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实验室
以专业知识提供完善服务 – 全球



2



我们的实验室技术一览
目录

应用领域 – 塑料助剂 
 
 34  PVC 塑溶胶/涂层织物
36  热塑性塑料
 38  SMC/BMC

 40  热固性塑料
42  先进复合材料

应用领域 – 工业应用助剂 
 
 44  胶粘剂和密封剂
46  润滑剂和铸造工业
 48  印刷油墨
 50  喷墨打印
 52  纸张涂料
 54   植物保护和农产品
 56   家居清洁产品、 
洗涤和护理产品

 58  电池

应用领域 –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助剂 
 
 60  石油钻井液
 62  流动保障

服务 
 
 64  毕克化学全球监管服务
65  毕克化学客户研讨会

产品分类 
 
  6  润湿分散剂
  6  表面助剂
  7  消泡剂
  7  流变助剂
  8  蜡助剂
  8  粘接剂和偶联剂
  9  加工助剂
  9  降粘剂

研发 
 
 10  研发
 12  可持续的产品开发

应用领域 – 涂料助剂 
 
 14  建筑涂料
 16   干砂浆和混凝土助剂
 18  地面涂料
 20  卷材涂料
 22  罐听涂料
24  工业涂料
 26  粉末涂料
 28  汽车涂料
 30  木材和家具涂料
 32  防护涂料

3



4



作为全球领先的助剂生产商之一，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实验
室客户提供各类尖端检测和分析技术服务。

我们掌握广博的专业知识，拥有多年来沉淀的行业专长，并
推出广泛品种的高性能助剂，三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我们凭
借这些优势优化了涂料和塑料的表面特性，提高了它们的抗腐蚀
或抗刮擦性能。我们的产品还可以用于其他工业应用领域，例如
用于胶粘剂、家居清洁产品，或者用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具有
环境友好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产品越来越受青睐，为了满足这一需
求，我们为全球水性体系产品提供齐全的助剂。

凭借由高效实验室和经验丰富的技术专家在全球范围内组
成的强大网络，加上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我们对现今的市场需
求和面临的挑战具有深刻的认识。我们的全方位服务通常可使客
户免于斥巨资建立实验室，并确保我们的助剂顺利整合到客户各
自的应用中。

我们的客户还能获得有用的法规事务建议，该建议随每个
助剂产品附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请亲自感受毕克化学实验
室的效能，并了解我们如何为您创造附加价值。

希望本手册能引起您的兴趣并为您呈现深刻的见解！

Stephan Glander
毕克首席执行官

欢迎来到我们的 
实验室！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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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润湿分散剂使固体
颗粒以微小粒子的形式分散在
液体中，并使之长期保持稳定。
通过这些助剂，您可以将颜填
料结合到美术颜料、油漆、涂料
或塑料中去。

对于界面相互作用是我们
有着多年经验的专长，因而我
们能够调整这类助剂，以制造
出一个全面而广泛的产品系
列。毕克化学这个产品系列对
于应对涂料和塑料配方中的复
杂性提供了一系列选择。

我们采用各种技术，从传
统的脂肪酸结构到特别设计的
具有线性结构或者高分支结构
的丙烯酸共聚物。我们所掌握
的技术能力还包括一些复杂的
化学结构，例如梳状聚合物、核
壳聚合物或嵌段共聚物。

我们还能够针对个别的、
客户特定的以及区域性的需求
而开发出快速、创新且高效的
订制体系解决方案。

润湿分散剂 | 微小且稳定的分散

我们的表面助剂凝聚了我
们对界面相互作用的专业认
识。它们可改善液体在固体基
材上的应用性能。虽然这些表
面助剂最初是为涂料而设计，
但现在也被应用于其他领域。

这些助剂调节液体的表面
张力，并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基
材和涂料的表面张力差异，从
而改善湿润效果。

它们还有助于预防流平问
题、浮色、缩孔和其他缺陷，例
如施工或干燥期间可能出现的

疤痕。总的来说，毕克化学表面
助剂可优化涂料的保护功能及
视觉印象。它们还对表面滑爽
性有积极影响，并使表面易于
清洁。

我们不仅有包含改性聚硅
氧烷和聚丙烯酸酯的表面助
剂，而且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
表面测试方法和分析方法来丰
富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结合各种应用技术，我们
可以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完美的
助剂解决方案。

表面助剂 | 调节张力、防止缺陷

显微镜

接触角

我们的产品分类
我们的产品组合包含八种不同的产品类别。在该产品组合的基础上，我

们根据客户应用所涉及的化学过程和相关的法规标准为客户量身定制完全
合适的助剂套装。

我们致力于创新，我们已在研发面向未来的产品。我们着眼于新市场趋
势、新材料或生产程序等产生的需求，并通过创新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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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液体产品时，泡沫
是不受欢迎的副产物。它会影
响色浆和涂料的性能。如果在
加工过程中形成小泡，这些小
泡会引起微小的缩孔，继而转
变为缺陷并对涂料的保护功能
造成不利影响。我们的消泡剂
和脱泡剂可通过破坏泡沫壁膜
防止此过程，确保表面完美无
瑕。

虽然最初是为色浆和涂料
而开发，这些助剂现在也已被
用于优化其他产品的性能。这
些应用包括但不限于喷墨印刷
用的油墨、润滑脂和清洁剂。

根据具体的应用，我们有
有机硅、聚合物或矿物油类型
的消泡剂可供选择。它们适用
于溶剂型、水性和无溶剂型体
系。在选择合适的助剂时，体系
的类型和施工方式（刷涂，滚涂
等）也是关键因素。

流变助剂可控制大多数液
体的流变行为。它们可调节染
料、涂料以及家居产品或者塑
料生产用液体原料的加工粘
度。煤气和石油生产也是其典
型的应用领域。另一个关键的
优势是，流变助剂通过防止固
体成分沉淀以及分层和相分
离，可提高储存稳定性。

我们采用不同的、互补的
技术来满足水性极性以及溶剂
型非极性体系的需求。我们的
产品组合包括聚脲型、酰胺型
和聚氨酯型以及天然和有机改
性片状硅酸盐型的液体和粉末
助剂。

我们致力于为越来越复杂
的体系开发自动涂膜机解决方
案，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
求。这里重点讲述了染料、涂料
和塑料，但屏障效应和塑料混
合物也是重要的应用领域。

消泡剂 | 完美表面

流变助剂 | 调节流动性

脱泡剂

自动涂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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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助剂能改变表面特性。
根据需要，它们可影响光泽或
消光，也有调整滑度和防滑性
的功能。作为制程助剂，它们能
提高加工性以加快生产过程。
我们的产品组合可适用于水
性、溶剂型和无溶剂型体系。

除了天然蜡，我们还主要
采用半合成蜡或合成蜡作为原
料。原料的选择在主要取决于
各基材的性能特征。通过这种
方式，我们严格根据客户的体
系来设计完美合适的蜡助剂。
这样做还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
因素，即是为了满足有关法规
对食物接触或环保（欧盟生态
标识）的要求。

