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剂 色母粒
使用热塑性技术提
供功能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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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定制工程助剂色母粒的 
复合材料生产商

RTP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定制工程热塑性共混料生
产商，包括颜色和助剂母料。我们擅长应对设计
挑战，可提供与最终使用要求完美匹配的定制材
料解决方案。

公司为私营性质，让我们得以保持独立性，从而
能够完全客观地选择各种材料规范。我们的工程
师会从 60 余种工程树脂以及数百种助剂和改性
剂中精挑细选，专门设计一种塑料配方以解决您
的应用问题。

RTP 公司简介

• 私营定制复合材料生产商
• 独立客观的产品开发
• 遍布全球的销售和分销网点
• 全球性的生产基地
• ISO 9001 认证设施

与 RTP 公司合作的优势 
我们致力于以您选择的方式为您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是复合材料、预混料还是色母粒。

您可以选择标准产品以快速启动，也可以让我们
的工程师对您的需求进行评估，并定制出能够满
足您特定应用场合和工艺要求的解决方案。

RTP 公司的每款共混料都蕴含了我们在搭配助剂
和树脂以实现最佳性能方面 30 余年的专业知识
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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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剂色母粒的功效 

抗静电
控制塑料表面上的静 
电积聚

发泡剂
降低材料密度或改善外观

激光打标
简化商标和标签打标， 
效果持久且工艺灵活

抗菌
防止微生物导致商品 
降解、染色或产生异味

阻燃
降低火灾风险， 
提高产品安全性

稳定剂
最大程度减少紫外线照
射造成的损害，延长产
品寿命

除上述特色助剂色母粒产品线外，RTP 公司还
可以定制采用其他助剂技术的材料：

• 耐磨助剂
• 透明成核剂
• 哑光助剂
• LED 光扩散材料
• 脱模剂
• 认证技术
• 填料

RTP 公司还为加工商提供一整套标准和定制色
母料，可用于从聚丙烯到 PEEK 的各种树脂。
产品包括用于医疗保健设备的 ISO 10993 生
物相容性色母料，以及可与多种树脂相容的 
UniColor® 通用母料。

助剂解决方案 
RTP 公司提供高效的浓缩功能性助剂色母粒，作为我们各种颜色产品和定制复合材料的补充。
我们所有的解决方案均可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并提供从设计到生产的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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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剂解决方案 
抗静电色母粒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塑料制品表面上的静电荷积聚，这些静电荷可能
会吸附灰尘，在含有易燃材料的环境中甚至还可能导致危险。

抗静电色母粒通用于替代较为昂贵且复杂的二次涂覆操作，简化制造工艺。

根据应用场合性能要求的不同，抗静电色母粒可以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们可以
根据聚合物选择掺入各种迁移助剂；通常会使用共混料来改善快速作用效果、 
短期功能和长期性能。 

抗静电色母粒
• 控制物品表面上的静电积聚
• 替代较为脆弱、使用寿命往往也较短的表面活性剂涂层
• 提高树脂流动性和脱模特性
• 完全可着色

典型 应用

• 包装
• 容器
• 瓶
• 薄膜
• 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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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

•  可为各种热塑性树脂提供配方，
并且可以针对注塑成型或挤出加
工进行优化。也可提供符合食品
接触标准的产品。

•  典型载量范围为 1% 至 4%，具
体取决于零件壁厚和需要的抗静
电性能。材料加工条件和应用最
终使用环境也会影响最佳载量。

•  抗静电色母粒可以结合黑色或有
色纯树脂和复合材料使用。

•  除迁移性抗静电色母粒外，RTP 
公司还提供一系列功能强大的导
电复合材料，其使用具备固有
静电耗散性的聚合物、碳粉、
碳纤维以及各种金属纤维和填料
制造。

选择抗静电色母粒

作为一家定制复合材料生产商，RTP 公司可以配制色母粒或提供既有复合材料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请联系我们以共同讨论您 
的需求。

