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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有望为PPG增加超过15亿美元的净销售额。

虽然排名第一公司的位置变化很有趣，但

2020年本就是特殊的一年，2021年也有可能面临

挑战。COVID-19冠状病毒继续影响全球经济，

美国等一些国家正在复苏，而全球其他地区，包

括印度和南美洲部分地区，也在遭受疫情的肆

虐。由于现代商业的相互关联性，推动全世界接种

疫苗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挥着关键作用。

2021年企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全球供应链似乎已经

暴露出明显的薄弱环节。这些供应链问题和短缺问题造成或

加剧了对涂料行业的影响。例如，微芯片的短缺影响了汽车

行业，进而影响了汽车涂料供应商。另一个例子是木材价格

的急剧上涨及其对包括涂料在内的下游产业的影响。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全球涂料的需求似乎正在上升。

根据德国美因茨CHEM Research GmbH公司的研究，与市

场萎缩5%的2020年第一季度相比，2021年第一季度全球涂料

需求增长了14%。由于中国和美国的建筑活动，以及北美和

欧洲DIY业务的增长，装饰涂料的需求增长了22%。研究报

告还指出，工业涂料的需求正在逐步增加，增长率为5%。中

国和印度的增长最为强劲，欧洲的增长较为温和，北美则略

落后于其他地区。这些数据表明，除了不确定性之外，涂料

制造商的情况正在好转。

自2017年宣伟（Sherwin Williams）收购威

士伯（Valspar）以来，我一直在想，该公司和其

不断增长的销售额是否以及在何时会超过排名第一

的PPG。在本期全球年度前十涂料企业排行榜中，

我们估计宣伟的涂料销售额为146.9亿美元，成为

2020年度最佳。与2019年相比，宣伟2020年的销

售额增长了2.6%，而PPG的净销售额则下降了

9%。宣伟在其年度报告中称，由于消费者在居家

隔离期间倾向于家装改善项目，其DIY部门的销售额创造了

最大增幅。

PPG的销售数据也表明，为DIY市场提供大量建筑涂料

的公司比在保护和工业领域拥有更多业务的公司表现更好。

2020年，PPG的性能涂料(包括建筑涂料)业务与2019年相比

下降了6%，而工业涂料业务净销售额下降了12.5%。其他在

汽车涂料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公司，如艾仕得和巴斯夫，也

报告说2020年的销量有所下降。就PCI前25排名中规模较小

些的北美公司，业绩是好坏参半，尽管面临挑战，但许多公

司仍保持稳定，一些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一些公司的销售额

上升。

收购活动在2021年拉开序幕，阿克苏诺贝尔和PPG开始

竞购北欧领先的涂料供应商Tikkurila，该公司2020年的营收

约为6.8亿美元。PPG最终出价超过阿克苏诺贝尔，并于6月

宣布完成最终收购。PPG对Tikkurila的收购，2020年底对

Ennis-Flint的收购，以及今年收购了Wörwag和VersaF-

5·

Karen Parker 副主编

2020: 何须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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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颜色是决定购买汽车的关键因素

一项调查分析了消费者想要的汽车颜色，以了解未来

的潜在趋势。虽然消费者可能喜欢或渴望各种颜色，但不

同国家的个人偏好皆有所不同。

“颜色心理是影响汽车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通常情

况下，颜色能反映车主的个性，”艾仕得Mobility Coat-

ics全球色彩经理Nancy Lockhart说道，“有趣的是，优

雅、稳定和积极是受访者最想要的主要色彩特征。”

调查还探讨了人们对涂料饰面和涂料效果的偏好。除

了中国以外，所有接受调查的市场显然都更青睐高光泽漆

面。在中国，结果显示高光泽度和哑光度几乎平分秋色

(48%高光泽和52%哑光)。在被调查的各个市场中，对涂料

效果的偏好并不像对涂料表面的偏好那样相似。美国和中

国的受访者最喜欢的是固态效果，而德国受访者选择的是

珠光效果，墨西哥受访者选择的是粗金属和珠光效果。

艾仕得设计颜色以满足世界各地汽车消费者的需求，

并研究不同国家和车型颜色偏好的动态变化，以便对未来

车型进行最佳预测。“开发独特的新颜色，以满足客户品

牌和消费者偏好的需求，是了解市场趋势的关键因素。看

到更大胆的颜色在消费者心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真是令

人兴奋。红色和蓝色显然越来越受欢迎。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能会在道路上看到更多色彩和靓丽的效果，” 

Lockhart说。

在过去的68年里，艾仕得每年都会编制并发布《汽车

年度色彩趋势报告》，这是汽车行业基于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销售的汽车颜色的风向标。艾仕得的消费者汽车颜

色偏好调查基于色彩专业知识，为汽车消费者提供了关于

颜色和涂料相关性的新鲜视角和见解。

在中国，99%的受访者在买车时都认为颜色很重要，

最受欢迎的颜色是白色(29%)和黑色(26%)。红色和蓝色分

别排在第五和第六位。6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找不到自

己喜欢的颜色，他们会更换制造商。在这些受访者中，

93%的人是选择车辆颜色的唯一决策者，而7%的人在决定

时会依靠他人的帮助。

在德国接受调查的人中，83%的人表示，购买汽车时

颜色很重要。63%的受访者是车辆颜色的唯一决策者，

37%的受访者在决策过程中会与家人协商。黑色最受欢

迎，占32%，其次为蓝色，16%的人最喜欢蓝色，德国人

认为黑色代表优雅，而蓝色象征稳定。在该地区，略多于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27%)拥有一辆黑色小轿车。

对于90%的墨西哥受访者来说，颜色是购买汽车时的

图片由联合发射联盟公司提供。

图片由艾仕得提供。 



一个关键因素。红色是首选色，22%的人更喜欢红色，而

且无论男女。在墨西哥接受调查的10人中有4人提到，如

果找不到他们想要的汽车颜色，他们会选择更换制造商。

64%的参与者称自己拥有轿车模型。墨西哥的调查对象表

示，红色代表优雅的个性，蓝色则代表积极向上的态度。

79%的美国受访者认为，颜色是买车时的一个重要因

素；近一半(46%)的受访者表示，颜色非常或极其重要。

在这些接受调查的人中，82%的美国受访者表示，汽车颜

色是个人决定的，53%的家庭拥有一辆以上的汽车。虽然

黑色是总体趋势，但卡车车主们仍在选择颜色更丰富的蓝

色和红色。在美国接受调查的人心目中，蓝色象征积极的

态度，红色则代表冒险精神。

费城 – 艾仕得最近发布了《2021年汽车颜色喜好消

费者调查》，旨在分析颜色与消费者购买汽车决定之间的

关系。来自中国、德国、墨西哥和美国这四个最大的汽车

生产国的4000多名年龄在25岁到60岁之间的参与者回答

说，在88%的车辆购买决策中，颜色是一个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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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D发布关于海运危机严重程度的新数据
弗吉尼亚

州，阿灵顿 – 

全国化学品分

销 商 协 会

（NACD）最

近发布了有关

全美NACD成

员和托运人面临的海运危机严重程度的新数据。继3月份的类

似研究之后，2021年6月的调查显示，在过去三个月里，与航

运相关的延误和成本继续大幅上升。

NAC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Eric R. Byer表示，“这个数据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应该让美国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利益相

关者都感到担忧。目前的航运状况是不可持续的，消费者的成

本已经在上升，很快企业将被迫关门——如果他们还没有关门

的话。海运业竞争加剧，加强对费率增长的监管和执行力度，

对扭转这种局面至关重要。我们欢迎拜登政府关注这一关键问

题，并希望这将促使地面运输委员会和联邦海事委员会采取措

施，改善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历史水平的过高费率。”

如前所述，化学品库存一直在下降，目前全国84.5%的企

业报告称，至少有部分进口产品缺货，高于3月份的46.6%。

另有7.1%的受访会员表示，库存即将耗尽，这意味着近92%的

会员不久将面临短缺问题。随着假期临近，航运需求增加，这

些短缺在年底前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航运延误情况也在继续恶化，82.1%的受访者报告，平均

延误超过11天，报告的最长延误时间超过180天。调查发现，

受访者经历的最长延误的平均时间接近61.5天，比3月份多了

15天。现在，有一半的公司报告延误时间超过两个月。

调查显示，尽管可靠性下降，但运输成本仍在继续上升。

此前，55%的受访者表示，除了运价和合同费率外，运输公司

还收取了额外费用。在目前的调查中，84名受访者中有61人

（72.6%）称已支付了这些保费。

John Dunham & Associates于2021年6月进行了该调查，

调查共收集了84份问卷，这意味着该调查在+/-9.0%的范围

内具有显著性。

CEO联盟支持欧盟削减碳排放计划
阿姆斯特丹 – 

在欧盟委员会准备

提交其“Fit for 

55”的立法提案之

际，欧洲CEO联盟

发布了政策建议，

支持实现气候中和

的努力目标。该联

盟在巴黎会议后宣

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公共部门和行业之间的紧密合作。

该联盟表示，它欢迎对欧盟的主要监管工具进行审查，特

别是对高二氧化碳排放技术的补贴。CEO们的建议包括通过

加快交通、建筑和能源系统的脱碳措施，以及加快欧盟关键行

业的更新，发出强烈的碳定价信号。

“我很高兴今天能够与为实施绿色协议、经济脱碳、绿色

转型和能源效率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交换意见。随着欧盟委员

会准备提交其‘Fit for 55’的能源和气候一揽子计划，包括

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5%并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

措施，动员工业和经济参与者对于共同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至

关重要，”法国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卿Clément Beaune

如是说。

阿克苏诺贝尔首席执行官Thierry Vanlancker说：“合作

是应对气候变化、建立经济弹性和确保欧盟绿色协议取得成功

的关键。通过欧洲CEO联盟，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可

持续解决方案和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实施——这是几个关键项目

行 业 资 讯

照片由阿克苏诺贝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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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之一。通过向碳中和过渡，帮助建造更可持续的建筑，我

们可以做出重要贡献，改善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不过，这

不仅仅是脱碳的问题，也是关乎健康和幸福的。作为一家公

司，我们正在努力在2030年前将自己的碳排放量减少一半。今

天，我们可以宣布，我们已经加快步伐，到2022年，欧盟将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作为一个核心工具，联盟成员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碳价格

信号，以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指出碳应该在整个经济中都有

一个价格。该联盟还呼吁继续加强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针对

电力和重工业），并实施适用于交通、运输和建筑行业的特定

领域的限额和交易系统。从2030年开始，针对特定行业的系统

可能会趋同。另一项提案涉及欧洲碳定价体系，该体系将包括

同时实现社会平衡和减排的措施。

运输、交通和建筑的脱碳将是主要挑战。该联盟报告称，

在交通和出行领域，乘用车、轻型车辆和重型车辆的电动出行

已被证明是能耗和减排方面最有效的技术。为了培育围绕电动

汽车的整个生态系统，CEO联盟成员已经启动了跨部门项

目，以提高电池产量，并在整个欧洲建立充电基础设施。

将注意力转向欧盟委员会的建筑翻新浪潮，该联盟支持翻

新目标（每年至少3%），以加速建筑存量的改造。建筑应在

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材料方面达到更高的标准。该

联盟还呼吁通过推出电热泵、区域供热和数字解决方案，来迅

速取代化石燃料供暖系统。首席执行官们致力于将这一建议应

用到他们公司自己的建筑中。

欧洲的气候目标要求快速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并对

建筑物的交通、运输和供暖/空调进行直接电气化。CEO联盟

正在进行一个项目，整合电力系统，特别是电网，以创建一个

主要基于可再生能源和灵活解决方案的系统。

在新冠疫情和历史性的欧洲绿色协议的背景下，为了欧洲

的复苏、改革和恢复，CEO联盟于2020年成立。该联盟的共

同目标是让欧盟成为全球气候保护的领先地区，同时释放投

资，推动新技术的创新，并创造面向未来的就业机会。

成员们将自己视为一个“行动坦克”，共同开展跨部门的

大规模泛欧洲项目：重型卡车的跨欧盟充电基础设施、欧盟电

力系统（特别是电网）的整合、数字碳足迹跟踪、面向未来工

作和生活的可持续健康建筑，欧洲电动客车、绿色氢价值链和

电池生产的快速发展等等。进一步的项目正在筹备中，包括一

个涉及低碳钢的项目。CEO们将在2021年秋季举行的峰会

上，首次发表具体成果，并与欧盟高层代表讨论实施情况。

该联盟汇聚了来自能源、运输和科技行业的12位高管：

Björn Rosengren（ABB）、Thierry Vanlancker（阿克苏诺

贝尔）、Francesco Starace（ENEL）、Leonhard Birnbaum

（E.ON）、Börje Ekholm（爱立信）、Henrik Henriksson

（H2格林斯泰尔）、Ignacio Galán（伊比利德罗拉）、

Frans van Houten（飞利浦）、Christian Klein（SAP），

Christian Levin（Scania）、Jean Pascale Tricoire（施耐德

电气）和Herbert Diess（大众）。麦肯锡公司是CEO联盟的

知识贡献者，并提供额外的研究和数据。

CEO联盟的商界领袖们在巴黎会面，讨论如何进一步支

持欧盟的绿色协议。(照片由阿克苏诺贝尔提供。）

全球颜料销售将稳步增长
伦敦 – 随着

城市化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发展，建筑

活动达到顶峰，特

别是在发展中国

家，全球颜料市场

呈现出稳定的增长

前景。Fairfield市

场研究公司最新发布的一项市场研究表明，2021年至2025年

期间，颜料销售的复合年增长率（CAGR）稳定在4.6%。该

报告预测，到2025年底，全球颜料市场价值将达到400亿美元

左右。

在过去十年中，对建筑材料的需求有所增加，部分原因

是政府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该研究报告称，由于颜料的功

能特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颜料来保护涂料，使其免受

腐蚀和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这导致了颜料销量的增加。此

外，颜料为涂层表面提供了美感，这也是推动现代建筑和建

筑项目消费的另一个因素。建筑和室内装饰行业的特种颜料

销售也在增长。这项研究还强调了高性能颜料在汽车和塑料

行业销售的猛增。

该报告称，3D打印材料等商业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以

及蓬勃发展的数字打印行业，预计将推动该市场增长。印刷

业向环保生产方式和环保印刷材料的转变正在推动全球有机

颜料的销售。研究发现，印刷油墨目前占有机颜料市场估值

的近一半。随着低VOC或零VOC趋势的继续扩大，特别是在

油漆、涂料和其他相关化学材料中，有机颜料制造商在未来

将拥有更大的增长。

根据该报告，无机颜料的销售也保持稳定，二氧化钛

（TiO
2
）和碳黑是最受欢迎的产品。研究显示，前者占颜料

总销售额的65%以上。该报告还表明，人们对包装食品消费

的日益偏爱，正在以各种方式使颜料制造商受益。另一个可

能在未来推动颜料销售的因素是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行业。

包装公司对颜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从而加速了颜料市场的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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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发现，作为颜料的主要生产商和消费者之一，亚太地

区在预测期内有望实现令人印象深刻的5.9%的复合年增长

率。尽管该地区的生产产量继续保持高位，但对装饰涂料的

日益青睐推动了需求。另一方面，该研究报告称，北美和欧

洲市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出现生产下滑，导致了工厂的关

闭和重组。

Fairfield市场研究公司表示，颜料行业的公司目前面临

着转移生产基地、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压力。战略扩张和合作

仍然是全球颜料市场主要公司的首选举措。然而，高能源成

本、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供应不稳定仍是市场快速增长的主要

障碍。环境和监管机构制定的严格监管措施也是一个重大障

碍。然而，这也为颜料制造商探索有机、可持续的颜料生产

提供了新的机遇。

新冠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和原材料问题，迫使全球各地

的进口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除了参与可持续颜料生产的研发

活动外，企业还在投资，努力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快

速发展的亚洲其他区域。

开放科学云获得欧盟委员会的合作地位
英国，牛津 – 

在一项旨在促进研

究和创新投资的

2 2 0 亿欧元行动

中，欧盟委员会授

予了欧洲开放科学

云(EOSC)和其他

10个欧洲特别项目

以合作伙伴关系的地位，来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性和零排放

等社会挑战。EOSC将被授予作为共同规划的欧洲伙伴关系的

特殊地位。这一新的欧洲伙伴关系地位将使其获得关键的大量

资金，从而使跨境和跨学科研究数据的存储、共享和重用变得

更加容易。

EOSC协会主席Karel Luyben说：“这一伙伴关系将为在

欧洲新研究领域的开放科学实践铺平道路，并为欧盟数字议程

做出贡献。EOSC应被视为欧洲数据战略中定义的所有部门数

据空间的研究基础。将研究数据与公共和私人数据相结合会产

生巨大的创新潜力。”