蜡助剂 | 定制的光泽度和顺滑性

附着力促进剂和偶联剂在
界面之间建立稳定的连接。它
们可以优化涂料和塑料的性
能。同一助剂通常可同时用于
这两种应用  –  具有不同的效
果。

在涂料中，我们的助剂可
增强涂料在基材上的附着力，
并提高防潮、防腐蚀的效果。

在塑料应用中 ,偶联剂可
提高材料的机械性能和弹性。
在树脂基料与特殊填料或纤维
之间它们可以提供更好的粘接
力。

采用固相接枝法专利技术
生产的  SCONA 塑料改性剂也
属于此偶联剂产品分类。它们
通过促进补强填料更稳定地混
入聚合物基体 ,并显著提高复
合材料的机械性能来改善纤维
增强塑料或木塑(WPC)的性能。

附着力促进剂和偶联剂 | 强劲粘结力和持久稳定性

使用 Wazau 试验机进行耐磨耗试验

动态拉伸测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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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助剂 | 有利于整个价值链

降粘剂可改善 PVC 塑溶胶
在整个加工区域中的流变行
为。例如，它们可防止滴料的形
成，确保更好的基材湿润性，在
提高材料加工效率的同时，还
可优化最终产品的性能和成
本。

目前我们拥有四种类别的
降粘剂，其中包括集多种效应
于一体的多功能助剂，例如
DISPERPLAST 和  BYK-1160 系

列，以及 VISCOBYK-4000 和 5000  
系列。 VISCOBYK-5000 系列不
仅具有低挥发性，且部分产品
基于可再生原料。这些降粘剂
可应用于不同剪切速率的场合
中，也能用于填充和无填充体
系。

我们为客户提供定制化的
助剂组合，让他们能够控制塑
溶胶生产的单个或多个阶段，
包括混合、泵送、加工和储存。

降粘剂 | 优化流变行为

Haake 旋转粘度计

我们特制的加工助剂在加
工所有标准塑料件（如 PVC、热
塑性塑料或热固性塑料）时为
塑料制造商和加工商提供支
持。在所有情况下,我们助剂都
能够显著改善很多生产工序。

这些应用具有高度的通用
性，适用于各种生产工艺。例
如，通过提高纤维浸润性，加工
助剂可减少 RTM 或 VARI 等应
用中的灌注时间，同时改善产
品的质量。在  SMC/BMC 应用
中，加工助剂可用于改善脱模
性，同时提高工艺安全性。加工

助剂另外一个应用领域是在双
组分体系中的流变控制。

热塑性塑料应用中的加工
助剂可用于降低 VOC 或气味。

加工助剂用于模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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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迷你工厂系统
也能够安装在线分析系统，用于支持开发新
助剂的放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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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混合泵 Optimax

三个技术团队和生物技术团队的研发专家
致力于研究新助剂，技术和产品转移团队与专
家合作，从而确保产品从生产到快速进入市场
顺利实施。所有这些工作都具有创新属性，并符
合全球市场各自的监管标准。

实验设计（DoE）方法有助于加速产品开发
的过程。它们确保了我们测试结果的高重复性。
自动化实验室反应器拥有先进的技术程序和技
术，这是我们另一个创新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另外我们在全球各地拥有研发实验室，我
们在日本尼崎经营一个实验室，专门为我们电
子行业的客户服务。在这个实验室，我们开发适
用于平板显示器（FPD）应用的助剂。

全球产品战略（GPS）
化学协会国际理事会
（ICCA）和责任关怀计划
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
（CEFIC）

我们的三个技术团队

表面助剂

流变助剂 

润湿 & 分散剂

为我们的客户增值

我们的创新是高效和快速的，同时是以为客户以及他们的产品和应用增
值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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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测试可再生原料的性能：它们
是否具有特殊的性能，是否可以用来增强我们
助剂的特性？我们也测试酶作为催化剂合成助
剂的适用性。如果它们的工作温度低于标准催
化剂，可以节省生产能源。作为金属催化剂替代
品，酶可以减少毒理学副作用。而且，我们还测
试毕克助剂如何影响我们客户使用的酶或微生
物。这样，我们确保我们的配方不会对预期的结
果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生物技术实验室拥有先进的测试程
序。它们帮助我们高效地工作，节省材料并支持
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实验室配置了移液机器人，3D 打印机和高
通量分光光度计这些高端设备。机器人能够节
省时间，因为它可以在几分钟内准备  96 个样
品。用这个方式，我们可以同时测试不同的物质
或不同的配方。使用 3D 打印机，我们可以生产
较小尺寸的测试物体。在测试生物助剂时，它们
能够取代传统的 50 x 30 厘米面板，减少材料的
消耗。

为了观察我们助剂对生物分子的影响，我
们配置了分光光度计。我们通过透射过反应液
光可以测量分子的合成或分解。或者，通过 NIR 
探头的近红外线可见光检测分子合成过程，使
反应变化可视化。

生物技术：
高效和环境 
友好

分光光度计

毕克化学也致力于生物助剂，生
物合成和生物效应。我们已经建立了
自己的超现代生物技术实验室。

NIR 探针

我们的添加推荐：
下面的助剂是基于生物科技：CERAFLOUR 1000，BYK-356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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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高通量移液机器人在几分钟内可以制备 96 种材料样
品。这节省了大量准备工作耗废的时间，并使我们能够同时测试不
同的物质或配方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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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性测试提供有效的
结果

只有当我们了解最终产品在具体应用中应
有的性能时，我们才能够为客户提供合适的建
议。测试结果必须可重现，才能就助剂在相应涂
料中的效果合理的推荐。因此，我们的测试设备
包括刷子、滚筒和喷枪。

建筑涂料用的助剂包括润湿分散剂、消泡
剂、流变和表面助剂，以及我们专门为多彩涂料
开发的助剂。我们采用通用的测试程序来尽可
能接近现实中的各种情况。这样可得出客观的
测量值用于精确记录助剂的效果。

例如，我们采用刮涂实验来准确评估已加
过的流变助剂对施工性和流平性的影响。理想
的涂料流平性能产生最佳的美学效果。

刮涂流平

发泡滚筒

多彩涂料

指研

有效的助剂推荐必须与应用相
结合。因此，我们在尽可能接近实际
的条件下测试我们的助剂是否适用于
客户配制的建筑涂料。

法规信息：
我们有许多水性体系用

助剂均符合欧洲生态标识认
证的要求。其中有些助剂甚
至符合欧盟和 FDA 的食品接
触材料相关法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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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气喷涂工艺  是用于大面积涂布厚涂
层的可靠施工方法。凭借此工艺测试结果，我们的
消泡剂可防止微泡的形成，使工艺更高效。

指研

您是否知道 ...
... 我们旗下基于专利性层状硅酸盐的助
剂可改善可调色性、加工性和流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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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道超声波测试仪
是用于分析助剂对水泥水化的影响的
无损检测方式。凭借此方法，可以根据
水泥固化和强度变化来分析和优化建
材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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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剂的使用改变了这种情况。它们可优化
生产工艺和提高建材产品性能。

例如，使用流变助剂可以有选择性地调整
建材产品的触变性或假塑性。我们用  Häge r- 
mann 振动试验台来测流动度、稠度和加水量，
通过测试结果可以了解助剂对抹灰和砂浆的流
变性的影响。至于自流平砂浆，我们则使用流动
环来测流动度。

