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助力绿色宜居环境



3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干混砂浆一直在不断发展�

以满足现代建筑业日益增长的需求。 

其中�干混砂浆配方的发展尤为显著。时至今 

日�配方逐渐变得复杂�其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作为一家干混砂浆添加剂的综合供应商（纤维素

醚类、可再分散聚合物粉末以及特种添加剂）�

诺力昂深知�具有科技创新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产

品可以使广大客户和整个建筑行业受益。我们将

这些益处概括为三点�并将其融入到我们产品的

研发过程中。我们相信：正是这些益处推动着建

筑业的持续发展：

• 生态环保�延长建筑/建材使用寿命

• 质量稳定

• 高效施工和便捷运输

以上三点也正是诺力昂建筑与建材业务部可持续

发展的方向。

快速变革的建筑业要求不断推陈出新高性能产品以满足需求�高性能产品在提

升建材品质的同时也推动着可持续性绿色建材行业的发展。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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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鉴于水泥生产是高能耗产业�占全球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总量的8%�在建筑项目中使用石

膏等环保型建筑材料有助于降低温室气体的总排

放量。石膏的碳足迹较低�且资源丰富�有助于

施工人员和建筑师实现与建材运输、生产、回收

利用与废弃处置相关的绿色建筑目标。

然而�由于无法获得理想的流动性和流平性能�

将石膏应用于自流平砂浆和找平砂浆（如β型半

水化合物、多相石膏以及合成无水硬石膏）并不

广泛。诺力昂为此提供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实

现了所有类型石膏在自流平中的应用。 

 

诺力昂已推出粉末状 ELOTEX® CAST 特种添加

剂。借助这种添加剂�干粉砂浆生产商首次在砂

浆中可以使用所有类型的石膏�从而向具有可持

续性价值的地坪系统和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干粉自

流平砂浆配方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LOTEX® CAST700 与 CAST710提供众多优势：

• 具有可持续性的原材料 

• 节省生产时间�降低成本�简化物流

• 赋予出众自流平性能

• 提供理想流变特性

• 降低泌水趋势�赋予自流平光滑表面

• 增加强度

• 简化配方�易于操作 

室内空气质量 

生活在当代社会�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度 

过�接触到室内空气污染物的几率大大增加。因

地面占据建筑表面积很大比例�地面排放的有机

挥发物（VOC）将对室内空气质量产生十分显

著的影响。我们的地坪材料添加剂不仅满足最严

苛的室内环保要求�还有助于建筑物通过国际绿

色建筑标准认证（比如LEED、BREEAM）。

在自流平干粉砂浆地坪材料中使用ELOTEX® 

FL2200 和 FL2280可再分散聚合物粉末�将确保

优异的自流平效果、外观和硬度。两种产品均不

含甲醛�生产过程对环境无害�是室内地坪添加

剂的理想选择。借助这些产品�用户可配制有机

挥发物（VOC）排放量极低且符合最高环保标

准（例如EMICODE® EC1PLUS 与 Blue Angel 等

欧洲生态环保标签）的成品。

相较于水泥体系�使用石膏基地板材料能够降

低 65% 的二氧化碳 (CO2) 排放量。

ELOTEX® FL2200 和 FL2280具备众多优势：

• RPP产品不含甲醛�VOC排放极低

• 配制的成品符合EMICODE® EC1PLUS 要求

• 流平性卓越�表面抗磨损性出众

• 流变性能与施工性出众

• 外观光滑悦目

•  配方兼容性强�可与不同品质的其它成分搭

配使用

地坪材料 – 光滑平整及优
良的室内空气质量
全球建筑行业蓬勃发展�促进了对薄层、平滑、耐用以及低化学物质排放的地

面材料的需求,并希望以此建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球家园。作为一家创新领域

的领导企业�诺力昂特性助剂业务单元下的建筑与建材业务部运用节能型制造

技术�坚持不懈地研发性能优良的产品�以满足绿色建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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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砖粘结和勾缝 – 
绿色环保

