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pancel®微球

世界上最受欢迎
的神秘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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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竞争优势的
神秘添加剂

更轻。更强。更快。更便宜。更具吸引力。更持久。
更高效。更加可持续。当今的产品需要满足很多
期许。随着许多行业领域的竞争日益加剧，产品开
发商需要充分利用每一个可以获得的优势。

这就是开发Expancel微球的原因所在。自1980年起，
这种独特的成分一直都在帮助开发商和制造商减轻重量
及降低成本，同时提升质量、增加功能并实现创新。

我们为您作出的三个承诺
Expancel不仅仅是一种成分——它还是我们为更好、
更加可持续的世界不断创新的承诺。它代表新的可能性、
更加高效的流程以及让您保持领先的专业知识。

2. 我们为您做更多 

我们将尽一切可能确保以最佳方式将Expancel
投入到您的流程中，发挥其最大潜能。我们拥
有无与伦比的技术实力，随时乐意为您服务。

3. 我们实现您的未来 

我们拥有可靠的过往表现，以及对可持续开展
业务的坚定承诺。无论您的后续计划如何，我
们都会陪伴着您。

1. 我们为您提供最好的产品  

质量造就您的产品和您的声誉。选择
Expancel，就是选择黄金标准。不容忍任何仿
造！



4

使您增广见闻
的神秘添加剂

20世纪70年代中期，Expancel开始成为研究协
作的一部分。团队所设计的微球产品可以膨胀高
达60倍，并且不会增加重量。今天，我们是热塑
性微球的全球领导者。

近40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开辟Expancel微球的新产品和新使用领
域。在全球大量产品中，您都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从墙上的油
漆到驾驶的汽车，从脚下穿的鞋履到保护食品的包装。

Expancel是让领先的产品保持优势的秘密成分。如果相比其他产
品，一件产品的外观更出色、质感更好或性能更佳，它可能也含有
Expancel。

从小球面到伟大的理想
Expancel微球的概念很简单——封装气体的小热塑性球体。一经加
热，气体就会膨化，同时软化外壳。从而大幅增加体积，带来数十亿
个新的可能性。

Expancel具有双重功能，可同时作为轻质填料和发泡剂。如果需要
降低制造成本、减轻重量、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材质、防止损坏或遮蔽
元素，Expancel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WU / DU复合材料   
增大体积同时减轻重量并提升刚
度。粘合剂需求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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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真皮  
优异的填充性能、低收缩
率和出色的抛光特性。

首单Expancel
微球订单发货。1980

1991推出高温微球。

2011推出食品包
装产品

2005 推出第四代Expancel微球。

创立首个美国办事处，
随后建立生产部门。

1988

开始在中国投产
Expancel。

2009

FG食品包装  
高压缩，不收缩，不吸潮。
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WE / DE弹性清凉屋顶涂料  
卓越的光反射率和弹性。 
帮助降低成本，减轻重量。



在关键领域扩张
我们通过位于瑞典的总部向全球营销Expancel
微球，我们也在此设立了研发和生产设施。我
们在全球设有15个销售办事处，此外，全球的
经销商网络让我们能够满足任何地区的需求。
为有效覆盖美国和亚洲市场，我们在美国德
卢斯、巴西容迪亚伊和中国苏州设立了生产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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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MB 鞋底  
质轻，耐用，减震

20192016经FDA认证，
可用于葡萄酒软木塞。

2014日本销售办事处开始营业。

在瑞典松兹瓦尔
开设生产规模扩
大的生产部门。

2013

开始在巴西生产。2015

4个
覆盖全球的生产基地

销售办
事处15个

瑞典、德国、波兰、荷兰、俄罗斯、意大利、中国、
新加坡、日本、印度、美国、巴西、哥伦比亚和阿根
廷及墨西哥。

进一步扩大瑞典松兹瓦
尔生产部门的规模。

DU / DE汽车应用  
减轻重量，抑制噪音， 
增强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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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所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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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供应膨化或未膨化的Expancel微球，并且
可为这两种类型提供干型和湿型两种选择。我
们还可以提供色母粒。这意味着，无论客户的
系统中有没有热量或水，Expancel都可以正常
运作。我们提供各种化学成分，以实现不同温度
下的膨化。