润湿分散剂的使用可使颜填料充分融合在
体系中，可降低粘度并实现最大添加量。消泡剂
的添加可以控制含气量以及改善流平性和优化
表面性能。

上述各类助剂还有助于控制各种建材产品
的硬度以及最终强度。无论是抹灰、胶粘剂还是
自流平砂浆，每种建材产品都必须符合特定的
抗压强度或抗折强度。我们可用抗压抗折仪来
确定我们的助剂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这些参数。
拉拔仪用来检测瓷砖胶。

赋予干混砂浆和混凝土外加剂 
更多价值

流动度测定 Hägermann 振动试验台抗折抗压测定

原料：
我们的产品组合有各类液体和粉末助剂可供选择，并符合法规要求。

建材配方例如抹灰，胶粘剂或自流平砂浆都具有许多独特的特性，但肉
眼始终无法辨别差异。仅当用泥铲划过混凝土或者使用抹灰机时，才能使许
多建材产品的缺陷显露出来。

我们推荐使用我们的
粉末消泡剂 
来生产符合 EC1 Plus 的环境
友好型建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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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试验证明
这些地面可抵挡一切

只能选择最合适的助剂才能满足这些要
求。我们的流变助剂和消泡剂有助于厚涂高粘
体系的施工更简单、无泡 – 防止气泡和“针孔”
的行成。在使用了我们的润湿分散剂后，即使是
馒涂施工时，颜料也可实现稳定的分布。我们的
表面助剂通过控制表面张力，确保具有抗刮性
和恢复力。我们的许多产品都符合必要的法规
要求。

工业厂房、实验室或停车场的地
面承受着相当大的应力。这些地面通
常必须满足许多要求，因为它们的表
面必须能够承受极大的机械负荷、抵
抗化学腐蚀且几乎无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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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各种模拟实验来确定哪些助剂更
适合客户配方。比如在可调节真空系统的溶解
装置。

我们使用凝胶时间测试仪来测定硬化过
程。对于脱泡性，我们用经过验证的方法比如用
消泡滚筒来消除湿膜中的气泡。

如同日常生活
消泡滚筒用于去除新鲜的、还是
湿润膜层中的空气。
我们在实验室内也采用了此最 
终工序。

原料：
我们的产品组合具有各种各

样的不含有机硅和不含芳香烃的
助剂可供选择。我们的无 VOC 产品
符合法规要求。

提示：
我们推荐的环氧树脂涂料用助
剂：BYK-1796 和 DISPERBYK-2152

消泡剂试验
使用馒刀施工

凝胶时间测试仪干燥样本

19



解答热点问题
卷材烤箱可达到最高 400℃ 的温度。
我们使用此烤箱来测试我们的助剂在卷材涂料的
极短烘烤时间内和最高金属基板温度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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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模拟试验节省时间和费用

对卷钢板客户生产工艺的真实还原和简化
是我们对新型优化涂料助剂进行研究的基础，
并让我们能够迅速回应客户问题。

毕克化学卷材涂料实验室中的烤箱让我们
能够遵循客户的生产参数，例如最高金属基板
温度和精确的烘烤时间。

在实验室阶段即可对产品和工艺进行合理
的优化和完善，让客户可以减少时间成本及测
试成本。经过我们的试验测试，客户将收到相关
的助剂和用量推荐、以及重现性好的起始配方。

将板材放入烤箱

将涂料涂布在基材上

卷材涂料体系通常非常庞大。但凭借我们对相关工艺的认识以及我们的
真实模拟试验方法，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内模拟并精确复制卷材涂布程序。然
后，取得的试验结果可直接转移至工业应用。

提示： 
我们以试验测试结果为依据为
客户提供准确的用量建议。

原料：
我们的产品组合经过专门

设计适合所有传统的卷材涂料
体系：溶剂型、水性、辐射固化和
PVC 塑溶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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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听涂料既具有装饰性，也具有功能性。罐
听涂料使得金属制罐能够实现流水线生产并加
工成型。我们的助剂可帮助满足这些要求。

在进行新的生产开发时，我们在不同的涂
料体系中对助剂的性能进行综合评估。因此，我
们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给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通过使用合理的的助剂搭配，可以显著提
高罐听涂料的性能；而且我们针对不同的市场
应用采用更合理的的测试方法来评估助剂的性
能，因此，可以向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在
许多应用中，我们的助剂需要符合食品安全接
触标准，因此，我们以此为依据选择产品。

滑爽性测量是一项基本试验。在该试验中，
摩擦系数 (COF) 是通过在涂层表面以指定的速
度拖动固定质量的砝码测得。通过测定 COF 值
可以评估涂料中蜡助剂和有机硅助剂的性能。

Clemen 刮痕测试可以测试涂料的抗划伤性
能。涂料具有越高的硬度和抗划伤性能，罐听就
越耐久和坚固。

罐听涂料也可用作密封涂层，例如酸奶杯
的密封胶。在该应用中，柔性铝盖的内涂层在适
当的压力和温度下快速粘结在塑料杯基材上。
毕克化学旗下的蜡助剂可影响所需的密封强
度。我们采用热封仪来检验此性能。

使用助剂套装提高表面质量

薄片

刮痕试验

罐听涂料必须满足多项要求。在罐听内部，它们在金属罐壁和内容物之
间形成一层防护涂层。在外部，凭借优异的抗划伤和耐磨性能，它们可以在运
输和储存期间保护罐听不受损坏。

法规信息：
我们的罐听涂料用助剂

套装符合 FDA 指南，并符合欧
盟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指南。

我们推荐的助剂：
BYK-3760 在最后一道生产工序中去除了
大部分环硅氧烷 (D4-D6)，它是这个新表
面助剂系列的首款产品。

22

罐
听
涂
料



流畅滑行
   我们使用移动性测试仪来模拟罐听涂料承受
的应力。我们根据 COF（摩擦系数）判断我们
的哪种表面助剂最适合客户的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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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样本喷涂

喷涂机：
哪种助剂以及哪种剂量最合适？
为了解答这些疑问，我们使用喷
涂机喷涂样本 – 快速且始终在相
同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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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助剂可优化所有这些产品的涂料。
每种应用都需要专门确定最合适的助剂。标准
可能视具体应用而定 – 例如，机械恢复力、视觉
印象或柔韧性可能是关键标准。我们使用先进
的测量和分析设备来为每种相关应用确定我们
的哪些助剂具有相应的最佳效果。

我们根据此试验来推荐润湿分散助剂、表
面助剂、消泡剂、流变剂和附着力促进剂。通过
此试验，我们可以获得有关正确剂量的的精确
信息。

Dispermat 在不同的颜料磨粉制作中是重要
辅佐设备。它模拟生产中所采用的研磨机，但只
需要显著更少的材料。

喷涂机用于改变喷涂期间的各种参数。这
让我们能够以可重现的方式证明我们的助剂效
果，并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使用各种各样的油
漆制剂。为了确定我们的助剂质量，我们测试了
一些关键的方面，例如它们如何影响表面的光
泽度和流平性，以及如何增强其恢复力。

为此，我们测试了一些参数，其中包括颜料在
涂层中的分布，以确保不会发生絮凝。我们的特殊
显微镜让我们能够测定液体溶剂型涂料中的颜料
电荷。颜料电荷（可受我们的润湿分散助剂影响）
显著影响颜料混合物的颜色稳定性。此外，该显微
镜还让我们能够分析涂料缺陷，例如缩孔。

