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位小助手都全力以赴

尽享我们的油漆和涂料配方助剂为

您带来的可持续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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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夫将化学视为推动创新和可持续性发

展的驱动力。在油漆和涂料行业，这意味

着我们现在要持续不断地开发可满足未来

需求的原材料。这些材料包括乳液、树脂

和颜料，以及配方助剂，配方助剂可以增

强涂料体系的环境相容性和资源利用率，

进而为人类健康和幸福生活做出贡献。配

方助剂是“小助手”，它们在最终配方中

所占的比例通常极小，却能够起到改变整

个产品性能的巨大作用。

责任背后的机会：随着全球对可持续性更

出色的解决方案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以

未来为导向的助剂有助于您充分利用规模

巨大且还在不断动态增长的细分市场。

应对三方面的挑战

巴斯夫致力于开发三个主要领域的解决方

案以推动可持续性发展：

¡ 资源、环境和气候

¡ 食品和营养

¡ 生活品质

150 多年以来，巴斯夫始终与员工、股东、 

供应商、客户和监管者保持密切合作，力

求在整个价值链中实现更高效且更能适应

环境和社会的解决方案和工艺。巴斯夫的

配方助剂专家秉承我们明确的战略承诺 —

“创造化学新作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未

来”，致力于为您创造更简单的解决方案，

将可持续性转变为您的机会。

全球范围的首要问题

全社会、国际组织、政府和国际商业机构

日渐意识到采取行动以平衡经济、环境和

社会利益的必要性。仅 2010 年，全球人

口的消耗已达地球再生能力的 1.5 倍。如

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到 2050 年，我们

将需要相当于 3 个地球的资源才能满足我

们的需求。国际科学界已明确发出警告：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可持续性对于油漆和涂料的 
意义何在？

“可持续性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

危害的发展。”

 联合国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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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和整个社会对于环境和社会适应

性更好的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使得可持

续性成为了未来发展和价值创造的关键因

素，这一点对油漆和涂料领域而言也不例

外。因此我们在满足产品创新性需求的同

时，还要看到所有可提升可持续性的机会。

我们的助剂可大幅度改善您的产品，让您

的产品从竞争产品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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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助手可为您

做什么

人们对于可持续性更佳的产品的需求

与日俱增，原因在于：

¡ 消费者意识和期望的提高

¡ 新的可持续性法规和标准

¡ 各种环保标签的应用日益广泛

环保标签越来越多 —  
应用日益广泛，重要性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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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方向

巴斯夫配方制剂以清楚简明的方式呈现我

们的解决方案，让用户无需猜测。我们基

于所服务的行业和地区的主要驱动因素和

相关问题，评估了每件产品在其专用领域

以及在价值链中对可持续性作出的贡献。

这种外部验证方法称为“可持续解决方案

指导”，借此我们能够为您清楚呈现我们

的产品系列，并帮助您了解如何利用我们

的产品实现最佳性能 — 例如应用我们行

业专用的“可持续性快速指南”。对我们

而言，此方法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您

的未来需求，以便我们进行创新以满足您

的需求。

可持续解决方案指导

在油漆和涂料行业，目前还没有用于

评估产品对可持续性的贡献度的通用

标准。因此，巴斯夫开发了“可持续

解决方案指导”方法。此方法建立了

明确的评估标准和处理步骤，包括一

系列内部指南中的角色和责任。可持

续解决方案指导的设计和处理方案已

由德国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G 

(PwC) 公司进行了外部验证。

如需了解可持续解决方案指导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

www.basf.com/sustainable_ 

solution_steering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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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味

气味会让消费者联想到不健康的空气， 

减少气味有助于提高舒适感。

低 VOC

减少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 

S-VOC（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有助于 

去除令人不适的气味，构建健康的生活 

环境。

耐久性

产品对恶劣天气条件等外部影响的抵抗力

更强，油漆采用使用期限更长的配方，降

低了原材料的消耗。

允许接触食物

可与食物接触的标签对于食品包装中的油

墨和涂料而言极为重要。

利用率

提高原材料的利用率意味着以更少的原材

料发挥更大的功效，节约了原材料并减少

了浪费。

环保标签

环保标签代表着产品在各项可持续性特征

方面的优化，为消费者提供导向并增加产

品的竞争优势。

油漆和涂料行业的 

可持续性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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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 APEO

避免使用 APEO 有助于降低潜在的健康和

环境风险。

不含锡

避免使用锡有助于降低潜在的健康风险。

不含邻苯二甲酸酯

避免使用邻苯二甲酸酯有助于降低潜在的

健康风险。

满足长期全球监管和注册要求

我们专门的产品管理团队针对产品提供关于安

全、健康和环境 (SHE) 的实时更新及相关信息，

满足监管要求。

水性化

以水作为油漆成分的载体可避免使用

不必要溶剂，是改善油漆可持续性的

重要途径。

可再生材料

使用可再生原材料表明产品有利于节约地

球资源。

高固含

高固体含量体系可最大程度减少溶剂

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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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料分散是油漆生产中最耗能的阶段。高