“EOSC伙伴关系将促进研究界的最佳实践，并促进跨学

科研究。它将利用欧洲现有的数据服务，在研究基础设施和电

子基础设施之间建立更好的联系。”

欧盟委员会在6月的欧盟研究和创新日期间介绍了与

EOSC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久将与新成立的EOSC协会签署谅

解备忘录，使新启动的欧洲合作伙伴关系总数达到11个。

EOSC合作伙伴关系董事会也于2021年6月25日举行了首次会

议，正式将伙伴关系付诸行动。

欧洲伙伴关系——将欧盟和私人或公共伙伴聚集在一起支

持研究和创新活动的倡议——具有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克服重

大的气候和可持续性挑战。欧委会打算让欧洲成为第一个气候

中性的经济体，据报道，EOSC可以帮助实现欧洲绿色协议，

支持科学的数字化转型。

这一伙伴关系代表了EOSC的一种新治理模式，将整个欧

洲各地的利益攸关方牢牢地置于主导地位。这将是改变研究开

展方式的重要因素。根据EOSC战略研究和创新议程，合作伙

伴关系有几个关键目标，确保定义标准，开发服务和工具，使

研究人员能够发现、访问、重用和组合所有研究领域的成果。

因此，开放科学实践和技能将成为新的常态，并在整个欧洲得

到奖励和传授，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联合的基础设施，使科学

成果得以共享。

Mariya Gabriel委员表示：“EOSC的欧洲合作伙伴关系

将支持Horizon Europe的所有地区，并提高研究人员共享信

息的可能性……我的目标是，通过研究和创新，使欧洲成为数

字技术在数据驱动医疗、联网和自动化移动系统、循环工业

生产过程中应用的世界领先者，以及使我们今天称之为废物

的一切，都是可回收的，拥有比今天更清洁、更便宜、更可

靠的电池。”

Thierry Breton委员表示：“我们可以利用巨大的研发能

力，但我们需要行业生态系统的所有利益攸关方一起共同努

力。我们今天签署的伙伴关系是朝着实现这些目标迈出的重要

一步。它们对于实现欧洲成员国和私人投资之间的协同增效，

以及将生态系统的不同优先事项和议程结合起来至关重要。未

来技术的全球竞赛正在进行，有了这些伙伴关系，欧洲将走在

全球发展的前沿。”

开放科学云致力于通过使科学发现变得可查找、可访问、

可互操作和可重复使用来改进研究和创新，旨在消除多个组织

在处理相同问题时所涉及的不必要的重复结果和成本。相反，

通过开放获取研究结果，这些发展将带来新的见解和创新，提

高研究生产力和更高的科学再现性。EOSC计划帮助欧洲科学

家获得数据驱动科学的全部好处，并使欧洲在研究数据管理方

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EOSC的主要特点是能够顺利访问数据

和可互操作服务，提供能够解决整个研究数据周期（从发现、

挖掘、存储、管理、分析和重用）的可信赖的数字平台。

行 业 资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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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授予Azelis Americas公司内部客户创新奖
康涅狄格州，WESTPORT 

– BASF将其内部客户创新奖

（CInA）授予BASF-EDN交通

涂料团队。与EDN交通涂料团队

一起，巴斯夫认可了Azelis公司

与其在技术和商业上的合作，从

而在北美开发了一种新的优质的

交通涂料树脂。

巴斯夫CInA的灵感来自其

“We Create Chemistry Strat-

egies”活动的启发，它重视一个或多个个人或团队为支持

EDN创新活动而展示的技术意义和创造力的深度。该奖项

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创新和变革导向、以客户和市场为

中心、领导力、团队合作和协作。

在获得提名和同行评审后，巴斯夫N-EDN领导团队

授予交通涂料团队2020年度CInA奖，以表彰其开发和推出

ACRONAL Xpress 4347!。Azelis因其与该项目的技术合

作，得到了巴斯夫的认可。Azelis的技术能力和市场专业

知识有助于确定产品特性，获得前期性能的反馈，并加速

产品上市。该奖项认可了与Azelis Americas CASE和

Azelis Canada的合作关系对产品的推出至关重要。该项目

为巴斯夫、Azelis Americas CASE和Azelis Canada创造

了新的商业机会，并展示了Azelis创新解决方案的技术合

作为战略主体带来的价值。

Azelis Americas首席执行官兼总裁Frank Bergonzi表

示：“我们非常感谢巴斯夫对我们的认可，未来我们也将

继续努力。该交通涂料项目是Azelis Americas与主要负责

人合作创建创新解决方案的一个典型例子。它充分体现了

我们的信条：以配方创新。”

Azelis Americas CASE营销

高级副总裁Rocky Prior评论

道：“被认可为巴斯夫CInA大

奖的一部分对Azelis来说是一项

殊荣。我们为自己提供给委托人

和客户的服务而感到自豪。我们

在交通涂料项目上的努力得到了

认可，突显了我们的价值。祝贺

巴斯夫N-EDN和Azelis的团队成

员所取得的成功。”

美国的交通涂料市场是涂料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巴

斯夫与Azelis合作，以利用其实验室和测试专业知识，以

及该公司的市场和客户情报。美国的交通涂料市场充满挑

战，部分原因在于一款成功的树脂需要独特的性能组合。

该涂料必须是水性的、可干燥和快速固化的，并可通过多

项测试，以满足联邦、州和客户的使用批准。这些测试会

测量耐久性、干燥速度和稳定性等性能。如果不符合这些

严格的性能标准，产品将无法销售。巴斯夫让树脂配方团

队开发潜在产品，并与Azelis合作，也是重视其在以客户

为中心的测试和市场需求方面的专业知识。

Azelis提供了背景分析和竞争树脂的信息，详细了解

了客户的测试要求，并建议巴斯夫应用适当的测试协议，

以确保合规性。Azelis筛选了早期的巴斯夫原型产品，并

直接与目标客户合作，获得反馈，从而优化了产品特性和

性能。最终的结果是推出了水性路面标记涂料用

ACRONAL Xpress 4347产品。

经过与关键客户的beta测试，以在现实世界中验证

该产品后，该产品已成功推出，第一年就在市场上站稳

了脚跟。

Nordmann将代理Mifar的固体颜料制剂
德国，汉堡 – 国际化学品经销商Nordmann目前正在

将Mifar的固体颜料制剂或“颜片”整合到其产品系列中，

并将在除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以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进

行销售。Mifar产品的常见应用包括印刷油墨、油漆和涂

料。基于各种聚合物的颜片补充了Nordmann现有的产品

组合。

Mifar的产品范围非常广泛，致力于在色牢度、透明度、

光泽度、流变性和分散性方面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性能水准。

其另一个优点是，在分散过程中，预分散不需要研磨，这就

确保了小型和大型油

墨和涂料制造商可以

进行不同体量批次的

生产。

“我们的目标是

实现稳定增长，进一

步扩大我们的产品组

合，并吸引新客户。拥有Mifar及其高性能单固体颜料分散体

将有助于我们达成这些目标，”Nordmann涂料和油墨业务

经理Peter Kuchenbrod说道。

公司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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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高兴能与Nordmann合作，他们在欧洲拥有如此

广泛的市场，使我们能够确保为客户提供高效的商业和物流

服务。这是我们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便于我们应对市场未

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Mifar首席执行官Andrea Meli

表示。

随 着 最 新 一 轮 融 资 的 结 束 ， P y r a n 公 司 聘 请
CEO，并开始收费制造

威 斯 康 星 州 ，

MADISON – Pyran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可

再生资源为原料生产

高性能5-碳产品的高

增长公司，最近宣布

已完成最新一轮融

资，使其投资和赠款总额达到近400万美元。这笔投资由

Aro s a资本牵头，并得到了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

（WARF）的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另有几位新投资者加入

了此次超额认购的融资。随着最新一轮的融资，Pyran已朝着

完全商业化的方向稳步迈进。该公司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

首席执行官，正在扩大产能，并在申请额外的配套拨款，以

扩大其产品和技术组合。

Pyran使用玉米芯等农作物可再生原料生产1,5-戊二醇

（PDO）——这是一种提高油漆、涂料、粘合剂等日常材料

性能的关键成分，该公司的可再生5碳类产品取代了昂贵的石

油基化学品。

由于石油基的产能受到副产品的限制，PDO的客户被限

制使用相关性能增强产品。Pyran基于可再生能源的专用生

产将使客户能够通过性能更好、更可持续性的产品来拓展其

业务。

Arosa公司首席执行官Till Bechtolsheimer表示：

“Pyran提供了一种生物基产品，与化石燃料相比，它的生产

成本更低，同时又不牺牲性能。这项投资符合我们的战略，

即专注于寻求差异化方法解决能源和相关行业当前和未来挑

战的公司。”

WARF Ventures的首席风险官Mike Partsch表示：

“WARF Ventures很高兴可以支持Pyran。长期以来，

WARF一直通过我们的WARF Accelerator来支持这项技术。

高性能产品和卓越领导才能的结合，使得对这所大学开发的

技术的投资大有可为。”

Pyran聘请了Mel Luetkens博士，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

CEO，在化工行业有逾35年的从业经验。在Pyran的新职位

上，Luetkens将帮助公司加快商业化活动，增加收益。此

前，他曾担任INEOS的技术总监，并在多家生物材料公司担

任过首席运营官、首席技术官和首席执行官，帮助领导实现

公司业绩的增长、新设施的建设和完成过超过3亿美元的股权

融资。

Luetkens说：“我们很高兴Pyran公司到目前为止收到

了许多客户的兴趣，我们期待着用环保和成本效益高的产品

满足大家的需求。最新一轮的融资让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专注于商业化活动和收益增长，通过差异化的产

品，为客户创造价值。”

Pyran正在积极地向商业化的下一个阶段迈进。建设

施工定于7月底，以便在德克萨斯州克罗斯比的RPD技术

公司开展收费制造活动。通过收费活动，该公司将能够在

未来12个月内生产成吨的产品，以满足资质要求和增加的

客户需求。

Pyran的技术得到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能源部的资

助。最新一轮的融资中，Pyran有可能申请额外的配套补助

金，以进一步为公司的发展和规模提供资金。这些补助有助

于为Pyran的客户提供更大数量的PDO，为未来几年的PDO

商业化生产奠定基础。

Sasol Chemicals宣布延长与Knowde的协议
加利福尼亚州，

SAN JOSE – 沙索

化学正在增强其客户

在Knowde上的在线

体验，Knowde是配

料、聚合物和化学品

的领先市场。沙索化

学在Knowde上的扩展店面为研发专业人员和化学品买家提

供全天候访问该公司针对关键客户市场的高性能产品的整个

品牌目录，包括金属表面处理和制造、先进材料、油墨、粘

合剂、油漆和涂料等。

沙索化学基本保健部门副总裁Silke Hoppe表示：“沙索

化学的市场重点要求我们在客户希望购买的地方提供解决方

案。”Knowde在改善沙索的数字客户体验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它提供了一个平台来共享信息、讨论产品应用、订购样

品，甚至在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在线购买。”

研发和采购专业人员可以通过化学、应用、功能、技术

性能等搜索沙索的产品，以便快速找到合适的产品，缩短新

产品开发的上市时间。所有买家都可以通过KnowdeCon-

cierge™获得所有品牌和产品页面上的专家建议和看法，这也

促进了对信息、文件、样品和报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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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莱恩开设新区域创新中心，以支持北美涂料行
业

北卡罗来纳州，

CHARLOTTE – 

科莱恩最近宣布成

立了一个新的协同

创新中心，以支持

北美油漆和涂料行

业应对新兴趋势的

挑战。新的最先进的实验室将汇集科莱恩在特殊配方成分

和添加剂方面的研究和技术专家，以促进所有配方的合作

产品开发。该地区的客户将受益于其独特的研发和应用测

试支持。

“提供以行业为目标的可持续创新以推动我们客户的发

展是科莱恩的核心，我们很高兴通过一个额外的区域创新中

心来扩大我们在北美的足迹。它增强了我们的市场接近度和

共同开发针对未满足需求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的能力，这将

加快我们客户提供差异化产品的上市时间，”科莱恩北美地

区负责人Gene Mueller说。

“现代油漆和涂料不仅仅是颜色，它们极其复杂，”工

业与消费品专业工业应用技术经理Andy Michael评论道，

“有了添加剂同事在这个新的创新中心与我们一起并肩作

战，我们将能够采取更通用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挑战，致力于

开发最佳技术和多功能解决方案来满足客户需求。”

这项投资将加强对油漆、涂料、油墨、粘合剂和弹性体

行业客户的研发支持。该基地的现有能力，包括科莱恩工业

和消费品专家技术团队使用的研究实验室和试验工厂，将升

级和扩大，增加5000平方英尺的新实验室和办公空间，扩建

后将为社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重点将放在更新新的成分、配方、应用和测试，这包括

现场应用能力的测试，可以使用工业绘图方法来测试涂料配

方的性能，如擦洗、下垂、流平和颜色接受度。将在分散和

润湿、乳化、开孔时间、耐久性和配方优化等方面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新的设备已经包括在内，这将有助于更快的吞吐

量筛选，改进的流变测试，油漆室和加速老化室。

新的Mount Holly West创新中心将于2021年8月开始建

设，计划于2022年第一季度完工。

诺力昂在迪拜开设创新中心
阿姆斯特丹 – 诺力昂在阿联酋迪拜开设了一个新的环

保办公室和创新中心，以更好地服务当地客户，支持其中东

和非洲不断增长的业务。该设施位于迪拜科技园的LEED认证

实验室大楼内。该办公室容纳了诺力昂的区域商业团队，以

及一个旨在测试和

开发本地产品的创

新中心。

“这些新设施使

诺力昂更接近我们在

中东和非洲的关键

市场，使我们能够

调整我们的基本解

决方案，以适合和

满足我们当地客户的具体需求，并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的支

持，”诺力昂新兴市场和中国高级副总裁Sobers Sethi说道。

诺力昂通过全球10个创新中心进行研发活动，每个创新

中心都专注于开发本地或区域客户解决方案。迪拜创新中心

将使诺力昂能够扩展其技术能力，包括一些让本地客户参与

互动会议，提供亲身体验的设施等。

诺力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harlie Shaver表示：“中

东地区有着丰富的创新历史，随着我们在该地区的发展，推

动我们的创新文化，加强我们在特种化学品领域的领先地

位，它将继续成为我们重要的增长引擎。”

WPC Technologies授予Peninsula Polymers
独家经营权

堪萨斯州，LEAWOOD – 特种化学品分销商半岛聚合

物公司宣布，自2021年8月1日起，WPC Technologies的产品

线在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享有独家经销权。Peninsula 

Polymers公司在过去八年中与WPC公司共同稳步发展，并加

强了战略联盟。在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这一最新举措

使半岛公司获得了独家经销权，可在该公司服务的所有地区

销售WPC的产品。

供应商关系总监Ken Menzel表示：“2012年，WPC给

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在中部地区的四个州作为经销商来

代表他们。我们现在是他们在中部、中西部、东部和东南部

地区的独家经销商，这是对我们团队表现的认可，充分说明

了我们在该领域的成功，以及我们与WPC合作的进展。” 

“今年年初，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时代，Peninsula在

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开始运营。WPC Technologies销售

副总裁Laura Klein表示：“授予他们在该地区的独家经营权

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我们相信，这种专注的方式是为

我们尊贵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最佳方式，并对我们与Peninsula

的持续增长感到兴奋。”

容纳诺力昂区域商业团队的迪拜办公室。
(照片由诺力昂提供。）

图片由科莱恩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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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绿 PPG发布2022年度流行色
P P G日前发布了