涂料的抗刮擦和抗磨损性能在许多领域都
非常重要。通过测试来观察涂料在与材料或纸
张摩擦时受到什么影响。这样可以模拟手机在
口袋中的摩擦行为，或橱柜门的饰面磨损。我们
也可以通过这方面的测试来证明我们的表面助
剂的良好效果。

面对不同的需求
始终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

使用 Dispermat 研磨颜料 交叉切割试验测定附着力 显微镜测量颜料电荷

工业涂料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从农业和工程机械到智能手机，从洗衣
机到玻璃，均属于其应用范围。

我们推荐的助剂：
我们的通用蜡助剂和表面助剂可实现良好的触觉特性（手感柔软）、防刮擦表面和易清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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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涂料的施工方式，是在特殊的喷枪中使
粉末涂料颗粒带上静电电荷。现代的喷涂设备有
极高的喷涂效率，可将超过 95% 的粉末涂料喷
涂至工件上。然后，涂料在烘箱中熔融交联，得到
无刮痕、光亮并具有良好流平性的漆膜表面。

原料品质、配方甚至生产工艺的改变很容易
导致涂料粉末出现质量缺陷。粉末涂料的生产和
加工非常复杂，包括预混合、挤出、打碎成块、研
磨粉碎、过筛、喷粉和交联。最重要的是，配方、
生产和加工三者共同确保得到合格的最终产品。
无论是透明还是不透明、高光还是哑光、光滑还
是结构织纹，关键始终在于是否选择了合适的助
剂。在这方面，我们的专业知识和实验室服务将
大显身手，让粉末涂料客户安心无忧。

在粉末涂料的生产过程中，挤出是一个重
要的核心工艺。被填入挤出机的预混合物料已
含有对粉末涂料后续性能非常关键的所有组
分。在大约 100℃ 下，固体组分（颜料、填料和助
剂）被以机械方式充分打碎，然后被均匀融入熔
化的树脂组分中，挤出物在挤出机的螺杆和筒

壁之间通过时经受极大的剪切力。为了获得所
需的光学（颜色和光泽）和机械（抗冲击性和弹
性）性能，挤出工艺需要做到完美无缺。制成的
挤出物离开挤出机后，立即从圆筒之间被擀出、
冷却至室温并被打碎成块。

在我们的粉末涂料实验室中，从预混合到
粉末涂料的涂布，我们可以重现每一道工序，力
求为您的应用推荐最合适的助剂。我们直接与
客户一起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 – 无论是标准配
方，还是新的研发，均一一予以解决，以使客户
能够打入新的市场。我们的粉末涂料实验室员
工秉承毕克化学理念 – 客户是我们最重要的合
作伙伴。

原料混合：
粉末涂料块和研磨
粉碎后得到的涂料

使用粉末喷枪进行喷涂

提示：
我们针对结构纹理表面的建议：您可以
使用 CERAFLOUR 系列来实现多样化的
效果 – 从哑光到丝光感到锤纹效果。

复杂工艺的最佳选择

粉末涂料无任何溶剂，非常环保并在许多行业中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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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
   是粉末涂料生产中最重要的工艺。通过配
合我们的助剂重现此工艺，我们可以精确
地报告我们的产品在客户应用中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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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全程模拟现场施工

根据涂料的具体功能，我们的客户采用各
种各样的施用方法。为了向客户提供最佳支持，
我们尽力在一个实验室内重现了汽车行业现今
采用的整个系列的涂装程序。

例如，我们拥有自己的 ESTA（静电喷涂）设
备，该设备可进行像在实际工业中那样的高效
涂装。它让我们能够按照涂料生产商的需求真
实重现涂装程序，并测试我们的助剂在客户配
方中的效果。由于我们最大程度地重现了最新
的施工程序，所以可以实现客户所需的效果。

此外，我们还采用 CDP 装置来检查助剂在
阴极电泳涂料中的性能。CDP 装置使用电场向
金属薄片涂布涂料。这样，涂料在浸渍过程中直
接涂装到含磷酸盐的金属基材上。我们的实验
室还可重现飞机和客运列车涂料的施工应用。
我们采用喷枪来模拟喷涂业内的标准程序。

阴极电泳涂料

喷枪

洗车试验

汽车涂料拥有最复杂的品质要
求，美观与耐久性同等重要。

提示：
无 VOC 助剂可改善涂料
体系的环保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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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不同的试验来控制流平性、效应
颜料的定向和附着力等参数，尽我们所能。这还
包括我们的洗车试验 – 我们用于模拟重现洗车
条件的一种实验室设施。

这些通用程序让我们能够解决具体的问
题。我们与客户密切合作，协助他们设计涂料配
方。

40,000转/分钟
 是我们  ESTA（静电喷涂）车间高速旋杯的转速。 
  我们使用它来重现汽车生产线的涂布程序。

我们对效应涂料的建议：
AQUATIX 和 LAPONITE 助剂可优化水性涂料中效应颜料的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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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木材上涂料的最有效方法是采用淋涂涂装。 
木材在传送带或压光辊上被输送通过液体涂料幕帘。仅当助剂能
够承受此施用程序的应力时，我们才认为它们适用于木器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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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克化学对不同木材类型的需求具有全面
的专业认识。因此，我们可提供特定的地区性产
品，例如我们在中国也设立了研究实验室，并推
出了中国专属的产品。

在传统的工业木材涂料中，高光泽或亚光
体系仍然是主角。除了喷涂和辊涂，它们还可通
过幕帘式淋涂工艺进行涂布。除了涂料的防护

性功能外，视觉需求也非常重要。新兴技术（例
如水性和紫外光固化涂料）将主宰未来的舞台。

毕克化学对高度专业化、优化的涂料助剂
的长久开发反映了大量的需求。我们的员工的
专业知识以及我们的服务实验室内的实用型技
术设备让我们能够针对客户的需求设计出新的
解决方案。当结合定制的毕克助剂时，高品质的
创新家具和镶木地板清漆将对绝大多数木材具
有更好的湿润性，具有良好的涂料流平性而不
稳泡，抗刮擦性能更高，并且具有可调节的表面
滑爽性和完美的消光控制性。

紫外光固化装置

各类木材

我们推荐的助剂：
辐射固化涂料体系可快速硬化并且不含
溶剂或仅含少量溶剂，由于不含挥发物，
极少甚至不会发生薄膜收缩。这使得这些
体系极度难以消光。毕克化学提供的助剂
让您能够在应用技术中增加消光剂的使
用量，而且不影响涂料性能。

给各类木材带来
保护和光泽

木材是一种天然材料，其类型繁多。这是因为树种之间存在差异、同一树
种内存在差异，而且地区来源不同也会引起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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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需要根据明确的要求，来模拟这
些实际状况，并以相应的标准作为基础。例如，
我们可能会依据 EN ISO 12944 进行测试，该标
准明确定义了钢结构所处的主要腐蚀等级分
类，并详细列举了钢结构防腐涂料需要达到的
要求。

在测试助剂对防腐和船舶涂料的影响时，
我们需要根据明确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以
及设备进行测试，这包括但不限于冷凝试验和
中性盐雾试验。

我们用这些方法对润湿分散剂、流变助剂、
表面助剂和附着力促进剂领域的新产品进行测
试。也用来帮助我们的客户，根据我们在实验室
得到的测试结果，客户可以缩小毕克化学相关
产品的选择范围，将产品用于自己的配方，也可
以按照自己的方法进一步测试。