标号 说明 载体树脂 相容树脂

ACX 127073 50% 活性 SAN ABS、ASA、SAN

ACX 111257 20% GMS PP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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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泡剂母粒也称化学发泡剂 (CFA) 或化学起泡剂 
(CBA)，用于使热塑性树脂发泡，从而在材料内部
产生多孔结构。

化学发泡剂会通过吸热或放热化学反应产生气体，
具体取决于助剂成分。

•  放热剂在分解期间会释放热能和氮气，通常活化
温度较高，会使材料颜色变黄。

•  吸热剂在分解期间会吸收热能并释放二氧化碳，
通常活化温度较低，基本无色。

发泡剂母粒
•  降低零件重量
•  消除凹痕
•  改善零件外观
•  吸热或放热反应型
•  出色的活化性能以及与聚合物的相容性

典型应用

• 外壳
• 家具
• 汽车
• 草坪和花园
• 手工具
• 厨房配件

发泡剂最常见的用途是增加聚合物体积，
减少所用材料，从而降低成本或降低重量
关键型应用的密度。
 
发泡剂也可用于消除凹痕，即冷却过程中
较厚区域由于过度收缩而在部件表面上产
生的浅凹陷。只需少量发泡剂即可产生足
够内部压力以抵消收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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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

•  可使用协同剂改善孔隙结构和尺寸、表面光洁
度和分散性等特性。另外也经常会使用混合物
以满足特定应用需求。

•  发泡剂母粒可将模塑零件重量最大降低 20%。
其也可用在密度关键型运输行业中，以通过减
轻重量实现节能。

选择发泡剂母粒

作为一家定制复合材料生产商，RTP 公司可以配制色母粒或提供既有复合材料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请联系我们以共同讨论您 
的需求。

标号 说明 载体树脂 相容树脂

FCX 27301 放热 (300-350 ˚F/50-175 ˚C) --- PP、PE、POM、PA 11 & 12

FCX 27314 放热 (300-350 ˚F/150-175 ˚C) --- ABS、PS、HIPS、SAN

FCX 111263 吸热 LLDPE PE、PP、TPE

FCX 132639 放热 (500-540 ˚F/260-282 ˚C) EMAC PA、PET、PBT、PC、PC/ABS

FCX 141458 吸热 (400-475 ˚F/204-246 ˚C) EVA PE、PP、TPO、TPU、TPE、ABS、PS、POM

FCX 141459 放热 (350-420 ˚F/177-216 ˚C) EVA PE、PP、TPO、TPU、TPE、ABS、PS、POM

FCX 141460 吸热 (400-475 ˚F/204-246 ˚C) EVA PE、PP、TPO、TPU、TPE、ABS、PS、POM

FCX 127078 放热 (400-510 ˚F/204-266 ˚C) EVA PE、PP、TPO、TPU、TPE、ABS、PS、POM、PA、PET、PBT

使用建议 重量比

凹痕控制 200:1 0.50%

少量发泡 50:1 2.0%

最大发泡 20:1 5.0%

发泡剂可以消除表面变形
凹痕，例如模制零件下侧

由肋条导致的凹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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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打标母粒可配合最先进的激光技术使用，生成高
清晰度的永久性印记，耐磨损摩擦。 
 
激光打标是一种清洁、快速、灵活的方法，可以在任
何规模的流水线生产中刻印图案，安装极其简单。由
于激光不需要接触表面，因此可以在形状和表面不均
匀的零件上刻印标记、条形码、序列号或其它标识
信息。
 
激光打标期间，聚合物内部会发生热化学或光化学反
应。不同激光类型、聚合物基材和打标参数会产生不
同的标记。标记类型包括从对比度最低的表面蚀刻到
高对比度表面标记的全部范围，甚至是透明聚合物内
部的悬浮标记。
 