2022年的年度流行色

彩——橄榄绿（Olive 

Sprig）（PPG1125-4）。这

是一种优雅而接地气的

灰绿色，具有丰富的内

涵，可适配多个场景，

代表了新冠疫情之后世

界的复苏，也象征着大

自然超强的复原力。

在PPG年度全球色彩预测研讨会上，PPG的色彩专家发

现，在历史上的那些困难时期后，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更丰

富多姿的色彩，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美国“喧嚣的二十年

代”期间或“大萧条”之后。现在历史又在重演。PPG发

现，新冠疫情后，乐观主义情绪已渗透到商业和住宅设计领

域，因为许多人希望从空间的设计中短暂地逃离现实。在

PPG的全球色彩预测研讨会上，复原力、渴望连接以及大自

然的灵感是反复出现的主题。来自汽车、消费电子、航空航

天、家居涂装以及染色行业等多个领域的30余名PPG全球色

彩设计专家参与了本年度的研讨会。在短短的几天中，各位

色彩设计专家详细分析了行业环境、生活方式、人口统计、

地理环境、全球性事件与跨文化社会现象等各种因素，最终

确定哪些颜色能够引发共鸣并充分代表PPG的全球色彩预

测，其中包括PPG 2022年的年度色。

以代表着后疫情时代的希望、反思和开端的“地平线”

(Horizon)为主题，PPG的色彩专家确定了三大色彩组合，在

2022年有望引起业主、设计师、建筑师以及物业管理者的共

鸣。这三大色系包括：“无价”、“自省”、“激励”三个色

彩系列。 

生态环境部强化VOCs问题整治
8月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知》，针对当前的挥发性有机物

(VOCs)治理突出问题开展排查整治，以石油炼制、石油化

工、合成树脂等石化行业，有机化工、煤化工、焦化(含兰

炭)、农药、涂料、油墨、胶黏剂等化工行业为主，并要求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于2021年10月底前、其他地区于12月底

前，组织企业自行完成一轮排查工作。

《通知》提出，一要开展重点任务和问题整改“回头

看”。各地要系统梳理《“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2020年挥

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各项任务措施和2020年生态环境部

夏季臭氧污染防治监督帮扶反馈的VOCs治理问题，对重点任

务完成情况和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回头看”工

作于2021年9月底前完成。

二要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开展排查整治。各地要以石油

炼制、石油化工、合成树脂等石化行业，有机化工、煤化

工、焦化(含兰炭)、农药、涂料、油墨、胶黏剂等化工行业及

油品储运销为重点，组织企业针对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装

卸、废气收集、治理设施、加油站、产品VOCs含量等10个关

键环节，认真对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证、相关排放

标准和产品VOCs含量限值标准等开展排查整治。

《通知》强调，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要于2021年10月

底前、其他地区于12月底前，组织企业自行完成一轮排查工

作。在企业自查基础上，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一轮检

查抽测，并形成行政区域内企业排查清单和治理台账。

毕克化学推出了两款新的润湿和分散助剂
毕克化学推出了两款新的润湿和分散助剂DISPER-

BYK-2018与DISPERBYK2019，它们在强烈降粘，从而带来

牛顿流动行为，出色的颜料稳定性和完美的外观。

这两种助剂可用于各种水性终端应用，如喷墨墨水、印

刷油墨、建筑、一般工业、防腐、汽车、地坪、木器和家具

涂料以及胶粘剂。然而，针对不同的颜料和树脂体系，可以

从它们各自的推荐中看到两者的差异。DISPERBYK-2018与

DISPERBYK-2019都通过静电位阻稳定作用解絮凝颜料。这

两种助剂都不含VOC和杀菌剂，因此非常适合很多最新的水

性体系以及储存稳定性。

紫荆花2021年中期业绩公布，销售额及盈利均大
幅增长

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宣布其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中期

业绩，其销售额84.5亿港元，销量76.7万吨，股东应占纯利

大幅攀升410%至3亿港元，创下集团上市30年以来的最佳半年

业绩。由于投资兴建溶剂新厂房，以及原材料价格急升及产

品售价上升，集团借贷比率上升至51.7%。董事会议决派发中

期股息每股12港仙，较上年同期每股6港仙增加一倍，并同时

派发50周年特别股息每股10港仙，上半年总股息每股22港

仙，股东可选择以现金及/或以股代息方式收取股息。受国内

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反复的影响，加上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给紫荆花新材料集团的业务发展带来不少挑战。在全员的一

致努力下，2021年上半年销售额达9.8亿港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56%，虽毛利率较去年稍有下滑，但经营溢利录得1600万港

元，同比增长+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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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姆亚洲技术中心落户上海
8月6日，罗姆在上

海国际化工新材料创新

中心(INNOGREEN)举

行亚洲技术中心开幕仪

式。

位于化工区“上海

国际化工新材料创新中

心（INNOGREEN）”

内的罗姆亚洲技术中

心，占地1000平方米，

目前投用的部分为一期，以模塑料业务的应用技术与研发实

验室为主。预计明年中期落成的二期则包括罗姆通用单体及

甲基丙烯酸树脂业务的实验室。

作为全球领先的甲基丙烯酸酯一体化公司，罗姆在上海

化工区设立亚洲技术中心，旨在加快响应速度，为客户提供

更贴近的技术支持，满足客户开发创新设计应用的需求。依

托亚洲技术中心的优势，罗姆将加强与直接客户及主机厂的

沟通，提供本土技术支持，助力客户开发创新设计与应用。

海虹老人与密尔克卫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8月4日，海虹老人和全球一站式物流及交易全供应链服

务商密尔克卫框架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海虹老人北亚区总部

举行。密尔克卫副董事长潘锐先生、华南区总经理李峰先

生、仓储事业部总经理石旭先生一行参加了签署仪式。

随着双方框架合作协议的签署，海虹老人与密尔克卫将

在相互信任与促进合作的基础上，为密尔克卫在江西、烟台

和天津等地的仓储物流中心钢结构提供量身定制的高性能防

腐防火涂料解决方案，共同携手实现合作共赢。

北新建材获得全球建材行业双A评级
全球顶级权威评级机构标普（S&P Global）决定北新建材

主体信用评级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此前，全球顶级权威评

级机构穆迪（Moody’s）决定北新建材主体信用评级为A3，评

级展望为稳定。这两家全球顶级权威评级机构给予北新建材的

A区间评级是全球建材行业的最高评级，北新建材因此成为全

球建材行业唯一获得“双A”评级的公司，再次创造历史。

固克节能将于深交所创业板首发上市
8月4日，固克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固克节

能）创业板首发申请获通过。固克节能本次发行股数不超过

2690万股，不低于发行后总股本的25%；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10760万股。，固克节能拟募集资金46553.53万元，

将用于年增产100万平方米天工石节能装饰板及5万吨水性

涂料、同安基地扩建、营销及服务网络升级、信息平台建设、

研发中心、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赢创新安9000吨/年气相二氧化硅项目投入试生产
新安集团与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赢

创新安(镇江)硅材料有限公司建设气相二氧化硅项目，经过有序

的工程建设、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目前该项目9000吨/年气

相二氧化硅项目已进入试生产阶段。

据了解，该项目于2019年12月10日开工建设，是由新安集

团与赢创德固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共建，是德国赢创

在中国的首个气相二氧化硅项目，也是目前国内气相二氧化硅

市场中国企业持股占比最高的项目。该项目总投资4.7亿元，

预计建成逾2.7万平方米的生产厂区，计划年产量9000吨，用

于满足硅橡胶、涂料、胶粘剂以及胶体电池等中国市场的工业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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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对于现代化工业4.0时代的企业来说，它的存在无异于一条

绵延在企业生产管理的经络。这条跳跃在强大创新脉搏上的供应

链，它承载着原材料信息、供应商管理、生产控制、仓储品控等诸

多重要信息。对于阿克苏诺贝尔来说，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更加

深远。阿克苏诺贝尔北亚区供应链管理总监张旭东在接受PCI中文版采访时，也

再一次为我们清晰的展示了供应链在支持阿克苏诺贝尔转型中变革之力。

2017年，阿克苏诺贝尔面临了一场极其艰难的选择：它出售了化学品业务部

门，只保留了装饰涂料和高性能涂料业务。在全力向“高科技涂料企业”转型的

过程中，阿克苏诺贝尔也加速了供应链的严格转型。

张旭东，执掌北亚区供应链的操盘手，在他看来阿克苏诺贝尔的“智慧供应

链”已经在短短的几年中经历了三次裂变与升级。在这个最早的模式在2018年以

前就出具规模，它把销售、市场营销、研发、供应链、生产制造和采购部门都整

合在一起，即所有供应链部门整合在一个业务单元下面，由商务主管作为总经理

来把控全局。张旭东称之为1.0时代。在2018年以后，阿克苏诺贝尔进入了供应

链的2.0的模式，并实现了功能导向。它把人事、财务，甚至供应链环节中的供

应链、生产制造、采购等部门都进行了垂直整合，并按照市场区域去区分。从而

产生协同作用，来控制成本。进入2020年，阿克苏诺贝尔进入到3.0运作模式，

它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的优势，以功能导向为基础，增加新的工作流程，实现从端

到端的运作管理，产生协同效应。在这个过程中阿克苏诺贝尔设立了如供应链管

理经理、业务运营负责人、业务区域负责人等新职位，让他们能够通过价值链实

现从端到端的整合。

长期供应链增长依赖于提高敏捷性和协作性，以实现卓越的总体绩效，包括

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共同价值。产品和运营模式的创新还包括提供为特定客户或细

分市场定制的集成解决方案。“阿克苏诺贝尔在供应链管理上的愿景和使命，是

优化成本的管理，提升客户满意度。智慧供应链是整个供应链策略的一部分，也

是帮助我们达成愿景的工具。”张旭东总结到。

在阿克苏诺贝尔打造的这个“智慧供应链”的过程中，要实现和维持绩效需

要通过一个中间视角——优化总体绩效——将短期和长期目标（实现盈利增长）

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数字技术的投资用信息取代了供应链的物理要素，也

加快了决策和执行的速度和精度，减少了库存需求并消除了非生产性手动活动的

成本和错误。过去，仅在中国阿克苏诺贝尔各个事业部就建立起了超过100个仓

库。如今，张旭东的供应链管理团队正在努力据产品的类别设立两个仓库：一个

供

      作者 傅智慧，PCI中文版主编

智慧供应链，阿克苏诺



危险物品仓库，一个非危险物品仓库。并将原来

合作的物流供应商从300多个，变成100多个。

但供应链的转型并不仅仅是集中管理，优化

成本。真正的“智慧供应链”来需要兼容复杂的

生产管理体系，以及各个事业部的发展需求。为

此，阿克苏诺贝尔设计了三种供应链模型，各自

有不同的生产制造、供应计划、研发、采购解决

方法, 以契合不同事业部的特点：第一种叫简单

高效性模型（Simple and Efficient），适合面

向消费者的装饰漆和涂料产品。第二种是复杂性

管理模型（Managed Complexity），适合产品

需要很大的库存，满足客户比较复杂的需求。第三种是灵活

可适应性模型（Agile and Adaptive），这种供应链模型适

用于对反应能力要求非常高的客户。比如做手机和电脑的电

子产品客户，在产能等各方面都对供应链设计提出了更灵

活、更高反应能力的要求。

“除了运作模式、供应链模型，我们在数字化上还进行

了很大的转型。”在张旭东看来，数字化是供应链管理中一

个关键的差异化体现，可以帮助提高流程和策略事实上的效

率，甚至颠覆了原有的运作方式。它的成效则可通过工厂、

物流控制和供应计划三个场景来看数字化工具的评价。

据了解，目前在搅拌技术和灌装线上，阿克苏诺贝尔已

经实现了通过数字化视觉系统能进行质量把关。例如自动化

开箱、利用机器人将包装材料放到灌装线、采用先进的旋转

型灌装头进行灌装、机器人打包等。此外，通过数字化视觉

系统还可以抓拍，查看每桶涂料产品标签位置、称重、桶盖

压的位置等问题。而物流控制方面，数字化场景实现防伪溯

源，跟踪物流信息，鉴定产品真假，是否串货。以及通过无

人机来盘点货物等。在供应计划方面，阿克苏诺贝尔正在推

进可以反映供应链的各个维度的转型系统，来整合需求计

划、供应计划、场景计划等。在这个体系里，客户的需求、

原材料供应与价格变化、仓储、库存、工厂产能、成本控制

都被集成到端到端的系统无缝衔接，从而使得全球的供应链

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也方便总部从源头上去调整

和控制。可以说，“智慧供应链”所赋予的数字化工具，大

大增强了阿克苏诺贝尔对市场的预测能力，也能使得供应链

17·

的计划做得更准确。

通过“智慧供应链”引入数字化管理，对

于阿克苏诺贝尔这样一个全球领先的涂料企业

来说，尽管它有着一往无前拥抱创新的决心，

但实质上这个巨头还依然是一个依靠生产型制

造企业。“智能与数字化是浮在云端我们追寻

的目标，做好涂料产品的质量管理，是我们脚

踏的实地，”在张旭东看来，他和他目前领导

的这个二百来人的供应链团队，就是执行阿克

苏诺贝尔转型中的“追赶风筝的人”。

目前阿克苏诺贝尔已经建立了“COE”

（中央参谋部，也叫智慧中心）专业团队，来管理数字化的

供应商，同时也包括外聘部分技术专家，来助力实现“智慧

供应链”的转型计划。

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来看阿克苏诺贝尔一直在打造的

“涂创未来”项目。从聚焦全球涂料技术的创新，到今年这

个项目不仅在中国举办，它的初衷也从聚焦全球涂料新技术

到与初创企业、学术界、研究机构和供应商共同构建创新协

同合作体系，帮助油漆和涂料行业加速、测试、开展和扩展

创新构思与解决方案。经过几年的时间沉淀，“智慧供应

链”从融入到放大。这也是阿克苏诺贝尔突破传统的自身业

务，转而关注更多未来对阿克苏诺贝尔业务的创新平台。

目前，在“涂创未来”中国初创企业挑战赛中，阿克苏

诺贝尔已经收到了120多个关于智慧供应链这个主题的提

案。其中五个项目涉及自动化、先进视觉系统构建，以及利

用数字化方案解决物流过程中的安全控制等话题都非常有

“契合点”。

在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从

金融到制造，“智慧供应链”与中国的结合也产生了奇妙的

化学作用。而对于阿克苏诺贝尔来说，它整希望通过初创企

业的创新力量，把创新的产品和思路赋能到自己的供应链管

理中，寻找到一些数字化先进解决方案。张旭东坦言，“我

们作为传统制造业企业，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在整个

行业中也是非常创新的举措，阿克苏诺贝尔算是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就是能够冲到最前线，跟着那些做数字化伙伴说：

来吧！我们也需要你。”a

贝尔的纵贯“经络线”

阿克苏诺贝尔北亚区供应链管
理总监 张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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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而增加的立法

和法规，继续推动涂料市场采用替代技术，并

扩大水性涂料的使用，以帮助确保产品的合规

性。然而，配制水性涂料，使其具备所需的美

感和性能也有其独特的挑战。特别是，水性涂料的流动性很

难建立和维持。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回顾了在水性体系中开

发最佳流变性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使用非离子合成缔合

增稠剂（NISATs）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讨论了NISATs

的一个特定局限（着色粘度保持），以及我们新一代的着色

粘度稳定剂是如何帮助改善这一问题的。

涂料的流变性对其生产、稳定性、外观和性能表现的整

体成功至关重要。在传统溶剂型配方中，树脂的高分子量有

助于控制最终配方的流变行为，尤其是中剪切粘度和应用粘

度。然而，在水性涂料中，粘合剂是乳液，它具有与水一样

的整体流动行为，并且缺乏所需的流变性。图1显示了剪切速

率增加时水性涂料的预期流变曲线（浅蓝色线）及其施涂后

的相应恢复率（深蓝色线）。与涂料配方中使用的典型乳液

的粘度分布进行比较时，很明显，使用正确的流变改性剂对

于确保获得所需的特性和性能更为重要。

尽管有好几种流变改性剂可用于水性涂料，包括缔合型

和非缔合型，但缔合增稠剂的使用，特别是NISATs，由于其

整体流变特性可改善应用和成膜，同时也平衡了涂料的抗流

挂性和流平性，通常成为首选。此外，非离子型在固化漆膜

上提供了最好的耐水性，从而提高了耐用性、耐沾污性和防

霉性。NISATs是一种水溶性聚合物，通常末端具有不溶于水

的疏水基团。顾名思义，这些增稠剂通过疏水缔合性来发挥

作用。聚合物的疏水部分将会彼此缔合，并与乳液颗粒的表

面以及体系中存在的其他疏水材料缔合。一个可逆连接的疏

水相互作用的三维网状结构便产生了，它将单个乳液颗粒连

接在一起，增加了不流动性和粘度。

然而，缔合增稠剂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当将溶剂或表面

活性剂引入体系时，它们的增稠效率可能会降低（图2）。增

稠剂分子上疏水基团的缔合是非特异性的，表面活性剂的存

在会破坏乳液颗粒的预期网络结构。使用通用色浆进行着

色，尤其是深基和中基涂料，在配方中大量添加这些成分，

会使其难以保持性能。当与乳液颗粒进行缔合时，缔合型增

稠剂的疏水基团与表面活性剂的疏水基团之间存在竞争。由

于缔合型增稠剂疏水基团的解吸和溶合以及胶束形成的破

坏，生成了较弱的缔合网络结构。

过去，人们使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降粘问题，或使用HEC

（羟乙基纤维素）或ASE（碱溶胀乳液）等非缔合增稠剂，

为

新一代的
着色粘度稳定剂
      作者 Martin Kays，技术支持经理——销售和分销，BYK美国有限公司，肯塔基州，Louisville

图 1      乳液体系本身具有较差的应用性能，缔合型增稠

剂对于改善乳液体系的应用性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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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显著增加基础漆的粘度，来保持色漆粘度的施工性。

