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自然组成部分

胶体二氧化硅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正确的事情，而且是
真正的商业机会，它会为每个参与者创造价值。
我们每天都努力做得更多且消耗得更少。 我们专
注于扩展我们的生态友好产品组合，这些产品与
普通替代产品相比具有显着的可持续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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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充满无限
可能的世界
我们的承诺
– 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
作为一个民族，以及作为一家公司，我们的未来取决于
我们的创新能力。我们不仅要不断使用更少的资源创
造价值，我们还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材
料。我们致力于将明显的挑战转变为明确的机会，为客
户和社会大众带来更多价值。
我们的 Levasil 胶体二氧化硅秉持了良好的发展路径。这种
产品源自两种天然成分（沙子和水），胶体二氧化硅可以
增强和改进其它产品和制造工艺的关键功能。因此，我们
客户的产品展现出优越的性能，最终在业务运营与环保方
面都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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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造日
常必需品
我们帮助您将平凡变成非凡
无论您是在抛光半导体的超平坦表面或仓库的混凝土地板，还
是在建造大型结构或复杂模具，或是在覆盖和保护各种表面，
我们的 Levasil 胶体二氧化硅产品都可以帮助您提高效率、增
强可持续性和改善最终结果。
我们不断为各种应用和行业开发和提供丰富灵活和创新的胶体
二氧化硅解决方案。我们的承诺是，为我们的所有客户（不论
大小）、专业用户和经销商提供高质量稳定可靠的产品。

使用 Levasil 胶体二氧化硅的企业
几乎遍布所有行业和全球的所有
国家。它们喷涂、抛光和生产无
数的产品和成分，这些产品和成
分有些是可见的，有些不可见，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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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添加胶体二氧化硅，您可以提高许
多类型涂料的防污性能，如硅酸盐涂料
和弹性清凉屋顶涂料。

胶体二氧化硅具有成本效益，易于使用
且环保，是用于电动自行车常见的凝胶
和AGM电池的理想材料。

在预制件的具体应用
中，胶体二氧化硅可作
为稳定剂有效增强耐久
性。

在柴油发动机中，胶体二
氧化硅充当高纯度粘合
剂、提供助催化剂性能及
作为分子筛的硅源从而减
少排放。 它在发电厂中具
有相同的效果。

胶体二氧化硅可帮助生产具有更
复杂的结构和高耐温性的铸造模
具，这些模具通常用于飞机组件
的熔模精密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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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五种不同类型的氧化硅，它们均分散在水中。
他们可具有不同的稳定离子、表面改性和 pH 值调节，
专为满足您的特定应用需求而设计。

Anionic particles
Sodium stabilized

提升日常体验

胶体二氧化硅作为一种“高科技”磨料使用，可
用于塑造、磨平和抛光二氧化硅、玻璃、蓝宝石
和其它精密基板材料 – 如智能手机屏幕。

所有Levasil® 硅溶胶产品均为水性产品分散体。 根据颗
粒大小和粒径分布，颜色可以从透明到乳白色或白色变
化。

二氧化硅（或硅石）是地壳中最丰富的氧化物
矿物。它不仅以与其它氧化物矿物相结合的形
式存在，也以独立的形式存在，如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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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突破
性创新
30–1100 m2/g
表面积

2–150 nm
颗粒大小

pH 2–11

我们通过在硅化学和技术
领域的创新助您成功
为满足您的需求，我们的科学家不断开发
丰富的胶体二氧化硅解决方案产品组合。
我们提供多种规格的液态的低粘度胶体二
氧化硅分散液，从而使您可以为您的应用
提供理想的胶体二氧化硅产品。
Levasil 胶体二氧化硅产品组合涵盖广泛的
颗粒大小、比表面积、结构、浓度、pH、
表面电荷和表面改性。