我们采用模拟阴极腐蚀防护（常被应用于
管道防腐）的试验方法，评估助剂对涂层耐阴极
剥离性能（CD）的影响。在涂料中使用附着力促
进剂，有助于减缓或避免阴极剥离。

除了腐蚀试验外，我们还测试助剂对涂层
机械性能的影响，因为防护涂料和船舶涂料经
常受到高强度机械的冲击，涂层越柔韧，在机械
冲击下受损的风险越低。我们采用 Erichsen 测试
设备来检测涂层的柔韧性。如果需要进行动态
测试，我们采用快速变形（耐冲击性）试验进行
测试。

我们的助剂可以改善膨胀型防火涂料的防
火性能及，优化涂料的生产工艺和施工性。将涂
装后的样板放入高温马弗炉中，模拟适当的燃
烧负荷，检测助剂在这种严苛条件下可以发挥
哪些作用。

通过高效的测试方法，来确保
涂料具有长效防腐性能

盐雾试验 冷凝水试验 防火试验

关键指南
我们按照以下标准测试助剂的性能
•  EN ISO 12944 防护漆体系对钢结构的
防腐蚀保护

•  EN ISO 6270-2 冷凝水试验
•  EN ISO 9227 盐雾试验
•  EN ISO 1520 使用 Erichsen 仪器进行机
械负荷试验

•  EN ISO 6272 快速变形（耐冲击性）试验

想要了解涂料能否为钢结构提供必要的防护，涂料需通过各种耐候性试
验；想要对防火涂料进行可靠评估，必须让涂料至少经历一次耐火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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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剥离（CD）试验
用于测试我们的附着力促进剂对防
护涂料的各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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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在尽可能接近生产条件的情况
下通过有针对性的试运行来优化客户指定的配
方。这些材料可通过直涂法涂覆在织物基材上，
也可通过逆涂法涂覆在离型纸上。除了可评估润
湿渗透特性、发泡行为和表面性能以外，我们还
能够定量检测涂覆过程中所用材料的粘度。

这些记录的数值可帮助我们确定客户能够
在其生产中顺利地使用优化或新开发的配方。

精确模拟涂层工艺

粘度测量功能可选的涂覆头

带抽真空装置的分散机 带凝胶辊、烘箱和复合装置的实验室涂层线

配涂覆装置的实验室烘箱

涂层厚度 
我们的试验程序 
可以测试 
0.1 mm 至 5 mm 涂层

将实验室结果转移到客户生产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但凭借我们的实
验室涂层线，我们可以大幅缩减这个时间。

提示： 通过使用低挥发和不含溶剂的分散助剂，
  我们可支持客户开发环境友好类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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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室涂层设备可以每分钟

涂覆 10 米长的基材，
可逼真模拟实际生产条件。
图片中展示的是表面已涂覆 PVC 塑溶
胶并烘干后的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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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的流延薄膜机 
检验助剂如何优化单层薄膜， 
由此可对材料的表面质量， 
分散性和机械性能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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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中完全重现改性工艺

毕克化学早已开始将偶联剂、改性剂和表
面助剂等领域中的广博知识运用到热塑性塑料
的加工技术中。而且，多年以来，毕克化学在特
殊加工技术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胶囊
挤出技术或特殊压实工艺，这让我们能够开发
和生产出新型、独特的助剂解决方案，这些助剂
具有广泛的功能，例如阻燃剂、热稳定剂、成核
剂和防雾剂，应用于不同行业并适用于不同的
塑料材料，包括聚烯烃和工程塑料。

我们的实验室设备的专属性加强了我们专
家的知识和专长，这些设备包括与最终生产商
选用相同的注塑机，以及用于生产和加工粒状
塑料的专门实验室设备，例如单螺杆和双螺杆
挤出机以及双辊机。

注塑机

中间品和成品流延薄膜流水线

法规信息：
在我们的液体色母料和固体色母
料产品组合中，许多产品都符合
FDA 和欧盟的食品接触材料相关
法规。

提示： 我们的加工助剂有助于减少
VOC 挥发。

设计和创新是热塑性塑料加工
的两个重要方面。最终产品的要求越
来越高，材料和工艺也随之不断进
步。通过提供良好的助剂，我们能够
显著提高原材料的使用性能。

毕克化学在实验室中可重现改性过程中的
每一个步骤，直到成品产出。我们的材料试验部
门中的标准试验方法，例如滤网压力试验以及
其他结构和表面分析，让我们能够全面评估和
分析我们的产品产生的效应。在热塑性塑料实
验室中，客户不仅可获得解决方案，还可以结合
整个生产过程来开发更多的产品。



最大压力为 1,000 吨的环保压机 配备玻璃纤维和碳纤维切割系统的 SMC 机组

在我们的 SMC 机组上，使用毕克助剂通过
有针对性的测试来优化客户指定的配方（例如，
模塑料生产用的树脂、填料和增强纤维）。之后，
该混合料使用我们 1,000 吨压机成型，然后被送
至材料检验并接受表面性能、涂料附着力、颜色
均匀性和有机物挥发性等方面的测试。 我们在高标准实验室设备上进行了应用实

验，测量颜色和光泽度、模拟落石冲击以及测试
短波和长波等表面特征，以确保客户在配合毕
克助剂改良 SMC 后获得配方作为特定的模塑料
配方，并推荐客户使用该配方进行大规模生产。

模塑料的应力试验

助剂可优化模塑料的材料性能。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们证明了它们是
如何实现优化的。

提示：  对于阻燃产品，我们推荐以下
润湿分散助剂：BYK-W 996 和
BYK-W 9012，以及低散发的
BYK-W 9010 和 BYK-W 9011。

提示：  凭借优异的脱模性能， 
我们的加工助剂使模塑 
料生产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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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SMC 试验车间 
用于优化客户制剂以及为片状模塑料测试新的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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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毕克化学：我们使用此

纤维喷枪
测试我们的助剂在客户材
料中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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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试验样本

真空灌注

为各种形状的塑料确定最合适
的助剂

就表面而言，几乎任何产品都会出现问题。
热固性塑料尤其如此，例如用玻璃纤维增强塑
料 (FRP) 制成的船壳、游泳池或浴缸。我们针对
此类塑料推出的助剂确保我们的客户以及最终
消费者所获得的产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或表面
质量以及加工性。为了确保我们达到此基本目
标，我们几乎每一天都在服务实验室内模拟客
户的典型生产工艺。

轻质且稳定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几乎可呈
任何形状。由于此优点，它们被用于各种各样的
技术应用。我们可以在实验室内使用纤维喷枪
重现客户的所有问题。在可重现的试运行中，我
们为每种情况确定助剂选择和剂量。这意味着
完美的应用性能、均匀且稳定的颜色和流动性、
较少的滞留空气以及优化的苯乙烯挥发。

然后，以此方式开发出的制剂可由客户在
其自己的车间内复制，而且我们很乐意定期通
过技术服务请求、培训和研讨会将我们的实践
性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客户。

玻璃纤维增强型化合物用的毕克助剂使最终产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表
面质量和加工性。在我们的实验室中，我们模拟这些材料（无论是作为船壳、
游泳池、拖车壁，还是许多其他可能的应用）会经受的负荷。

