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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含义。Miller回顾了这些挑战，分

析了可持续性对我们行业的意义，以及我们正在

开发的跟踪进展的工具，还有我们展望未来时面

临的创新挑战，阐述了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他

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朝着产品加速、影响衡量和

评估以及伙伴关系的方向在发展。企业无法单独

完成这一任务。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会议环节是一个领导力小组

讨论，主题为该如何度过艰难时期，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讨

论由Dowd and Guild有限公司总裁Patrick Kelly主持，嘉宾

包括Behr Process Corporation首席研发官John Gilbert、

SamMorell.com总裁Sam Morell、Dowd and Guild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官Tim Fetters、立邦汽车涂料美国公司全球战略采

购和贸易副总裁Chris Dugan、以及Buckman N.A.公司油漆

和木器处理部门的集团业务经理Debra Gill。专家组成员讨论

了疫情期间的挑战和经验教训、为未来做好准备的改进机会、

技术如何变化、如何吸引下一代和留住人才，以及已经发生的

积极变化等话题。原材料形势带来的三个积极变化包括创新、

与新的供应商建立关系，以及为许多公司提供更深层次的产品

组合。

我喜欢我参加的所有会议，也喜欢与许多行业同事重新联

系，并与新联系人建立联系。我不得不说，会议展厅的食物是

我在所有会议中吃过的最好的！西部涂料协会组织了一场精心

策划和执行的活动。我已经在期待2023年了。

我最近刚从拉斯维加斯的西部涂料展回来。和

往常一样，这是一场精彩的活动，尽管受到COVID 

–19的影响，但仍有大量的观众（约900名与会

者），一个有趣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主题欢迎招

待会，五个主题的技术演示，两个出色的主题演

讲，以及一个关于如何度过艰难时期的深刻的小组

讨论。会议介绍了许多优秀的技术，以及一些关于

推动行业发展的有趣会议，我将在下面重点介绍这

些内容。

第一位主题演讲人是Erik Sapper博士，他是加州州立理

工大学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分校化学与生物化学系的助理教授。

他谈到了技术、创新和教育将如何推动和塑造我们的领域。

Sapper博士说，尽管过去已经使用了实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s，DOE）、预测建模和机器学习等统计和数学设

计工具，但如果现代研发组织希望在虚拟工作、加速开发时间

和不断创新的现代时代蓬勃发展，这些工具必须成为标准。他

还强调，未来科学领袖的教育工作者也必须将这些方法纳入到

他们对当今学生的教育路线图中。他的演讲提供了一个非常有

趣和幽默的概述，介绍了推进我们领域最重要的工具，包括利

用DOE和计算策略加速材料发现，快速和迭代的研发，以及

将科学的产品开发过程与营销策略和客户需求巧妙结合的设计

思维方法。

第二场是阿科玛公司涂料树脂高级全球研究总监Christo-

pher M. Miller博士的主题演讲。他讨论了涂料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Miller指出，我们行业面临的挑战是，虽然可持续

发展是一个主要的全球主题和趋势（今年WCS超过四分之一

的会议都特别提到了可持续发展，或有一些与可持续产品性能

属性相关的主要主题），调查显示，消费者仍然不太愿意为可

持续发展产品支付更多的费用，26%的业内人士仍在努力定义

WCS致力于推动行业发展

Kristin Johansson
主编





俄罗斯-白俄罗斯科学家从废镀锌电解液中提取颜料
莫斯科 – 一个俄罗斯-白俄

罗斯的研究小组提出了一种从有毒

冶金废物中提取白色颜料的创新方

法。该方法可以生产高质量的工业

颜料，同时显著降低原材料的毒

性。这项研究发表在了《化学技术

与生物技术杂志》上。

尽管有许多优点，但目前涉及

电镀的工业工艺仍然是最具环境危

害性的工艺之一。电镀废物通常通过电镀电解液的回收和

再循环来进行管理。然而，电解液的再生是一个复杂的多

阶段过程，需要昂贵的设备。除了成本高之外，由于电解

液中积累了各种杂质，去除这些杂质也很困难，因此电解

液只能具有一定数量的再生循环。

镀锌废电解液中高浓度的具有发色团性质的锌离子表

明了其用于颜料生产的可能性。这一方向尤其适用于一些

没有颜料生产的国家，它们的颜料完全是从国外购买的。

然而，电解废液由于其复杂的化学成分和工艺，使其

存在影响颜料质量的各种杂质。

来自白俄罗斯国立科技大学、NUST MISIS和白俄罗

斯国家科学院一般和无机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开发了一

种从废镀锌电解液中合成高质量白色颜料的新方法。电镀

电解液来自白俄罗斯四大机械制造企业。工业级电解液通

常含有铁和增白剂，它们会影响生成颜料的白度。

从废镀锌电解液生产颜料的技

术包括：收集和平均废镀锌电解液

的成分，用磷酸钠溶液沉淀锌离

子，通过过滤从母液中分离沉淀

物，从水溶性盐中洗涤沉淀物，以

及干燥和热处理。

将最有价值同时也是最具毒

性的成分(锌离子离子)提取后形成

的废水可排放至现有的当地处理

设施。

“我们发现，在镀锌用废氯化铵电解液中加入增白

剂，实际上并不会影响锌离子的沉积程度或生成颜料的白

度。反过来，铁离子的存在会导致白度的降低。但是，如

果铁的含量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则可以得到所需白度的颜

料。所有获得的颜料样品的白度均达到98%。锌离子提取

效率保持在99%以上，”NUST MISIS结构陶瓷纳米材料

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Valentin Romanovski说。

白俄罗斯国立科技大学工业生态学系副教授Olga 

Zalygina补充道：“获得的颜料可用于陶瓷行业的白釉生

产，或用于油漆和清漆，以给塑料上色等。这些颜料具有

相当广泛的应用前景。”。

研究人员表示，从废镀锌电解液中生产颜料不仅可以

为工业界提供优质颜料的新来源，而且还可以解决有毒电

镀废物的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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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G的John Falder获BCF颁发的Silver奖
英国，曼切斯特 – 英国涂料联合会（BCF）宣布，2021

年10月14日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英国涂料联合会颁奖晚宴

上，HMG涂料公

司 董 事 长 J o h n 

Falder获得银质奖

章。该奖项是由

Leslie Silver于1980

年退休后创立的，

旨在表彰那些为行

业发展和声誉做出

杰出贡献的人。

4 0 多 年 来 ，

Falder一直积极投身该行业，并与BCF通力合作，在制定多个

行业计划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如学徒培训计划和涂料保护

（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计划等。

多年来，Falder担任过多个有影响力的角色，其中最著名

的是2014年至2016年间的BCF主席。他还曾担任工业和粉末

涂料委员会和汽车修补漆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通用和财务

委员会的成员。

英国涂料联合会首席执行官Tom Bowtell表示：“John 

Falder获得Silver奖，代表了业界对其行业献身精神的认可。

他是涂料行业的杰出人物，也是BCF的坚定支持者。我们要

感谢John多年来的支持和专业知识，并祝贺他获得这一当之

无愧的荣誉。”

图片来源于白俄罗斯国立科技大学。

从左到右：BCF主席Guy Williams、John 
Falder和BCF首席执行官Tom Bowtell。照片
由BCF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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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ürnbergMesse和Vincentz Network宣布
新的行业活动

德国，NÜRNBERG – NürnbergMesse和Vincentz 

Network正在合作，为亚太地区和中东的油漆和涂料行业举办

两项新活动。太平洋涂料展将于2022年9月21日至23日在印度

尼西亚雅加达国际博览会会议中心举行。在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NürnbergMesse和Vincentz Network将于2022年10月16

日至18日在沙迦世博中心举办海湾涂料展。这两个展会随后将

以两年为一个周期举行。

 Nürnberg-

Messe展览公司执

行总监Alexander 

Mattausch表示：

“通过太平洋涂料

展和海湾涂料展，

我们正在为感兴趣

的参展商和观众开

辟新的沟通渠道，

从而在全球和地方层面上为有前景的未来市场创造销售机会。

对我们来说，一个关键因素是，作为油漆和涂料行业的世界领

先盛会，欧洲涂料展的成功因素也将适用于我们的新活动：具

有吸引力的性价比因素、融入我们的全球涂料展网络、高服务

质量、全球公认的涂料技术会议，一个固定地点，两年为一个

周期等。赢创、Niemann和VMA-Getzmann等主要业内公司

已经表示了支持。”

Vincentz Network活动管理总监Kristina Wilger补充

道，“我们举办这两个新的涂料展的目的是打造公认的贸易

展，将国际决策者与区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系起来，并通过选

定的国际演讲者的意见与参与，作为基于展示和交流的科学和

技术活动的一部分，显著促进涂料知识的分享。这是我们已经

建立的模式，并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成功应用。海湾国家和亚太

地区的涂料市场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未来前景和增长潜力。因

此，凭借我们多年的行业专业知识和经验，我们非常高兴能够

为每个市场的客户建立理想的平台。”

Green Seal发布油漆LEED合规认证
华盛顿 – Green Sealm最近宣布了一项新的油漆和涂料认

证标准，该标准与最新版的LEEDm绿色建筑评级系统完全一

致。通过Green Seal更新涂料标准认证的产品由美国绿色建筑

委员会(USGBC)指定，符合LEED v4和v4.1低排放材料信用

要求。

据报道，Green Seal的油漆认证是市场上唯一符合LEED 

v4.1信用要求和亚马逊气候承诺友好标志的标准。更新的

G S - 1 1油漆、涂

料、色漆和密封剂

标准也符合WELL 

v.1和Fitwell标准。

Green Seal首席

执行官Doug Gatlin

表示：“自近30年

前首次发布以来，

Green Seal的油漆

标准一直以低VOC含量、更安全的配方和有效的功能性能奖

励领先的制造商。通过我们最新的标准更新，购买者、设施管

理人员和消费者可以放心地选择完全符合LEED v4.1绿色建筑

认证的油漆，并经验证达到了健康、安全和功能性能的最高标

准。”