我们的产品组合中的每一件产品均在通过
ISO 9001 和 14001 认证的全球制造单元
网络中生产。
我们在胶体二氧化硅领域具有 80 多年的
丰富经验并已投入 60 多年的时间开发创
新型胶体二氧化硅分散液。安全、健康
和环境是我们的经营方针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我们致力于不断改善安全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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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性能的
利器
广泛应用于多种行业
胶体二氧化硅可用于诸多应用，它为越来越多的产品提升性
能。但是，选择正确的胶体二氧化硅可能是一个挑战。粒子
形态、颗粒大小和离子种类的细微差异可能改变一切。我们
的专家可支持您为您的应用找到正确的产品。
以下是我们根据应用所推荐的产品选集。

涂料

饮料澄清
在饮料澄清应用中，我们的产品用作功能加
工助剂，以便从液体中去除不需要的成分。

产品
Levasil BF16 L
Levasil BF30
Levasil BF36 AM

胶体和 AGM 蓄电池
胶体二氧化硅是用于通过胶化硫酸在阀控式
铅酸 (VRLA) 蓄电池中获得固态电解质（胶体
电池）和减少吸附式玻璃纤维隔板 (AGM) 电
池中的酸分层的极为经济有效、易于使用和
环保不二之选。

Levasil® 是诺力昂的注册商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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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通过提供
防污性能、提高硬
度、增强颜料分散和
延长开放时间来增强
涂层的性能。

应用
装饰涂料
无机与隔热涂料
不粘涂料
保护涂料
木器涂料

产品
Levasil CC151
Levasil CC301
Levasil CC401
Levasil CT20 DH
Levasil CT24 PL

油田服务
产品
Levasil GB1000
Levasil GB2000
Levasil GB3000
Levasil GB7000

固井应用通过使用我们的产品获益。由于混
合物提高了强度并缩短了凝固时间，钻井活
动通常可以更快地恢复，从而节省了时间和
金钱。此外，低比重的胶体二氧化硅制成的
轻浆料令灌浆作业更可控。

产品
Levasil OF8
Levasil OF30
Levasil OF36
Levasil OF50
Levasil OF75

催化剂
得益于一致性、可控的表面面积、颗粒大小和
高纯度，我们的二氧化硅是催化剂制备的理想
成分。其出色无机高温粘结能力增强了催化剂
的机械稳定性。

结构
产品
Levasil CA316 PNL
Levasil CA320 DH
Levasil CA414 PNM
Levasil CA420 PNH
Levasil CA425 H

表面抛光
我们的产品作为一种“高科技”磨料使用，
可用于塑形、磨平和抛光二氧化硅、玻璃、
蓝宝石和其它精密基板材料。

我们的产品用于整个建筑
业，以提高固井施工
和地基固结的耐久性和
强度。

铸造
应用
混凝土
地基固结
地坪固化

产品
Levasil CB25 A
Levasil CB30
Levasil CB45 A
Levasil CB75 LS
Levasil CB8

水处理
产品
Levasil SP1049
Levasil SP1088 C
Levasil SP3088 D
Levasil SP3089
Levasil SP5089

我们的产品用于水处理应用，以提高固体的
脱水效率和增强有机物去除。

由于它们支持更复杂的铸造设计
并具有高耐温性，我们的产品被
用作陶瓷外壳熔模精密铸造的粘
结剂。这也使它们在耐火纤维粘
接和陶瓷铸造应用中非常有用。

应用
熔模精密铸造
耐火材料

产品
Levasil FO830
Levasil FO1440
Levasil FX80
Levasil FX170
Levasil FX4063

其他应用
产品
Levasil WT50
Levasil WT80
Levasil WT85
Levasil WT100
Levasil WT110

胶体二氧化硅的应用通常较为灵活。您在这
里找到一些其它领域的使用。如果您无法找
到您所寻找的内容，请联系我们，以便获得
建议。

应用
粘合剂
清洁产品
纸
颜料及填料
塑料薄膜
纺织品及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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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稳定可靠的供应
瑞典布胡斯