不同的粒径让Expancel可以呈现众多表面效
果，包括不同的哑光度、平滑度和粗糙度。极低
的密度可以显著减轻重量，即使对小剂量也是
如此。

Expancel WU
湿型未膨化微球

Expancel MB
与载体混合的未膨化色母粒
微球

Expancel DU
干型未膨化微球

Expancel WE
湿型膨化微球

Expancel SL
分散到水中的浆型未膨化
微球

Expancel FG
用于食品包装应用的微球

Expancel DE(T)
干型膨化微球

Expancel的7种形态

WU风力发电机  
扩充体积而不增加重量。 
提升刚度并减少对粘合剂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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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cel是兼具轻质填料和发泡剂功
能的多合一产品。它在实现这两种功
能时的出色表现创造了令人惊喜的可
能性。使用Expancel来改进产品的特
性，同时从极大程度上节省材料、生产、
精加工、装卸及运输的成本。对于制造
商来说，这意味着经济、稳定和控制。
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意味着质量和满意。

11

结合超轻巧装填
器与发泡剂

轻巧的功能
Expancel可以大幅减轻产品的重量，同时带来极具吸引力的产品外观和
质感。作为轻质填料，它可以实现极低的密度。

我们的标准款膨化微球（Expancel DE(T)和WE）的密度低至25 kg/m3（
因产品而异）。这比玻璃微球的密度要小很多。即使小配比的Expancel也
可以显著降低最终产品的密度。

它还能减少产品对粘合剂的需求，从而减少最终产品中的粘合剂总量，同
时不会损失所需属性。减少粘合剂还能节约成本。

Expancel当前在许多应用中被用作轻质填料，包括弹性屋顶降温涂料、
油漆、人造大理石、车身底板涂料和密封剂、聚酯腻子等。它能带来的众
多优势包括降低成本和密度、提升灵活性和打磨性能，以及打造更加平
滑的无针孔表面。

DE(T) 人造大理石 
减轻重量，降低生产期间的
破裂风险，提升可切削性。

25 kg/m³
我们的标准膨化微球（Expancel DE(T)和WE）
的密度低至25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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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专属的原料；您独到的选择。
Expancel是一款真正拥有独特性能的产品。我们
提供各种形态的Expancel产品供客户选择：湿型和
干型，膨化型和未膨化型，浆型和发泡母粒型。

未膨化微球

膨化微球

体积百分比

粒径(μm)

20

15

10

5

10 1000 75

031-40

551-40

909-80

930-120

100 125 150 175 200 225 250

温度(oC)

多款Expancel产品的膨化曲线

85–230°C
提供膨化温度在85°C至230°C（185°F 
至446°F）范围内的不同Expancel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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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结构达到完美
未膨化Expancel是一种出色的发泡剂，提供高度可控且稳定的发泡效
果，带来细小均匀的泡孔结构。您可以避免使用化学发泡剂，同时获得低
粘度下出色的发泡性能。如果需要，Expancel还可与化学发泡剂一起使
用。

Expancel目前在许多应用中被用作发泡剂，包括鞋底、酒塞（塑料和颗粒
合成材质）、印刷油墨、墙纸和车用挡风雨条。

作为发泡剂，Expancel可提供许多重要优势，包括精细的泡孔结构、加工
期间出色的稳定性、更短的周期时间和具有吸引力的表面光洁度。

FG 细颗粒合成软木塞  
出色的压缩性能，极致的密
封效果，最佳的颗粒结构。

WU / DU印刷油墨  
实现各种表面效果，如3D、 
天鹅绒和亚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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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原料，无限可能。