然而，这些方法也有其缺点，包括流平性差、成本高、泵送

和填充困难、水敏感性增加，以及随着着色颜色的变化，着

色粘度值范围太大等等。

NISATs通常基于含有大量重复环氧乙烷单元的水溶性聚

乙二醇（PEG）。然而，它们需要进一步的反应才能在聚合

物上添加疏水基团，以便与乳液颗粒缔合。

NISAT最常见的类型是HEUR或称聚氨酯增稠剂，通常

这类增稠剂在着色时粘度稳定性较差。该化学反应包括PEG

与二异氰酸酯和疏水基团封端的反应。由于异氰酸酯是双官

能团的，因此倾向于开发具有疏水封端的线性聚合物。这种

线性结构限制了可加入聚合物中的支化量和疏水单元的数

量，不适合开发着色粘度稳定剂（TVS）。

第一代着色粘度稳定剂
因此，基于最新开发的HEAT化学（图3），我们创建了

第一代TVS。它使用氨基塑料交联剂代替异氰酸酯。氨基塑

料提供了更多的功能，添加了更多的疏水性位点用于缔合，

并增加了可用性，以产生更多的支化聚合物结构。

我们提出，支链结构和疏水浓度的增加通过两种机制来

支持着色粘度的保持。首先，疏水基团的强度和数量使得表

面活性剂不太可能从乳液表面解吸增稠剂或中断胶束的形

成。其次，疏水基团的独特结构和分布产生了分子内吸引或

自缔合，限制了其初始贡献，当添加色浆并破坏分子内吸引

时，着色粘度的保持就完全实现了。这还有一个额外的好

处，即限制了基础漆的初始流变作用，并允许在不显著增加

基础漆粘度的情况下添加更多NISAT。支链的结合、疏水单

元的增加和基料中潜在的增稠作用都对降低着色时的粘度损

失方面发挥着作用。

尽管HEAT在着色时能有效地保持粘度，但它有两个缺

点——第一个是监管方面的问题，这种化学物质确实会产生

少量的甲醛，浓度为几十ppm，但仍足以引起零容忍配方制

定者的关注。其次，与使用典型HEUR的配方相比，牺牲了

一些流平性。我们所需要的是在不考虑监管的条件下，保持

HEAT的粘度稳定，以及改善流挂与流动之间的平衡，这种

平衡常见于聚氨酯增稠剂中。

新一代的着色粘度稳定剂
为了解决这些局限，我们新一代的着色粘度稳定剂采用

了基于HEUR化学的增强分子结构，但保留了与第一代

HEAT聚合物类似的高度疏水性位点（图4）。这些独特的疏

水单元与乳液表面有多个接触点，一旦添加色浆，这种缔合

就可以保持完整。通过使用这种疏水基团来平衡支链和更疏

水的结构，我们可以有效防止粘度降低，并创建一个更平衡

图 2     两亲性组分（如共溶剂、表面活性剂等）的加入可

导致缔合型增稠剂疏水结构的溶合、解吸或网络结构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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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过使用HEAT（疏水乙氧基化氨基塑料技术）缔

合增稠剂，疏水性基团不一定位于聚合物的末端。对于大多数

HEUR（疏水型乙氧基化聚氨酯）缔合型增稠剂而言，疏水

基团位于聚合物的末端，通常是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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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与典型的HEUR聚合物相比，它有更多的疏水位

点，可以使粘度更好地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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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变曲线。与HEAT技术相比，新技术还改进了材料处

理。新一代TVS不受高官能团交联的限制，因此它具有更高

的活性水平，并且更容易掺入到水性涂料中。

尽管这两种技术在保持着色的粘度稳定性方面都非常出

色，但新一代技术解决了HEAT技术固有的局限性，它也不

含VOC、APEO和锡。新一代流变改性剂在涂料行业常见的

各种乳液类型的多个深基体系中进行了评估，其性能结果被

证实是一致的——粘度保持力强，抗流挂性相当，流动性和

流平性也都得到了改善。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两种体系：100%

丙烯酸乳液和中油醇酸乳液。每个体系都用12盎司的碳黑、

酞青蓝和氧化铁红来着色。在使用传统HEUR的丙烯酸体系

中，Stormer粘度平均下降为30 KU，而两代TVS的平均值均

低于10 KU。在比较两代的抗流挂和流平性时，我们发现流

挂结果（柱状）相当，而第二代流平性略好（点状）。在水

性醇酸树脂中，与典型的HEUR（损失35 KU vs 7 KU）相

比，着色粘度也得到了显著保护，新一代的化学技术也改善

了流动/流挂的平衡性（图5）。

在水性涂料中，使用非离子缔合型增稠剂可实现水性涂

料的最佳整体流变平衡。这些产品对水分的敏感性最低，耐

久性最好。着色——尤其是深基和中基涂料——会破坏缔合

网络结构，使涂料降粘，性能变差。然而，使用着色粘度稳

定剂可以显著改善性能，而不会存在使用其他方法时出现的

任何缺点。BYK使用两种类型的化学物质生产粘度稳定聚合

物，有助于保持着色粘度，它们是第一代HEAT化学和基于

HEUR专利技术的新化学。这种新的化学物质提供了相同的

防止降粘的保护，也减少了监管法规方面担心的问题，并可

以更好的进行处理，拥有更高的活性，改善的流挂/流平平衡

性，以及更好的展色性和稳定性。a

图 5     第二代着色粘度稳定剂（TVS）在深基丙烯酸和水性醇酸树脂中的应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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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顶级涂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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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宣伟公司( Sherwin-Williams ) 
᮱ಅࣁғ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ኪᦾғ+l 216/566.2000

ᗑғwww.sherwin.com

ԆଅّḒଅಗᤈਥғJohn G. Morikis

����ၼාᲀ᷐ࠓғ约146.9亿美元

宣伟公司成立于1866年，由Henry Sherwin和Edward 

Williams共同创立，为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海地区油漆店

的专业、工业、商业和零售客户提供涂料和相关产品。公司

分为三个业务部门：美洲集团、消费者品牌集团和高性能涂

料集团。

美洲集团负责在美国、加拿大、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经

营宣伟品牌的涂料和供应品。该集团销售的产品包括在美

国、加拿大、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的油漆、着色剂、气雾

剂、填缝料、清漆、防护和海洋涂料、涂抹器和喷涂设备；

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墙面和地板覆盖物；以及拉丁

美洲的OEM饰面产品等。品牌包括Sherwin Williams!、
Cashmere !、Colorg in!、Dura t i on!、Emera ld!、
Harmony!、Kem Tone!、Loxon!、Me t a l a t e x !、
Novacor!、Paint Shield!、ProClassic!、ProIndustrial™、

ProMar!、SuperDeck!、SuperPaint!和Woodscapes!。美洲

集团在美国、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经营着4476家宣威涂料门

店，在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墨西哥和乌拉圭经营着298家

门店。

消费者品牌集团主要在北美、欧洲部分地区、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中国的零售商销售该公司的品牌和自有品牌产

品。客户包括专业油漆承包商、DIY油漆工、工业维修供应

商和地板承包商。该集团销售的产品包括油漆、着色剂、清

漆、木器表面处理产品、木器防腐剂、工业产品、缓蚀剂、

气雾剂、填缝料和粘合剂以及涂抹器。品牌包括宣伟的

Cabot!、Duckback!、Dupli Color!、Dupli Boy!、
Geocel!、HGTV HOME!，以及Huarun!、Krylon!、
Minwax!、Pratt & Lambert!、Purdy!、Ronseal!、
Solver!、Thompson’s! WaterSeal!、Valspar!、Wattyl!和
White Lightning!。集团通过逾10,000个分销点为美国、

加拿大、波兰、英国、波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客户提供

服务。

高性能涂料集团向一般工业、工业木材、防护和船舶、

卷材、包装和汽车涂料市场的客户销售涂料和面漆。品牌包

括Sherwin Williams!、Acronon!、AcromaPro!、ATX!、
AWX Performance Plus™、DeBeer!、Dimension!、
Duraspar!、EcoDex!、Envirolast!、Euronavy!、Excelo!、

年度Top 10排名
作者 Karen Parker，PCI杂志副主编，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



24 WWW.PCIMAGCN.COM2021 9年 月 ·

EzDex!、Fastline!、Firetex!、Fluropon!、thermoflex!、
House of Kolor!、Huarun!、Kem Aqua!、Lazzuril!、
Macropoxy!、Martin Senour!、ML Campbell!、Perma 

Clad!、Planet Color!、Polane!、Powdura!、Sayerlack!、
Sher-Wood!、Sumaré!、Ultra™，ValPure!和VALPAR!。
公司在北美、欧洲、亚洲、澳大利亚和南美的33个国家设有

327家分支机构，为汽车、一般工业、工业木材和卷材等客户

提供服务。

根据宣伟公司的报告，其2020年的综合销售额约为183.6

亿美元。据估计，涂料销售额约占销售额的80%，即146.9亿

美元，其余为地板覆盖物、应用用品和墙纸等相关产品。美

洲集团2020年的净销售额增长2.1%，达到103.8亿美元，占

2020年总销售额的57%。消费者品牌集团2020年销售额增长了

14.1%，达到30.5亿美元，占2020年总销售额的16%。高性能

涂料集团报告称，2020年净销售额下降2.5%，为49.2亿美

元，占2020年总销售额的27%。

ဳғ今年2月，宣伟宣布，它已与全球涂料公司Hempel A/S

签署了一项收购协议，以剥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筑和防护

涂料及涂料制造商和销售商Wattyl，该公司年收入约2亿美

元，拥有750名员工。

რғ2020年年报、公司网站以及新闻稿௳מ

2.PPG
᮱ಅࣁғ美国匹兹堡 ( Pittsburgh )

ᗑғwww.ppg.com

ّḒଅಗᤈਥғMichael H.McGarry

ၼාᲀࠓҁٳ꧊҂ғ138亿美元

PPG的全球涂料业务包括用于航空航天、建筑、汽车

OEM、汽车修补漆、工业、包装、防护和船舶漆、涂料及特

种材料和涂料相关服务。通过在技术、可持续性和色彩等方

面的领先地位，该公司为工业、运输、消费品、建筑市场和

售后市场的客户提供更多方式的增强表面的服务。

据报告，2020年全年持续经营净销售额为138亿美元，全

年持续经营净收入为11亿美元。其中，PPG的高性能涂料部

门（包括航空航天、建筑涂料一一美洲和亚太区；建筑涂

料——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汽车修补漆；防护和船舶涂

料业务）占净销售额的61%，工业涂料部门（包括汽车OEM

涂料、涂料服务、工业涂料、包装涂料、特种涂料和材料业

务）占净销售额的39%。

ဳғPPG表示其在2020年内进行了6次收购，这些收购将进一

步扩大公司的地理和技术覆盖范围，具体包括以下公司。

" Tikkurila是一家上市油漆和涂料公司，总部位于芬兰

赫尔辛基。Tikkurila向批发商、零售商和建筑供应商店销售装

饰涂料和油漆相关产品。该收购已于2021年第二季度完成。

" Ennis-Flint是道路标志和交通安全涂料解决方案的全

球领导者。PPG于2020年12月完成了此次收购，并成立了一

个名为交通解决方案的新战略业务部门。

" Wörwag是汽车和工业应用涂料的全球制造商，PPG

于2021年6月完成了此项收购。

"   VersaFlex是一家专业生产聚脲、环氧和聚氨酯涂料

的制造商，该收购于2021年2月完成。

" ICR是汽车和轻工业油漆和涂料制造商，此收购于

2020年1月完成。

"   Alpha Coatings Technologies是一家为轻工业应用

和热敏性基材生产粉末涂料的制造商，该收购于2020年3月

完成。

在整个2020年，PPG还提高了其产品、工艺和运营的可

持续性，减少了其总体全球环境足迹，并支持了世界各地社

区的基本需求。取得的成就包括：35%的销售额来自可持续优

势产品和工艺，包括抗菌和抗病毒产品的推出，而目标是到

2025年达到40%；35%的制造和研发地点为零工艺垃圾填埋；

与2017年基线相比，废物处置强度降低了34%——高于2025年

25%的目标；与2017年基线相比，泄露和释放率降低了33%；

自201 7年以来，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了24%；承诺在

2020-2025年期间提供2000万美元，以促进弱势社区的社会正

义和教育机会；投资450万美元来支持COVID-19疫情救援工

作，包括向医院捐赠8万个口罩；以及通过确定并采取一系列

行动，发展并加强公司对多元化、公平性和包容性的关注

(DE&I)。

此外，作为社区建设项目的一部分，PPG和PPG基金会

在2020年投资了近13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三十多个国家的数

百个社区组织的建设。PPG业已完成330个COLORFUL 

COMMUNITIES!#项目，自2015年该项目成立以来，PPG为

世界各地的社区资产带来了色彩和光明，影响了42个国家的

670多万人。

欲了解更多关于PPG公司可持续发展进展和2025年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信息，请访问sustainability.ppg.com。

რғ与企业联系௳מ

3.阿克苏·诺贝尔（AkzoNobel）
᮱ಅࣁғ荷兰阿姆斯特丹

ኪᦾғ+31-20-502-7833

ᗑғwww.akzonobel.com 

&(2�៰ԪտԆଅғThierry Vanlan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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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ၼාᲀ᷐ࠓғ约104.4亿美元（85.3亿欧元）