ELOTEX® FX6300聚合物粉末搭配 Bermocoll® 

MT 500纤维素醚使用�可赋予瓷砖胶卓越性 

能�无论所用如何质量的水泥�都能开发出高

性能成品。下面是您在使用ELOTEX® FX6300 和 

Bermocoll® MT 500�可获得的诸多益处：

•  在不同基材上的粘结强度出众�包括胶合板、

水泥板、 瓷砖和其他材料

• 湿粘接强度优异

• 提高弹性行为�增强柔韧性

•  延长粘结剂开放时间�确保瓷砖铺贴简单 

高效

此外�将ELOTEX® FX6300 与 Bermocoll® MT 

500搭配使用�可在新一代瓷砖粘结砂浆上实现

最佳性能表现。获得更长的开放时间、更出色

的粘结性能�同时满足更加严苛的新版ANSI 与 

ISO 标准——这些都与我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

随着面临降低水泥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压力的逐渐增加�对生产和使用不

同品质低CO2足迹水泥的需求越来越明显。使用复合型水泥生产干混砂浆�正

是这一趋势的体现。无论使用何种品质的水泥�搭配使用诺力昂的可再分散聚

合物粉末与纤维素醚�都可确保瓷砖胶有出色的性能表现。

人们对于高效基础设施的需求与日俱增�而如何应对更大的挑战——比如保障

充足的饮用水供应或合理使用有限的水资源�则与我们每个人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息息相关。采用防水解决方案是建造安全耐用建筑的重要途径�同时也与

环境保护密切相关。聚合物改性干混单组分水泥基防水膜是先进的防水解决方

案。这种解决方案不但比传统的纯水泥和沥青密封效果更持久�而且相对于双

组分乳液型系统�具有更显著的绿色环保优势。

契合�保障了粘合剂的耐用性和使用寿命�无需

频繁翻修�节省原材料花费。

ELOTEX® FX6300搭配不同品质水泥

* RPP = 可再分散聚合物粉末

作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领先的企业�我

们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为

此�我们开发出先进的 ELOTEX® 可再分散聚合

物粉末�用于防水应用。在柔性防水膜中使用我

们的 ELOTEX® FX2322 �可以获得下述环境效

益：

• 不含 APEO 的乳液配方

•  VOC 含量极低�即使在聚合物掺量较高的情

况下也满足 EMICODE® EC1PLUS 的要求

• 符合与饮用水接触的相关规定

基于诺力昂 ELOTEX® 可再分散粉末技术的干粉

防水配方具备以下优势：

• 优异的防水和耐水压特性

• 高柔性和出色的裂缝桥接性能

• 良好的耐磨性

• 良好的水蒸气渗透性

防水性 – 经久耐用

• 良好的长期耐候性

• 比沥青基材料更易于施工（即使在低温下）

•  减少现场施工废弃物（与双组份乳液系统不 

同�产品无需使用塑料桶）

• 不使用杀菌剂�因为不需要罐内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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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饰面 – 亮丽如新

为响应我们的可持续性发展项目和“ 人·城

市”（Human Cities） 倡议�诺力昂推出了令

涂层颜色经久不褪、亮丽如新的技术解决方案。

我们的 ELOTEX® ERA 产品基于天然树脂制成�

能减轻彩色水泥饰面的泛碱现象�从而降低对建

筑翻修的需求。

将基于包覆型硅烷技术的 ELOTEX® SEAL 系列产

品应用于砂浆�可以保持建材表面和内部结构 

干燥。同时通过在建材内部形成憎水透气性结 

构�ELOTEX® SEAL 对抑制二次泛碱有高效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色彩随处可见。色彩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通过科学合理的色