“LEED认证鼓励采用可持续实践，包括使用低排放室内

材料来保护人类健康，Green Seal最新的油漆认证提高了保护

室内环境质量的标准，并为遵守LEED中最健康的保护要求提

供了一条简单有效的途径。” USGBC LEED技术开发高级副

总裁Melissa Baker如是说。

Green Seal的认证表明，油漆或涂料产品对人类和地球

而言比同类产品更安全，同时提供毫不妥协的性能。Green 

Seal限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化学含量，并要求进行VOC排

放测试，以确保更健康的室内空气质量。与仅关注VOC排放

的单一属性认证不同，Green Seal标准还限制了致癌物、生

殖毒素、有害空气污染物、释放甲醛的杀菌剂、重金属、烷

基酚乙氧基化合物和许多其他有害化学品，确保认证产品对

建筑使用者更安全，同时提供毫不妥协的功能性能。此外，

Green Seal还确保认证产品使用环保的包装材料和含有对水

体更安全的成分。

图片：francescomoufotografo, iStock/Get-
ty Images Plu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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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森创新挑战赛
俄亥俄州，COLUMBUS – UV

固化专家Jurgen Van Holen在提交

了环氧树脂创新挑战赛的获奖提案

后，获得了瀚森环氧树脂业务的开放

创新奖。该提案是瀚森“用低黄变、

可再生树脂和原材料创造未来”创新

挑战赛的一部分。

其全球研发总监Gab Badini博

士表示：“我们相信，这一理念将为

开发创新的可持续技术和新型涂料配方创造最大价值，并

通过延长使用寿命和单层涂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发

展将有助于涂料制造商满足或超越客户的要求，提供更可

持续、更低黄变的涂料。”

创新挑战赛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兴趣，工业供

应商、研究机构、思想领袖和发明家等纷纷提交了创新作

品。在评选过程中，瀚森专家联系了提交人，以进一步培

养他们的理念。获奖方案确定了可用于开发新的环氧树脂

或修改环氧树脂/胺体系以减少或消除黄变的特定化学结

构。所选方法利用生物基材料，旨在

提高环氧树脂体系的整体可持续性。

涂料和复合材料高级副总裁

Ann Frederix表示：“这一获奖作

品有助于满足客户需求，保护环

境，造福社会。我们的创新挑战为

思想领袖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

会，以加速防腐涂料用更可持续、

更高性能树脂来进行创新和商业开

发。我们期待与Jurgen van Holen合作，并很高兴将创新

的行业思想家引入到这一开放式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式

中。”

Van Holen说：“开放式创新挑战赛是一个与该领域

专家合作的独特机会，并确定化学可以以其他方式为更可

持续的世界做出贡献”。

在此次活动之后，瀚森计划与选定的参与者进行密切

合作，以加速创新挑战赛提案中确定的概念的商业开发。

Cypris Materials和巴斯夫合作开发结构色

加利福尼亚州，BERKELEY – Cypris Materials最近宣

布与巴斯夫公司建立合作关系，该合作伙伴关系将专注于亮

丽、可涂漆的结构色的开发和应用。

Cypris Materials首席执行官Ryan Pearson表示：“我们

与全球最大的化学公司巴斯夫合作，是一个推动和展示

Cypris下一代彩色技术的令人兴奋的机会。从历史上看，结

构颜色一直局限于小而昂贵的少数几种颜色的生产运营

上——Cypris的技术可以使我们的客户在现场定制颜色。”

巴斯夫在颠覆性技术商业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并致力

于与处于材料创新前沿的公司合作。巴斯夫创新网络经理

Christopher Hewitt表示：“高色度、可调性和配方易用性

使其成为我们所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结构色平台中的佼佼

者。它提供了一个用于设计新概念、扩展色彩审美潜力的新

工具”。

这一新伙伴关系的好处主要有：开发、生产和销售创新

的下一代可持续色彩技术、合作开发更多的配方、实现现场

应用。

PROTEX INTERNATIONAL在中国开设工厂
法国，LEVALLOIS-PERRET – PROTEX INTER-

NATIONAL公司最近宣布，它已在距离广州约50公里的四会

江谷精细化工园区设立了一个新的生产基地，该工厂完全用

于生产化工产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该公司及其子公

司广东宝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在中国肇庆高要区成立。

新生产基地占地面积为20000平方米，年产20000吨专用

精细化工产品，PROTEX INTERNATIONAL拥有土地储

备，还可进行进一步的扩建。

新工厂达到了中国最高的环境标准，并在36个月内完成

了设备的建设和安装。该设施包括一个车间，各生产部门可

在其中使用危险品；A类存储设施和仓库也在正常使用中。

高要工厂的一些员工现已搬迁到新工厂。

为了满足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客户的特定需求，该

工业基地设有开发实验室和应用中心。该设施目前主要服务

国际新闻

图片：ALotOfPeople, iStock/Getty Images 
Plus, via Getty Images

图片：cosmin4000, iStock/Getty Images Plus, via Getty Images



位于中国四会新工厂的A级车间。照片由
PROTEX INTERNATIONAL公司提供。

照片由Diamond Vogel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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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油漆和油墨行

业，以及纺织行

业。

对于涂料行

业，该工厂提供一

整套水性涂料添加

剂（不含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适用

于金属、木器和住

宅行业。据该公

司报告称，这些产品实现了与溶剂型同类产品相同的性能。

凭借其最先进的设备，广东宝时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致力

于满足亚洲市场日益增长的环保需求，包括严格选择可再生

原材料、减少水和能源消耗，以及优化生产时间和成本等。

该集团已在东南亚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其近30%的业务在东

南亚开展。该项目旨在通过最新的设备、质量保证和竞争力

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的工业基地，同时为亚洲地区的客户提供

服务。

Richard Baker Harrison收购Geniechem和
Geniechem（欧洲）有限公司

英国，曼切斯特 – 聚

合物及相关行业特种功能材

料、添加剂和化学品供应商

Richard Baker Harrison 

Ltd（RBH）最近宣布，收

购私人所有的Geniechem有

限公司和Geniechem（欧

洲）有限公司。此次收购为

RBH的产品组合增加了在

CASE和高端复合材料领域

的专业性。

Geniechem将成为RBH

集团的独立成员。它将更广

泛地保留Geniechem有限公

司和Geniechem（欧洲）有

限 公 司 所 有 者 M a r t i n 

Kaufman的经验，强调这其

致力于为客户和利益相关者创造附加值的承诺。

在化学品分销领域，RBH有着悠久的发展和投资历史。

将Geniechem纳入RBH公司家族的决定，是RBH的一项重要

战略投资，因为该公司将继续扩大其产品和资源组合，以进

一步支持客户和委托人的需求。

Kaufman表示：“我们对RBH的收购，以及它为我们满

足客户需求所创造的机会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成为这个

团队的一员，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对未来的雄心壮志将使我们

能够共同努力，提供更广泛的材料组合和更高效的供应

链。”

RBH董事总经理Martin Cicognani表示：“这笔投资为

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为我们的产品

和服务提供了强大的客户基础，这将有助于激发我们专业市

场的变革。作为RBH集团的一部分，我们很高兴能推出

Geniechem，并期待它能为我们的成功做出贡献。”

Diamond Vogel新创新中心奠基
艾奥瓦州，

ORANGE CITY 

– Diamond Vogel

公司在2021年10

月13日举行了创

新中心的奠基仪

式 。 这 座 耗 资

1500万美元的设

施是D i a m o n d 

Vogel于2018年启动的“成功建筑计划”的最新阶段，该计划

包括对其爱荷华州Orange City校区的几项改善项目。

创新中心将增加36000平方英尺最先进的实验室和办公空

间，允许多达60名研发科学家在改进和提高Diamond Vogel

的油漆和涂料系列生产线上进行合作。Diamond Vogel与位

于爱荷华州Sioux City的建筑公司CMBA Architects合作设

计了该项目，并选择南达科他州坎顿的Hoogendoorn 

Construction公司来管理该项目的施工。

Diamond Vogel董事会主席Drew Vogel和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Jeff Powell领导了这项突破性工作。Orange City市长

Deb De Haan、Orange City开发公司总裁Daryl Beltman以

及Diamond Vogel团队的成员参加了该仪式。

董事会主席Drew Vogel表示：“我的家人与Orange 

City社区有着悠久的合作历史。我们很高兴成为Orange City

和爱荷华州的一部分，也很高兴能继续在这个社区投资，为

双方持续的发展和成功提供机会”。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eff Powell表示：“创新中心满足了

对额外有效和高效空间的需求，以继续为我们的客户探索油

漆和涂料技术的前沿进展。此外，创新中心将支持并满足我

们当前和未来的战略目标。”

新设施的建设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于2022年底竣工。

G e n i e c h e m 有 限 公 司 和
Geniechem（欧洲）有限公司的
所有者Martin Kaufman（左）和
Richard Baker Harrison有限公
司的董事总经理Martin Cicognani
（右）。照片由Richard Baker 
Harrison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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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PPG提供。

PPG卡罗尔顿工厂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
德克萨斯州，

卡罗尔顿 – PPG

最近宣布与能源和

能源解决方案供应

商Constellation达

成一项协议，根据

协议，PPG将利用

2 0 0 兆 瓦 的 B i g 

Star太阳能项目提

供的清洁、可再生能源为其在德克萨斯州Carrollton的油漆生

产设施提供动力，该项目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Bastrop郡进行

开发。

通过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PPG将从Big Star获得能源和

特定项目的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这是其与Constella-

t ion签订的零售电力供应合同的一部分。这项交易是由

Constellation和项目开发商RWE可再生能源公司签订的一项

单独的长期协议促成的，根据该协议，Constellation将购买

Big Star发电的140兆瓦能源部分，以供应几个大型商业客

户。该太阳能项目预计将在2022年第二季度实现商业运营。

据美国环保署估计，PPG每年将从Big Star获得约460万

千瓦时的能源，每年可避免超过3200公吨的碳排放，相当于

减少了700多辆汽车的道路行驶。

PPG负责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副总裁Diane Kappas表示：

“PPG 202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是将可再生能源占总用

电量的比例提高到25%，不包括温室气体的减排。我们与

Constellation的合作将使我们能够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

献，最终目的是在美国其他的PPG工厂推广使用可再生能

源。”