作为油漆和涂料生产的全球领导者之一，阿克苏诺贝尔

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2020年，世界各地区的收入比

例如下：成熟的欧洲市场——37%，亚太地区——29%，北

美——12%，南美——8%，新兴的欧洲市场——10%，其他地

区——4%。2020年的产量比2019年下降了4%，主要是由于

COVID-19疫情对需求产生了影响。

阿克苏诺贝尔分为两个业务部门：装饰漆和高性能涂

料。2020年，装饰漆的销售额为3558亿欧元，而2019年为

36.7亿欧元。2020年，高性能涂料的销售额为49.57亿欧元，

2019年为55.49亿欧元。装饰漆业务部门的主要品牌包括

Coral、多乐士、Flexa、Hammerite、Sadolin和Sikkens。高

性能涂料业务部门的主要业务包括汽车漆和特种涂料，船舶

漆和防护涂料，以及工业和粉末涂料，品牌包括Awlgrip、

International、Interpon和Sikkens。

ဳғ2020年3月，该公司收购了土耳其领先的粉末涂料合资企

业AkzoNobel Boya Sanayi ve Ticaret A.S.剩余25%的股

份。2020年4月1日，该公司宣布通过收购毛里求斯领先的油

漆和涂料公司Mauvilac Industries有限公司100%的股份，加

强了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地位。该交易包括一个本地

生产设施，四个概念店和一个强大的分销网络。2020年9月，

阿克苏诺贝尔宣布收购Stahl高性能粉末涂料及其用于热敏性

基材的一系列产品。该交易使阿克苏诺贝尔加速获得了独特

的低固化技术，这将打开新的市场机会。2020年12月，阿克

苏诺贝尔宣布收购私有的New Nautical涂料公司，它的总部

位于佛罗里达州Clearwater Beach，并拥有Hawk yacht涂料

品牌。此次收购扩大了阿克苏诺贝尔在北美游艇涂料市场的

影响力。2021年3月，阿克苏诺贝尔宣布已完成对西班牙最知

名品牌之一Titan Paints的收购，这笔交易包括三个装饰涂料

的生产设施和七个物流服务中心。

რғ阿克苏诺贝尔2020年年报、新闻稿௳מ

4.日涂控股（立邦母公司）
᮱ಅࣁғ日本大阪

ኪᦾғ+ 81.6.64581111

ᗑғwww.nipponpaint-holdings.com

դᤒಗᤈਥᘶݳғYuichiro Wakatsuki and Wee Siew 

Kim

����ၼාᲀ᷐ࠓғ约73亿美元（￥7811亿）

* $汇率=￥106.4（平均）

自1881年成立以来，日涂控股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汽车

和装饰涂料供应商之一，该公司主要为汽车、船舶及工业产

品供应涂料。同时，它还为住宅和商业建筑以及DIY市场生产

涂料。虽然日涂控股的销售额大部分来自涂料，但还有一小

部分来自精细化学品和表面处理产品。公司的大部分生产设

施都位于亚洲，但在欧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也有多个工

厂。

2020年，汽车涂料销售额约为11.6亿美元，装饰涂料的

销售额约为41.4亿美元，工业涂料的销售额约为6.5亿美元，

其他涂料的销售额约为14亿美元。* $汇率=￥106.4（平均）

该公司在美国拥有有两家子公司：日本涂料汽车美洲有

限公司（NPAA）——汽车涂料的市场领导者——和

Dunn-Edwards公司——建筑和工业涂料制造商。

注：在2021年1月，日涂控股有限公司对汽车涂料业务进行了

全球组织重组。在新的经营架构下，立邦汽车涂料有限公司

(NPAC)成为全球汽车涂料业务的总部。作为这一调整的一部

分，NPAC还完成了其美洲和欧洲地区的重组。

同样在2 0 2 1年 1月，日涂控股有限公司完成了与

Wuthelam集团在亚洲地区和印度尼西亚业务（转换为子公

司）的合资企业的收购。2021年3月，该公司还收购了Vital 

Technical Sdn.Bhd公司75%的股份。Vital Technical公司是

马来西亚密封剂、粘合剂和填料(SAF)市场的第一大供应商。

信息来源： 财报、企业年报、2020年综合报告、新闻稿

5.RPM 国际公司
᮱ಅࣁғ美国俄亥俄州麦地那

ኪᦾғ330/273.5090

ᗑғwww.rpminc.com

�&(2ғFrank C.Sullivan

����ၼාᲀ᷐ࠓғ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财年为55亿美元

RPM拥有四家在特种涂料、密封剂、建筑材料及相关服

务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子公司。

RPM的建筑产品集团由生产建筑密封胶和粘合剂、涂料

和化学品、屋顶系统、混凝土外加剂和维修产品、建筑围护

结构解决方案、绝缘覆层、地板系统和防水解决方案等业务

组成。它们用于工业、商业和基础设施应用上，主要品牌包

括Tremco、Flowcrete、Euclid Chemical、Nudura和Dryvit。

该集团的产品出售给分销商、承包商和终端用户，覆盖了大

约130个国家和地区。建筑产品集团创造了RPM约34%的净销

售额。

RPM的高性能涂料集团经营建材、维护和防护产品，包

括高性能地板解决方案、防腐和防火涂料、纤维增强塑料格

栅以及工业和商业用途的基础设施维修系统等。主要品牌包

括Stonhard、Carboline、Fibergrate和USL。其产品销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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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的承包商和分销商，以及直接面向最终用户销售，并

以其独特的供应和应用模式服务于制造商、公共机构和其他

商业客户。高性能涂料集团约占RPM总销售额的20%。

RPM的消费集团包括生产油漆和涂料、底漆、填缝剂和

密封剂、业余爱好产品和工艺产品、木器色漆和饰面、墙壁

和木器修复产品，以及专业人士和DIY人士用于家庭维护和

改善的家用清洁剂和去污剂产品。主要品牌包括Rus t 

Oleum、DAP、Zinsser和Varathane。其产品主要在北美进

行销售，且在欧洲、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洲的市场占有率

也在不断提高。这些品牌通过家装中心、五金店和油漆店、

大众商家和工艺品店进行销售，几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每个

车库或地下室货架上都能找到这些品牌。消费集团创造了

RPM约35%的净销售额。

RPM的特种产品集团由荧光颜料、木器色漆、饰面和修

补漆、粉末涂料、海洋涂料、修复和清洁溶液、可食用涂料

和其他特种OEM涂料业务组成。主要品牌包括Day-Glo、

Legend Brands、Mohawk、Kop Coat和Pettit。其产品主要

在美国销售，但在整个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它们销

售给承包商和分销商，也直接卖给如制造商、公共机构和其

他商业客户等的终端用户。特种产品集团占RPM总销售额的

11%左右。 

ғRPM国际公司ݪلྮ

ဳғ该公司最近的交易包括对Ali Industries LLC的收购，这

是一家领先的砂纸和其他磨料制造商；对Bison Innovative 

Products公司的收购，这是一家领先的地板系统制造商；对

Tuff Coat公司的收购，这是一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生产水上

应用的橡胶防滑涂层的公司。

რғ与企业联系、2020年年报、新闻稿௳מ

6.巴斯夫涂料
᮱ಅࣁғ德国明斯特（全球总部）、美国密歇根州萨斯

菲尔德（北美总部）

ኪᦾғ248/304.5413

ᗑғwww.basf-coatings.com 

&(2�ғDirk Bremm

ၼාᲀ᷐ࠓғ约37.8亿美元（€30.89亿）

巴斯夫涂料是巴斯夫集团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致力

于汽车原厂漆、汽车修补漆和建筑装饰漆的开发、生产和销

售，并且在众多行业内提供金属、塑料和玻璃基板的表面处

理技术。该部门在70多个工厂雇用了约11400名员工。巴斯夫

在欧洲、北美、南美和亚太地区拥有生产基地，并通过这一

网络实现各团队协作。位于德国明斯特的工厂是涂料部门的

总部，据报道该工厂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涂料生产基地。

2020年，作为巴斯夫功能材料和解决方案部门的一部分，巴

斯夫涂料的全球销售额约为37.8亿美元。

ғ巴斯夫公司 (BASF SE)ݪلྮ

ဳғ2020年6月，巴斯夫被通用汽车公司认定为2019年度最佳

供应商，并获得了可持续建筑和工作区的Overdrive奖。这是

巴斯夫第15次获得通用汽车的年度供应商奖。2020年12月，

该公司宣布，其现在是宝马全球修补漆网络相关油漆产品销

售的首选合作伙伴，2021年3月，巴斯夫宣布，其已与梅赛德

斯-奔驰在亚太地区签订了一份长达数年的合同，将其与该汽

车公司的长期供应商合作关系延伸至澳大利亚、日本、马来

西亚、韩国、台湾和泰国。该协议建立在其与梅赛德斯-奔驰

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成功基础上，具体产品包括Glasurit!
和R-M!高级汽车修补品牌以及RODIM!油漆相关产品等。

რғ公司年报、新闻稿、公司网站

7.艾仕得涂料( Axalta )
᮱ಅࣁғ美国费城

ኪᦾғ855/547 1461

ᗑғwww.axalta.com

៰Ԫᳩ�&(2ғRobert W.Bryant

ၼාᲀ᷐ࠓғ37亿美元

艾仕得涂料系统公司在涂料行业拥有150多年的经验，主

要生产运输和高性能涂料。在全球范围，根据该公司报告，

其2020年40%的销售额在北美，37%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

区，14%在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占9%。艾仕得分为两个业务

部门：高性能涂料和运输涂料。2020年，高性能涂料的销售

额为25.16亿美元（67.3%）。这一业务领域包括修补漆和工

业终端市场用的液体和粉末涂料。品牌包括Cromax!、
Standox!、Spies Hecker!和Syrox™。艾仕得的运输涂料销

售额为12.21亿美元（32.7%）。在终端市场方面，修补漆占

净销售额的14.49亿美元（38.8%），工业涂料销售额为10.6

亿美元，占28.5%。轻型汽车终端市场的销售额为9.605亿美

元，占销售额的25.7%，商用车销售额为2.607亿美元

（7%）。修补漆终端市场主要集中在EMEA和中美洲的车身

店、独立店、多店运营商、轻型车辆经销商和公司自营店。

工业终端市场的重点包括一般工业涂料、电气绝缘系统、建

筑、运输、石油和天然气、卷材、木材以及农业、建筑和土

方工程（ACE）等。轻型汽车终端市场主要集中于轻型汽车

原始设备制造商和汽车塑料供应商。商用车终端市场包括重

型卡车、公共汽车、摩托车、海洋和航空、拖车、休闲车和

个人运动车等。



ဳғ今年3月，艾仕得宣布了一项收购安徽晟然绝缘材料有限

公司的最终协议，该公司是中国领先的高质量漆包线漆生产

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和工业领

域。该交易于2021年4月完成。同样在4月，艾仕得宣布将其

运输涂料业务部门更名为艾仕得交通涂料。重新定义的业务

将侧重于支持对电动汽车不断加速的需求，以及现有和新兴

的轻型和商用汽车原始设备制造商（OEM）、车队所有者和

共享交通供应商不断变化的涂料需求。

რғ公司年报、新闻稿௳מ

8.日本关西涂料( Kansai )
᮱ಅࣁғ日本大阪 

ኪᦾғ+81.6.6203 5531

ᗑғwww.kansai.com

ّ&(2ғMori Kunishi

ၼාᲀ᷐ࠓғ截至2021年3月31日财年为32.9亿美元

关西涂料于1918年创立，为日本和非洲最大的涂料制造

商之一，同时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拥有领先的市场地

位，关西涂料还在欧洲、美洲和中东地区开展业务。公司拥

有约16287名员工，为汽车、工业、建筑和海洋等多个市场的

客户提供支持。

关西涂料有限公司的核心业务领域包括汽车涂料、工业

涂料、装饰涂料、船舶涂料和防护涂料。截至2021年3月31日

的财年，公司报告净收入为3646.2亿日元，较截至2020年3月

31日的财年下降了10.4%。同期营业收入为312.28亿日元，与

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0.9%。在日本，由于汽车涂料、工业机

械涂料、船舶涂料和汽车修补漆的销售额下降，该公司的净

销售额下降了7.8%。但是，随着DIY市场的需求增加，装饰

涂料行业的销售额有所增加。在印度，由于2020年4月至6月

汽车产量下降，净销售额下降了10.5%。印度的装饰涂料也出

现了销售下滑。亚洲的净销售额下降了17.7%，与2019年同期

相比，中国的汽车销量略有下降，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的影

响，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汽车销量则有所下降。

由于南非及周边国家经济不景气，非洲地区的销售额下降了

21.9%。欧洲的销售额下降了3.2%。

რғ公司年报、新闻稿௳מ

9.亚洲涂料公司( Asian )
᮱ಅࣁғ印度孟买

ኪᦾғ91.22.39818990

ᗑғwww.asianpaints.com

៰Ԫᕪቘ�&(2� Amit Sy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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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ၼාᲀ᷐ࠓғ截至2021年3月31日销售额约为25.8亿美元

亚洲涂料公司成立于1942年，现在是印度领先的涂料公

司，并跻身于世界顶级装饰涂料公司之列。亚洲涂料生产一

系列的装饰和工业涂料。在装饰涂料中，公司经营四类产

品：内墙面漆、外墙面漆、瓷漆以及木器面漆。在工业涂料

方面，该公司通过服务于印度汽车涂料市场的PPG Asian 

Paints Pvt.Ltd.(一家与PPG合资的50：50合资企业）运营。

该公司与PPG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合资企业 Asian Paints PPG 

Pvt.Ltd.，该公司服务于印度的防护涂料、粉末涂料、地板

涂料和道路标记涂料市场。亚洲涂料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全球

15个国家建立了26个涂料生产工厂，该公司通过Asian 

Paints、Apco Coatings、Asian Paints Berger、Causeway 

Paints、SCIB Paints、Taubmans和Kadisco Asian Paints为

60个国家的消费者提供服务。亚洲涂料也通过Sleek (厨柜、

衣柜) 和 Ess Ess (浴室配件&卫生洁具) 服务于印度的家居装

修和装饰空间中。

რғ2020-2021公司年报、公司网站௳מ

10.佐敦
᮱ಅࣁғ挪威桑德尔福德 (Sandefjord)

ኪᦾғ+47.33.45.70.00

ᗑғwww.jotun.com 

&(2ғMorten Fon

ၼාᲀ᷐ࠓғ约25.4亿美元

佐敦公司专注于销售装饰涂料、船舶涂料、防护涂料和

粉末涂料。公司分为七个区域，经营四大业务板块：海洋船

舶涂料、防护涂料、粉末涂料和装饰涂料。2020年，船舶涂

料占总销售额的26%，防护涂料占总销售额的26%，粉末涂料

板块占总销售额的8%，装饰涂料板块占总销售额的40%。佐

敦装饰为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和家庭提供涂料，并通过佐敦

Multicolor中心网络直接为专业客户和DIY客户提供服务。作

为新造船、干船坞和海上供应市场的领导者，其海洋涂料业

务还为大型游艇和休闲游艇提供涂料。防护涂料业务为海

洋、能源、基础设施和碳氢化合物加工行业提供涂料。佐敦

粉末涂料为家电、家具、建筑零部件、管道和一般工业制造

商供应涂料。佐敦在23个国家拥有38个生产设施。

ဳғ佐敦在2020年的投资额约为1.64亿美元，约占总销售额

的7%。最大的投资为在越南和埃及的新生产设施、挪威和捷

克共和国的工厂升级、迪拜的新区域办事处和研发（R&D）

中心，以及集团在挪威已完工的新总部和研发中心。

რғ2020年年报、新闻稿௳מ



28 WWW.PCIMAGCN.COM2021 9年 月 ·

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日常用品可能会受

到细菌和霉菌等微生物的影响，这些微生物会

导致气味、变色和材料降解。相应地，对含有

综合抗菌添加剂的产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加，这

种添加剂可以显著减少各种微生物的生长。PCI向BioCote!的
合作伙伴开发经理Jennifer Collier咨询了抗菌油漆和涂料及

其好处。

PCI：您如何使油漆或涂料具有抗菌性？这项技术是如何工

作的？

Collier：抗菌油漆或涂料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将抗菌添

加剂直接掺入到产品中而制造的。我们以浓缩粉末、液体悬

浮液或母粒颗粒等形式提供添加剂（具体类型取决于所处理

产品类型、最终用途和生产工艺），它们通过利用抗菌材料

或“活性成分”的特性配制而成。

 油漆和涂料中普遍使用的抗菌活性成分是银离子，它已

被充分证明具有优异的功效，适用于各种油漆和涂料的广泛

应用。

一旦添加剂被掺入，油漆或涂料就具有了抗菌性，将为

油漆或涂料提供永久、均匀的保护，防止包括细菌和霉菌在

内的各种微生物的生长，这些微生物会导致异味、变色和材

料降解——前提是产品本身未受损害。

抗菌添加剂的工作原理是使表面不适合微

生物生存，例如破坏蛋白质、细胞膜和氧

化，或通过DNA干扰。我们的技术可以在15

分钟内将受保护油漆和涂料上的微生物数量

减少86%，在两小时内减少99.5%。抗菌技术

将在油漆或涂料的预期使用寿命内持续工

作；它不会被磨损或被清洗掉。

PCI：抗菌油漆和涂料有什么好处？

Collier：一旦融入到油漆或涂料中，抗菌添

加剂将永久性地防止微生物的生长，消除可

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如异味、变色或材料降解等，这意味着

表面更容易保持清洁。重要的是要了解，抗菌技术旨在保护

产品和严格的清洁方式，但绝不能将其视为常规做法或良好

的手工卫生程序的替代品。

PCI：该技术是否适用于任何类型的油漆或涂料，是否会对

饰面等产生影响？

Collier：抗菌添加剂可以轻易且经济高效地制造成为所有类

型的油漆和涂料，无论是溶剂型、油性或水性、液体、粉

末、油墨、清漆，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使用。我们制定不同

的添加剂类型，以适应所处理的油漆或涂料类型，以及其可

能应用的材料、环境、生产工艺，以及任何特定的制造商和

终端客户的要求。

油漆或涂料的颜色和饰面不会受到影响，其应用方式也

不会改变。此外，由于抗菌添加剂可减少变色、异味和过早

的材料降解，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与未受保护的产品相比，

产品的使用寿命可以延长，从而提高可持续性。

PCI：需求在增加吗？原因是？

Collier：是的，非常肯定——几年来，我们的销售额一直

在增长，多亏了我们出色的客户群体，我们的业务在不断壮

大。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加注重卫生的世界

里，人们越来越注重清洁，对微生物的认识也

越来越高，人们会定期对自己的手、接触的表

面以及周围的产品进行消毒。此外，越来越多

的制造商正在整合抗菌添加剂——保护产品不

受微生物生长的影响，从而加强清洁制度，这

种的做法肯定会变得越来越流行。

而且，根据Grand View Research的一份

报告，需求的增长还将持续多年；从2020年到

2027年，全球抗菌涂料市场预计将以12.8%的

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抗菌涂料

Col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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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Cardinal提供广泛的液体和粉末涂料体系，以满足

和超过苛刻的性能和排放标准。其专长是制造具有吸引力的工

业涂料，能够承受日常磨损。通过与BioCote的合作，Cardinal

开发了液体和粉末抗菌工业涂料，为广泛的应用和环境提供高

性能保护，包括航空航天、交通、建筑和医疗等。

PTI专门与原始设备制造商合作，客户几乎遍布各个行

业，包括航空航天、医疗、ATV和赛车、车库/赛车柜、户外

家具、发电、运输和ACE等，还提供美国军方批准的CARC

涂料。该公司将BioCote抗菌技术引入其粉末涂料中，用于各

种物品，如储物柜、扶手、电器、食品制备和储存设备、办

公室和自助餐厅家具、游乐场设备、公园长椅、公共汽车

站、医疗床和实验室设备等。PTI还用标记物（前面提到的荧

光化学标记物）配制涂料。

PCI：您认为抗菌油漆和涂料行业的未来会怎样？

Collier：我们去年的销售额——以及我们正在进行的项

目——肯定符合Grand View研究报告中概述的增长预测。我

们正在对我们的业务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并满足预期的需求

增长。例如，我们已经增加了30%的员工，并将某些产品的生

产能力提高了一倍。

而且，由于抗菌油漆和涂料的需求量如此之高，应用范

围如此之广，这项技术不太可能停滞不前。我们一直在开发

新的和令人兴奋的抗菌添加剂，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新的功能

和好处。

* BioCote技术不保护用户或其他人免受致病细菌、病毒或其他有害生

物的侵害。该技术不能替代良好的卫生和/或清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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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I：如何对抗菌油漆或涂料进行验证/分类?需要进行哪些

测试?