法规信息：
在我们的产品中，有许多表面助剂、消泡剂和脱泡剂都符合 FDA 和
欧盟的食品接触材料相关法律。

提示：  我们的加工助剂 BYK-P 9065 和
BYK-P 9080 可提高工艺安全性， 
并同时确保更高效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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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部件的高强度试验
流动性测试

我们推荐的助剂：
毕克化学开发的粘度控制技术 (VCT) 借助两种加工助剂（触变阻断剂和触变增效剂）
来控制体系中的初始粘度。

试验时，我们反复地连续多次从不同的方
向对部件进行压缩和拉伸。用这种方式来证明，
我们的偶联剂在客户配方中发挥作用。它们使
纤维和树脂之间形成紧密可靠的连接，这种连
接让产品具有出色的经久耐用性能。我们向客
户提供这些试验得出的数据。

在先进复合材料的生产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不止有我们的附着力促进剂，还有我们的润湿
助剂。它们可改善最终部件的质量。作为树脂的
组分，它们确保液体快速完全地浸润纤维，无任
何气泡裹入或其他缺陷。通过流动的测试证明
这一点。

借助各种测试可以证明我们的加工助剂加
速了生产过程，让我们的制品更加容易脱模。

碳纤维板

纤维增强塑料必须能够承受相当大的机械负荷，尤其是当它们用于车辆
的结构部件时。因此，我们对它们进行各种试验，例如动态试验机试验。

您是否知道 ...
... 我们的 8000 系列偶联剂凭借
其高强度可节省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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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动态试验机
我们重现轻质材料受到的 
各种机械负荷。试验要解答
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偶联
剂是否改善了客户配方？

43



拉力试验
是测试粘接剂效果最简单的方法。
可在材料试验机中最多测试 
十个样本即可得出有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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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助剂可帮助胶粘剂生产商精确调整
不同的参数，如有需要可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调整相应的参数。我们的专用测量和测试设
备可准确地展示所需的粘合性能。

我们通过抗拉试验等测试，检验了表面助
剂对胶粘剂力学性能的影响程度。用于破坏试
样的作用力越大，粘合力越强，助剂的效果也就
越好。

我们使用自有材料试验机来模拟各种参
数，包括两种不同的撕裂过程。在拉伸剪切试验
中，彼此粘合的两个材料试样在垂直面上被撕
开。剥离试验用于确定一种材料从另一种材料
成直角剥离的难易程度。

同时，我们测试了我们向客户推荐的其他
助剂对粘合力的影响。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证明
有机硅消泡剂大大降低了胶粘剂生产的难度，
同时对粘合力没有负面影响。

我们使用流变仪来测试流动特性。只需几
毫升胶粘剂即可开始测试，从而了解其在高速
条件且具有精确膜层厚度时在垂直表面上的表
现。此测试可能并不复杂，但评估结果时要求要
高得多，因为需要专业知识来正确解读结果。

最后，我们将向客户提供非常精确的图片，
帮助其了解经过优化的产品在粘合过程的不同
阶段的表现。因此，流变仪结果为实际条件下的
后续测试奠定了出色的基础。

定制特性

高速混合机制作胶粘剂样本 流变仪测试流动特性 材料试验机测试粘合材料样品

提示：   
BYK-1640 和 BYK-093 是地板胶
或 PSA（压敏胶）等水性胶粘剂的
理想消泡剂。

胶粘剂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胶粘剂必须完全润湿基材且易于加工。 
其流动特性（尤其是在垂直表面上）至关重要。

法规信息：
对于食品接触，我们提供多种符合
各项指南（例如 FDA 指南 175.105）
要求的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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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助剂可为工业提供高效的
润滑油。

我们的消泡剂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在润
滑剂润滑过程中不会形成气泡。这样可确保彻
底均匀地润滑金属。我们的润湿和分散助剂还
可确保固体成分（例如锻造润滑剂中的石墨）易
于分散，而流变助剂可防止这些颗粒沉降。

完美润滑

滚筒

提示：   
对于每种基础油，都有理想的有
机粘土作为润滑脂的增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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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适的助剂对于应用的成功至关重
要。借助泡沫测试仪，我们可以知道消泡剂必须
具备哪些特性，才能确保其在润滑油中具有理
想的效果。

然而，润滑脂需要高耐受性才能够承受它
们所遭受的机械负荷和高温。根据润滑脂中使
用的基础油类型，我们可以确定合适的增稠剂，
并在胶体磨中生产润滑脂样品。我们使用滚筒
对其进行处理，以模拟机械负荷。最后，我们使
用针入度计在精确界定的条件下测量润滑脂的
稠度。我们就是使用以上方法来确定经过我们
的助剂优化的润滑脂是否达到 NLGI 等级，以及
是否能够承受应用要求。

测试消泡剂：
我们通过测试不同的基础油来测试润滑剂助剂。
这使我们能够为每种 API 等级确定适当的产品。

针入度计 胶体磨

提示：   
每种 API 等级的基础油都有适合
的消泡剂



如果想知道我们的助剂如
何优化液体油墨的透明度、
质量和流平性能，我们可以
在我们的
实验室柔版打样机
上测试一个油墨样品。
然后我们使用网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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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了解我们的迷你印刷工作

此外，毕克化学可以为彩色膜层提供助剂。
润湿分散剂可以在该层中发挥作用；它们使颜
料能够均匀分布在溶剂性或水性甚至紫外线固
化体系中。流变助剂使每种印刷工艺都达到良
好的流动特性，而消泡剂可确保在生产和加工
色料时不会产生气泡。

在我们的印刷油墨实验室中，通过我们的
测试几乎可以复制各种印刷程序（柔版印刷、胶
版印刷、凹版印刷和丝网印刷）可能产生的所有
要求。我们通过测试结果来确定适合油墨的助
剂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也考虑了监管要求。

我们使用高性能振荡器平行快速研磨多达
20 种颜料样品及不同的润湿分散剂，通过数据
获得各种颜料分散体的助剂。为了目视检查油
墨的质量和透明度，我们在每种印刷程序中使
用合适的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包括用于柔印油
墨的 Flexiproof 实验室印刷机以及用于胶印油墨
的 IGT 色彩应用装置。

对套印质量的测试，我们提供两种方法。我
们借助摩擦测试仪来证明耐刮擦性。使用摩擦
测试仪摩擦添加有蜡助剂的表面达 1000 次，以
测试磨损程度。滑爽性，是多种类型的包装所需
的性能可以使用摩擦剥离试验来证明。

印刷和包装产品采用大批量生产，预计能够在不损坏其外观的情况下经
受住处理和储存条件的考验。我们的蜡助剂可优化套印清漆，而表面助剂可
提供良好的滑移性，以确保印刷表面能承受磨损和机械应力。

COF 测试仪消泡剂测试 IGT 印刷测试装置

法规信息：
我们的无 VOC 产品符合相关监
管标准。我们还提供各种助剂用
于食品包装油墨。

我们的助剂已针对以下程序
进行了优化：
• 胶版印刷
• 凹版印刷
• 丝网印刷
• 柔版印刷 49



所有喷墨墨水都有相同的两个关键要求。
首先，当墨水在高压下喷涂到基材上时，需要颜
料分散体与打印头中的微小喷嘴配合使用。此
外，墨水还需要能够长时间储存。这适用于溶剂
型、水性和紫外线固化系统。

