱色丽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彩通公司是全球色彩科技
的领导企业。公司通过测量系
统、软件、色彩标准及服务开
发、制造、营销和支持创新色
彩解决方案。爱色丽在启发灵
感、选择、测量、配色、通信
和色彩匹配方面的专业知识可
帮助用户在首次以及每次使用
时都能选择正确的色彩，从而
产生更好的品质并降低成本。

奥地利安东帕（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合川路2570号科
技绿洲1-2号楼11层
电话：021-64855000
传真：021-64855668
网址：www.anton-paar.com.cn
主要产品：流变仪、旋光仪、
折光仪、固体表面Zeta电位分
析仪、SAXSessx小角X光散射
仪、闪点与燃点测定仪等。

北京科诺达涂装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工业开发区
凯驰大厦C座315室
电话：010-58411662 
15232336229
传真: 021-36368094
邮箱: info@setaram.cn
网址: www.setaram.com.cn
主要产品:Labsys同步热分析仪、
Tci导热系数仪、Sensys:evo高压
卡尔维量热/热重分析仪、全自动
高压气体吸/脱附仪PCTPro等。

复纳科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
科技园科苑路88号德国中心E座
502室，201203
电话：021-28986875
传真：021-28986356
邮箱：info@phenom-china.com
网址：www.phenom-china.com
主要产品：Phenom（飞纳）台
式扫描电镜。

英国富瑞曼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莲花路1733号，
华纳商务中心512单元
电话：021-6478 9668
传真：021-6478 8689
邮箱：info@freemantech.com.cn
主要产品：多功能粉末测试仪

广州柏励司研磨介质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西城路295

号，511400
电话：020-84603730
传真：020-84603731
邮箱：pleasedbead@sina.com
网址：www.gzpleased.com.cn
主要产品：研磨介质、测厚仪、
砂磨机、配件喷丸。

广州标格达实验室仪器用品有限
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广场
翠雍轩601室，510663
电话：86 -20 -82583572、
82583516
传真：86-20-82583516
邮箱：andysun@biuged.com
网址：www.biuged.com
主要产品：粘度测试系列、原
漆性能检验、制膜系列、涂层
表面物理性能、涂层表面机械
性能、建筑涂料检测仪器、建
筑涂料检测仪器、油墨检测仪
器、实验室通用设备、环境测
试设备、测试级标准基材、实
验室用标准消耗品。

Brookfield
广州博勒飞黏度计质构仪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州市广州大道北
193号新达城广场南座905-906
室，510075
电话：020-37600995
邮箱：j_ding@brookfield.com.cn
网址：www.brookfield.com.cn
联系人：James Ding
主要产品：2014年是博勒飞公
司成立80周年！公司生产旋转
粘度计，流变仪，在线粘度计、
质构仪和粉体流动测试仪等。

广州盛华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黄埔东区骏业路
257圣力科技园A栋3楼
传真：020-22197699/98/97
网址：bevsinfo.com
主要产品：漆膜弹性测试仪、
盐雾测试以及日光加速老化测
试、前/表面处理检测仪器、膜
厚测量仪、硬度测试仪、耐磨
测试仪、划痕仪、涂膜制备器、
附着力测试仪、光泽仪、色差
仪/超色光谱测色仪、比重计、
炉温跟踪仪/温度测量仪、粘度
测量/粘度计/粘度杯。

广州仪科实验室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艾卡中国公司）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友
谊路173-175号 500001
电话：020-82226771
传真：020-82088373

邮箱：info@ika.cn
网址：www.ika.cn
主要产品：磁力搅拌机、混合
机、顶置式搅拌机、摇床、均
质机、研磨机、旋转蒸发仪、
量热仪、实验室反应釜等。

杭州兆鑫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杭州市江干区秋涛
北路83号新城市广场B2706，
310032
电话：0571-86436861
传真：0571-86436859
网址：zxkj.diytrade.com
主要产品：颜色检测设备。

卡勒芙瑞色彩科技（昆山）有限
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开发区饮
马路118号
电话：0512-50321066
传真：0512-50323728
网址：www.colourfellas.com
主要产品：色卡

昆山市邱氏色卡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城
北西路555号
电话：0512-57654368
邮箱：sell@fkcc.com.cn
网址：www.qs1997.cn
主要产品：色卡。

力顺仪器设备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合庆奚阳路杨
家宅150号，201315
电话：021-58974077/8099
021-58356097/589
传真：86-021-58977434
邮箱：info2014@mariso.com
网址：www.mariso.cn
主要产品：钢板测厚、材料硬
度。