效的分散剂可加快研磨期间的处理速度，

有助于实现最高的色彩强度和稳定性，并

尽可能降低粘度。结果：更高的颜料利用

率和更少的排放。

我们对涂料行业价值链的贡献

每一步都以提高可持续性为目标。这就是巴斯夫配的

方助剂专家致力于在油漆和涂料价值链的每一阶段寻

找可提升空间的原因。下面以其中的三个阶段为例：

无论是在分散、泵送还是搅拌加工期间

形成泡沫，都将减慢油漆生产速度。特

定的研磨消泡剂可防止加工期间混入空

气，能够加快生产速度并提高整体生产

能力。

在调漆阶段加入易于混合的消泡剂有助于快

速准确地将油漆装入最终的包装容器中，同

时还有助于在运输到销售的过程中防止油

漆中泡沫的形成。

配方助剂能够缩短颜填料分

散和油漆生产时间，为生产

可持续性更高的油漆和涂料

提供支持。

通过减少泡沫的生成，助剂

可提高生产能力并实现快速

准确的灌装。

生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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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涂层涂料在节约资源方面显而易见。

流变改性剂可控制油漆的流动性，减少滴

落并增强遮盖力和延长有效期。经过优化

的流变改性剂混合物可确保适合的膜厚

度、达到理想的涂料光滑度，还能在不影

响使用寿命（或延长使用寿命）的前提下

减少油漆的使用量。

应用

在工厂施工中，润湿剂有助于提高处理速

度和减小涂料厚度，同时确保无缺陷的最

终成品。更薄的连续膜减少了能耗和资源

消耗量。

2

配方助剂有助于生产出单涂

层涂布、具备无滴落特性的

油漆以及快速无缺陷的工厂

用涂料，大大提高了资源的

利用率。

配方助剂有助于实现最高的

色彩强度和降低油漆用量，

同时不影响油漆使用寿命或

能够延长油漆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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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腐和船舶涂料，通过更少的涂刷次

数获得无缺陷且厚度大的膜对于实现快速

的周转时间、更长的使用期限和更少的排

放而言非常重要。在专门挑选的流变改性

剂、消泡剂、分散剂和润湿剂的共同相互

作用下，可生产出具有最高性能和可持续

性的涂料。 

使用期限

3

油漆和涂料的用户都希望获得持久的色彩

和最佳的表面防护，这些都能通过使用正

确的配方助剂实现。例如，成膜剂有助于

实现出色的乳胶颗粒融合效果并增强耐污

能力。结果：使建筑涂料寿命更长，维护

需求更少，并且节约了资源。

在价值链的最终阶段，即使

用期间，性能更好、耐久性

更佳的油漆和涂料能够节约

资源。在创造可持续性性能

更高的产品的过程中，配方

助剂扮演着重要角色。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basf.com/formulation-addi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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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小助手 

助您一臂之力

为帮助您充分利用我们的配方助剂，巴斯

夫针对油漆和涂料行业的不同细分市场开

发了一系列简明的资料简报。基于我们经

过独立验证的可持续解决方案指导方法，

这些可持续性快速指南介绍了我们的助剂

产品可为您带来的特定可持续性优势。它

们能够让您更轻松地创造出可持续性更出

色的油漆和涂料，凭借卓越的产品性能从

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所获奖项

中国绿色公司百强
巴斯夫凭借其环保承诺荣获此奖项

LEED 
(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奖) 
巴斯夫凭借其可持续的建筑荣获此奖项

碳排放披露项目
碳排放披露领导者指数和碳排放绩效领导者指数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巴斯夫连续 12 年入选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

巴斯夫会员

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

业务计划

化学行业自愿倡议

巴斯夫配方助剂提供以下领域的可持

续性快速指南：

¡ 建筑涂料

¡ 汽车涂料 

¡ 通用工业涂料

¡ 家具和地板涂料

¡ 印刷和包装涂料

您可根据需要随时索取任何可持续性快速

指南。我们的技术营销团队也非常荣幸能

帮助您开发配方 — 让我们的小助手助您

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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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basf.com/formulation-additives

全球联系方式

亚洲

巴斯夫东亚地区总部有限公司

香港中环

康乐广场 1 号
中环

怡和大厦 45 楼
formulation-additives-asia@basf.com

欧洲 
BASF SE
Formulation Additives
67056 Ludwigshafen
Germany
formulation-additives-europe@basf.com

北美

BASF Corporation
11501 Steele Creek Road
Charlotte, NC 28273
USA
formulation-additives-nafta@basf.com
 
南美

BASF S.A.
Rochaverá - Crystal Tower 
Av. das Naçoes Unidas, 14.171 
Morumbi - São Paulo - SP 
Brazil
formulation-additives-south-america@basf.com

E
D

2 
08

15
E

BASF SE
Formulation Additives 
Dispersions & Pigments Division  
67056 Ludwigshafen 
Germany  
www.basf.com/formulation-additives

此出版物中包含的数据均基于我们当前的认识和经验。鉴于我们的产品加工和应用将受到很多

因素的影响，这些数据不能免除加工者实施其应进行的调查和测试的责任；亦不会暗示对某些

特性或者产品对于特定目的的适用性的任何保证。此出版物中的任何描述、图示、照片、数

据、比例、重量等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且不构成产品的约定合同质量。产品的约定合同

质量仅由产品说明书中的声明决定。接受我们产品的人士应负责确保尊重所有权并遵守现行法

律法规。在搬运这些产品时，必须遵守材料安全数据表中提供的建议和信息。此外，运输化学

品时，必须采用适宜的防护措施以及工作场所的卫生措施。

® 表示巴斯夫集团的注册商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