Collier：一旦添加剂配制进涂料后，我们将按照特定化学

品的要求，对粒径、含水量、外观和活性物质浓度等方面进

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测试和检查。通过了这个过程后，这些添

加剂才会被送到客户那里，制造成他们的产品。在此之后，

客户将把他们处理好的油漆或涂料送到我们的独立实验室进

行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产品达到所需的功效水平。微

生物学家将使用适当的认证测试方法来测量和验证产品的抗

菌性能。

我们还为客户提供在其油漆或涂料中添加荧光化学标记

（标识物）的选项，通过使用特殊添加剂来实现。虽然肉眼

看不见标记，但可以通过检测器识别该标记物，从而验证添

加剂的存在——这可以帮助终端用户更好地了解其正在实现

的目标。

BioCote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获得领先的国际食品科学组

织“国际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认证的抗菌添加剂供应商。

这意味着我们提供的抗菌技术及其质量流程已被正式验证为

“适用于用途”，可安全生产到食品接触表面。

PCI：您在美国有哪些合作伙伴？他们属于哪些行业，是如

何使用抗菌油漆和涂料的？

Collier：我们在美国的三个主要涂料合作伙伴是阿克苏诺

贝尔美国公司、Cardinal公司和 Powder Technology有限公

司（PTI）。这三家公司生产的粉末涂料都已根据ISO 

22196进行了测试，证明添加剂对可能影响产品的微生物的有

效率已超过99%。

阿克苏诺贝尔的涂料，用于保护和装饰世界上一些最著

名的建筑和体育场，以及住宅、技术、车辆零部件、金属家

具和家用电器等。该公司与我们合作，扩大了其Interpon品

牌产品，创建了Interpon AM和Interpon D AM抗菌粉末涂

料系列，后者为建筑师和指定人员增加了额外功能，适用于

内外表面。

观看PCI最近对BioCote的采访

扫码浏览完整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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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公司的前景正在改变
在数字世界中，随着新的消费者需求和对可持续性发展

的关注，变革正在发生。我们已经看到时装业、银行业和许

多其他行业都在努力实现数字化和数据共享。在这一切发生

的背景下，涂料行业的公司是如何进行管理的，未来的前景

又会如何？

RheoCube的Merit van der Lee和ORONTEC GmbH&-

Co.KG的Ulf Stalmach博士花了一些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

他们研究了该行业的运作模式、数字化的影响，以及价值链

上数据共享的潜力，并提出了一些关于该行业当前现状和未

来重要性的有趣见解。

行业内的公司目前是如何开展研发的
总的来说，行业内目前存在的是一种孤立的方法。实验

通常在研发部门进行，该部门在组织中是一个独立实体。这

减少了与客户、生产或其他部门的联系，而这些部门往往能

够洞察客户的需求。这也阻碍了创新。如果人们拥有正确的

数据和可视化工具，新的想法就会发展得更快。

该行业的公司也严重依赖原材料供应商所提供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往往缺乏细节。供应商可能希望保护产品的成分

不受竞争供应商的影响，涂料制造商可能也不愿意分享最终

产品的数据，大家都感觉应该要保密。

然而，想象一下，如果供应链上有更大的透明度会如

何。涂料公司的研究人员将对最终产品中使用的材料有更深

入的了解，供应商将知道制造更好的最终产品需要什么样的

材料，双方都可以快速跟踪他们持续的改进工作。最终，整

个行业都会受益。

模拟软件可以提供帮助，但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模拟提供了巨大的能力来分解这些料仓并减少测试周期

的数量，他们通过加深对不同科学参数在材料中如何相互作

用的理解来实现这一目标。模拟有助于解释结果，并显示在

何处调整参数以使混合物起作用。研究人员可以使用数字模

拟来理解，提出正确的问题，创建假设并验证。试错并没有

完全消失，但它得到了真正的指导，并变得更加有效。

模拟还提供了一种更可靠、更科学的测量方法。配方中

的现象可以在屏幕、图形或视频格式中看到。即使是非建模

专家也可以调整参数，并查看到这些调整产生的相互作用。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市场中，这改变了游戏规则。

如果研发人员对测量现象有固定的起点，他们就可以更

早地发现偏差，消除数以千计的不必要的实验室测试。结果

不言而喻，如果测试周期的数量急剧下降，那么成本和时间

的节约将是巨大的。

还有一个好处是，有地方可以储存通过多次实验收集到

的结果。这些信息可以成为组织学习的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需要数年时间才能积累起来的知识被保存起来，供公司的每

一位配方设计师使用，这样的中心点也可以减少重复工作。

科学家可以在线获取信息，或者与拥有他们所需知识的人联

系。对于给定的实验，他们可以看到成分，或者样品是如何

制备的。分享经验可以减少每个人的工作量。

数据共享很重要——没必要担心
即使原材料供应商分享了其产品中的化学成分信息，购

买者也缺乏对问题的正确理解。因此，我们只剩下了复杂的

系统，和对其中发生的相互作用或其他事件的有限理解。这

涂料行业的数据共享
作者 Merit van der Lee，科学顾问团队负责人；Jennifer Linnane Maat，市场负责人，RheoCube，荷兰，阿姆斯特丹；Ulf 

Stalmach博士，推动涂料公司数字化转型，德国，Dort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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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关键词为“数据的透明度”。

共享数据有两个关键原因。首先，可以为每个人创建一

个数据存储库，而不是单独重新进行相同的研究。其次，使

用人工智能的结果质量随着可用数据点的数量而增加。以这

种方式联合起来，将为价值链中的各方提供有效、坚实的信

息基础。

SDS平均值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有关配方的数据可以共

享，这些数据足够详细，这样配方的特性才有意义，但又足

够匿名，不会透露确切的供应商。这种可见性是产品创新的

一个基本要素。尽管知识产权保护是个问题，但我们仍然可

以找到一种方法，在提供有效、有用信息的同时，使部分数

据匿名化。

一般来说，共享的信息应该足以帮助建立结构-属性关

系。能够将原材料的化学结构与最终产品的预期性能联系起

来，揭示了改变一件事情的连锁反应。这种做法在制药和塑料

行业很常见。当然，监管已经促使制药公司变得更加透明，但

它起到了作用——而且没有损害行业中的单个参与者。

一些快速取得的胜利
可持续性发展可以成为该行业取得快速胜利的点。新的

法规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将改变整个产品生命周期——

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共享可有效防止

重复工作。像化学物质的环境持久性这样的东西可以计算出

来——只需一次——然后在整个价值链中共享。原材料供应

商可以通过共享数据来启动这一过程。他们的客户可以共享

使用它们的结果，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共享信息的基础。从这

里开始，行业便可以开始就共同的标准达成一致。

SDS数据需要处理，但目前很少以数字格式共享。可以

从pdf中删除，甚至添加一些化学数据，这将显示出许多善

意，甚至是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导力。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原材料供应商开始的。他们有创新

的设施，但担心数据交换会使他们处于开放状态。然而，特别

是在涂料行业，原材料的互换性是非常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处理的都是独特的产品，因此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创建生态系统
现在，如果涂料行业的一家公司在配方方面有问题，负

责人不会放眼整个市场——因为产品实在太多了。他们将从

首选供应商处获得一份建议书。然而，只有当被要求的供应

商的产品组合与问题相匹配时，该建议才是有效的。如果可

以获得60%的解决方案，这将成为涂料公司能够提供的最好的

解决方案。

重点必须是最终客户。什么产品最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也许供应商A的产品对某些应用而言最适合，而供应商B则适

合其他一些应用？通过正确挑选，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终端

产品。模拟解决方案有助于找到那些最佳成分。在次基础

上，涂料公司可以积极寻找合适的供应商组合，而不是只依

赖于老客户。供应商也将从中受益，当他们知道市场需要什

么时，他们可以更好地定位自己的产品。

因此，如果我们将最初的关注点转移到终端消费者，并

创建一个共享信息的生态系统，那么对于不同的终端产品，

谁拥有最佳成分或经验就变得很清楚了。更好的是，如果没

有合适的材料，就有机会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创新。

这个生态系统和模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公司可以在

一个巨大的信息数据库中联合起来。他们可以提取数据输入

模拟，创建更智能的配方，并立即看到会发生的相互作用的

结果。我们可以在屏幕上快速可视化改变不同变量（包括化

学变量和环境变量）的结果。可靠的数据和强大模拟的结合

会带来了巨大的不同。

失败的配方也能提供关键信息。调整的变量是否正确？

也许配方适合流变学窗口，而非应用窗口？也许颗粒的形状

有所不同？模拟可以让您更正确地了解您的成分。

发现事物为何如此运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信息基础。

把模拟专家和实验团队联合起来会有很多好处。它为不同层

次数据的共享打开了大门。

就是现在
涂料的生产方式将发生变化。现在迫切需要重新制定配

方，以证明产品的安全性。新配方需要新的原材料供应商，

并同时控制所有产品的成本和环境影响。要以所需的速度完

成所有这些工作，就需要研发团队呈指数级增长，并产出大

量新的配方。

客户的选择是另一个问题。最终产品将越来越多地为更

挑剔的消费者定制，涂料公司随时都需要拥有合适的产品和

库存。因此，制造过程将发生变化，快速进入市场至关重

要。这意味着一年的研发周期根本不可行，快速定制和对市

场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对厂家而言非常关键。是时候尽可能

地利用数字工具，更聪明地工作了。

在当今不确定的环境中，合作至关重要。首先要打破部

门、公司和价值链之间的壁垒。为人们配备智能工具是很重

要的，特别是对那些即将投入行业的新一代的数字技术科学

家而言。

涂料行业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是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还是马上开始利用数字技术

来发挥我们的优势？”虽然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如果涂料

行业现在开始行动的话，就可以获胜。

作者批注
RheoCube是一个基于云的复杂流体模拟平台。它提供了一种数字的、

基于浏览器的替代试错试验，改善了研发周期，并加快了产品推出市场的时

间。Ulf Stalmach博士是“Stammlack”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专注于涂料

主题的虚拟圆桌会议，他还主持了德国化学学会（GDCh）下属的VCW小组

的两次圆桌会议，一直积极促进化学界的联网行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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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问，水性油漆和涂料的出现带来了相当大

的挑战。对于那些希望为客户提供创新产品的

配方设计人员而言，接近溶剂型涂料的性能、

低VOC，水性替代产品可能具有不断变化的目

标——从细菌、酵母菌再到霉菌和藻类，这条路上也不乏其

微生物敌人的存在。

全球监管又增加了水性涂料的复杂性。水性解决方案现

在是油漆和涂料行业的确定趋势，但在该领域许多最有效的

杀菌剂——包括甲醛释放剂——在消费市场面临着严格的剂

量限制，尤其是在欧洲。

配方制定者如何应对无数微生物和跨境监管指南的挑

战？有人可能会认为，答案在于一种尚未被发现的新型化学

杀菌剂，但实际上，找到一个现有行业可靠产品的完美比

例——并调整该比例以适应多个地区和应用——是实现杀菌

防腐剂创新的最明确的道路。

目前存在许多添加剂，可以混合使用来满足应用需求和

监管要求。经过广泛的研究和测试，IFF微生物控制（MC）

部门的专家们发现，BIT和CMIT/MIT活性物（见下文）的

正确组合可以产生一种理想的防止细菌和真菌的罐内防腐

剂。这些发现使得BIT/CMIT/MIT的混合物BIOBAN™ 

BTCM产品的推出，它具有强大功效、配方灵活性、防腐稳

定性、更方便的物流和易用性。

BIOBAN BTCM是MC产品组合中的最新产品，该组合包

括用于油漆、乳胶漆和其他油漆配方成分以及建筑材料保存的

各种罐内和干膜解决方案。该产品是在BIOBAN BZ杀菌剂推

出后不久发布的，BIOBAN BZ结合了BIT和ZPT，可在广泛的

pH值范围(2-12)的产品中获得最佳的抗菌和抗真菌性能。

活性成分
配方制定者们发现1,2-苯并异噻唑啉-3-酮（BIT）作为

罐内防腐剂总是非常成功，可以在潮湿状态下抵御广谱细菌

和一些真菌。它在广泛的温度和pH值范围内高度稳定，能提

供长期保护，使产品具有更稳定的保质期。该成分的一致性

使其成为与其他具有更特殊或更剧烈作用模式成分的常用复

配基础。

氯甲基异噻唑啉酮/甲基异噻唑啉酮（CMIT/MIT）是

毫

罐内防腐剂的创新取决于
完美混合物的发现与测试

     作者 Judy Betancur，美洲市场经理；Beth Ann Browne博士，工业防腐专家，IFF微生物控制公司，特拉华州，Wilmington

找到经过时间检验的杀菌剂的“黄金比例”对油漆和涂料领域的配方
设计师有着广泛的好处，使客户能够服务于当地市场并达到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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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被广泛接受的金标杀菌剂，用于pH值高达8.5的水性涂

料和粘合剂的罐内防腐，在低添加量下非常有效——成品中

的活性成分为15-22.5%的ppm。CMIT/MIT杀菌剂可提供广

谱保护，有效防止微生物生长，如细菌、酵母菌和霉菌等，

从而使水性产品（包括油漆、粘合剂、乳液、矿物浆料和胶

带接缝化合物等）得到强有力的保护。CMIT/MIT杀菌剂可

与水性涂料相容，通常不会引起絮凝或粘度、颜色、光泽、

成膜或成品配方的其他关键参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

CMIT/MIT提供了针对假单胞菌的固体保护，假单胞菌在保

存油漆和涂料时已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当寻找能在潮湿状态下对细菌和真菌的都广谱有效的杀