轻质填料

建筑和基础设 施

运输

消费品

工业 /其他

应用

人造大理石 • 减轻重量，降低生产期间的破裂风险，提升可切削性，减少树脂使用量

聚氨酯泡沫塑料 • 减轻重量，均匀的泡孔结构

制模板 • 降低成本，减轻重量，提升可切削性

聚酯腻子 • 低单位体积成本，易于应用，优异的打磨属性，减少收缩

车身底板涂料 • 提升防碎石性和消音性能，低UBC重量帮助降低耗油量

消音涂料 • 减少噪音和振动

用于汽车车顶/侧面的内侧板 • 重量轻，提升灵活性

车身填料 •
重量轻，更好的打磨性能，出色的外观，打磨期间产生非过敏性粉尘，减少干燥材料的裂缝和收缩， 
更加易于应用，硬度低，对固化工艺参数影响小

纸张和纸板 • 增加体积，提升弯曲刚度和隔热性能。涂层应用可以带来柔软的触感，防滑

多孔陶瓷 • • 精细均匀的泡孔结构

硅橡胶 • 降低成本，减轻重量，均匀封闭的泡孔结构，干燥表面

电缆填充剂 • 降低介电常数，降低透水力，减少成本，减轻重量

复合材料 • 减轻重量，降低成本/树脂使用量，增加刚度

填缝剂 • 可打磨，易于应用，打磨粉尘的刺激性比玻璃微球更小

塑模陶土 • 易于成型，干燥期间的收缩量少

油漆 • • 重量更轻，更易涂抹，水蒸气渗透性更强，消光性更强，挥发性化合物排放量少，制造商的运输成本更低

密封剂 • 降低成本，减轻重量，减少干燥期间的体积收缩

真皮 • • 出色的填充能力，极低的收缩率，极为出色的抛光性能，良好的柔韧性，柔软的触感

弹性屋顶降温涂料 • • 高太阳能反射比和出色的隔热性能，增强耐用性和耐气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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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泡剂

建筑和基础设 施

运输

消费品

工业 /其他

应用

细颗粒合成软木塞 • 出色的压缩性能，极致的密封效果，最理想的颗粒结构

合成软木塞 • 减轻重量，控制密度，优化弹性

食品包装 • 出色的密封，不收缩，不吸水

聚氨酯泡沫塑料 • 减轻重量，均匀的结皮发泡结构

热成型 • 更薄的板材，更短的加热时间

木材-塑料复合材料 • 减轻重量，更加容易锯和钻孔

鞋底 • 减轻重量，哑光表面，独特的泡孔结构提升穿戴舒适度

车身底板涂料 • 提升防碎石性和消音性能，低UBC重量帮助降低耗油量

消音涂料 • 减少噪音和振动

用于汽车车顶/侧面的内侧板 • 重量轻，提升灵活性

用于自动工具箱的垫圈 • 提升密封效果，改善压缩形变，填满配合面之间的空间

车用可膨化粘合剂 • 重量轻，提升刚度，改善压缩形变，填满配合面之间的空间，创造内压和更好的密封效果

车用地垫 • 重量轻，防滑效果，消光性，弹性，更加类似橡胶的外观

车用挡风雨条 •
重量轻，节省成本，均匀封闭的泡孔结构，更好的密封性能，沿型面的规格比CBA窄， 
更加稳定的发泡过程，更出色的外观

轻质泡沫 • • 良好的吸光度和复原度

用于复合材料的无纺布 • • 降低成本，减轻重量，出色的隔热性能，增加尺寸稳定性，增加体积和厚度

纸张和纸板 • 增加体积，提升弯曲刚度和隔热性能。涂层应用可以带来柔软的触感，防滑

多孔陶瓷 • • 精细均匀的泡孔结构

用于壁纸、织物和纺织品的印刷油墨 3D效果、哑光、桃色或绒面革外观

板材、纸板和型材 • • • 封闭泡孔，泡沫稳定性，减轻重量，节约成本的潜力

硅橡胶 • 降低成本，减轻重量，均匀封闭的泡孔结构，干燥表面

热释放材料 • 在高温下剥离

人造皮革 • • 表面改性，打造山羊皮和牛巴革等效果



产品研发的
神秘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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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cel不仅仅是微球。它还是我们对持续改进和
长期业务成功的承诺。因为每款产品和每个流程都
有独特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努力成为专业产品开发
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供应商的原因所在。