梅特勒-托利多
地址：上海市桂平路589号，
200233
电话：021-64850435 
4008-878-788
传真：021-64853351
邮箱：ad@mt.com
网址：www.mt.com
主要产品：通用分析仪器、行
业专用仪器、实验室设备、环
境监测仪/生化仪。

美国Anasys仪器公司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41号377室，200040
电话：13817403668
传真：021-54904525
网址：harry.li.nano@gmail.com

主要产品：纳米热分析仪、原
子力显微镜等。

美国Q-LAB公司上海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共和新路3388号
（江场西路100号）永鼎大厦
1001室，200436
电话：021-58797970
传真：021-58797960
邮箱：info.cn@q-lab.com
网址：www.q-lab.cn
联系人：张恒（首席代表）
主要产品：紫外光加速老化试
验机、氙灯试验箱、循环腐蚀
盐雾箱、户外曝晒系统、辐照
度计&温度计、QUV和QCT空间
节省装置、冷凝测试箱、灯管
和滤光器、测试服务。

美国优特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申富
路679号D座，201108
电话：021-54429227
传真：021-54424113
邮箱：
sales@ultratech-science.com
网址：www.ultratech-science.com
主要产品：X荧光测厚仪。

诺苏电子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人民路万
达广场B座
电话：0512-67628672
网址：www.northet.com
主要产品：色差仪、色差计、
测色仪。

普利赛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808
号B栋402室，200030
电话：021-64477888
传真：021-64476677
邮箱：
mailto：info@precisaitl.com.cn
网址：www.precisaitl.cn
主要产品：天平衡器、泛用仪
器、粘度分析、色差分析、干
燥灰化、搅拌均质、物性检测。

瑞典百欧林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代表处）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01号
远东大厦1603室，200120
电话：021-61659769
传真：021-61659770
网址：www.biolinscientific.com
主要产品：石英晶体微天平、
LB膜分析仪、侵入成膜仪、表
界面张力仪、光学接触角仪、
表面流变测试仪、表面红外测
试仪、牙科植体稳定性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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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7号6号楼，201206
电话：021-68654588
传真：021-61002125
网址：www.thermofisher.cn
主要产品：流变仪、粘度计、双
螺杆挤出机、傅里叶红外光谱
仪、拉曼光谱仪、近红外光谱。

上海微谱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国伟路135
弄9号，200008
电话：021-31785195
传真：021-31785286
邮箱：cuierhu@weiputech.com
网址：www.fangzhiweipu.com
主要产品：化工材料、商品检
测科技、生物科技、化工检测
科技等。

上海奔普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沁春路
1366弄19号202，201199
电话：021-31266107
传真：021-31266117
邮箱：tech17@126.com
网址：www.17360.cn
主要产品：测厚仪、硬度计。

上海斐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金海路
1000号31栋5楼东区，201206
电话：021-61001722
传真：021-38710119
邮箱：info@shfreeland.com
网址：www.freeland.org.cn
主要产品：真空设备、喷涂设
备、高压水清洗设备、检测仪
器、色卡。

上海人和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新
兴技术开发区虹漕路39号怡虹
科技园区B座4楼，200233
电话：021-64850099
传真：021-64857990
邮箱：info@renhesci.com
网址：www.renhe.net
主要产品：闪点仪、三辊机、
饱和蒸汽压、汽油分析仪、激
光粒度仪、球磨机、搅拌器。

上海思百吉仪器系统有限公司
（马尔文）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元山路88
号优络盟城市工业园9号楼，
201108
电话：021-6442-6488

传真：021-6442-6498
网址：www.spectris.com.cn
主要产品：马尔文用于各种材
料表征的高技术分析系统。

上海现代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
旺路18号
电话：021-59884839
传真：021-62252987
网址：www.moderner.com
主要产品：实验设备检测仪器
机械设备。

深圳市华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
嘉宾路4028号太平洋商贸大厦
602室，518001
电话：0755-82138923
传真：0755-82138468
网址：www.hftech.net
主要产品：测厚仪、表面光学
检测仪器、表面缺陷检测设备、
硬度计、粗糙度测量、附着力
测试仪、粘度测量、弹性测量、
涂膜、遮盖力测试、磨耗仪、
温度测量、其他物理性能测试、环
境老化设备、公路检测仪器、
WERA螺刀头。

