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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用色母

大多数热塑性塑料的自然状态是透明，半透明，奶油色，
米色或白色的。这些天然的热塑性塑料经常被加以着色
以使它们更具吸引力，并且会通过加增添加剂或填充物来
进行改性以提升它们的技术性能。大多数客户都宁愿使用
母料来为这些天然热塑性塑料着色或者进行改性, 是因为
这往往是成本效益最高的选择。母粒其实是一种颜色以
及添加材料的凝集物，以一定比例（通常是1-5%）添加于
自然热塑性塑料中。高莱是少数几家生产全范围黑色，白
色，添加剂以及彩色母料的公司之一。如果客户选择使用
完全调配好的热塑性塑料方案,或者其应用不适合母料添
加, 高莱还可以提供各种各样根据其需求配制的热塑性
塑料预混材料。

高莱已经设计出大量综合范畴的特殊母料用于：注塑/吹
塑，板材/型材挤塑，流延/吹膜以及胶带和纺织品的生产
应用中。

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母料产品特别为吹膜及
流延膜而设计，并且也有标准通用型产品适
于所有其他应用，但是尤其适用于吹塑以及
注塑型产品应用。我们为客户提供颜色定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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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料中所用的颜料以及添加剂可以最优分
散使得产品的质量更高；

——母料易于使用并且无尘——由于需要操
作的对象是小颗粒，而不是细粉或液体，可以
避免对健康和安全构成的更大风险。

——产品配方的开发由母料供应商提供，该供
应商对终端应用产品在颜色一致性以及终端技
术性能上需承担更大责任，因此可降低下游加
工生产商的风险

——比预混材料占用较少库存面积

——减少了清洁及淸机的时间和成本

——减少浪费

在添加颜色之外，添加剂以及填充物的
加入也能增强基础聚合物各种特殊性能
的表现，比如：紫外稳定，阻燃，防滑，开
口，抗静电，导电，密集，硬度，防刮，脱
模，回收频率，以及很多其他性能，都可
以通过恰当的改性来获得。

增强塑料性能 母料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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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料的类别

特殊聚合物母料

这一类母料生产时使用与下游加工商所加工
的同类型基础聚合物。它们可以与主聚合物
一起被预干燥，并且在高添加量时无任何兼
容性问题。

通用型母料

通用型母料是基于某种特殊配方设计的可以
适用于大范围聚合物的产品，其前提是添加 
比例最好不要超量。通用型母料的使用是为
了避免在大量不同的基材上购买相同的颜
色，也更利于库存管理和节约成本。

高莱准则
通用型母料
种类超过

最小订货单位 1kg 
隔日即达

200+ 
STANDARD COL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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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料制造专家高莱公司成立于1967 年，是一家全球
知名的高质量母料供应商。作为跨国集团Tosaf 的
一员，高莱与世界范围内各工业分支的塑料加工商
紧密合作，其中有包装行业，生活消费品行业例如
个人护理以及电子电器设备，还有用于建筑建造的
工业产品，汽车制造以及交通市场应用产品。

高莱持续投资于研发，开发新的产品并改进固有的
产品，以满足最新市场对技术上更先进应用的需
求。客户越来越需要新产品，需要更多异乎寻常的
颜色和效果，还要降低加工成本，并且要更优异的
产品表现。在聚合物工业领域越来越多有环保意识
的公司正在寻求可以减少能源消耗的产品，并且趋
于选择稳定且和母料相容的原材料。所以无论你有
怎样的塑料需求，高莱都能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高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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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莱生产一系列综合类别的彩色母料产品，广泛应用
于整个热塑性塑料工业。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标准颜色
可供选择，包括一系列具有优异耐候性能的室外应用
的颜色。这些颜色中包括高透明度色彩以及特殊色彩，
如金属色、珠光色、热变色以及黑暗中的发光效果。
当客户需要时，我们可以提供产品以满足相关的食品
接触，玩具和废物包装条例。针对那些非标准应用，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快速的颜色匹配以创
造出客户需要 的特定产品。色彩定制服务可以设计出
能实现一系列效果和外观的产品以迎合当今最苛刻的
市场需求。我们还可以开发和生产具有不同功能特性
的彩色母料，如具有抗静电、紫外稳定和脱模功能。