我们的润湿和分散助剂支持这些特性。它
们可确保颜料分散体均匀分布且长期稳定。我
们的表面助剂可提高系统的可打印性（“可喷射
性”）。此外，我们的蜡助剂和消泡剂大大有助于
优化墨水。我们使用一系列测试来确定合适的
助剂组合必须具有怎样的表现 – 没有标准的解
决方案。

我们使用粒径分析仪来测量颜料颗粒的粒
径和粒径分布。然后，我们使用获得的结果来评
估颜料分散体的质量并选择最合适的分散助剂。

颜料分散体的流变学是另一个参数，因为
它影响墨水成品的流动特性。应尽可能为牛顿
流动。我们使用流变仪对此进行确定。另一方
面，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打印机追踪墨水的打
印过程以及墨滴形态。这样使我们能够看到助
剂对墨水打印流畅性的影响。

在苛刻环境下也能稳定

粒径测量仪

Anton-Paar 流变仪紫外线固化

提示：  
高分子量润湿和分散助剂
BYKJET-9131 专用于品红色、 
青色和黄色颜料； 
而 BYKJET-9133 用于炭黑颜料。

我们的助剂支持以下程序：
• 按需喷墨（DoD）
• 连续喷墨（CIJ）

工业喷墨打印支持各种应用，从标签、纺织品和瓷砖到大型横幅和 3D 打
印。由于应用和设备的不同，墨水的种类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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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Dimatrix 实验室打印机 配有内置摄
像头，用于分析墨滴的形成。只有表面张力设置正确，打印的图 
像才会完美无缺 – 我们的助剂对此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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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我们的消泡剂在涂 
层颜色中的作用，我们使用了

泡沫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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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表面增添价值

纸张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商品。然
而，在纸表面添加涂层可以改善其性
能，从而增加产品的价值。

同样，涂层的应用可以开发出新的功能特
性，使纸张可以用于新的高价值应用领域。例
如，涂层可以改善和优化纸张的印刷质量，为纸
张带来阻隔特性或便于在特殊打印应用中使
用，例如喷墨、热复印和无碳复印应用。在所有
情况下，助剂和功能性试剂对于开发优化解决
方案都至关重要。

我们广泛的助剂和功能性试剂有助于获得
经过优化的涂层颜色、改善涂层工艺、提高原纸
性能并提供特殊功能。相关产品包括润湿和分
散剂、消泡剂、流变改性剂、表面活性剂、蜡和聚
合物产品，以及专用粘土材料。

我们采用广泛的分析技术来评估纸张表面
的特性，并了解其在不同应用中对纸张性能的
影响。基于这些分析，我们开发出经过改善的性

能更佳的表面。同样地，在关键应用中，我们评
估了纸张的实际性能，以证明可以获得哪些类
型的改进。

一种油墨 – 不同的纸张品质

压光机

Krüss 纸张表面能分析

我们的 FULACOLOR  
产品：
利用我们基于酸浸层状硅酸
盐的助剂可生产出反应性和
吸收性纸张涂层，例如用于喷
墨打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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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产品 – 使种子一粒一粒
地滴落

如果生产者用于保护植物的包衣已经过优
化，则可以防止种粒粘连在一起。此时我们的助
剂就能发挥作用。

我们的润湿助剂通过降低颗粒的表面张力
来支持包衣过程。我们的流变助剂可优化拌种
剂的流动特性，而蜡助剂可防止粉尘的产生，因
为它们可产生光滑、坚硬的表面。

为了测试我们的助剂对客户配方的影响，
我们模拟了种子包衣过程。为此，我们使用了
Satec 包衣机。然后我们用振动试验测试包衣种
粒：测量当我们让一小堆金字塔状种粒向下滑
落时产生的角度。

叶子表面润湿 包衣种子

振动试验

种子通过大型播种机播种到土壤中 – 种粒之间不能相互粘连。

以下助剂可防止粉
尘产生：
AQUACER 581、 
AQUACER 582、 
AQUACER 583

角度越小， 
种子的滴落就越好。
我们使用振动试验 
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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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atec 包衣机 中，我们模拟了种粒包衣过程。
然后我们使用获得的结果确定最适合用于相应种子包衣的
润湿和流变助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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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计
   我们的助剂适合用于酸性清洁剂或碱
性产品。我们可以通过 pH 计来确定哪
种产品可用于客户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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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流动特性和光泽度

我们的消泡剂、表面和蜡助剂可优化为工
业应用开发的护理产品，并确保效果得到维持。
我们在我们的摩擦色牢度仪（其模拟地板必须
承受的负荷）中对此进行测试，然后测量磨损。
我们以此详细确定哪种助剂适合特定的配方以
及这种抛光剂可以保护地板多长时间。

清洁剂必须满足各种要求。合适的助剂必
须能够承受清洁剂的  pH 值。我们使用我们的  
pH 计来精确地确定。

清洁剂必须很好粘附在垂直表面上，这是
我们使用基于层状硅酸盐的流变助剂所克服的
挑战。要测试配方和助剂，实际上非常简单：我
们将混合物喷洒在垂直的有机玻璃板上以显示
流动特性。

我们的助剂可以精确地配合
洗涤剂和清洁剂的 pH 值。

摩擦色牢度仪

法规信息：
毕克化学消泡剂、表面和蜡助剂
符合欧盟指南。

原料：
我们的 OPTIGEL 助剂基于活化的
层状硅酸盐，可调节触变流动行
为。我们基于向日葵蜡的可持续
性蜡助剂可显著改善疏水性和
疏油性。

保养得当的地板看起来闪闪发亮 – 因此地板抛光剂养护后，即使在一定
的摩擦应力下也不能失去光泽。

我们推荐的具有防滑和防粘效果的助剂：
AQUACER 528、AQUACER 595、AQUACER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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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电池性能

在我们位于尼崎的特殊实验室中，我们为
电池制造商及其供应商开发出定制产品。电极
是我们努力的重点。通过在助剂的帮助下优化
涂布浆料，电极性能可提高多达 30%。

即使使用非常少量的产品也可以提高电极
的导电性，从而提高电池的整体性能。例如，通
过这种方式，我们的润湿和分散产品可防止在
电极浆料中充当导电材料的碳或石墨颗粒的聚
集。使用助剂可形成均匀的网格结构，颗粒之间

具有最佳的间隔。这样降低了粘度并使颗粒含
量增加。我们的聚合物的表面活性属性进一步
提高了导电性。我们基于层状硅酸盐的流变助
剂还可改善基材粘合力。

我们的产品还可以优化用于隔离阳极和阴
极的隔膜的陶瓷涂层。在这方面，除润湿和分散
助剂之外，表面助剂以及消泡剂不仅有助于提高
涂层的可靠性，还对整个涂布过程具有积极影
响。所得陶瓷隔膜涂布均匀，没有任何表面缺陷。

为了能够准确验证我们的配方在客户应用
中的效果，我们使用电子工业中常见的测试程
序。例如充电和放电、排流和稳定性试验，以及
电压或电阻测量。我们使用手套箱来制造用于
测试助剂的电池。我们的测试方法还使我们能
够确保定制配方符合相应的监管要求。