巴西里约热内卢

勒沃库森德国

德国武尔岑
大甲
中国台湾

美国威斯康辛州绿湾

借助于我们遍布全球的生产网络，我们为
专业的合作伙伴提供高品质稳定可靠的胶
体二氧化硅供应。客户对我们的信任使得
我们成为值得信赖的全球领先制造商。
然而，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比销售产品更重要。因此，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合
作伙伴应对整个生命周期的挑战 – 从投资决策中强制的生态效益分析到在
制造过程中使用水力发电和可持续的原材料。产品监管和对产品管理的经
济、技术和商业方面的关照一样重要。我们希望确保安全地处理和使用我们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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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佐治亚
州奥古斯塔

中国广州

欢迎来到诺力昂的世界
您的基础化学合作伙伴

创新推动型增长

世界各地的工业都依赖于我们在纸
张，塑料，建筑材料和个人护理用品等
日常用品制造中的基本化学成分。 在我
们员工的奉献精神和我们对安全，可持
续发展和开放式创新的共同承诺的基础
上，我们建立了世界一流的业务，并与
客户建立了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
的业务遍及全球80多个国家。

我们为我们400年的企业历史感到自
豪，并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通过创新
推动增长，创造更有利可图，更安
全，更可持续的产品和流程，发展自己
的能力，并改善我们的工作方式。 我们
相信，对外部合作者的想法和热情持开
放态度将有助于我们公司发挥其最大潜
力，并引领更加可持续的化学工业。

10 000
员工

80+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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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欧洲

亚洲

美洲

若您需要更详细的产品信
息，样品，技术服务和其他信
息，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colloidalsilica.nouryon.co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levasil.china@nouryon.com
以及联系您当地的销售办事处。

瑞典

中国台湾

美国

Nouryon Pulp and
Performance Chemicals AB
Levasil Colloidal Silica
SE-445 80 Bohus
Sweden

诺力昂亚洲有限公司台湾分公
司
Levasil Colloidal Silica
台中市公益路2段51号6F B1, 邮
编 408
中国台湾

Nouryon Pulp and Performance
Chemicals LLC
Levasil Colloidal Silica
1850 Parkway Place, Suite 1200
Marietta, GA 30067
USA

电话 +886 4 2327 0520

电话 +1 770 578 0858

德国

中国

巴西

Nouryon Chemicals GmbH
Levasil Colloidal Silica
Am Coloneum 2
50829 Cologne
Germany

诺力昂化学品(广州)有限公司
Levasil Colloidal Silica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
路1788号22楼 邮编 200040
中国

电话 +49 221 99 585 0

电话 +86 21 22205000

Nouryon Pulp and Performance
Indústria Quimica Ltda.
Levasil Colloidal Silica
Rodovia Dom Gabriel
Paulino Bueno Couto km 65,2
Jundiaí SP 13212-240
Brazil

电话 +46 31 587000

电话 +55 11 4589 4800

我们是全球专业化学品的领导者。全球各行各业都依靠我们的化学必需品来生产
日常所需，如造纸、塑料、建筑材料、食品、制药和个人护理用品等。凭借着我
们近400年的悠久历史和10,000多名员工的敬业精神，以及我们对业务增长、强
韧的财务业绩、安全、可持续性和创新的共同承诺，我们创建了世界一流的业
务，并与客户建立了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业务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
旗下拥有众多行业领导品牌，包括Eka、Dissolvine、Trigonox和Berol。

Al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se products and/or
suggestions for handling and use contained herein
are offered in good faith and are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Nouryon, however, makes no warranty as to
accuracy and/or sufficiency of such information and/
or suggestions, as to the product's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ny particular purpose, or that any suggested
use will not infringe any patent. Nouryon does not
accept any liability whatsoever arising out of the use of
or reliance on this information, or out of the use o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oduct. Nothing contained herein
shall be construed as granting or extending any license
under any patent. Customer must determine for himself,
by preliminary tests or otherwise,the suitability of this
product for his purposes.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supersedes all previously issued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 matter covered. The customer may forward,
distribute, and/or photocopy this document only if
unaltered and complete, including all of its headers
and footers, and should refrain from any unauthorized
use. Don’t copy this document to a website.

Levasil®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ouryon in
several countries worldwide.

noury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