彩设计和搭配�可以为居民和社区带来积极的变化。无论是针对水泥基外饰面

色彩的保护还是采用非水泥基的装饰层�诺力昂都提供了具有可持续性优势的

解决方案。

左: 未经改性的装饰砂浆配方

右: 使用 0.2 % 的 ELOTEX® ERA 加以改性的装饰砂浆配方

通过使用粉末型干粉代替乳液配制平坦或质感装

饰型外饰面可赋予表面持久如新�而采用非水泥

基配方又可进一步提升环境效益。

这正是 ELOTEX® CF9000 无甲醛聚合物粉末与

众不同之处�不仅配方中无需添加水泥组分�还

能确保饰面层具有出众的耐水性和耐候性（抗紫

外线）。

使用 ELOTEX® CF9000 配制的非水泥基饰面层, 
是一种代替开罐即用型膏状系统的真正可持续性

解决方案。这一干混砂浆粉末体系有以下好处：

•  减少包装材料用量、重量和成本（以纸袋代替

塑料桶）

• 减少浪费�降低处理包装废物的难度

• 削减运输和储存成本

• 无冻融问题

•  最终干粉配方无需使用防腐剂（而膏状体系通

常需用）

•  由于可以通过加水量调节饰面层的粘稠度。这

意味着�不同的施工方法（手动或机器）�均

可以采用相同的粉末配方。

对于平面型的无水泥基装饰砂浆�掺量 10％ 的 

ELOTEX® CF9000 的配方即可获得等同于添量 

7.5％ 乳液的耐湿擦洗性（基于乳液中聚合物固

体含量计算）�不含甲醛的 

ELOTEX® CF9000 纯丙可再分散聚合物粉末�比

传统的EVA 可再分散聚合物粉末耐湿擦洗性效

果好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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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 – 有望取代水泥成为新
一代胶凝材料

诺力昂的环保特优
(Eco-premium) 解决方案

由于用途广泛�建筑师、建筑业主和装饰设计师

青睐使用石膏材料来设计美观大方的现代室内装

饰。此外�采用石膏制品还可以帮助建筑物取得

更高的绿色建筑评级。我们致力于在全球业务运

营中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帮助我们的客户信心

百倍地取得 LEED 建筑认证�同时让客户的产品

凭借更胜一筹的技术优势�从千篇一律的商品中

脱颖而出。石膏基产品具有更好的可持续发展 

性�诺力昂特性助剂业务部门的特殊添加剂有助

于提高石膏基干混砂浆的最终性能。

例如�ELOTEX® SEAL712为拓宽石膏基产品的

应用范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用 ELOTEX® 

SEAL712 之后�石膏基产品可以在室内潮湿区

域使用（代替水泥基体系产品）�成为具有装饰

性功能的面层。

石膏是用途广泛、最具可持续性的无机凝胶材料。石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极 

低�且自然、缓慢地发生。作为电站、化肥和洗涤剂工业的副产品�石膏是无

限可再循环资源(仅在其加工和运输过程中消耗一些能量)。

ELOTEX® SEAL712 不但为石膏开辟了新的应用

空间�让石膏替代水泥成为更环保的矿物胶凝材

料�而且还具备下述功效：

•  赋予石膏基产品优异的表面憎水性和具有本体

疏水性

• 延长了石膏基建材的使用寿命

•  降低在涂装或壁纸涂装之前上底漆的需求 

(优异的可涂性和可维修性)

所以�我们与客户和供应商携手合作�力图在

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创造无限的可能。在困境中寻

找机遇�化不可能为可能�这正是我们肩负的使

命。我们持之以恒地寻找更多的创新解决方案；

我们日益加大可再生能源和材料的利用�减少化

石资源的消耗；我们愈发关注整个价值链；我们

正在积极改善企业运营所在社区的生活�通过为

员工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支持�鼓励他们探索

和发掘新的契机。

其中一项举措是：诺力昂的环保特优解决方案。
环保特优解决方案（EPS）涵盖能够提升可持续

性、能够改善环境和社会效益的产品和工艺。我

们针对这些产品和工艺在下述七个方面的表现�

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估：

• 能源效率

• 自然资源/原材料使用

• 土地利用

• 排放和废物

• 风险（如事故）

• 有害物质

• 人类健康和福祉

在对照市场当前可用的解决方案进行完整的价值链

评估时�环保特优解决方案须至少在上述其中一个

指标上表现卓越�同时�在其他六个方面也保持一

定的水准。

能否取得比去年同期更好的成绩�不仅取决于我们

自身的进步�还要考虑竞争对手和立法变化带来的

影响。例如�如果有性能堪比我们现有环保特优解

决方案的新产品入市或标准重新修订�我们就将采

取行动�使我们的产品优于新的标准以获得新EPS

产品认证。

世界人口很快将要达到 90 亿。我们应如何应对急剧增长的人口？地球能维持

未来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

我们要大胆设想�也要有宏伟的计划�我们要确保地球有限的资源物尽其用。
我们坚信�我们未来发展�取决于是否能用更少的资源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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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Nour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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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mocoll, Elotex, Dissolvine 和Berol。

诺力昂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特性助剂部

华加路275号, 松江工业区

中国�上海�201600

电话：+86 21 3774 6188

传真：+86 21 3777 2515

contact.elotex@nouryon.com

www.elotex.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