为了简化采购，PPG将使用Constellation厂外可再生能

源零售电力产品，通过消除与传统厂外电力采购协议相关的

障碍，增加了企业进入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机会。

Constellation公司全国零售业务总裁Mark Huston表

示：“我们赞扬PPG采取积极措施减少碳足迹的行为，此举

将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也很高兴能提供这种清洁能源

解决方案，使PPG等主要商业客户能够实现他们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

国际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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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化石基产品相比能大幅度降低碳排放。

三棵树工业涂料助力中铁集团打造隧道及地下空间
开发利器

三棵树工业

涂料凭借优异的

产品性能成功中

标中铁集团各种

不同复杂环境下

的盾构机盾体防

护涂装项目。据

悉，为保障不同

盾构机在各种隧道中不同水温、地质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运

行及备用状态，三棵树工业涂料从保护盾构机盾体、油

缸、刀盘等出发，因地制宜，采用相应的配套产品体系，

耐腐蚀性更久，有效发挥设备效率，提高设备完好率和设

备使用寿命。

东方雨虹重庆江津20亿元项目投产在即
重庆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雨

虹”）生产基地项目一期工程，今年前11月已完成投资2.85

亿元，当年投资完成率达95%。

目前，该项目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各项工程收尾工作

以及设备联动调试，预计本月底正式投产。

东方雨虹在重庆江津总投资20亿元，分别在德感工业

园、滨江新城打造绿色建材生产基地、成渝区域总部项目。

其中，工业项目投资12亿元，用地面积约315亩，设计为

年产改性沥青防水卷材5400万平方米、水性涂料4万吨、砂浆

25万吨、沥青涂料4万吨、合成树脂乳液内外墙涂料12万吨、

真石漆6万吨、质感墙面涂料1万吨、多彩仿石墙面涂料1万

吨。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以上。

2021上海家具展延期举办
鉴于近期上海及全国各地突发的新冠疫情，主办单位严

格遵循政府对集体类活动“非必要不举办”原则的指导思想

及要求，决定原计划12月28-3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的第二十七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和2021摩登上海时尚家居

展延期至 2022年9月第三周举办。

由于展会延期，主办方为参展企业创造商机的各项活动

依然展开。从12月28日开始，将陆续推出“变革的力量”

2022全平台产品发布会、“跨年迎新采购季”，以及计划在

华东、华中、华北、西南举办展销、订货等系列活动，为参

展及与会各方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让贸易往来和交易交流

不因寒冬而冷却，不因疫情而阻断。

朗盛首条水性复配涂料新产线南通投产
11月15日，全球领先的特殊化学品公司朗盛在南通正式运

行其水性复配涂料新产线。该产品线将在家具、工业装饰和汽

车内饰等领域广泛应用。全新的培乐特水性复配涂料产品线将

为中国市场带来更多的本地化解决方案。

作为朗盛聚氨酯系统的新成员，培乐特品牌下的产品主要

用于多种需要功能性涂料处理的应用之中，适合的基材包括

pvc、pu、tpo、超纤等。针对于汽车内饰PVC基材上的物性，

培乐特产品在抗刮，耐刮性、耐热性、耐挠性、耐污性、耐咖

啡、消音性等方面极具优势。

随着培乐特环保水性复配涂料生产线开始运营，朗盛将为

中国市场生产绿色环保高性能的水性复配涂料。其本地化的生

产线不仅能为本土客户带来更稳定的供应，缩短供货周期。还

能更贴近本土客户，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灵活的调整，提供

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瓦克收购本土有机功能性硅烷企业
近日，瓦克宣布出资约1.2亿欧元收购位于中国济宁的特

种硅烷生产商山东硅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硅科）60%的

股份，双方于10月27日签署了相关协议。整个交易在获得政

府监管部门的批准和通过反垄断审查后，预计将在2022年上

半年完成。

瓦克此次进行股权收购的资金来自瓦克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由于此次交易是多数股权收购，瓦克将在交易完成后将

该公司100%合并到瓦克集团的财务报表中。山东硅科始建于

2013年，位于中国山东省的济宁新材料产业园区，该公司生产

的众多有机功能性硅烷被广泛应用于建筑、汽车制造、半导体

和电子等行业。有机功能性硅烷是高效胶粘剂、密封胶、涂料

和复合材料的重要成分。瓦克在该领域拥有数十年的丰富经

验。但到目前为止，瓦克只在德国生产有机功能性硅烷。通过

对山东硅科的股权收购，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为亚洲市场提供

的高品质特种产品的种类，并能在快速增长的亚洲消费市场上

更好地贴近客户。 

科思创宣布开始生产全球首款零碳足迹聚碳酸酯产
品

科思创已开始从其德国于尔丁根基地生产全球首款零碳足

迹聚碳酸酯产品，兑现了其于2021年底前推出这些产品的承

诺。通过在生产流程中引入可再生电力，同时使用基于质量平

衡方法的来源于生物废弃物和残渣的原材料，科思创的特定模

克隆m聚碳酸酯产品实现了从摇篮到大门生命周期阶段的零碳排

放。科思创位于欧洲的两个基地于去年年底获得了ISCC PLUS 

质量平衡认证，自此之后，科思创已开始向市场供应基于质量

平衡方法，含部分可再生原料份额的聚碳酸酯。这些产品与传



WWW.PCIMAGCN.COM2021 12年 月 ·12

自

来自化学品分销商的观点

供应链危机

      作者 全国化学品经销商协会，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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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开始以来，化学品分销供应链面临着巨大压力。美

国各地的港口继续遭受严重拥堵，导致货船在卸货时遭遇严重延

误，最终无法在合理时间内交付产品。

最近，NACD的成员们遇到了严重的延误、剧增的成本和直接

的拒单问题。化学品分销商提供的基本服务和产品，是化学行业和整个美国制造

业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危机及其对化学品经销商的影响尤其严重，正在

对包括油漆和涂料在内的多个行业产生影响，使美国人面临洁净水供应不足、医

疗和药品供应不足、食品生产和保存能力有限等风险。

为了更好地了解航运危机对NACD成员和附属机构的影响，我们对我们的成

员进行了调研。以下为调研结果：

运输统计
通过6月对NACD成员的调研，于2021年7月9日得出该报告。*

要点：
• 至少存在部分进口产品缺货的公司：84.5%
• 报告平均延误11天或以上的公司：82.1%
• 现在有一半的公司报告延迟时间超过⚙⚡剢
• 报告运输成本增加的公司：97.6%（意味着几乎整个行业都受到了影响）

• 经销商报告称，运营商在关税和合同费率之外收取了额外保费：72.6%
• 经销商报告称产生了额外的滞期费：47.7%
• 报告收入损失的公司：89.3%
• 在报告损失的公司中，超过一半的公司报告收入损失超过10万美元

• 过去三个月的运输成本上涨：166%
*共收集84份调研报告。该调研的显著范围为+/- 9.0%。



13·

PCI：您能否谈谈近期可能对涂料供应商和制造商有影响的

法规的情况?

Griffin：虽然我判断短期内不会有重要的新规定冲击我

们，但我确实预计现有的法规将会逐步收紧。我最担心的

是，我们会回到“起诉与和解”的老路上来，完全绕过正常

的规则来制定程序，这个正常程序是指允许全

国化学品经销商协会等行业协会提供意见，并

完全绕过国会。TSCA改革业已完成，可能会

有一些新规则出台，但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尽管TSCA的改革没有达到REACH的程度，

但我们将看到一些由市场驱动的对某些化学

物质的禁止或移除的力量。像NPE、APE 

NMP这样的化学物质以及像钴这样的重金属

已经在世界各地被禁止使用，当我们加上即

将到来的“绿色”标签要求时，大公司和市

场将会推动涂料公司重新制定更可持续或更

绿色的化学品。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正在开始向第七

版的危险通信标准——GHS过渡。我最初的想法是，这只是

一个细化过程，而非新的需求，但似乎有一些新提出的要求

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最令我困扰的是要求识别下游自然发

生的化学反应或正在商业化中的化学反应(与任何物质或混合

物)——不仅要识别潜在反应，还要识别该反

应的副产物和分解产物。虽然TSCA改革远未

达到REACH的要求，但GHS标准的进展有可

能使我们比预期的更接近REACH类型的监管

环境。

PCI：疫情对化学品经销商有何影响?

Griffin：疫情似乎加快了分销商整合的步

伐，受限于地域和现金储备的分销商正在被收

购和合并。随着过去5年化工生产商的整合，

规模较小的地区性分销商的业务一直在流

失，其流失份额被规模较大的全国性分销商

占领。我们从许多化学品供应商那里听说，

涂料行业目前所面临的
挑战
分销商目前面临着许多挑战。PCI最近与Lintech International公司的运

营总监Randy Griffin进行了对话，了解了他对法规、原材料供应短缺、

COVID-19如何影响化学品分销商等问题的见解。

Randy-Grif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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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袭击美国，可用卡车将会严重短缺，因为它们将与联邦应

急管理局签订救灾合同，并将退出正常的商业活动。因为飓

风Ida，这已经发生了，我们目前正在解决该短缺问题。

我们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支持悬而未决的立法，即《驾驶

安全法案》。该法案通过将商业司机的年龄扩大到18岁来解

决司机短缺问题，并加强了他们进入州际商业领域的适当培

训要求。CDL的年龄设定在21岁，使我们正在失去潜在的司

机资源，因为当他们年满21岁时，他们已经进入了不同的行

业。如果我们能信任18岁的年轻人在军队里开坦克，那么经

过适当的训练后，我们也可以相信他们能驾驶卡车。在年轻

时获得高薪工作，应该有助于开始恢复这一司机短缺问题。

PCI：您能谈谈目前原材料短缺的原因吗？您认为何时才能

恢复生产？

Griffin：在这个行业的29年里，我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原材

料短缺问题，几乎所有的化工厂都在同一时间受到了影响。

虽然因为COVID–19，总需求确实有所减少，但它却造成了

需求的重大变化。现代供应链在历史模型和需求预测的基础

上产生效率。从商业需求向消费驱动需求的极端转变，极大

地改变了生产需求和原材料需求。再加上大多数人要么呆在

家里或者在家工作，导致了DIY家居装修的蓬勃发展，以及对

更多电脑、椅子、桌子和户外空间改善的需求，这引发了一

波又一波的进口商品到美国，但出口不足，集装箱开始后

撤，港口不堪重负。

由于我们对许多进口化学中间体的依赖，港口的延误开

始导致国内生产的延迟。休斯顿的大冰冻成为风暴的导火

索，不可抗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发生了。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