RTP 公司的激光打标母粒可以针对特定激光技术进
行优化，在多种热塑性材料上生成特性各异的标记。

激光打标母粒
•  兼容最新激光技术
•  永久性刻印，耐磨损摩擦
•  可控制复杂细节，生成高对比度的标记
•  可在各种表面上打标
•  可在深色表面上刻印彩色标记

典型应用

• 键盘和按钮标记
• 导线和电缆标识
• 包装批号和条形码
• 产品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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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打标工艺

1. 激光能量

2. 蚀刻

3. 表面发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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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定制复合材料生产商，RTP 公司可以配制母粒或提供既有复合材料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请联系我们以共同讨论您 
的需求。

选择激光打标母料

标号 说明 载体树脂 相容树脂

LCX 111275 深色激光标记 LLDPE PE、PP、TPE

LCX 111284 浅色基材上的深色激光标记 --- PBT、PE、POM、PP、TPE、TPU

LCX 117651 透明或浅色基材上的深色激光标记 LLDPE PE、PP、TPE

重要注意事项

•  激光打标可以很容易地印制浅色基材上的深色标记
和深色基材上的浅色标记。一些树脂还能在深色基
材上印制彩色标记。

•  激光打标通常需要的二次操作较少，成本低于其他
打标方法，而且也不像油墨和涂料会产生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

•  基材成分可能会对标记质量造成重大影响。对含有
其他助剂的塑料基材进行激光打标时，RTP 公司可
以提供定制复合材料，帮助您实现最佳标记效果。

•  激光打标母粒的载量范围通常为 2% 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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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母粒可防止真菌（霉菌）、藻类和其他会造成污染
的微生物在塑料制品上生长，这些微生物可能导致聚合
物降解、染色和异味。

RTP 公司的材料专家从我们独立和客观的角度出发， 
从各种可用方案中筛选出最适合的抗菌解决方案，确保
满足您的应用要求。

RTP 公司可通过助剂母粒或复合材料的方式提供抗菌解
决方案，满足您的实际需要。

我们会对您的应用需求进行全面调研，从而作出建议：

• 目标效果
• 监管要求
• 聚合物选择
• 最终使用环境
• 颜色要求
• 填料和其他助剂

抗菌母粒
•  防止霉菌和藻类生长
•  防止降解、污染和异味
•  完全可着色
•  可用于医疗器械，包括 510(k) 认证医疗器械
•  符合食品接触标准

典型应用

• 潮湿环境中的加工设备
• 户外和地下应用
• 水暖器具和用品
• 消费品
• 符合 FDA 标准的包装
• 可用于医疗器械，包括 510(k) 认证医疗器械
• 体育和娱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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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定制复合材料生产商，RTP 公司可以配制母粒或提供既有复合材料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请联系我们以共同讨论您 
的需求。