沃特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
1000号金领之都13栋
电话：021-61562642
传真：021-61562777
网址：www.waters.com
主要产品：液相色谱、质谱、
ionKey/MS、ACQUITY UPLC 
M-Class、ACQUITY QDa质谱检
测器、ACQUITY UPC。

厦门阿仕卡色卡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
塘头一路126号联发黄地址金工
业园8号房5楼，361000
电话：0592-5657831
传真：0592-5657832
邮箱：ashika@ashika,com.cn
网址：www.ashika.com.cn
主要产品：色卡。

中贸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东门南路71号东
海大厦16楼D室
电话：0755-82252900
传真：0755-82172027
邮箱：
sales-sz@sinotime-industrial.com
网址：
www.sinotime-industrial.com
主要产品：德国仪力信表面涂
料检测仪器、Defelsko检测仪

器、美国RedDev i l高速混合
机、以色列RIMAX锆珠。

大中华区工业物理油墨和涂料
（TQC Sheen公司、C&W专
用 设 备 公 司 、 F i b r o 系 统 、
Sheen Instruments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曲阳路910
号，200086
电话： (400) 821-0694
邮箱：bshi@industrialphysics.com
网址：https://www.industrial
physics.com/en-us/ic
联系人：Bill Shi（大中华区工
业物理（油墨和涂料：TQC 
Sheen, C&W, Fibro, Sheen)）
简介：工业物理油墨和涂料部门
提供油墨、涂料和通用表面处理
的测试、测量和分析设备。品牌
包括TQC Sheen公司（涂料测试
设备）、C&W专用设备公司（腐
蚀/环境测试机）、Fibro系统
（动态表面特性的测量设备）和
Sheen Instruments 公司（粘度
测量器材）。

ADWEST公司
希柯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泥
城镇宏海路6号，201307
电话：021-58248000
传真：021-58249697
邮箱：
azhang@cecoenviro.com
gramus@cecoenviro.com
网址：www.cecoenviro.com
www.adwestusa.com
联系人：Aaron Zhang
Gary Ramus
主要产品：美国Adwest公司自
1988年以来已设计超过800多
种RTO蓄热式热力催化焚化炉，
可用于VOC空气污染控制。

Datapaq上海代表处
地址:中国.上海.徐汇区漕宝路
103号1204，200233
电话：400-810-3435-4
021-523408751
传真：+86 21-612862222
邮编：sales@datapaq.com.cn
网址：www.datapaq.com.cn
联系人：Dong Ming（销售经理）
主要产品：适用于大多数生产
商和供应商的过程温度测试仪。

主要产品包括：温度数据记录
器、热电偶测温仪以及配有专
业分析软件的隔热箱。

企业家软件
地址：广东佛山顺德大良延年
路顺德雅居乐花园都荟广场写
字楼6楼
电话：400 830 8038
0757-22805096
传真：021-51687388
邮箱：erp@e-erp.com
网址：www.paint-cn.com
主要产品：涂料行业ERP软件、
配方实验设计软件PDM、涂料
CAD软件。

广州企业之兴涂料软件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荔城
大道137号404室
电话：13202530226
邮箱：vbrenqingping@163.com
联系人：任清平
主要产品：涂料配方与成本核算
软件，涂料企业管理软件，互联
网客户订货软件，油漆调色软
件，涂料ERP管理软件，财务管
理软件，0A办公自动化软件。

百利盖（昆山）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青阳路298
号，215300
电话：0512-57716868
传真：0512-57712828
邮箱：info.china@Bericap.com
主要产品：生产销售各类塑料
瓶盖及相关主要产品、并提供
相关的售后服务。

常州威康特塑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常州武进高新开发
区南区龙卧路5号，213164
电话：0519-68855558
传真：0519-86225510
邮箱：
steven_sun@viscountchina.com
网址：www.viscountchina.com
主要产品：塑料桶。

佛山市南海长兴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九江
镇九江大道中，528203
电话：0757-86504040
传真：0757-86504040
主要产品：防水材料桶、涂料
桶、壁纸漆桶、艺术涂料桶、
润滑油桶、乳胶漆桶等。

八、环保设备和服务
Environmental 

Equipment & Services

九、计算机软件
Computer Software

十、包装及材料处理
Packaging And 

Material Hangling



107·

佛山市顺德区万成金属包装有限
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华达路3号
电话：0757-28308871
传真：0757-28373935
邮箱：wanchengcn@21cn.com
网址：www.wanchengcn.net
主要产品：0.5升至20升各类方、
圆金属包装罐。