隧道尽头的曙光，国内生产开始迎头赶上。我们预计，到第

三季度末，大部分国内化学品生产将恢复到后新冠疫情的水

平，但飓风Ida减缓了复苏速度。问题在于，在生产改善的同

时，迅速复苏和显著增长的GDP将继续造成库存紧张和材料

价格的上涨。

PCI：作为经销商，您近期有哪些顾虑？

Griffin：总的来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缺乏驱动因

素来支持我们预期的增长。与此同时，随着消费市场从大卖

场向在线送货的转变，化学品仓储空间正被食品和消费品挤

占。多年来，我们已经预见到这一趋势，并采取了积极措

施，购买了仓库，以确保我们能够持续支持我们的供应链合

作伙伴和客户。

就业方面，美国获得化学技术学位的年轻人也越来越

少，我们和司机市场一样，有一个老龄化的劳动力市场。我

们也一直在致力于通过提供培训和职业发展道路来培养和引

领新生力量。

他们想要降低其经销网络的复杂性。许多公司已经从5到6

个区域分销商模式转变为在北美地区只有1到2个分销商的

模式。

对Lintech International公司来说，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

个可以对流程进行大量改进的机会。我们完成了大量的软

件、商业智能和网络升级，在正常的商业周期中，这些通常

会被搁置一旁。我们能够显著改进我们的销售流程，并及时

升级我们的网络防御系统。

PCI：目前，化学品分销商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司机短缺

和许可证等问题。您对这些问题何时或如何解决有何建议？

Griffin：自201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司机短缺的问题。

驾驶者的平均年龄约为56岁，年轻人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行

业，那么随着司机退休，便没有足够的年轻司机来取代他

们。目前的估计是，我们还缺少约23万名司机来满足需

求。我们都可以证明，隔离期后的恢复超出了产能，并导

致发货率以惊人的速度攀升。在某些市场，卡车的负载量

远超以前。

除了司机退休外，还有大批司机离开这个行业。这种外

流可以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也包括联邦汽车运输安全管理

局在过去五年中制定的新规定。虽然这些法规很好，提高了

道路的整体安全性，但它们确实让一些司机离开了这个行

业。CDL信息交换所创建了一个未通过药检或多次违反安全

或交通规则的司机的数据库。许多有这些问题的司机以往会

被一家公司解雇，第二天又被另一家公司雇用。这个数据库

可以让运营商(和保险公司)对司机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也导

致这些司机不得不离开这个行业。

另一个因素是电子监控装置和电子日志。我在这个行业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记得司机为了延长他们的服务时

间，有多个行车日志。ELD授权大大减少了作弊行为，从而

减少了里程。这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并不想在路上开车时，

旁边的司机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

最后，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不足导致了美国各地

的交通拥堵。我和很多司机谈过，他们最沮丧的事情就是总

是堵车。记住，他们是按英里计酬的。一趟400英里的路程，

即使要花8到12个小时，得到的报酬也是相同的。当卡车停在

路上时，司机们会更加沮丧，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可能得不

到报酬。

总有人问我，情况会有多糟，何时会好起来。就短期而

言，我们似乎无计可施。事实上，在好转之前情况还会变得

更糟。由于公路卡车的缺乏，导致了人们会选择从整车载重

转向LTL（零担配货）市场以满足客户的需求。其结果是价

格上涨，托盘限制和取消批量计划，以及运输中损坏的总体

增加。今年早些时候，我曾警告我们的团队，如果一场大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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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述了在高固体含量下配制树脂的一些关键

挑战，并概述了迈克尔加成反应将涂料固体含

量提高到新高度的潜力。这一主题很重要，因

为减少排放（不增加二氧化碳足迹）是涂料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

首先，我们对与高固体分涂料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一些

讨论。可以说，三个最相关的参数是粘度、固体分和硬度。

粘度可能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因为添加溶剂会降低涂料的

粘度，而要增加涂料的固体含量，需要减少溶剂含量，这是

很直观的。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降低溶剂含量会提高

涂料的粘度，直接导致应用问题（雾化、流动、流平等）。

涂敷像泥浆一样稠的涂料很难，不是吗？撇开诸如改用低吸

油性颜料或强溶剂之类的选项不谈，人们会立即从涂料的树

脂中来寻找答案。

扩大讨论范围，通过查看一些最早的树脂体系——亚麻

籽油和热塑性丙烯酸树脂（TPAs），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比

较。TPAs油漆干燥固化，而亚麻籽油氧化固化。对于好的老

亚麻籽油，最初，它的流行性很高，粘度很低，但在使用

后，经过一段时间，它会与氧反应，产生交联，使粘度和网

状分子量上升，最终达到硬度和其他机械性能水平。另一方

面，TPAs是相当静态的，因为溶剂一旦蒸发，它们就不会再

产生交联并发展性能。当然，TPA基涂料存在的问题在于，

由于其分子量很高，因此粘度很高。这里的要点是，为了最

大限度地提高任何涂料的固体含量，就像亚麻籽油一样，该

体系需要在低粘度状态下开始使用，方便涂施，然后发生反

应并发展粘度和硬度，以提供漆膜硬度和性能。

为2K聚氨酯体系配制高固体分丙烯酸多元醇所面
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很难不考虑双组分（2K）聚氨酯体系，因

为它们代表了市场上大多数固体含量最高、用途广泛且耐用

涂层的黄金标准。如果我们观察这些体系，如亚麻籽油，它

们在低粘度、相对较高的固体分下开始使用，但在与异氰酸

酯（与氧相反）反应后，便开始形成其大部分性能。当然，

一些2K聚氨酯体系是由醇酸制成的，并通过氧化和异氰酸酯

交联进行部分固化。

如何将2K聚氨酯体系中的固体含量从65%（约400 g/L）

提高到80%或90%（约150 g/L）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尽

管水性体系通常可以提供低VOC的产品，但它们的应用范围

往往要小得多。为了简单起见，让我们把重点放在树脂上，

假设我们使用的是最好的溶剂，吸油能力最低的颜料，以及

最快、最低粘度的异氰酸酯，来用于体系的交联，剩下的就

是需要一种树脂，一种能与异氰酸酯反应的多元醇（具有羟

基或“OH”官能的树脂）。异氰酸酯的粘度非常低，所有的

一级羟基反应最快，从而能实现硬度的快速发展。当然，我

们的多元醇一旦与异氰酸酯发生反应，就需要像胶水一样粘

在一起，使涂层具有显著的耐化学性、硬度、柔韧性和紫外

线稳定性，并且能够承受近距离发射的大型冲击。我们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固体分上。

树脂行业已经确定了制造分子量尽可能低的多元醇的方

法。“被法规允许”意味着分子量要大于1000道尔顿，因此

符合“聚合物豁免”的条件。简而言之，EPA、ECA和许多

其他监管机构将批准产品注册，正式允许公司销售主要基于

分子量的材料。如果树脂或任何其他物质不属于聚合物豁免

范围，则需要昂贵的产品物质注册才能合法销售该产品。其

原因是，一般来说，较小的树脂或分子对人体和环境的毒性

更大。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分子比一个大分子更容易穿透你

的皮肤，制造麻烦。如果您真的想销售一种新的小分子

（MW<1000），那么它需要一个相当可靠的商业基础，需要

花钱，同时还要有风险偏好，因为您需要做大量昂贵的毒性

本

高固体分空间
     作者 Robert Skarvan，全球 运营总监 – 湛新树脂  液体涂料树脂和助剂部门， Louisville, 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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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最终可能导致MSDS缺乏吸引力，以至于没有人会购买