选择抗菌母料

标号 说明 载体树脂 相容树脂

MCX 120680 25% 银基 PS PS

MCX 122009 25% 银基 LLDPE PE、PP、TPE

MCX 122016 25% 银基 PC PC

MCX 122656 25% 银基 SAN ABS、SAN、ASA

MCX 122670 25% 银基 PA PA

MCX 122677 25% 银基 TPU TPU

MCX 125250 25% 银基 PMMA PMMA

MCX 127081 25% BactiBlock® 101 R1.43 EVA PBT、PE、POM、PP、TPE、TPU

MCX 127082 25% BactiBlock® 101 S1.19 EVA PBT、PE、POM、PP、TPE、TPU

MCX 128104 锌基 LLDPE PE、PP、TPE

MCX 128149 25% BactiBlock® 101 S1.19 PA PA

MCX 128150 25% Bactiblock® R1.43 PA PA

MCX 130206 25% BactiBlock® 101 S1.19 LLDPE PE、PP、TPE

MCX 130207 25% BactiBlock® 101 R1.43 LLDPE PE、PP、TPE

MCX 130208 25% BactiBlock® 101 S1.19 ABS/SAN ABS、ASA、SAN

MCX 130209 25% Bactiblock® R1.43 ABS/SAN ABS、ASA、SAN

Bactiblock® 是 Nanobiomatters 的注册商标。 

•  RTP 公司可以与您合作，根据
您的应用需求帮助确定最适合
的抗菌解决方案。

•  为确保符合 EPA 规定，请访问 
www.epa.gov 查阅 EPA 农药
登记公告 2000-1。

•  RTP 公司可为需要提交 FDA 
510(k) 申请材料和配方变更管
理控制的医疗器械提供抗菌母
粒和复合材料。

•  抗菌母粒的载量范围通常为 
1% 至 6%。最佳重量比取决
于对效果的要求。

重要注意事项

抗菌母粒或复合材料不能保护塑料制品的个人用户免受食源性或致病细
菌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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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阻燃技术减少火灾危险是产品安全性的一项基本 
要素。RTP 公司的工程师会及时了解不断变化的全球 
法规，在保持合规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可提供符合您的 
安全规范的阻燃母粒。

阻燃母粒可以作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具体取决于您 
的应用场合所采用的树脂、加工方法和安全要求。除母 
粒外，RTP 公司还提供阻燃复合材料。我们的工程师可 
以帮助您确定最适合您应用场合需要的解决方案。

如果您需要阻燃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在以下几方面提供 
帮助：

• 需要符合的可燃性规范
• 最终使用环境应用
• 树脂加工方法和条件

典型应用

• 物料搬运
• 建筑
• 片材或薄膜产品
• 纤维或长丝
• 挤出型材

阻燃母粒
• 防止引燃 
• 降低火焰蔓延速度
• 降低热释放率
• 减少烟雾和有毒副产物
• 符合环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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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燃母粒
• 防止引燃 
• 降低火焰蔓延速度
• 降低热释放率
• 减少烟雾和有毒副产物
• 符合环保标准

•  有些聚合物本身即具有阻燃性。而其它聚合物，
包括许多应用广泛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树脂，本身
没有阻燃性，需要进行改性以具备耐火性。

•  阻燃是通过化学反应调节燃烧必需的一种或多种
因素（可燃物、热或氧）而实现。

•  塑料的燃烧不仅仅是一种材料特性，零件设计和
标称壁厚也是可燃性认证的关键因素。

•  RTP 公司拥有内部测试专家团队，能够执行 
UL94 HB、V-0、V-1、V-2、5-VA 和 VTM、灼热
丝点火、FMVSS302 以及 FAR 25.853 测试。

重要注意事项

作为一家定制复合材料生产商，RTP 公司可以配制母粒或提供既有复合材料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请联系我们以共同讨论您 
的需求。

选择阻燃母粒

标号 说明 载体树脂 相容树脂

RCX 111271 卤化 FR，高效率 PP PP

RCX 127085 卤化 FR LLDPE PE、PP、TPE

RCX 128106 卤化 FR PC PC

RCX 128107 卤化 FR PBT PBT、PET

RCX 132603 卤化 FR，户外紫外线 PP PP

RCX 125232 卤化 FR，高效率 LLDPE PE、PP、TPE

RCX 128113 无卤 FR，低烟、低热释放 LLDPE PE、PP、T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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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各类热塑性稳定剂，以满足特定树脂的加工
需求或帮助实现期望的应用性能。稳定剂包括抗氧 
化剂、加工助剂、共稳定剂、紫外线抑制剂、金属钝
化剂和协同混合物。
 
减轻紫外线 (UV) 照射的影响是稳定剂技术最常见的
用途之一。它们可以避免塑料部件由于阳光照射和风
化而导致的脆化、变色、粉化或表面龟裂等问题。
 
在紫外线防护方面有两种不同的助剂技术：受阻胺光
稳定剂 (HALS) 和紫外线吸收剂。HALS 的作用机理
是捕获光氧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由基，而紫外线吸收剂
则是将紫外线辐射转化为热能。两者结合使用可以提
供双重保护。