广州美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增城市新塘镇新墎村下
基市场北区4路36-44号开发区
东区路口
电话：020-22051018
传真：020-82684083
邮箱：mr_lin@126.com
网址：www.gzmeiyang.cn
主要产品：胶粘带、打包带。

哈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新技术产业园区
武清开发区泉华路5号
电话：022-5898 38 00
传真：022-5898 38 01
邮箱：
htt@havertechnologies.com
网址：
www.havertechnologies.com
主要产品：HAVER阀口袋技术、
HAVER敞口袋技术、HAVER 
Form-Fill-Seal technology、大
袋包装、散装等。

江苏龙灯博士摩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黄浦江中路26 8号，
215300
电话：0512-57707791
传真：0512-57702216
邮箱：jrbsale@jrbpack.com
网址：www.jrbpack.com
主要产品：氟化瓶、高密度聚乙
烯（HDPE）瓶和聚酯（PET）瓶。

开平市新金容制桶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开平市沙冈区开
平工业园兴达路48号
电话：0750-2226898
传真：0750-2226444
网址：www.jin-rong.com.cn
主要产品：包装桶。

上海申健包装装潢厂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
金亮路9号，201323
电话：021-58102211
传真：021-58107670
邮箱：msj8@sjpacking.com
网址：www.sjpacking.com
主要产品：各种纸箱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山南阳港
西路588号
电话：021-57293030
传真：021-57299090
网址：www.shailu.cn
主要产品：智能灌装系统、环保
纸袋系统、高端塑料制品系列。

深圳华特容器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同
富裕工业区重庆路西，518103
电话：0755-27314282
传真：0755-27314253
邮箱：
webmaster@sz-huate.com

网址：www.sz-huate.com
主要产品：喷雾罐、方便桶
（又称花篮桶）、圆罐、方罐
杂品罐。

苏州工业园区江南制罐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至
和西路1号，215122
电话：0512-67606025
传真：0512-62860239
邮箱：szjnzg@szjnzg.com
网址：www.szjnzg.com
主要产品：金属罐。

苏州华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桃
源镇桃乌公路1948号
电话：0512-63856788
邮箱：Aileen-Wei@huayuan-p
rint.com
网址：
www.huayuan-print.com
主要产品：化工罐。

天津大田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天津天津市汉沽
区火车站西一华里
电话：022-25695335
传真：022-25665777
网址：www.dtpack.com
主要产品：包装桶。

Texene LLC, CROHMIQ 
Static Protective Type D 
FIBC Fabrics 
地址：5860 Miami Lakes Dr. E., 
Miami Lakes, FL 33014 UNITED 
STATES 

电话：(305) 200-5001 
邮箱：info@texene.com或
lmarino@texene.com 
网址：www.crohmiq.com 
联系人：Larry Marino（销售/
市场总监）
简介：CROHMIQ®是世界领先
的静电防护D型FIBC纤维产品，
安全使用于易燃气体和可燃粉
尘环境中。

Kraton Corp. 科騰公司
地址：15710 John F. Kennedy 
Blvd., Ste. 300, Houston, TX 
77032 UNITED STATES
电话：(281) 504-4792
传真：(281) 504-4793
邮箱：thao.pham@kraton.com
网址：www.kraton.com
联系人：Andrew Hu（市场经
理）
简介：Kraton 科騰公司开发、
生产和销售生物基化学品和特
种聚合物，产品具备非凡的价
值，并能提升全球人类的生
活。我们的SYLFAT 妥尔油脂肪
酸（TOFA）适用于各种不同的
粘合剂和涂料体系；我们的生
物基技术具备广泛的可持续性
应用优势，提供了出色的产品
性能。

十一、油和脂肪酸
Oils & Fatty Ac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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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拿个样”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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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找到相关结果0个

很抱歉，没有找到“比YCK-1110更好的水性润湿剂”相关的产品。

相关搜索

YCK-1110

YCK-1180

YCK-2010

YCK-5040

YCK-2190

YCK-2170

YCK-1410

YCK-2200

YCK-2160

YCK-1300

YCK-5030

YCK-770

YCK-1310

YCK-1420

YCK-760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yck.com.cn

郭凯上海

销售经理

13817184444

彭佳广州

销售经理

18126824114

曲晶成都

销售经理

13881766736

易荣广州

销售经理

13503071173

有比YCK-1110更好的水性润湿剂？

YCK助剂
扫一扫有惊喜

样品轻松拿全线样品
入驻“拿个样”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