Maxim®是高莱通用型母料规格：

——超过200 种颜色                                                        

——26 种聚合物的理想选择，包
括PVC，PA，ABS                     

——平均降低1%的用量，削减您
的库存

——提供100g 免费样品

——最低供货量1kg

——隔日即达

高莱也拥有色彩定制，添加剂以及
特殊效果服务。

高莱彩色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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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莱生产一系列综合类别的黑色母料产品，广泛应用于
塑料工业。我们的产品范畴特别适合需要特殊属性的地
方。紫外线稳定，抗高温以及减少摩擦只是我们客户的
终端产品需要的部分性能。当客户需要时，我们可以提
供产品以满足相关的食品接触，玩具和废物包装条例。

高莱黑色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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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

——高莱特黑母料 
以各种聚合物为基材，产品应用于高要求领
域

——高莱功能性黑母料 
以高性价比聚烯烃为基材，产品应用于日用
品领域

——PACE®特种工程聚合物母料

该系列母料产品特别为高级热塑性塑料工业
所设计（PA，PET，PBT，PC 等）

——E-TEC®导电母料

环保级别母料

——D-K®牌号的研发是高莱公司对环境责
任的承诺

这个系列产品被归于D-K®牌号下，包含以下
系列选择：

——D-K® 100—是一种降解助剂母料，设计
用于常规聚合物的分解和降解

——D-K® 200—是一种基于可生物降解和
可堆肥聚合物的彩色母料，专为软包装应用
而设计

——D-K® 300—是一种基于可生物降解和
可堆肥聚合物的彩色母料，专为硬包装应用
而设计

高莱公司得到ISO / TS16949 汽车质量标
准认证。通过我们技术、专业和功能性的
黑色母料，高莱向客户提供最广泛产品的
一站式选择服务。高莱与技术部紧密 
合作，可以为客户开发和生产特定配方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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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莱添加剂母料

高莱生产一系列综合类别的添加剂母料
产品，广泛应用于整个热塑性塑料工业。
我们拥有一系列标准添加剂母料可以现货
供应。标准系列产品包括但不仅限于：

——开口—防止薄膜产品在加工中及加工完
成后的粘连

——防雾—保持食品包装以及农业薄膜的
清晰度

——抗氧化—防止聚合物被氧化（颜色变化，
聚合物降解，产生黑色油脂或凝胶）

——防滑—增加摩擦系数防止堆积聚乙烯袋
时的滑动

——抗静电—防止灰尘沾染以及静电堆积

——发泡剂—降低密度以降低重量从而降低
成本

——可降解—引致标准聚烯烃的降解

——消光—降低光泽并且为聚合物寿命增值

——抗粘连—防止仓储中模具堆叠时的粘连

——阻燃—提供各种不同等级的防火

——脱模—防止模具中部件的粘连

——成核—提高循环时间和聚合物的结晶成
核，泡沫成核

——合成纸—创造纸感聚合物薄膜

——加工助剂—通过减少熔体断裂来改善加
工并增加产量

——爽滑—减少摩擦系数，常与开口剂一起
使用

——紫外线稳定/吸收—延长部分暴露于紫外
线下的包装的寿命

我们也提供基于其它聚合物系统的添加剂母
料，例如  ABS, ASA, EVA, PA, PBT, PET, PE, 
PP, PS, SAN 和其他通用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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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莱特殊功效母料

高莱也提供色彩定制和特殊聚合物载体服
务。高莱在聚酯着色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提升了色彩分布，并能使用更宽色域的色
彩，包括荧光效果和其他特殊效果。

高莱还有一个新的多功能母料系列可以提供
颜色和功能在更短的周期时间内得以实现。
提升终端产品外观的呈现效果，易于大部件
的脱模并且减少浪费。

大理石纹路效果

大理石效果母料是透过精心选择和修改母料
载体系统，使得它不容易融化并且能均匀地
与基体聚合物融合。高莱实验室已经开发出
一系列针对大部分聚合物系统被证明可行的
载体。