菌剂时，配方制定者应该考虑1,2-苯并异噻唑啉-3-酮/锌

-2-吡啶硫代-1-氧化物（BIT/ZPT）。像BIOBAN BZ这样

的BIT/ZPT组合是水性分散体，它已被证明在乳液、建筑材

料以及一些油漆和涂料应用中是相容的和有效的。由于具有

BIT和ZPT，该产品在温度和pH范围内也具有稳定性。

2,2-二溴-3-氰基丙酰胺（DBNPA）作为一种成本效益

高的防腐剂，具有几乎瞬时的杀菌活性，被广泛应用于油漆

和涂料制造工厂的清洁处理。许多油漆和涂料生产商通常使

用DBNPA来保存原材料，净化洗涤用水和受污染的产品，并

作为工厂设备的快速杀菌剂使用。DBNPA在低浓度下即可发

挥功效，可快速杀死细菌、霉菌和酵母菌。它与水完全混

溶，通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就能实现有效的微生物控制。

DOWICIL™ QK-20抗菌剂是一种基于DBNPA的快速、

广谱的技术，非常适合生产批次产品的处理，以减轻微生物

污染，优化长期罐内保存体系的表现和剂量。它可用于水性

油漆和涂料、乳胶和树脂以及许多其他产品中的罐内防腐体

系的补充。

虽然所有这些活性成分都是很好的选择，但BIT和

CMIT/MIT已经成为保护工业产品（如油漆和建筑材料）的

主力军，它们彼此也具有互补性。BIT提供持久保护，

CMIT/MIT通过更快的灭杀速度进行补充。将它们混合成一

种精心调配的预混合添加剂，配方设计人员可以在没有任何

影响的情况下利用两者的优点。

条例和比率
将BIT和CMIT/MIT结合在一起的便利性无疑对所有规模

的操作都是有利的，并且已经向市场提供了几种类似的组合尝

试。然而，在选择罐装混合物时，配方设计师应注意与杀菌剂

供应商合作，该供应商应该提供严格的实验室测试，以确认独

特配方对生产环境中可能存在的强大微生物的有效性。

鉴于全球监管环境的复杂性，对杀菌剂组合决策的影响

是广泛的。随着法规变得越来越严格，配方设计师可用的杀

菌剂活性成分工具箱也在以相应的速度缩减。MIT是

BIOBAN BTCM产品的三种活性成分之一，它目前在消费者

市场（尤其是欧洲）面临着最严格的用量限制。

在美国，杀菌剂必须根据《联邦杀虫剂、杀真菌剂和杀

鼠剂法案》（FIFRA）以及在使用杀菌剂的每个州进行注

册。常规化学品受《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的监管，食

品和个人护理市场使用的油漆和涂料产品受《联邦食品、药

品和化妆品法》的监管。

欧洲产品必须符合欧盟第528/2012号《生物杀菌剂产品

法规》（BPR）-（EU）的要求，以及在国家一级注册产品

的持续要求。此外，在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

限制的法规REACH中也有相关要求。

至于世界其他地区，各国通常都有自己的法规来管理杀

菌剂的使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依赖于获得欧盟BPR

或美国EPA批准的产品。油漆和涂料行业的防腐剂供应商应

具备这些法规的工作知识。以BIOBAN BTCM为例，配方制

定者有独特的灵活性，通过确保CMIT/MIT浓度保持在15 

ppm以下，使产品避免贴上H317的标签。本产品中的活性物

质因此可以满足MC欧盟BPR法规关于罐内防腐用产品

（PT-6）的要求，因此相应的处理条款在进口和投放欧洲市

场时均符合要求。

欧洲的配方制定者——以及那些只想向欧洲出口产品的

美国配方制定者——必须在创新供应商的帮助下克服这些挑

战，这些供应商可以提供稳健的选择，不会与监管法规产生

冲突。建议为了符合监管要求，配方设计师应与具备专业知

识和实验室基础设施的制造商合作，来提供符合全球标准的

产品。以BIOBAN BTCM为例，该混合物提供了尽可能多的

BIT，同时保持了有效且为欧洲所接受的CMIT/MIT水平。

从影响到应用
满足世界各地的监管要求是至关重要的，但实现理想的

BIT/CMIT/MIT配比也具有较小规模的影响。对于许多中小

型企业来说，二合一的产品提供了他们无法放弃的便利性。

对于各种规模的公司来说，防腐都是一个全行业关注的

问题，但规模较小公司的配方设计师可能缺乏时间和资源来

专注于此。这种规模的配方制定人员依赖于杀菌剂供应商来

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提供一种由常见成分制成的复合

杀菌剂，将这种压力从配方制定人员的待办事项列表中去除

就容易多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只有被认为必不可少的工作

人员才能进入实验室工作，而且资源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稀

缺，使用复配的一个产品解决方案便显得更为重要。

对实际应用的测试也同样重要。在选择供应商之前，要

确定他们是否拥有必要的实验室基础设施，可以评估客户要

求的配方和应用中的产品。较好的公司将能够动态地进行改

变，并提供实验性的设计过程。例如，IFF就引导其一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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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内防腐剂的创新取决于完美混合物的发现与测试

完成了一个实验设计阶段，该阶段侧重于在100天内控制特定

的微生物。

在产品测试方面，胶带连接化合物（TJCs）案例提供了

一个理想的研究。TJCs需要具有特定的一致性，同时保持对

微生物的控制。BIT/CMIT/MIT的理想组合不仅能提供较好

的杀菌保护，还能保护TJC产品的粘度。

在此之前，许多甲醛类产品很受欢迎，但实际上它们容

易导致该化合物粘度的降低。最佳的复配产品可以在确保产

品正常工作的同时，抵御微生物的侵蚀。

关于杀菌剂供应商的最后一点
无论配方设计师选择何种防腐剂组合产品，都必须与那

些能够证明其对工艺防腐化学、水处理化学和微生物学有深

刻理解的供应商合作。供应商还应能够向配方设计者提供工

厂卫生检测，以识别和清除所有微生物污染源，以及具备实

验室能力，以帮助优化产品的开发。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基础

设施所能提供严格的测试，这是无可替代的，它可以进行实

验设计和实际应用时的故障排除。

尽管杀菌剂成分工具箱在不断缩小，但配方设计师仍有大

量的选择。好消息是，在经验丰富的防腐剂供应商的帮助下，

配方制定者可以确定兼容的、经批准的防腐剂解决方案，以适

应市场需求和监管要求的变化趋势。正如我们所发现的，完美

的原料复配可以扩大配方设计人员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帮助

各种规模的公司轻松、一致地服务于当地市场。

免责声明
©2021 IFF。就IFF所知，此处所提供的信息基于的数据是可靠的，且

仅适用于IFF在此处指定销售的特定材料。本文所包含的信息不适用于在任何

过程中使用本文所指定的材料，或与任何其他材料结合使用，并应客户要求免

费提供。因此，IFF不能保证或担保此类信息，也不对其使用承担任何责任。

除非在销售合同中明确规定，否则IFF不就本文所述材料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

的保证，包括适销性或适合特定用途的保证。

©2021 Internationa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 (IFF)。除非另

有说明， IFF、IFF Logo以及所有标有™、SM或®的商标均由IFF或IFF的子

公司拥有或许可。就IFF所知，本协议所提供的信息所基于的数据是可靠的，

且仅适用于IFF在此处指定销售的特定材料。本文所包含的信息不适用于在任

何过程中使用此处指定的材料或与任何其他材料的结合使用，并应客户要求免

费提供。因此，IFF不能对此类信息进行担保或保证，也不对其使用承担任何

责任。除销售合同中明确规定外，IFF不就本文所述材料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

的保证，包括对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的保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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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添加剂的四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二篇。流

变改性剂和悬浮剂，已在我们2021年5月号出版

的第1部分中介绍。第2部分主要介绍消泡剂。

添加剂用量小，通常是涂料原材料中单

位成本最高的，用于促进生产或改善湿涂层和最终漆膜的

某些性能。它们在涂料中必不可少；然而，却并非越多越

好。事实上，对于许多助剂而言，更高的添加量可能会损

害涂层性能。

消泡剂
纯液体不会起泡。然而，我们需要处理的并非纯液体，

所以在涂料配方中的一个现实是，我们必须要对抗泡沫。泡

沫是大量气体（通常是空气）在液体中的分散形式。泡沫控

制剂包括消泡剂、防泡剂和空气释放剂（除气器）。每种泡

沫控制剂都是不同的，但术语经常互换使用。消泡剂通常用

来打破液体表面的泡沫，防泡剂可防止泡沫形成，除气剂的

设计目的是将泡沫（通常是微泡沫）从液体中排出，使其迁

移到表面，以便消泡剂能够处理它。虽然存在这些区别，但

所有泡沫控制剂通常都会进行消泡、除气，并起到防泡剂的

作用，只是会对其中一种类型起到更大的作用。配方设计人

员通常使用这些组合，以获得消泡效果的最佳性能。消泡剂

通常是消泡剂、除气剂和防泡剂的组合，并可实现所有三种

功能。在本文中，消泡剂一词将用于所有这三种现象。

那么，气泡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泡沫稳定的主要原因是

涂层中存在表面活性剂。添加表面活性剂有助于颜料分散、

稳定树、乳液或降低表面张力（以帮助流动和流平或基材润

湿）。其他原材料，如流变改性剂或具有高表面张力的树

脂，也会困住气泡，并防止气泡迁移到表面或阻止了气泡破

裂，从而使气泡变得稳定。气泡和原材料的相互作用也可能

稳泡，或者在极端情况下，阻止气泡离开液体。

泡沫会根据斯托克斯定律（上一篇文章中有介绍）推导

的那样上升到表面，可将其简化为（假设粘度相同）：

               
气泡的大小x气体和液体之间的密度差

泡沫上升速度=

                           
液体的粘度

由于粘度和密度差很难在不显著改变涂料的情况下进行

调整，因此增大气泡的大小会增加气泡离开液体的速率。这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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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od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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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除气过程。

相互作用  聚结 上升

除气剂



就是除气剂发挥作用的地方。除气剂在体系中是不相容的

（气泡和液体），并降低了气泡的表面张力。气泡相互作

用，聚结，然后较大的气泡会上升到表面。图1显示了该

过程。

大多数泡沫的稳定是因为，表面活性剂通过形成双电荷

层稳定了液膜（在液体或表面气泡周围的液体薄层）。这一

层由渗透压维持；当该层液膜形成或扩展时，涂料体系和表

面活性剂之间存在浓度梯度。如果由于液体排出，该层开始

变薄，则浓度梯度迫使更多液体进入液膜，使其稳定。使泡

沫失稳的关键是使液膜失稳。在液体中，这种梯度会阻止小

气泡与大气泡结合，从而更快地上升到表面，而在液体表

面，它会防止气泡破裂并释放气体。如果液膜的内聚力大于

气泡内气体压力对液膜的向外作用力，则液膜是稳定的。图2

和图3显示了表面活性剂的液膜和气泡稳定性。图2突出显示

了液体中的稳泡性，图3说明了泡沫在表面（空气/液体界

面）的稳定性。

那么，我们如何使液膜变得不稳定呢？标准的方法是干

扰表面活性剂双层。消泡剂可以通过取代表面活性剂、降低

表面张力或使液体脱湿来实现这一点，从而使液膜会变得较

薄，气体压力便可使得气泡破裂。

一个好的消泡剂包括：

· 不溶于配方/涂料介质；

· 表面张力低；

· 消泡剂活性具有较高的渗透系数；

· 具有较高的载体扩散系数；

· 具有去湿机制。

消泡机制含三个步骤：

进入–消泡剂进入液膜。

扩散–防泡剂通过液膜扩散，并破坏表面活性剂双层。

液膜破裂–内部气体压力使液膜破裂，从而让气泡破裂

（图4）。

消泡剂成分
消泡剂成分对消泡剂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消泡剂最多可

以有三种不同的成分，会以其中一种为主，它们可以含有乳

化剂和润湿剂，也可能有第三级成分。

主要液体成分用作消泡剂，并用作其他活性成分（如疏

水颗粒）的载体。它必须不溶于涂料溶剂（包括水）和涂料

成分。如果它是可溶的，它将不会作为离散的颗粒，并可以

打破液膜。它必须具有比涂料体系更低的表面张力，但具有

更高的界面张力以保持离散的颗粒。水性体系的例子包括矿

物油、硅油、疏水乙二醇和其他有机疏水液体。

乳化剂和润湿剂控制消泡剂的乳化程度，乳化程度影响

消泡剂的效率、持久性和相容性。如果与涂料太不相容，将

37·

导致颗粒过大，使消泡剂效率低下，很难进入液膜，还可能

会导致表面缺陷。如果使消泡剂相容性过强，消泡效率也会

受到影响。进入液膜并扩散到足以削弱液膜以使其破裂的速

图 2     液膜在液体中的稳定性。

除气剂

水相

空气

空气

空气
空气

图 4     液膜的破裂阶段。

进入 扩散
液膜破裂

图 3     在液体表面的稳泡性。

空气

空气

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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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取决于消泡剂的表面张力以及消泡剂和涂料体系的界面

张力。

三级组分为可以提高活性、增加产品稳定性和改变消泡

剂相容性的成分，它们包括疏水性固体（如蜡）、脂肪酸、

偶联剂以及许多其他化学物质。

消泡剂的相容性
相容性是消泡剂的关键因素。相容性是一个术语，用于

描述消泡剂的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涂料中消泡剂的

最终粒径及其破泡效率。如果相容性太强，则无法在液膜中

充分扩散，气泡便不会破裂。如果太不相容，消泡剂颗粒可

能会结合在一起，导致少数大颗粒无法有效地打破气泡。选

择消泡剂时，消泡剂的剪切力至关重要。剪切力越高，所需

的不相容性就越大，因为消泡剂乳化得更多。因此，在研磨

阶段需要一种非常不相容的消泡剂，而调漆阶段则需要一种

更相容的消泡剂。图5显示了从更相容的消泡剂到不相容的消

泡剂对泡沫产生的影响。

持久性和效率是消泡剂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性能。效率

取决于它破泡的程度（通常在制作涂料时进行测量）。持

久性是消泡剂保持时间的长久。如果消泡剂随时间与涂料

发生相互作用，则可能会失去其效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聚合物的相互作用导致部分颗粒聚结和较大聚合物颗粒不

需要那么多的表面活性剂。这种多余的表面活性剂会使消

泡剂颗粒变得更加相容，从而使效率下降。这里有太多可

能的相互作用需要提及，但重要的是要对涂料中的消泡剂

效率进行稳定性研究。

消泡机制
配方制定者的一个常见错误是对所有体系使用一个消泡

剂组合。虽然采购和工厂员工都喜欢这种方式的效率、简单

性和成本优势，但每个涂料体系的性质都是不同的，这种消

泡剂组合可能使您的某些体系不够高效或持久。

根据消泡剂的成分，有几种不同的消泡机制。第一种是

不相容固体。在水性体系中，这些固体是疏水的。在这种机

制下，小的不相容的固体颗粒进入液膜，取代表面活性剂并

破坏双层。表面活性剂的疏水部分则被固体颗粒的疏水性所

吸引。图6显示了这一点。

消泡的另一个机制是表面活性剂的竞争。在这种情况

下，添加一种缺乏表面活性剂的液体，它可以清除游离表面

活性剂。如果游离表面活性剂含量较低，液膜的双层稳定性

则无法维持。这往往更多的是一种防泡和除气方法，首先使

泡沫失稳，而非实际的消泡机制。图7描述了这种机制，还应

注意的是，添加过多此类消泡剂会去除掉树脂乳液中的表面

活性剂，使树脂产生不稳定性。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拮抗性表面活性剂。在该机制下，向

涂料添加此类表面活性剂，它明显不同于体系中的其他表面

活性剂。由于该表面活性剂的性质，可能会形成双层，但这

个双层很弱，无法稳泡。图8显示了这一点。

 图 5     相容性/不相容性的平衡。

扩散

消泡

相容性

泡沫

相容性

可溶性

最佳效果

缺陷：模糊、缩孔

不相容
不相容

不能溶解

稳泡

图 7     表面活性剂消泡机制的竞争。

空气

空气

消泡剂
液相

液体

图 6     不相容的固体机制。

空气

空气

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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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泡的最后一个主要机制是不相容的、低表面张力机