稳定剂母粒
• 紫外线抑制剂可降低紫外线辐射的影响
• 抗氧化剂和共稳定剂可改善聚合物的热性能
• 稳定剂可保护并延长聚合物和颜色的寿命

典型应用

•  草坪和花园用具
•  体育和娱乐设备
•  包装
•  薄膜
•  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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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项

•  定制选择稳定剂及其载量是最理想的方法，可以
根据聚合物选择和应用场合的真实使用条件提供
最大保护。

•  塑料部件会暴露在各种户外环境下，并且需要满
足千变万化的应用性能需求，因此无法为整个生
命周期中的颜色或机械性能提供保证。

•  着色剂、填料和其它助剂都会影响应用场合的表
面外观以及紫外线稳定剂母粒的性能。

•  重量比通常为 2% 至 4%，具体取决于应用场合
使用环境、零件壁厚和所需性能。

作为一家定制复合材料生产商，RTP 公司可以制定母粒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应用需求。请联系我们以共同讨论您的需求。

选择稳定剂母粒

标号 说明 载体树脂 相容树脂

SCX 111262 紫外线吸收剂/HALS 混合物 SAN ABS、ASA、SAN

SCX 125220 紫外线吸收剂 PC PC

SCX 122039 紫外线吸收剂/HALS 混合物 PA PA

SCX 117666 HALS 混合物 LLDPE PE、PP、TPE

SCX 122019 紫外线吸收剂/HALS 混合物 PS PS

老化测试展示出未正确使用稳定剂时可能发生的聚合物
劣化现象。



RTP 公司致力于为您提供满足所有热塑性塑料需求的解决方案、定制和服务。我们能提供各类

热塑性塑料粒子、塑料片材和塑料薄膜的产品技术，旨在满足您最具挑战性的应用要求。

请致电 1-507-454-6900 或 1-800-433-4787（仅限美国）、发送电子邮件至 rtp@rtpcompany.com 
或者访问 www.rtpcompany.com 以联系当地的 RTP 公司销售工程师

颜色
颜色能够激发、提高和建立品牌认知，选择正确的
供应商和选择正确的颜色一样重要。我们提供多种
颜色技术选择，可用于标准预染色树脂或定制复合
材料、UniColorTM 色母粒或预混料。

导电
我们提供用于静电耗散 (ESD) 保护、电磁波屏蔽或 
PermaStat® 永久性抗静电保护的复合材料。这些复
合材料既可以是颗粒状，也可以是全聚合型材料， 
而且还能染色。

阻燃
无论您是研发新产品，还是由于不断变化的法规要
求而需要重新配方，我们都可以为您量身设计满足
实际要求的阻燃材料。

结构增强
我们的结构增强型复合材料可提高强度与硬度，并
且抗冲击、蠕变和疲劳。我们的配方可进行定制以
满足成本和性能目标，是替代金属或其他材料的理
想之选。

弹性体
我们的热塑性弹性体具有与橡胶类似的性能，同时
兼有热塑性树脂的加工优点。我们为您提供多种选
择，从标准现货树脂到专门为满足您的需求而定制
的复合材料，一应俱全。

耐磨
我们的耐磨损热塑性复合材料能够利用内润滑剂来
减少磨损和摩擦，从而延长应用场合材料的使用寿
命并减少加工成本。 

RTP 公司提供的信息并不构成对产品性能或用途的保证。关于性能或用途的任何信息，仅仅是基于 RTP 公司或其他客户的使用经验，作为用途
考察建议而提供。

RTP 公司不就其产品任何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或适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客户应自行确定产品在安全性、合规性及技术适用性上是否
符合既定用途的需求。本信息的发布不代表许可使用或侵犯任何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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