合成珍珠效果

这个新系列的珠光色母是使用100%合成云母
和合成色素生产的。使用合成材料不但是因 
为符合保护自然生态的原则, 同时合成云母所
具有的高光泽和高亮度远胜传统珠光颜料。

荧光效果

长期使用荧光产品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气体挥
散和析出。会粘在模具上导致停机，预防损
伤模具，在炮筒里的色粉残留可能导致换色
时间增长。我们推荐一款低析出的母料可以
很大情况下减少或消除此类问题。
我们能够为聚烯烃、聚酰胺、聚酯和苯乙烯
供应荧光剂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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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烁效果

高莱也能够提供新的银基闪烁效果母料。其
有明显高光反射率与改良美学效果。高莱英
国拥有许多的现成加工设备。我们的科技团
队在设计新配方时也会将加工过程考虑在
内，以避免在母料生产过程中对色素效果的
破坏。

珠光和金属效果

我们的技术团队不间断地评估从所有主要供
货商处获得的最新珠光材料。配色珠光效果
的母料可以是主观的并完全依赖于熟练程
度，经验以及如何理解客户对产品的期待。
配色就是用一个曲线的外观为生活带来光
泽。高莱开发了一套特殊的工具来帮助配色
以及协助客户对颜色及效果的评定。

镭雕色母

高莱拥有许多技术解决方案，为PP、PS、
ABS、PA6 以及PA66 产品提供激光打标。这
些配方都已获得认可，其染料的选择都可增
强打标效果。这种母料可以增强激光打印的
效果，改善炭化，创造黑标效果或改善成泡效
果形成亮/白色标记。

 
载体系统

母料载体系统需要被规划以使母料的分散性
最大化，同时保持最低的循环速度，并且尽
可能提升聚合物的特性。高莱的技术团队已
经开始微调工作并不断改善我们的载体系
统，使得我们的母料具有兼容性并且赋予终
端产品完美的色彩。针对每一种聚合物，我
们都有一套已被认证的标准解决方案。如果
该方案不是首选方案的话，我们可以很快配
制客户所需特定聚合物的混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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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莱聚合物兼容载体

特定聚合物 高莱兼容
载体

LDPE 低密度聚乙烯 ✓ ✓

HDPE 高密度聚乙烯 ✓ ✓

PPH 聚丙烯均聚物 ✓ ✓

PET 聚乙烯对苯二甲酸酯 ✓ ✓

ABS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共聚物 ✓ ✓

MABS 甲基丙烯酸甲酯-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塑料 ✓ ✓

PC 聚碳酸脂 ✓ ✓

HIPS 耐冲性聚苯乙烯 ✓ ✓

GPPS 通用聚苯乙烯 ✓ ✓

SAN 苯乙烯-丙烯腈 ✓ ✓

PA6 聚酰胺6 ✓ ✓

PA6,6 聚酰胺6.6 ✓ ✓

PA12 聚酰胺12 ✓ ✓

EVA 乙烯醋酸乙烯酯 ✓ ✓

EMA 乙烯基丙烯酸甲酯 ✓ ✓

EBA 丙烯酸乙烯丁酯 ✓ ✓

PBT 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 ✓ ✓

POM 聚甲醛缩醛 ✗ ✓

PVC 聚氯乙烯 ✗ ✓

PLA 聚乳酸 ✓ ✓

PMMA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 ✓

TPE 热塑性弹性体 ✗ ✓

TPU 热塑性聚氨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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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莱英国有限公司
诺斯利工厂
总部
Kirkby Bank Road
Knowsley Industrial Park North
Kirby
Merseyside
L33 7SY
United Kingdom
电话: +44 (0) 151 546 9222
传真: + 44 (0) 151 545 4741
电邮: sales@colloids.com

高莱英国有限公司
拉什登工厂
24 Norris Way
Wellingborough Road
Rushden
Northamptonshire
NN10 6BP
United Kingdom
电话: + 44(0) 1933 350 500
传真: + 44 (0) 1933 313 300
电邮: sales@colloids.com

高莱塑料（苏州）有限公司
常熟工厂
中国常熟市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溪新区
万和路39 号1 幢
电话: + 86 512 52069202
电邮: saleschina@colloids.com

www.colloid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