它。因此，我们看到了增加固体分的另一个物理限制，因为

我们的分子量下限是1000。

好消息是，当分子量在1000左右时，粘度较低，固体分

相对较高。坏消息是，小的、低分子量的聚合物具有较低的

Tg，通常比较软，在合成水平上很难保证羟基的存在。如果

多元醇部分没有羟基，那么它就不会与异氰酸酯反应，它只

是在漆膜中起到增塑剂或软化剂的作用。为了更好地理解分

子量与硬度或Tg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谷歌或维基搜索

Flory-Fox公式。

那么，有了这么小的分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多

元醇的硬度，从而使合成的聚合物和涂层也变硬呢？简单的

方法是使用更硬（更高Tg）的单体来制备多元醇。很简单，

对吗？但通常的问题是，就像增加分子量一样，聚合物主链

中的高Tg单体也会产生更高的粘度。因此，高固体分的另一

个不利因素就在单体的Tg高低上。

有不同的单体存在。在保持固体和硬度水平高的同时，

又能降低粘度的特殊单体被称为“大体积单体”。体积较大

的单体相对较大且非线性，但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在相对较

小的空间或体积中形成更多的聚合物。合成的分子密度（在

相同或更小体积中有更多的聚合物）直接导致在给定粘度下

硬度的增加。大体积单体的使用是众所周知的，并且仍然是

一种重要的树脂配制工具，它使目前在2K聚氨酯中使用的固

体含量最高、性能最高的丙烯酸多元醇成为可能。

还有最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因素。为了使树脂保持低粘

度，可以优化合成程序，使树脂的“多分散性”尽可能降

低。多分散性是聚合物样品中分子量均匀性的量度。低多分

散性意味着样品中的分子量分布较窄，低分子量和高分子量

的分子较少。澄清一下，树脂是通常具有相同组成和尺寸

（分子量）的聚合物串，然而，相对于树脂的平均大小或分

子量，有些分子高一些，有些分子低一些。一般来说，树脂

配方设计人员会尽量减少聚合物溶液中较大的、不需要的、

分子量较高的树脂组分的数量。有趣的是，在许多情况下，

较大的、不需要的聚合物的数量几乎等于较小组分的数量，

这也是不受欢迎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过大的和过小的分子

粘度会相互抵消，但事实上它们并不会如此。分子量较大的

聚合物对粘度增加的力量要高于较小的分子量部分，因此它

们无法被抵消。因此，对树脂化学家而言，在降低粘度方面

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要将多分散性尽可能地降低。

在这一点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为2K聚氨酯体系配

制高固体分丙烯酸多元醇所面临的挑战。这里面的许多原则

也适用于聚酯多元醇。很难预测是否会出现新的丙烯酸合成

路线或新的单体，从而使固体含量更高、粘度更低的多元醇

得以在2K体系中使用。上文提到，若新单体分子量低于

1000，可能会存在商业风险和非常昂贵的注册成本，因此未

来极可能会出现一种新单体来改善这一局面。

在合成水平上，传统的丙烯酸合成是通过过氧化物引发

的双键加成反应来完成的。包括ATRP（原子转移自由基聚

合）和RAFT（可逆分裂链转移）在内的非传统合成路线正

在探索中，预计将带来性能上的改进，因为羟基官能可以精

确地放置在链上所需要的位置，并且多分散性也会控制在非

常低的水平。尽管商业化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超过50 

g/L的固体分改善似乎是可行的。

基于上述提到的包括分子量、Tg、多分散性等问题，人

们普遍认为，提高丙烯酸多元醇固体含量的可用空间很小，

包括使用现有的交易技巧和未来的异氰酸酯迭代。当我们被

困在盒子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跳出来，进入

一个不同的化学领域！

基于迈克尔加成反应的新化学
湛新公司已经开发出一种基于迈克尔加成反应的化学物

质，它具有明显更高的固体含量和更快的固化速度，且不依

赖于异氰酸酯。这种新型化学品被称为ACURE™，它利用了

迈克尔加成反应的速度和动力学，使用了二氧化碳封闭的碱

催化剂。动力控制剂用于管理开放时间和外观。这种最简单

的ACURE粘合剂体系使用了分子量非常低的丙二酸官能聚

酯和通常远低于1000 MW的丙烯酸酯官能单体，以及包括

diTMPTA等材料。一开始使用两种极低分子量的树脂，可使

涂料的固体含量达到80-95%，且具有粘度低，应用性能优异

等特点。封存性催化剂可使活化期维持数小时。

毫无疑问，因其超高的固体含量和显著减少固化能量的

潜力，使迈克尔加成化学的关键特性十分吸引人。如前所

述，减少排放（减少二氧化碳足迹）必须成为我们行业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支柱，这类化学物质的其他好处也相当深远，

包括不含异氰酸酯和锡等，有些ACURE产品的生物含量甚至

超过了50%。

结论
总之，在传统的2K聚氨酯体系中提高固体含量，是该行

业及其可持续性追求的一个关键挑战。由于本文中提到的固

有挑战，很难想象传统的聚氨酯化学会出现突破性的创新。

可以说，那些在这些体系中拥有既得利益的人，需要对探索

和投资新技术持开放的态度，在这方面，ACURE和迈克尔加

成技术很难被忽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可

持续发展，我们不仅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而且必须考虑和

发展新的选择。以下这句话或许与之相关：精神错乱的定义

=一遍又一遍地做同样的事情，却期待着不同的结果。a



图 2      BiOI0.5Br0.5的晶体结构（灰色=Bi，红色=O；紫

色=I；橙色=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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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造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能调制整个色彩

空间的颜色，并在广泛的应用范围内提供各

种各样的高质量涂料。其技术的一个重要部

分是对颜料的选择，他们可以使用无机颜

料，这些颜料以其不透明性、户外耐久性和热稳定性而闻

名，而有机颜料则能提供高色度，但耐久性却较低。根据

使用的树脂和不同的目标市场，他们必须确定正确的颜料

组合，以实现所需的性能，避免诸如颜料沉降、漂浮、高

粘度和同色异谱等挑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含铅颜料铬黄（PY34）和钼铬

橙（PR104）逐渐退出市场，全球范围内的无机颜料供应在

监管的驱动下发生了演变。这两种颜料以其明亮的色调、高

不透明性、高光泽度和良好的耐久性而闻名，然而，它们的

毒性也导致了世界各地的当局在如今和不久的将来禁止它们

的使用。至此，涂料行业便面临着替换这些颜料的挑战，在

某些情况下，仍然需要进行技术上的改进。

在绿黄色谱范围，钛酸镍（PY53）和钒酸铋（PY184）

被广泛使用。1 钒酸铋的特点是它非常绿，能高度着色，而钛

酸镍则提供了更高的热稳定性，但牺牲了色度和颜色强度。

新开发的颜料铌锡焦绿石NTP（PY227）覆盖中黄色色调，

相对于某些钒酸铋而言，它具有热稳定性优势。对于偏红色

的黄色到橙色色调，可用的无机颜料有CICPs（复合无机颜

料）、钛酸铬（PBr24）和金红石钛锡锌橙（RTZ、PY216和

PO82）。尽管上述RTZ颜料比浅黄色的钛酸铬具有更高的色

涂

覆盖橙色空间的新技术解
决方案
      作者 Vincent Devreux博士，涂料技术服务经理；Emmanuelle Clabaux博士，研发经理，Ferro性能颜料公司，比利时，Menen

图 1      橙色色彩空间位置，SB醇酸/三聚氰胺，饱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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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这些颜料都无法达到钒酸铋颜料所获得的色度，因此

在橙色空间中存在着缺口。

如Du Pont de Nemours在20世纪80年代所述，用通用公

式BiOBr（1-x）Ix的溴化氧铋固体溶体可以实现高色度和高

着色强度的亮橙色色调的缺失环节，如图1所示。2 固体溶体

是固态化学的技术术语，描述能够以单晶结构存在于整个化

学成分范围内的均相固相，在此情况下为一个四方的PBFCl

型结构（图2）。利用这种化学和技术，通过增加碘的含量，

可以获得从亮红黄色到红橙色的广泛色谱。相反，无色溴化

氧铋（BiOBr）与砖红色碘化氧铋（BiOI）的物理混合物会

使砖红色粉末更加暗淡，颜色色调与BiOI相比没有变化。颜

料的形态为大小是0.2-0.5µm的板，厚度为几纳米。

尽管颜色鲜艳，但通过湿沉淀法获得的BiOBr（1-x）Ix

颜料由于其化学稳定性低而不具有商业可行性。BiOBr

（1-x）Ix的固有特性，包括其化学稳定性和户外耐久性，取

决于其化学成分，因此，通过使用掺杂剂或使用几层金属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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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O85与其他橙色无机颜料的性能对比。�

图 3      PO85的SEM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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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稳定颜料，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这些特性。另一种改善颜

料性能的方法是封装核心颜料。Ferro公司不断投入研发资

源，将上述技术与钒酸铋化学的历史专有技术相结合，改进

了BiOBr（1-x）Ix的性能，以满足目标应用要求。因此，

Ferro公司是集开发、注册和商业化一系列创新、耐用和专

利颜料的先驱，其颜色指数PO85已被指定（图3）。3 应用

优化的商业产品包括用于通用工业涂料的Lysopac Orange 

6820B，用于水性涂料的Lysopac Orange 6821B，以及即将

推出的Lysopac Orange 6823B，它具有更好的户外耐久性。

技术性能：溶剂型醇酸/三聚氰胺
表1总结了Lysopac Orange 6820B和6821B（分别为核心

颜料PO85和胶囊型版）的颜料性能，以及与市售无机橙颜料

的比较值。PO85显示出具有优异的着色性能，在饱和色应用

中实现了高光泽饰面，表现优于钛酸铬（PBr24）和RTZ橙。

在白色减色中，其着色强度要好得多，与PBr24相比，其相对

着色强度高达180%，与RTZ橙相比，其相对着色强度高达

130%。其优异的不透明度与RTZ橙和PBr24相似，同时还具

有优异的分散性和粘度。PO85还适用于户外耐久性、耐热性

和过喷性应用，其性能接近CICPs PBr24和RTZ橙，这两种

产品以其稳定性而知名。

另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其55%的高太阳总反射率（TSR）

（图4），在可见光谱中优于PBr24，在可见光和近红外范围

内均优于RTZ橙。随着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关注，

PO85可以作为“冷色浆”解决方案，减少房地产或其他应用

中的太阳光热量。

这些整体性能符合无机颜料的预期，使PO85成为涂料色

浆的优秀选择，从而为在高颜料添加下制备高性能涂料和浓

缩物提供了可能。PO85还非常适合粉末涂料应用（如聚酯

/Primid XL552 95:5），使其具有优异的耐久性，再次为该

应用创造了覆盖橙色色谱的新可能性。此外，它的高耐热性

也使其适用于卷材涂料应用。

增加颜色范围
由于其独特的颜色和色度，PO85是一种理想的颜料，可

与钒酸铋（PY184）结合使用，作为从绿黄色到橙色的颜色

范围扩展剂（图5）。PO85最显著的附加值是它的鲜艳、亮度

和色度的明净，在相同色调下，与RTZ橙色和钛酸铬（分

别）相比，其DC*值高达5和12。因此，它实现了更广的调色

范围，并覆盖了使用RTZ橙或PBr24难以达到的橙色色谱部分

（图6）。

缺陷
PO85是一种铋基颜料，因此其核心颜料在耐酸碱性方面

表现出固有的弱点。在溶剂型涂料中，这一缺点主要由粘合

剂体系的保护屏障来弥补。然而，因为室外建筑应用的高颜

料体积浓度水性涂料具有开放的孔隙结构，而使得其保护作

用有限。因此，建议在水性涂料中使用胶囊型版的PO85，如

Lysopac Orange 6821B，它们是专门为这些应用而开发的。

尽管PO85的胶囊型版会相对降低着色强度，但其相对强度仍

图 4      太阳光反射率汇总（醇酸/三聚氰胺全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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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与PY184组合的色调颜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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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颜色范围图表。�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0��1#S��

랕��̒��蒀靈Io
��̔��紤

蒀䏞
$
�



微信扫扫  关注我们

将精选本刊内容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分享。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