电池应当持久耐用且稳定 – 这是最终客户对锂离子蓄电池的两个权威
要求。我们的助剂可以使两个属性都有明显的改进。

我们的提示： 
与我们的聚合物增稠剂结合使 
用时，LAPONITE RD 可确保水性
涂布浆料的高稳定性。

在手套箱内工作

样品制备 测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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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极浆料中充当导电材料。 
我们代表客户在他们的浆料中测试我们的润湿和 
分散助剂的性能。根据获得的结果，我们确定了适合
防止颗粒聚集的配方。它们将优化电极的导电性。

石墨烯或
碳纳米管 (C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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辊道窑内的最高温度为 260°C。
我们使用它来对钻井液配方进行人工老化。只有当我们
的流变助剂经受住这种压力测试时，它才适用于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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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测试程序可帮助客户确定完全适合
钻井温度的助剂以及所用的液体。

我们使用两种方法来建立热稳定性：借助
辊道窑和压滤机对材料进行人工老化。第一次
测试为我们提供了钻井液在钻井深处（温度最
高可达 260°C）的表现信息。该方法使我们能够
在不同温度下测试所选助剂在液体中的表现。

压滤机用于测试在钻井过程中形成的滤饼
的过滤速度和质量。钻井中的各种条件（例如高
压和高温）也可以在压滤机中模仿。该测试为我
们提供了助剂在实际条件下的表现信息。

一旦我们确定了配方，我们就会在相应的
指定温度下调整粘度、屈服点和凝胶强度。为
此，我们在旋转粘度计中测试已经添加有助剂
的钻井液。此程序还可用于测量固体的动态沉
降行为。

为热量和压力而配备

压力盒

我们推荐的助剂：
BYK-150 系列稀释剂适用于水基钻井液，而 BYK-GO 8700 系列最适用于油基钻井液。

钻井越深，钻井内的温度就越高 – 因此对钻井液助剂的要求也就越高。
它们必须具有特别高的热稳定性 – 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钻井过程的每个阶
段发挥其流变功能。

提示：
我们的 CLAYTONE 产品可用于
为不同的温度建立目标流变特
性，从而获得高效的钻井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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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流动特性

倾点试验
我们用其来确定哪些助剂即使在低温
下也能保持原油流动。

流动则高效 – 这就是石油生产行业的共识。专家们在谈到流动保障时表
示，如果没有我们的助剂，他们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添加到原油中后，我们的聚合物基助剂可
以确保当原油离开炙热的地球内部时，在地表
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冷却，不会变得坚硬和结块。
我们的助剂还可以防止石蜡从原油中沉积到输
送管道上，而润湿和分散助剂可以为管道提供
防腐蚀保护。流动保障的艺术在于建立一种适
合石油化学成分的助剂组合和浓度。

为此，我们使用特殊的测试来复制石油生
产中的各种情况，例如倾点。该测试可以表明在
哪个温度下冷却的原油仍然是流体。当环境温
度相当低时，我们的助剂可让油保持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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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形冷冻器”试验提供了有关必须如何
建立聚合物组成才能防止石蜡沉积的信息。

但腐蚀行为通过旋转圆柱电极测量。它用
于分析我们的助剂在油水混合物中的行为：我
们是否能够将聚合物链定位在金属表面上，从
而防止腐蚀过程？在湍流条件下，助剂是否能保
护金属免受腐蚀？结论是它们胜任这项任务。

旋转电极 指形冷冻器试验

有关助剂的信息
我们新开发的助剂系列包括用
于各种原油的倾点下降剂和防
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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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好坏还取决于其附带的服务。因此
我们为客户提供超越应用技术范畴的支持。通
过我们的全球合规服务，我们可以让客户更容
易地选择原材料，并确保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
内在其产品中使用相同的毕克助剂。

无论生产地点如何，我们的客户都可以安
心无忧，因为我们的助剂在产品安全、健康关注
和环境保护方面都符合所在地区的指导原则。
这同样适用于特殊市场的规定，例如，在食品接
触领域，或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市场。

所有这些信息都涵盖在每个助剂的 BRIEF 
文件（毕克化学法规扩展信息表）中。有关产品
加工以及安全使用的详细信息，可参阅技术数
据页和安全数据页。

您可以通过网址 byk.com/regulatory-contact  
直接联系我们的合规服务专家。他们将向客户
和配方测试开发人员提供所需法规信息。他们
还可凭借其在产品安全、产品监管和物料申报
注册方面的专业知识为特定的项目提供支持。

了解 BRIEF
毕克化学全球合规服务

我们称之为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性始于实验室。从新产品开发
阶段开始，我们确保设计的配方符合应
用领域的法规要求以及我们对于气候
保护、二氧化碳和 VOC 减排的自我
要求和承诺。供应商必须遵守
我们根据联合国全球契约
原则制定的行为准则。
实验室阶段结束后，我
们将新开发的产品在
各个国家和国际化学
品名录进行注册，并
在我们的  BRIEF 文件
中进行状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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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克化学客户研讨会

有关助剂的实用简明信息
哪种配方是正确的？如何整合，以及可以使

用哪种方法或设备来测试结果？毕克化学定期
为不同地区和不同目标群体的客户举办客户研
讨会提供有关助剂实际问题的解答。

在这些为期多天的活动中（通常在我们位
于韦塞尔的总部举行），参与者获得了基本的知
识。通过实际演示，我们的技术专家展示了助剂
的工作原理以及如何使用它们来优化工艺和产
品特性。毕克化学仪器部提供的设备通常可用
于进行成功的监测。研讨会还提供了有关如何
操作这些设备的信息。

研讨会参与者有机会与毕克化学专家就应
用和面向行业的最终用途进行交流，参与者在
研讨会期间也将熟悉这些应用和终端。实验室
拜访和生产基地参观提供了更多了解助剂应用
的机会。

无论研讨会涵盖哪些产品组，我们的专家
都会考虑参与者的行业特定需求。在特别的国
家研讨会上，他们还会讨论区域细节和法规。根
据需要，我们为来自研发、实验室、市场或销售
部门的员工提供特殊的“专家会面”之旅。

与专家协商开展实践培训

我们的客户研讨会参与者应具有相似的既往知识和行业组
合。为了在小组环境中传达培训内容，我们编制了一个目标嘉宾
名单，并为每个研讨会发出个人邀请。我们经验丰富的研讨会团
队为参与者团体量身规划项目，并留有足够的时间与个别专家进
行讨论。因此，即使是老客户也认为我们的研讨会能够为他们的
员工提供实用的进一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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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德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是在韩国：我们的实验室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相同的服务。我们具有先进的设备，因此始终可
以为您的应用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查找到离您最近的实验室，请
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byk.com/en/contact/locations-overview.html。

全球范围内具 
有相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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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技术服务咨询，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Technical.Service.BYK.Wesel@altana.com

www.byk.com

助剂：
毕克助剂（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总部
上海化学工业区普工路25号
电话：86-21-3749 8888
传真：86-21-3749 8899
邮编：201507 

北京联络处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科创十四街99号2号楼303室
电话：86-10-5975 5581

广州联络处
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科学城掬泉
路3号，国际企业孵化器D101
电话：86-20-3221 1600

台湾联络处
桃园县桃园市经国路11号
12楼之二
电话：886-3-357 0770
传真：886-3-357 0702

info@byk.com

仪器：
BYK-Gardner 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虹漕路88号
越虹广场A座6A室
电话：86-21-3367 6331
传真：86-21-3367 6332
邮编：200233

info.byk.gardner@alta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