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TEC® 系列母料可以兼容固态 YAG、泵浦二极管、混合
光纤、绿色和 UV 激光器。L-TEC® 系列可作为特殊聚合物
或通用母料提供，添加率从低至 1% 或完全改性成特定的
聚合物。产品配方将同时考虑 L-TEC® 激光打标添加剂及

颜色的最优化。

产品供应

汽车行业应用
批号和零件的制造日期将有助于保护 
保修索赔, 不受安装的非 OEM 部件的
影响。

使用激光打标装饰内部零件。

最近在国际汽车工作组（IATF）认证方
面的变化需要考虑防伪技术。

可以打印二维码或条形码, 以便进行库
存检查、录入产品信息等。

医疗行业应用
最新医疗标准的变化要求使用一次性物
品，并进行批号/ID 号的识别。

电子行业应用
键盘、控制开关和某些组件上的部件 
标识。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行业应用
部件装饰和品牌标识，显明个性化 
的标识，使用日期以及促销代码。

盖帽以及封口应用
盖帽上可以是激光标记的条形码， 
装饰和品牌标志，使用日期和防 
伪标记。

农业应用
需要永久标记的牛的记号牌。

食品包装应用
食品盖帽上可以是激光标记的条 
形码，装饰和品牌标志，使用日 
期和促销代码。

一般来说, 激光打标可用于识别需要永久标记的零件编号或产品信息，而传统标签
或打印方式则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剥落或磨损。这项技术已在安全应用中找
到了用途，如标签和密封件。

市场与应用

激光打标



在高莱，我们理解，开发激光打标产品比仅仅开发某种颜色更为复杂，而颜色本
身就已经足够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研发团队来研究每一个激光产品需
求。该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支持高莱的每一款激光产品需求。

我们的研发团队将充分优化每一种配方，确保您获得颜色合适、打标最快、对比
度最高的产品，重要的是以合适的成本。使用我们内部研发的激光产品，每一种
配方都经过全面测试，并通过添加剂和着色剂实现适当的平衡。

聚合物种类
高莱 L-TEC® 激光打标产品几乎可以
用于任何工艺和任何聚合物。激光的
使用在不断增加, 高莱系列的产品可以
让您获得最好的激光应用。

可以实现的高对比度标记是快速的, 几乎
覆盖所有颜色和阴影。
 
L-TEC® 添加剂母料系列的工作原理是

吸收激光能量，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
一些非常局部化的加热，从而产生一个
从表面燃烧或烧焦中获得的深色标记, 或
者当激光导致聚合物泡沫时获得的浅色
标记。

不论是深色或者浅色的标记都是永久
的，耐光，耐磨，耐化学性。

可用于任何工艺，任意聚合物

为什么要用激光打标？ 

•    标记具有抗化学性、耐光且耐擦伤
•    可以防伪
•    采用非接触式工艺，不会磨损零件和工具
•    无油墨和溶剂等耗材
•    根据激光能力的不同, 可以在台阶或曲面上轻松标记
•    激光打标可以集成到工艺中，并且实现在线标记
•    激光打标适用于低产量和批量生产的零部件
•    不受静电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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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C® 系列母料也可以引入到一种自然或彩色调透明聚合物中，形成深色标记。

与高莱所提供的每一个产品一样，当我们在设计
制造流程时质量总是走在最前列。L-TEC® 添加
剂母料系列是我们为期两年的研发成果，因此
我们完全了解如何控制产品，以确保母料的每个
颗粒是一致的，这也将确保您获得完全一致的
标记。 

每个批次生产的产品都使用我们的激光在内部进
行测试。每批都提供一个激光标记的样品牌，这
将使您确信您购买的产品具有达到完美标记所
需的正好适量的添加剂。

研发优势

质量保证透明和半透明

高莱有限公司 
总公司 | 柯克比银行公路
诺斯利工业园 
马其赛特郡 | L33 7SY 

电话：+44 (0) 151 546 9222
电邮：sales@colloids.com
www.colloi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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