即刻开始订阅PCI中文版精彩内容吧！

PCI中文版

21·

与RTZ橙相似。此外，在饱和色应用中，其明净的色调不会

受到影响，因此仍然是更好的选择。

该颜色指数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主要颗粒的片状形态。与

所有片状颗粒一样，它可能会受到过度研磨的影响，因为初

级颗粒足够大，会被研磨过程中施加的剪切力破坏或侵蚀。

因此，仔细控制研磨参数（如时间、速度和温度）非常重

要，这通常也适用于所有的颜料分散体。

总结
通过湿沉淀法获得的碘化氧铋/溴化氧铋颜料（PO85）

会产生鲜艳的橙色，但稳定性问题限制了该化学物质在市场

上的应用。在过去几年里，Ferro公司开发了一系列具耐久

性的产品，并展示了其在广泛应用中的可能用途，为涂料行

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使涂料在从橙黄色到红橙色范围

内拥有热稳定性、耐候性，以及明亮和干净的色调。这些颜

料可以单独使用，但由于其较好的分散性和不透明度，也可

以通过与其他高性能无机或有机颜料混合使用，来扩大色度

范围。

其应用领域包括溶剂型和水性液体涂料，但该颜料在粉

末涂料中也表现出优异的性能。较高的总太阳光反射率使该

系列产品也非常适合用于反射隔热涂料的应用。

实验笔记
• 颜料在溶剂型短油醇酸树脂/三聚氰胺烤漆（湛新Setal 

84 XX-70/湛新Setamine US 136）中进行评估，在短油醇

酸树脂中添加55%的颜料来制备漆料。调漆时，添加25%的颜

料，制备的湿膜厚度分别为100µm的饱和色和75µm的白色减

色1/9，并在120°C下固化30分钟。根据CIE1976在10°/D65下

测量色度值，根据ISO 787-26（加权K/S）计算着色强度。

• 使用配备Z3DIN转子的Anton Paar Rheolab MC1来测

量漆料的粘度。

• 通过在固化的饱和色涂层上添加10%HCl和5%NaOH液

滴，并在24小时后使用灰色等级（ISO 105 A02）进行目测，

来评估其酸碱稳定性。

• 通过在逐步升高的温度下进行固化，来评估饱和色和白

色减色1/9的耐热着色牢度，并定义与默认固化温度相比，未

观察到可见退化的最高温度。

• 通过在固化的饱和色或白色减色1/9的表面涂上白色涂

料（醇酸/三聚氰胺），再使重新涂覆的样板在逐步升高的温

度下固化，来评估过喷样板的着色牢度。定义过喷着色牢度

的最高温度，在此温度下，白色油漆的渗出程度根据灰色等

级可忽略不计。

• 根据ASTM G-26（A）标准，通过在Weather-Ome-

ter（Atlas）中暴露涂层样板（饱和色或白色减色1/9）1000

小时来确定其耐候性。

参考资料
1 Faulkner, E. B.; Schwartz, R. J. High Performance Pigments, 

2nd Edition. Wiley-VCH, 2009.
2 Shannon, R. D. Bismuth oxyhalide solid solution. U.S., 

Patent No. 4252570A, 1979.
3 Verspaille, G. ; D'haeveloose, J. ; Devreux, V. ; Clabaux, E. A 

Coated Bismuth Oxy Halide-Based Pigment.W.O., Patent No.                 
WO/2017/10273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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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特性及优点
在我们的创新工艺中，我们专注于开发具有最佳遮盖

力、安全性和改善着色性能的效果颜料。这项工作使UTP技

术得以产生。5 与具有相同粒径的先进颜料相比，新开发的颜

料具有极好的遮盖力。我们将铝基板的厚度从200–500 nm

（银元片的典型厚度）减小到20 nm。这些颗粒经过特定的技

术处理后，获得约21µm的平均粒径，从而得到了以前无法实

现的出色的长径比。UTP颗粒被二氧化硅和氧化铁包覆。氧

化铁的厚度决定了最终颜料的颜色。超薄层会产生偏淡黄色

的银色，接下来是金色，如果厚度进一步增加，颜色就会变

成橙色。

通过对颜料颗粒的显微镜观察，我们发现基于UTP的效

果颜料颗粒的几何结构显示出可复制且可控的颗粒厚度，明

显要薄于传统的金属干涉颜料（图2）。这也使得长径比急剧

增加，它对出色的随角异色效果十分重要。

金因其独特的外观一直使人们着迷。1 这种淡

黄色的金属即使是薄薄一层也能显示出很高的

遮盖力和光泽度。此外，它还有一个出色的明

暗随角异色效应。混合铜和银，还可以获得不

同的颜色印象。现在，使用基于超薄颜料（UTP）的新型效

果颜料，我们可以在涂料、印刷油墨和塑料中来模拟这些颜

色色调。 2 为此，随着Z e n e x o m三元体系（Z T S）

（YY-YS-OO）的开发，Schlenk公司将已知的由金、银和

铜（Au-Ag-Cu）组成的冶金三元体系转移到了效果颜料领

域。3 使用单独的效果颜料GoldenShine（YY），GoldenWhite

（YS）或CopperGlow（OO），可以在液体和粉末涂料、印

刷油墨、或色母粒和塑料中实现之前仅在（半）贵金属中才

能实现的色调（图1）。新的效果颜料具有特殊的性能，其应

用特点使其可以在上述应用中根据颜色饱和度、遮盖力和色

域实现新的色调。3

黄

超薄颜料新技术

     作者 Adalbert Huber、研究和质量控制副总裁；Frank J. Maile，全球技术总监，效果颜料商业部，Schlenk金属颜料公司，德国，

Roth

用于超薄铝基材的新型颜料技术可用于生产高遮盖力、高着色效果的涂料。有了单独的这种效

果颜料，就有可能实现以前只在（半）贵金属中才有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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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评估
对14-µm厚的涂层在不同颜料质量浓度下的遮盖力的评

估表明，基于UTP的颜料只需要约10.5%的颜料质量浓度，而

不是铜色颜料技术的18%（图3）。与目前最先进的技术相

比，UTP产品组合中的另外两种新颜料也提供了显著提高的

遮盖力。因此，它可以降低涂料中颜料的添加量，或者在相

同的添加量下可以减少涂层的厚度。

金属表面及其仿制品的一个突出特性是颜色的随角异色

效果。为了更好地进行比较，我们测试了最先进的金属干扰

颜料的铜和金的颜色。由于缺乏银色的金属干扰颜料，因此

使用了市售铝颜料。我们将这三种颜料与新的三元体系进行

了比较。所有颜料均以14µm的膜厚和达到遮盖力的添加量进

行喷涂。使用BYK-mac“i”金属色多角度分光光度计测量

了亮度值。Alman动态色指数（FI）定义如下： 

图 1     左图：以金属金、银和铜为基础的三元体系图。4  右图：使用单独的效果颜料——GoldenShine（YY）、Golden-

White（YS）或CopperGlow（OO），可以在液体和粉末涂料、印刷油墨和塑料应用中实现以前只在（半）贵金属中才能实

现的色调。

�

图 2      传统金属干涉颜料（左）和基于UTP技术的新一

代颜料（右）的横截面图。

� 图 3      不同颜料质量添加量（PMK）下橙色颜料的遮盖

力评估：绿色：最新技术；红色：超薄颜料技术。蓝线表示

遮盖力（dE110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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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图表显示了遮盖力浓度下使用基石颜料YY-YS-OO的颜料混合物的动态色指数（A：银色，B：铜色，C：金

色）。左：最先进的颜料，右：基于新UTP技术（ZTS）的颜料。

�

图 5     使用了新型金色颜料的卷材涂料立面显示出明显

的颜色变化效果。

� 图 7     带有真金条纹的Rosenthalm�杯子。一个条纹被基

于UTP技术的含有新的金色颜料（YY）的印制条纹所取代。

�

图 6     粉末涂料应用。左图：超薄颜料技术（5%，干

混，左）与云母基珠光技术（16%，粘结，右）的比较。右

图：使用基于超薄颜料技术的颜料在门把手上的彩色造型效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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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颜料新技术

当计算三元体系ZTS中产生颜色的Alman指数时，使用

（YY）可以显著改善多达六个单位的金色（图4）。对于铜

颜料（OO），与最新技术的区别更为明显。

交付形式
铝基新型UTP颜料的交付形式是粉末，不再是含溶剂的

浆料，使其具有许多优点。例如，与颜料一起交付且与油漆

配方不匹配的溶剂的干燥时间不再是问题。可用于100%水性

体系的配方，也更容易用于现代超高固体分的配方。由于没

有溶剂，添加量也会更精准。因为颜料无粉尘爆炸风险，且

被归类为非危险品，因此可以实现无溶剂交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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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新的颜料技术可用于从汽车产品到建筑组成（如墙面

（图5））、娱乐电子产品和日常用品等的涂料应用。对于粉

末涂料和母料/塑料的生产商而言，好消息是他们不必再在无

颜色遮盖效果的情况下进行涂敷了（图6）。由于不存在溶

剂，新型颜料完全适用于这些应用。

为了证明颜料技术的进步，我们将Rosenthalm杯子上的

一个真金条纹替换成了UTP技术的金色条纹（图7）。专家甚

至也需要一些时间来找出“替代品”。

总结
基于新UTP技术的颜料的主要优点可总结如下：

• UTP可以生产超薄金属干扰颜料；

• 此类颜料目前是首次能以粉末形式供应的颜料类型，不

需要贴上危险物质的标签；

• 新型颜料具有优异的遮盖力效果；

• 它们具有高光泽度，以及前所未有的随角异色效应特点；

• 三种颜料GoldenShine (YY)、GoldenWhite (YS)和

CopperGlow (OO)具有广阔的色域；

• Zenexo三元体系（ZTS）可以很容易地模拟Au-Ag-Cu

合金效果。

致谢
作者特别感谢Ralf Webler博士对其分析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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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涂层技术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被发明