我们的强项
Expancel热塑性微球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世。自此，我们一直都在完
善最为高效的方式，让它们可用于各行各业的不同应用。

充分发挥微球的潜能需要最棒的商业人才。除了化学过程和工艺之外，这
些人才还需要了解业务目标。我们知道如何让您的生产流程和业务获得
最好的结果。请尽管放心，您会获得帮助您顺利运营并盈利的所有建议、
支持和实践技术协助。

使Expancel微球更贴近您的企业
作为产品开发合作伙伴，我们持续寻找新的方式，致力于让Expancel更
好地满足您的业务需求。我们的目标是，让Expancel无缝融入您的运营，
为您提供成本效益。

从中诞生的其中一项创新是我们独特的现场膨化系统。这一获得专利的
高功率系统支持您在自有场地上轻松膨化Expancel。

这将为您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显著降低采购和运输成本，确保无论从哪一
个方面考虑，Expancel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如需详细了解我们的微球
产品和现场膨化系统，请联系您的当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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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cel在我们的产品
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没
有它，我们也无法开发现
阶段所提供的产品。
Dominique Tourneix, Diam Bouchage公司CEO



促成永续发展的
神秘添加剂

18

辉映更耀眼的未来
利用Expancel微球可以生产具有保护功能和环
保效益的弹性清凉屋顶涂料。其可提供出色的
光反射特性，尤其在近红外波段。在较温暖的
季节，空调能耗在总的住宅能耗中占比可高达
70%。在大型单层商业建筑的金属屋顶使用由
Expancel配制的涂料，空调制冷能耗可降低40
％。此外，采用Expancel微球的弹性清凉屋顶
涂料可提供出色的防水性能，在各种天气条件
下都获得更好的耐用性。总而言之，我们的微
球可以为以更少资源创造更多价值作出极大的
贡献。

贴近客户的创新
加热后，Expancel微球的体积可以增加最多
60倍。这是Expancel的关键属性之一。为了让
Expancel无缝融入生产流程，提供成本效益，
我们开发了独特的现场膨化系统。这一获得专
利的高功率系统支持客户在自有场地上轻松膨
化Expancel，极大程度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排
放和能源消耗。这项创新不仅能为客户创造价
值，还能支持我们对可持续未来的承诺。

为汽车减去数公斤的重量
更轻的车辆可以降低耗油量。Expancel的低密
度和封闭多孔结构使其成为可膨化粘结剂和密
封材料的宝贵成分。其中包括防碎石、水、盐和
其他道路危险的车身底板涂料。添加Expancel
微球可以打造具备重型涂料所有保护性能的轻
质替代产品，同时延长使用寿命，并可帮助减轻
重量。这是Expancel拓展可持续性的又一个简
单实例。

Expancel微球不仅可为各种应用提供助益，
也可为有需求的领域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

40%
节能降耗
采用了Expancel的涂料可将
空调能耗降低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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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自家的产品获得哪些助益？

无论您希望减轻产品重量、提升一致性、创造更好
的外观和质感还是让制造更加高效，Expancel都可
以满足您的需求。

联系我们讨论您的产品和需求。我们的专家将提供
指导，找到适合您业务的解决方案。

请联系我们，亲自了解Expancel为何是全世界最热
门的秘密成分。

更多详情请访问： 
nouryon.com/products/expancel-microspheres

info.expancel@nouryon.com

https://www.nouryon.com/products/expancel-micr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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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cel®属于诺力昂公司公司在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注册商标。

nouryon.com

诺力昂是全球特种化学品的领导者。 全球市场和消费者
依赖我们的基本解决方案来制造日常产品，例如个人护
理、清洁用品、油漆和涂料、农业和食品、药品和建筑
产品。 此外，7,900 多名员工的奉献精神以及对客户、
业务增长、安全、可持续性和创新的共同承诺导致了持
续强劲的财务业绩。 我们在全球 80 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拥有一系列行业领先的品牌。 访问我们的网站并关注我
们@Nouryon 和 Linke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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