理。在这种机制中，向涂料添加不相容的、低表面张力的液

体之后，它在水性体系中分散成微小的疏水液滴，该液滴再

被吸进液膜，并在那里扩散，形成一个薄弱点，气泡就会破

裂。如图4中所示。

其他关键因素
消泡剂的分散性是一个关键问题。低分散性消泡剂将具

有更大的持久性，更适合高剪切应用。它们将具有更大的粒

径，并可能导致表面缺陷（缩孔和鱼眼）。易分散消泡剂的

相容性更好，更适用于高光泽/高鲜映性的涂料，并可以减少

漆膜缺陷的产生，提高与色浆的相容性。但它们的持久性较

差，不适用于保质期较长的涂料中。

添加顺序对消泡剂至关重要。在研磨阶段，它们应在颜

料之前添加，以尽量减少泡沫。在调漆阶段，应在最后添加

它们，以尽量减少剪切，因为它们比研磨阶段的消泡剂更相

容，且剪切稳定性更差。

许多消泡剂会含有未溶解的二级颗粒，这些消泡剂容

易沉降或分层，因此在使用前进行搅拌至关重要。我见过

在太多的情况下，消泡剂从桶中取出，使得涂层最后产生

了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疏水性颗粒会沉淀下来，因此

在桶的上面部分取出的消泡剂制成的涂料会产生起泡问

题，而使用桶的底部取出的消泡剂制成的涂料，又会产生

许多表面缺陷。如果液体不是100%相容的，即使是透明的

消泡剂也会分层。为避免这些问题，使用前请务必将消泡

剂充分搅拌均匀。

选择消泡剂前要问的问题
· 何时添加—研磨、调漆或后添加？

· 它会在高剪切还是低剪切力下进行混合？

· 是否会将其用于调色基础漆中？

· 是否不允许使用某些化学物质，例如汽车漆中的硅

类？

· 需要达到怎样的持久性？

· 能否允许轻微的漆膜缺陷？

· 它们是否增加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或有害的空气污

染物？

· 它们是否会影响其他性能（抗紫外线、耐化学性或

耐腐蚀性等）？

通常，使用消泡剂组合比只使用一种效果更好。我也看

到了多种消泡剂的协同效应。由于所使用的其他原材料的多

样性，消泡剂组合的性能因体系而异。高效使用消泡剂的关

键是正确地使用它。您需要在整个体系中均匀地分布活性物

质，以便在不过度分散的情况下进行适当消泡。

配方考虑因素
消泡剂用量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原材料的变化性。树脂

乳液可能因批次而异，会导致涂料体系从缺乏表面活性剂变

为含有高游离表面活性剂。颜料分散体是相同的，但分散效

率和主要粒径的变化将导致不同水平的游离分散体。仅仅用

额外的消泡剂配制是不可取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表面缺

陷。最好的选择是在质量控制中进行消泡剂的测试，以测试

初始消泡剂水平（这种方法无法测试持久性）。通常，使用

刷涂或辊涂测试可用作快速验证，但也使用一些其他的测试

方法。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研磨阶段的消泡剂与调漆阶段消泡剂

的平衡。如果研磨时使用的消泡剂太少，便会形成气泡。由

于空气比液体更容易压缩，因此对颜料的剪切力将降低，研

磨效率会受到影响。这会导致更长的研磨时间和更多的热量

产生，这会损坏研磨阶段的成分（消泡剂、颜料分散剂

等）。如果使用过多的研磨消泡剂，最终可能会导致表面缺

陷或其他问题，这只能通过使用其他的添加剂来解决，可能

又会导致添加剂新一轮的循环增长式的添加。

由于消泡剂本质上与体系不相容，因此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们有形成更大液滴的趋势。一旦消泡剂的粒径超出最

佳消泡剂粒径范围，将导致效率和持久性的降低。消泡剂粒

径过大也可能会阻止其进入液膜，无法使气泡破裂。较大的

粒径也可能导致表面缺陷，如鱼眼或缩孔。如果粒径太小，

则可能无法充分破坏液膜以打破气泡。

另一个问题是消泡剂的过度剪切。如果在高剪切条件下

（如研磨颜料或高剪切应用）使用相容性较好的消泡剂，则

消泡剂的粒径可能变得太小而无法发挥作用。因此，选择符

合剪切条件的消泡剂至关重要。

体系的粘度越高，消泡就越困难。较高的粘度将困住空

气，阻止其迁移到液体表面，也将减缓液体进入液膜的速

图 8     拮抗表面活性剂的消泡机制。

空气

空气

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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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MIKE一起制定配方

度。消泡剂进入液膜的流量将减少，从而使消泡剂颗粒进入

液膜并在理想时间范围内破泡的可能性也减少了。

另一个主要考虑的因素是体系消泡需要多长时间。您需

要在30秒、30分钟或30小时内使体系无泡沫吗？

采购人员通常将不同的原材料分类为补偿品，可以采购

其中任何一种。虽然它们在设计用途（例如颜料分散剂）和

化学性质上具有功能补偿作用，但它们并不完全相同，并且

可以会改变涂料的其他性质。即使它们在化学上是相同的，

但在工厂层面上，它们制造方式的生产差异也可能会导致涂

料的差异。在确定使用消泡剂组合时，测试配方中所有不同

的补偿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涂料在配方设计时要考虑的问题，它们需要不

同的消泡剂之间达到平衡，既有效又持久。从研磨到调漆阶

段，消泡剂的最佳平衡不仅能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还可以

减少添加剂的总使用量，从而降低总成本。

作者简介
Mike在蒙特利尔出生并长大，现在住在休斯顿地区。他

拥有34年的涂料配方经验，在涂料公

司工作了18年，在原材料供应公司工

作了16年，目前是Indorama Ventures

公司集成氧化物及其衍生物部门油

漆、涂料和油墨方面的高级应用科学

家。他拥有分析化学和环境科学学

位，以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ike还

曾是底特律涂料技术协会和皮埃蒙特

涂料技术协会的前主席，并在芝加哥涂料技术协会董事会任

过职。Mike是加拿大武装部队的老兵，曾在加拿大步兵部队

服役15年。

本文所含的所有信息均按“原样”提供，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在任何

情况下，作者或Indorama公司均不对因使用或依赖此类信息而造成的任何性

质的损害负责。本出版物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应被解释为任何实体的任何知识产

权许可，或建议或授权采取任何可能侵犯任何专利的行为。“Indorama”一

词仅为方便起见，指Indorama Ventures有限责任公司、其直接和间接附属

公司及其雇员、高级职员和董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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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装饰涂料还是工业涂料，水性饰面都需要

完美的外观和最佳的机械性能。流平剂和基材

润湿剂可为这一目的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水性涂料在干燥过程中，尤其是在高速应

用（如喷涂）后，表面可能出现一些不规则或明显的纹理。

这包括涂层表面缺陷，如缩孔、鱼眼、针孔和波浪效应。理

想的饰面源于较好的基材润湿性和液体涂料较好的流平性。

这些特性在干燥过程中形成了连续且均匀的薄膜，从而实现

更好的机械性能。这些性能与表面张力问题直接相关，尤其

涉及到两个界面：液态-空气和液态-基材。

掌握表面张力现象
表面缺陷

表面缺陷通常由液-气界面表面张力的不均匀性引起，在

该界面上液体倾向于减少其表面积，从而降低能量。例如，

由于这些不均匀性，在干燥阶段，水分蒸发，从而激发了挥

发性成分处的局部表面张力上升。流体向这些区域流动，从

而导致波浪形和不规则性。这也可能发生在具有低表面能的

污染物的界面处（图1和图2）。

最常见的表面缺陷是缩孔或鱼眼。在表面张力较高的区

域，这些缺陷表现为小的圆形缺陷（凹陷约为1至5mm，鱼眼

高达20mm），它们对饰面的美观造成了破坏。此外，如果液

体没有形成均匀的层，在干燥阶段后，溶剂分子会保留下

来，形成一个压力点。这些被称为针孔（或爆裂点），在干

燥表面上显示为小点（小于1mm）。还有橘皮效应——会产

生一个结构和波浪表面形貌。橘皮可能导致鲜映性（DOI）不

正确，DOI表示涂层表面反射的外观质量。该数据是光泽测量

的有用补充，用于说明表面的平滑度和外观，它也会随液体

无

不再高低起伏
水性涂料的流平控制
     作者 Anne Odoux，研发工程师，Synthron公司，法国，Indre et Loire

图 1 ，2      表面添加剂在液-气界面起作用，带来或多或

少与介质的相容性，减少表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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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透明度增加变得更差。

流平性

我们的表面添加剂是表面活性剂类的聚合物。由于它们

的化学结构，它们迁移并处于液-气界面的位置。这些聚合物

可以在必要时进行有机改性，以调整其他性能（流动、平滑

性等），并或多或少地与介质相容。

添加剂的化学结构必须与介质稍有不相容，以便它能够

向界面迁移并起到减少短波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必须与介

质充分兼容，以避免透明涂层产生雾影。因此，流平剂会集

中在液-气界面，并使涂层的表面张力均匀化。平衡该界面处

的表面张力有助于显著减少短波纹，从而提高流平性并防止

表面缺陷。

基材润湿

适当的基材润湿对于实现好的流动和流平性至关重要。

通过液体和基材之间的低接触角，可以促进基材的良好润湿

（图3）。当液体的表面张力低于基材的表面能时，低接触角

（θ<90°）是可以产生的。因此，可以通过降低液体的表

面张力或通过增加基材的表面能来改善基材润湿性。表面

添加剂便是通过降低液体涂料的表面张力来作用于第一个

参数。

与涂料中通常使用的溶剂（20°C时为70mN.m-1）相比，

水是一种具有高表面张力（20°C时为73mN.m-1）的液体。因

此，水性涂料要获得良好的基材润湿性更具挑战性。

表面添加剂的开发需要更好的综合性：如果添加剂提

供的表面张力太低，基材润湿性会得到改善，但难以避免

表面的波动效应。若表面张力过高，可能会发生基材的润

湿问题。

流平剂的其他影响力

根据其化学结构，某些表面活性剂也可能对配方产生其

他积极或消极影响。例如，它们可以作用于液体的流动，稍

微改变流变性，或者更令人烦恼的是，稳定泡沫。或者，一

旦体系干燥成膜，它们可能会改变表面的滑爽性、产生雾

影、影响涂层间的附着力等。它们甚至可能会影响液体涂料

的开放时间或干燥时间。在涂敷过程中，更长的开放时间可

能会更好，因为它会具有更好的施工性能。它还延长了流平

剂调整空气界面表面张力的可用时间，从而使涂料具有更好

地流平性。因此，在选择有效的流平剂或基材润湿剂时，还

应考虑其他参数，这一点也很重要。

两个化学家族

通常采用两种不同的化学物质来生产水性涂料用的流平

剂。首先，是基于聚硅氧烷的添加剂，它们能大大降低液体

的表面张力。它们赋予了涂料较好的流动性，并且在减少波

动效应和橘皮方面也非常有效。但有时它们可能会降低多层

体系中涂层间的附着力。其次，有基于聚丙烯酸酯的流平剂

（均聚物或共聚物）。它们在降低液体表面张力方面的效率

较低，但它们的化学结构使它们在减少缩孔或针孔方面非常

有效，它们对减少橘皮也很有帮助。它们与介质的相容性可

以在避免雾影的同时提高效率。

一系列新的添加剂
Synthron的Modarez®PW系列包括几种高效的流平剂和

基材润湿剂。表1给出了其中四种添加剂的基本数据。

Modarez PW 336是一种含有游离羟基官能团的丙烯酸基

添加剂，在改善流动性和流平性方面特别有效。它的作用是

立即可见的，因为它减少了缩孔和橘皮现象。由于其粘度相

图 3     通过液体与基材之间的低接触角来使基材具有较好

的润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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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涂料的流平控制

对较高，建议使用稀释型Modarez FA 365，以便于操作。

Modarez PW 363也是一种丙烯酸基添加剂，具有良好的表面

流平性能。本产品在防护0饰面的干燥阶段提高了开放时间，

但不会对总干燥时间产生负面影响。最后，Modarez PW 677

也是一种流平剂，可显著增强涂层的表面外观，并具有较高

的基材润湿性能。因此，该添加剂特别适用于表面能较低的

表 2     水性白色涂料A和B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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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如打算涂覆水性体系的塑料。

在法规方面，所有这些添加剂均不含VOC，并符合欧盟

Ecolabel (2014/312/UE)的要求，这可能有助于减少配方中

其他含溶剂成分。此外，Modarez PW 336和FA 365符合

FDA 175-300标准。

实验研究
配方

我们以传统白色水性建筑涂料对流平剂进行了评估，表2

和表3详细说明了为测试其性能的这些基础漆配方。

最后添加流平剂，并在自动搅拌机下将其混合均匀。这

些实验中使用的添加量为2.5%。对于每种涂料，保留一份不

含添加剂的基础漆样品作为参考。

测试过程

ၞଘचႎლၥᦶ

为了更好地观察涂层表面情况，我们将涂料涂敷在光滑

的玻璃板上，且已经用乙醇进行脱脂处理。使用K-涂布棒对

涂料样品进行涂施，湿膜厚度为100µm。为了完成测试，还

在铝Q样板A-35进行了第二次应用。干燥过程在环境温度

（23°C）下进行。在每次试验中，同时使用了含有和不含流

平剂的涂料。

为了测试基材的润湿性，在聚丙烯和聚乙烯样板上进行

涂料涂覆。这些材料的表面能很低，为30达因/cm，使用传

统涂料很难进行重涂，使用水性涂料则更难。为了强调测试

图 4     涂料样品的开放时间和干燥时间。�

中基材润湿性的差异，在涂敷前未对基材进行表面处理（例

如等离子技术）。塑料样板在使用前只简单地用乙醇进行了

清洗。

使用湿刷和挤压刷将涂料样品涂成薄层。在接下来的几

秒钟内，用一根小木棍在湿膜上画一个标记，这有助于观察

到最终的去湿效果。事实上，当涂料未能适当地润湿基材

时，它会收缩，使塑性孔出现，有时会形成滴状（爬行效

应）。涂料的润湿能力在涂覆后立即可见。

නᳵၥᰁ

我们根据Beck Koller方法（ISO9117-4:2012），使用干

燥时间记录仪测量了开放时间和干燥时间。使用立方体涂敷

器在300 x 25mm玻璃条上涂敷涂料样品，湿膜厚度为

120µm。将涂层样品放置在设备上，移动机架携带的半球形

针在6小时内穿过样板的长度。实验完成后，读取干燥时间阶

段，如图4所示。在实际操作中，所有这些阶段并不总是明显

的。通常，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实干时间（我们称之为

干燥时间）和表干时间（我们称之为开放时间）。

实验结果
添加Modarez PW添加剂可显著改善测试涂料的流动性

和流平性。表4总结了它们的评估结果。通过作用于液体涂层

的表面张力，这些水性体系的流平剂可以帮助消除许多表面

缺陷，如针孔、缩孔或橘皮等。

在实验室进行的不同实验中，我们在下面重点介绍一些

崨䎂 很䮦〄 怚芘ⳕ㔿 邍䎁斕 㸤Ⰼ䎁斕
䒓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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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Modarez PW系列的主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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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涂料的流平控制

改善了流平性的例子。在玻璃板上涂敷含有Modarez PW 677

的涂料A，结果表明，添加剂可以消除涂层表面上的针孔（图

5），从而显著改善干燥漆膜的外观。

此外，在铝Q板A-35上的应用表明，Modarez PW 677

改善了涂料B的流动性和流平性。如图6所示，未添加该助剂

的涂料B呈现出一些由涂敷（在本例中为K-涂布机）引起的

痕迹，而含有该添加剂的涂层表面则得到了改善。

实验还证明，Modarez PW 677提高了基材的润湿性。事

实上，涂料A在使用后立即产生了收缩，并在聚丙烯和聚乙烯

面板上出现许多去湿区域。然而，当涂料中含有添加剂时，

液体涂料的表面张力被充分改性，可以在基材上适当地铺

展，并获得较好的润湿性。这在图7中很明显。此外，我们对

该涂料的涂层间附着力进行了测试，表面Modarez PW 677对

该参数未产生负面影响。

关于开放时间的测量，实验表明添加剂Modarez PW 

363产生了积极影响（图8）。当添加剂以2.5%的剂量掺入

丙烯酸水性涂料C中时，加入该添加剂涂料的开放时间为17

分钟，而未添加涂料的时间为8分钟，增加了9分钟。总干

燥时间（30分钟）没有增加，两个样品的总干燥时间结果

是一样的。

结论
Modarez PW产品是水性涂料的重要添加剂。由于这是它

们的主要用途，它们在液体体系中提供了非常好的流动和流

平性能。它们能与许多水性粘合剂完全相容，可以防止雾影

产生，同时还可以消除表面缺陷，如缩孔、鱼眼或针孔等。

它们还可以减少橘皮效应，这有助于改善光泽度和DOI。

由于其化学结构，它们对多层体系的耐水性或涂层间的

附着力没有负面影响。此外，它们都是不含VOC的添加剂。

最后，Modarez PW添加剂系列产品各有其自身的特

性，如Modarez PW 363可以改善开放时间，Modarez PW 

336能增强流动和流平性能，Modarez PW 677则具有优异的

基材润湿性。a

图 5     玻璃板上的针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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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在铝Q板A-35上的流动流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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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聚丙烯和聚乙烯样板上的基材润湿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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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开放时间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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