时，主要用于金属基材。大多数热固性粉末涂

料通常于常规烘箱中以190-200°C（金属温

度）的温度固化10至15分钟。这些温度范围被

确定为足以在不降低配方产品完整性的情况下实现完全固

化，因为产品需要完全固化以实现预期的性能效果（表1）。

随着粉末技术的不断成熟，进一步降低固化温度的需求

变得更加重要。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需要增加产量、降低

能源成本，以及遵守环境和监管政策，以避免使用溶剂型涂

料，让低温固化技术有了从中、快速到低温固化体系（表1）

等各种发展。最近，我们看到了对热敏性和非金属基材（如

木器和塑料）的超低温固化技术的强劲需求。

为何要使用超低烘烤粉末涂料？
根据Research and Markets公司进行的市场分析，2020

年全球木器涂料树脂市场估计为39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将

粉
达到51亿美元。2017年，Irfab公司的另一项研究估计，全球

家用厨房和办公室工业木器家具树脂在粉末涂料市场的使用

量预计将达到4500万美元，约占北美和拉丁美洲总市场的

40%，估计价值约为1800万美元。

涂层热敏基材的性能是超低固化和快速固化粉末涂料需

求增加的原因之一。这一需求带来的好处包括：为工业木器

提供了简化的工艺，为中密度纤维板和橱柜中复杂形状组件

提供了设计的自由度，从溶剂型到更环保涂层的监管政策的

改变，以及能够涂覆更薄的热敏金属板的能力等。

需要超低固化技术的另一个原因慢热组件固化的需求。

大量的金属组件本质上加热缓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固化

      作者 Cal EzeAgu，美洲区TS&D经理，湛新树脂公司PCR技术部门，佐治亚州，Alpharetta

中密度纤维板应用的超
低温固化

表 1     不同的固化温度（对象）和时间。

图 1     慢热组件。照片由湛新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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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这一过程也会耗费时间和能量。降低固化温度意味

着可以更快地对大量组件进行涂覆，从而提高产量和生产

率，较低的固化温度还可以提高涂布的生产效率，并节能。

超低烘烤挑战
外观、施工性和固化周期是必须克服的三大主要障碍，

以平衡低温和快速固化粉末涂料的理想性能和涂层性能。外

观取决于配方产品整体的低粘度和高流动性。施工性主要用

于衡量聚合物整体处理和配方粉末工艺指标，如储存稳定

性、安全挤出、研磨和应用等。施工性还受聚合物的玻璃化

转变温度的影响，玻璃化转变必须足够高，以确保稳定性。

高反应性、快速固化和涂层外观（如桔皮）、较好的耐化学

性和机械性能是另一些取决于固化周期的挑战性因素（图

2）。

鉴于这些挑战，本文介绍了一种用于室内非金属应用方

面的先进化学技术。

中密度纤维板涂层的先进化学技术
新的创新和性能导向技术旨在满足中密度纤维板涂料低

温烘烤条件的微妙平衡。该技术基于非传统的聚酯混合技

术，采用完整的粘合剂组合方法，以提供流动性、平滑性、

优异的耐化学和耐沾污性、中密度纤维板和金属的附着力、

易施工性和低温下的单层哑光效果等协同性能优势（图3和

表 3     单次涂施的哑光白色涂料配方。

图 3     新的聚酯混合技术。

表 2     树脂特性。

續ꃑ翸ꂾ
翸⸈䧭䎾
梠孻吆腒

图 2     粉末涂料的主要挑战。

㢪錜
· ⡛磨䏞

· 刿㥩涸崨⸓䚍
倶䊨䚍

· ⪰㶸珘㹁䚍
· 㸝Ⰼ䮥ⴀ

㔿⻊ワ劍
· 넞䎾䚍
· 䘯鸟㔿⻊

翸ꂾ
���� ���

���

�����

�����

��

���� ��
梠孻
$3:-$0"5�&�������	���o$


#&$,0109�&�������	���o$


䧭ⴔ 磨䏞N1B�T ꃑ⧩.H�,0)�H &&8� 5H	o$


.PEBPX�1����� ��
#FO[PJO �
,SPOPT�53����� ���
ざ雦 ����

#FDLPQPY�&������ ���
$3:-$0"5�&������ ���
䧭ⴔ 幑⸈ꆀ

轠勍 轠勍
庛䏞霃縨挿 ��������
䮥ⴀ鸟䏞SNQ ���
⸂瀃
絛俱鸟䏞SQN

�������
��

䮥ⴀ劼碫㘗 ;4,�����..
곫䴛䬜 #BH�CMFOE
䮥⾓勵⟝

癃緸 ���
㌂卦 (&."�0QUJFY
㛇勞 .%'
㔿⻊庛䏞
捷盲碫㘗

���!����o$
(BT�DBUBMZUJD�*3

䮷⸓癃 3VTTFM
灇熋 絁䒭灇熋劼�
䎾欽勵⟝㹊낉㹔梠㞯



图 7     气体催化IR烘箱。图 4     固化和预热构造。

图 5     预热烘箱。

图 6     固化烘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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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该技术与传统粉末涂料的生产条件相兼容。虽然产品可

以在常规烘箱中固化，但使用气体催化红外（IR）烘箱可获

得最佳平滑度和哑光发展。该工艺不依赖加热的移动空气来

提高部件温度，因此不会向基材增加大量能量。该技术能够

在一次施工上形成高达125微米的干膜厚度，这不仅有利于遮

盖MDF微纤维，而且还降低了在液体涂料中进行多次打磨的

相关操作成本。新的创新与推荐的稳健工艺步骤相结合，将

实现理想的饰面（表3）。

工艺与热固化
采用这种新工艺制备的涂料在催化气体红外烘箱下固化

时，其质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烘箱构造、预热和固化

参考图4-7。

图8显示了达到完全固化所需的烘箱最低温度和时间。该

技术设计用于承受各种工艺条件，并克服常见的漆膜缺陷，

如与劣质的中密度纤维板相关的出气等。

表4显示了在平均温度125°C下固化5分钟（目标温度）处

理各种中密度纤维板的工艺步骤。

涂层性能特征
表5总结了厨房和浴室柜应用的基本涂层性能的行业要

求。本次评估中选择的中密度纤维板可以在线或现货供应。

我们对不同形状的部件进行了评估，以验证其外观和性能的

一致性。根据红外烘箱和涂敷零件吊架的配置，实现整个部

件表面能量的均匀分布可能是一项挑战。在试验中使用不同

轮廓的中密度纤维板，不仅保证了部件性能的一致性，而且

验证了新技术的鲁棒性。高成膜性的目的旨在避免多涂层和

打磨。

边缘开裂试验是由宜家建立的一项严格要求，用于确定

中密度纤维板粉末涂层和木板开裂的可能性。在进行该试验



图 8     热分布曲线。

图 9     边缘开裂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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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技术显示出了优异的性能，暴露48小时后未产生开

裂，如图9所示。

由于该涂料适用于厨房和浴室化妆柜，因此该技术被设

计用于承受某些物质和通常暴露于厨房和浴室的恶劣环境。

根据表6和表7，由经认证的独立测试实验室按照ANSI/KC-

MA A161.1-2017方法进行的耐沾污性和破坏性物理测试显

示，24小时后涂层没有变色、污渍或变白。结果也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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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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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性能特征（白色涂料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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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耐化学性和耐沾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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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KCMA和SEFA 8-5版标准进行的破坏性物理试验的

要求。

储存稳定性和处理
新技术未使用的粉末涂料配方的玻璃化转变温度（Tg）

足够高，足以证明它未老化和产生过早固化，并确保在标准

使用条件下具有良好的储存稳定性（图10）。对在35°C下暴

露五天后的粉末涂料进行DSC热分析显示，与未暴露的样品

相比，起始温度发生了1°C（图11）的变化。这一微小变化表

明，在35°C条件下暴露五天后，几乎没有或未发生化学变化

或任何处理问题。

60天后，在室温（20-22°C）下对该技术进行评估，

以观察性能上的任何变化，如外观、光泽度、耐化学性和

耐机械性等。观察发现，所有关键特性在60天后均未受到

负面影响。

技术扩展
中密度纤维板厨房和浴室橱柜中的大多数应用都指定哑

光饰面，因为它提供了物理和美学特性、温暖和柔软的外

观、易于清洁，并使涂层表面不易暴露于阳光下。除了一次

性哑光技术能够在120°C温度下在60°光泽度范围内达到10-20

个单位的光泽度外，该技术还有其他光泽选择，可提供适用

于马桶座圈和橱柜应用的高光泽度（HG）和哑光干混

（MDB）低光泽度饰面。MDB方法使用传统的双组分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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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未使用粉末涂料的Tg。

图 11     在35°C热分析下的储存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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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A和组分B），以50:50的比例混合在一起，以获

得哑光涂料成品。表9和表10显示了高光泽和MDB技术的参考

配方。这两个姐妹产品也遵循相同的工艺参数，并提供与前

面讨论的一次性哑光（OSM）技术类似的性能和处理特性。

HG和MDB体系的典型涂层性能特征见表11。

总结
这项技术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仅对金属具有优异的附

着力，而且能够在如此低的温度下实现哑光表面处理，而不

会影响其优异的耐化学性、光滑度和生产效率。这一发展进

一步推动了湛新公司作为超低烘烤粉末涂料创新领导者的战

略地位，扩大了产品范围，拓宽了粉末涂料在塑料、玻璃纤

维和板墙等热敏性基材领域的应用范围。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www.allnex.com。您还可以联系以下各区

域联系人以获取更多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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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一次性高光泽涂料 (HG)。 表 11     MDB和HG涂料的性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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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密度纤维板应用的超低温固化

美洲：cal.ezeagu@allnex.com

中国：rong.xiong@allnex.com

EMEA：dietmar.fink@allnex.com

亚洲其他地区：Supunnee.supeerapat@allnex.com





020年中央经济会议已经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

为2021年的八大重点工作之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公报明确提出，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碳排放达到峰后稳中有降”。2030年碳达

峰，2060年碳中和简称双碳。双碳政策的实施无疑会对行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怎样应对？这都是我们现在

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中国的CO2排放量从2006年1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

的CO2排放国。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直致力于对

国际民生的改善做出自己的贡献，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界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

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

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

本文从国家已出台或者可能出台的双碳政策着手，分析

涂料行业面对双碳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给出了部分应对的

措施和大致方向，以供涂料从业者参考。

双碳涉及名词：

碳达峰：

全国二氧化碳每年排放总量达到峰值，以后逐年下降，

这个峰值叫碳达峰。

碳中和：

碳中和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植物吸收，或者采用其他

措施捕集、存储或消除的二氧化碳总量，就是经过计算实现

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

碳排放：

一般来说二氧化碳的总量排放，简称碳排放。

“双碳”对于涂料行业产生的影响
为了应对碳达峰，国家需要对CO2的排放进行总量控

制，碳达峰后的CO2排放量会逐年递减。总量控制的实施必

然要对主要的排放点（工厂）进行配额管理。

例如：给与A工厂10000吨CO2的排放总量，达峰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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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碳路线图。

2

“双碳”对于涂料行业的
影响和应对分析
      作者 盛洪，应用技术总监，广东彤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国广东



涂料上下游制造涉及的主要CO2的来源(见表1）主要分为

五部分，一是原材料，主要是石化产品，二是热能的产生，

三是使用的电力，四是VOC及其处理，五是废物处理，其他

的来源CO2产生量较小，例如：生产过程反应产生，食堂，

车辆等。一般来说废物处理占比较小，不到5%。

涂料行业CO2排放涉及直接产生和间接产生(间接产生涉

及到石化源头生产，间接产生对涂料行业的影响比较复杂，

这里不做论述)。涂料行业使用煤，燃气，燃油等传统热能产

生方式是典型的直接产生CO2的高排放过程，必然是要被国

家限制和淘汰的，代之为使用电加热或者其他低碳加热方

式。目前的技术基本以电加热为主，那么电加热与传统的加

热方式成本差别是多少呢？下面简要进行举例计算。

传统热能与用电的成本按照热值等量计算3如下：

从上面计算结果来看，传统的热能生产如果改为电能将

大大增加成本。对于大量使用热能的企业来说，电能的消耗

按照一定比例递减。假设A工厂生产1吨产品需要排放1吨

CO2，如果工厂想要增加2000吨产品生产，只能有两个途

径，一是额外购买2000吨的CO2配额，另外就是降低目前产

品的单位CO2排放。

这种情况是企业在未来需要面对的，企业要想发展必然

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但是CO2总量配额不会增加，额外购买

的碳价格会随着需求的增加不断上涨，导致成本不断增加。

怎样降低整个工厂单位产品的CO2排放就变成了企业生存和

发展的问题。从降低单位CO2排放的角度来看未来的工厂应

该做什么，首先要找到主要的CO2排放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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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涂料行业CO2的主要来源。

表 2     国家碳中和涉及领域及实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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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成本将变成主要的制造成本。间接CO2生产消耗的是

石化产品及电力，也必然会受到双碳的影响而提高价格或者

转移CO2排放配额给相关使用企业，也是增加生产成本。直

接加上间接的CO2生产带来的上下游成本上升无疑都会挤压

全行业的利润。直接或者间接产生的成本如果平摊到产品上

将会出现每公斤几元钱增加4。涂料行业的毛利率从全行业来

看是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很多企业都在实行微利经营，双

碳的实行带来的成本挤压效应，如果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将会使很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的风险。只有认真

面对，找到应对的方法才能有出路。

面对“双碳”，涂料企业可能的应对措施
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低碳新技术我们不能预测，从目前

的技术水平来看，跟随国家的碳中和实施路线，是企业一个

比较好的选择。

国家碳中和实施路线（见表2）基本上构建了未来双碳的

发展方向，很多的路线国家已经于几年前就开始布局。对于

企业来说，跟踪国家规划好的路线是最节省成本的策略，搭

车总是最经济的。企业一定要重点关注相关路线的实施进度

和实施方法，借鉴相关企业经验，采用各自的方法达到控碳

的要求。

对于涂料企业如何达到“控碳”的目的，建议企业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采取积极的应

对措施：

措施一,  全面电气化，限制和逐步取消煤，燃油，燃气

的使用。

措施二，提高电力使用效率，使用能效比高的电气设备。

措施三，优化生产工艺，降低高能耗的生产过程。

措施四，优化产品结构，生产更多的低CO2排放的产品。

措施五，使用生物基材料。

措施一，全面电气化

全面电气化主要是针对CO2的直接产生和间接产生过

程。逐步降低火电的比重，实现清洁电力是国家的长期目

标，企业实行全面电气化是必然之路。

这里可能涉及到工厂的变革，由烧煤，燃油，燃气集中

式加热系统，直接改为电热系统，可能并不经济，代之为反

应釜独立加热系统，或者是局部小型集中加热系统会更具价

值。改为电加热后估计很多现有的管线要废弃，重新设计和

安装加热系统，这些无疑都增加了企业的成本。

措施二，提高电力使用效率

提高电力使用效率主要是针对CO2的间接产生过程。国

家实行双碳必然会导致电力价格的上升（清洁电力目前成本

还是要高于传统的发电成本）。只有采用更多降低能耗的措

施，例如：更换能效比高的设备。优化搅拌、分散设备，提

高使用效率等。

措施三，优化生产工艺

优化生产工艺也是针对间接CO2产生过程，优化生产工

艺的目标是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单位产品CO2产生量。生产

工艺优化需要更深层次的设计、多方面的技术支撑，以及管

理等方方面面。

涂料树脂：

更多的采用连续或者半连续法生产，减少降温过程和等

待时间。单个合成系统需要更加的智能化，适应不同品种的

生产。

涂料生产：

1）降低研磨工艺的使用，更多的使用分散机，或者使用

更高效的分散、研磨设备（例如：均质机，新型高效研磨机

等）。

2）优化涂料生产工艺，降低高耗能设备使用。

涂料施工：

1）烘烤线，电气化，降低烘烤温度。

2）优化喷涂，转运及其他相关环节，采用更加节能的工艺

3）喷涂低VOC产品

措施四，优化产品结构，生产低CO2排放产品

优化产品结构主要是企业需要开发更多的单位CO2排放

低的产品进行生产，例如：生产周期短，反应温度低，VOC

低的品种。

措施五，使用生物基材料 

使用生物基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降低CO2排放，生物

基材料，例如一次加工的油类，国家基本不会认为榨油企业

在减碳，就像国家不会认为火电企业在排碳一样，都会转移

到使用者身上，使用天然油类材料可以认为是直接减碳。 对

于使用二次加工的生物基材料则是间接减碳。间接减碳国家

会出台相应的计算方法给与使用企业一定的减碳额度。

目前的生物基材料有很多，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国外生

物基材料应用已经非常广泛。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国外生物基材料在涂料工业的应用以

及来源：

生物基材料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来源于可食用的的材

料，另一类是不可食用的材料。

使用可食用的天然材料由于会和人类争夺口粮，使用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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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限。所以目前主要的开发方向是以不可食用材料为主。

可食用的材料：一般是天然油类包括植物油，动物油，

糖类，淀粉类等。

不可食用的材料：纤维素，木质素，树胶等，还包括一

部分工业废物，如：造纸废浆、木材加工锯末、烟草杆、秸

秆、稻草等。

㣐鞝屘 ゎꆀ� ゎꆀ�	⚥ꢂ⧩ ⴔ㶩䒭 ⴔ㶩ꆀ 焫ゎꆀ� ����H嶊署$0�	H
 ����H鞝屘䨾$0�	H

啕嚔ꃑ
屘ꃑ
炽腒ꃑ
❇屘ꃑ
❇띿ꃑ

���
�����
���
�����
���

�
����
�
����
���

$��)��0�
$��)��0�
$��)��0�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ざ雦����H鞝屘䨾$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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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已经商业化或者部分商业化的生物基材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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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3)列举的仅仅是部分生物基材料的来源和应用，

还有很多未知的应用有待开发。

我国对于生物基材料的应用，要追溯到几千年前我们的

祖先就开始使用天然油类作为木器上保护漆料。后来随着技

术的发展出现了以天然油类为原料的合成树脂，醇酸树脂和

环氧酯。

由于醇酸树脂的生产量非常大，应用范围也比较广，

下面以醇酸树脂为例简要介绍一下生物基材料在控碳领域

的贡献：

醇酸树脂的历史非常悠久，是最早的涂料树脂用的成膜

物，但是随着丙烯酸树脂，环氧树脂等新型树脂的发明，应

用逐渐没落。随着全球对于碳排放的限制，醇酸树脂这种古

老的产品又重新焕发生机，受到大量关注。尤其是水性醇酸

树脂，一方面使用天然油，另一方面可以做出非常低VOC

（溶剂含量接近”0”,不包含中和剂）的水性产品。是非常

良好的生物基材料。

从上面的计算结果来看，生产水性醇酸树脂是非常有利

可图的，每生产1吨的水性醇酸可以带来两倍的CO2节省，节

省CO2的量可以用来生产其他产品，弥补CO2的配额。

使用生物基材料对于企业的好处是什么？以欧洲为例，

欧洲对于生物基材料单元排放是有测算的，生物基材料零排

放和负排放，企业使用生物基材料，经过计算能够冲抵企业

排放的CO2的量，这样大量使用生物基的企业会有碳排放盈

余，这些盈余可以到碳交易所交易带来一定的受益，可以反

哺企业。当前某行业的某些企业甚至出现出售碳配额的收益

超过产品本身利润的情况，使得碳交易真正变成了企业利润

来源。

我国已在主要城市建立了碳交易市场，目前我国的碳价

格每吨几十元左右，欧洲在每吨几十欧元，我国的碳价格是

非常低的，随着国家实行双碳，碳价格会逐渐上涨，将来碳

价格出现几百元甚至超过千元是很有可能的。

双碳政策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会随着相关政策的实施逐

步显现，作为涂料的从业人员必须深刻思考怎样应对双碳政

策的实行，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应对，尤其是涉及到的技术

变革，工艺革新这些都需要预先投入人力，物力以及大量的

时间才能实现，否则当政策来临时容易措手不及，面临被淘

汰的风险。

有压力就会有动力，会促使企业进行产业升级，采用更

低碳的生产方法，降低单位产品CO2的释放量，优化产品结

构，更多的投入到研发、技术革新中。

国际企业由于国外碳排放的压力，多年以前就开始注重

低碳技术的开发。在低碳技术利用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国

内已经有国际企业为了应对限电措施，投资了几千万用于技

术改造，取消了耗电大户砂磨机，改为更为高效的分散及研

磨设备。该技术的生产效率是原先的2-3倍，限电不再是产能

瓶颈。

但是该技术的实施也对原材料提出了挑战，该设备的剪

切力更高，远高于一般砂磨机，对于水性树脂的耐剪切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技术的使用必然会带动相关技术的提

升，这个也是产业变革的契机。 

综上所述，双碳是国家未来几十年必然要推行的政策，

双碳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企业应对双碳必然要经历长期和复

杂的过程，从观望、接受到实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做为企业来说必然要配合国家的政策实施，聪明的企业能够

提前进行有效应对，才是企业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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