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粹的性能。纯粹的优势。

树脂和涂料的 
解决方案



树脂和涂料全球市场分析重点提到了我们如今和将来会面对的六项挑战。
柏斯托将整合资源帮助您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相信，有合适的技能、知识、技术和人员，我们能对行
业、环境和您做出积极的贡献。

我们是“树脂和涂料专业公司”，业务已经开展了近七十年。
这个过程中，我们掌握了能够让您的业务提高价值的知识。我
们遍布全球的业务、整个产品组合、提供的服务和可靠的供应
能够让客户继续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创造优秀的树脂和涂
料配方。

如果您想走在前列，保持领先，您就会发现我们的创新产品，
尤其是环保解决方案和水性技术世界领先。不论您需要的是重
要原料、高性能特殊产品或是专家，我们的人员和产品组合已
经准备好面对最严苛的要求。 

给我们最严苛的涂料和树脂挑战

面对六项 
全球挑战

环保和高性能涂料需求的
增加

全球品牌拥有者、最终消费者和
法规逐渐对环保要求更加严格

生物基涂料的增长 供应链整合使新产品更高效快速
的投放市场

发展中国家和最终使用行
业的增长  

更强调定制的性能 - 需要更多技
术支持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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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最严苛的涂料和树脂挑战

面对六项 
全球挑战





柏斯托的重要原料和特殊产品可以用来生产和定制足以满足不同领域和上千种应用场合要求的树脂和涂料。

为您的领域和应用 
添加价值

醇酸树脂
促进可持续创新与发展
相比溶剂型和其它水性产品，水性醇 水性醇酸树脂解决方案是最好的可持续方案。通过使用 Voxtar™ 可再生 Penta，
您可以顺利的转为使用转换成为我们的三个水性科技技术之一，同时还能获得更好的性能、满足 VOC 法规，并降低
您的碳排放。 

优势包括：

•  顺利的转换到使用 WB 水性解决方案。

•  采用可再生技术，让您的产品实现差异化。

•  减少开发成本，更快速地将产品推向市场。

产品：Penta、Di-Penta and Voxtar™、Phtalic anhydride、Bis-MPA™、Polyol PX、TMP and Evyron™

粉末聚酯
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可靠的合作伙伴
在成熟的市场中，您需要一个可靠的创新合作伙伴，帮助您开发产品并实
现差异化，降低总体成本，提供更灵活的供应链并为您带来可持续发展的
优势。这些优势我们都可以提供。

优势包括：

•  具有网络、行业见解和专家的专门创新合作伙伴。

•  通过协作、高效的工具和 IP 支持来减少开发成本，更快速地将产品推向
市场。

•  灵活高效的供应链，满足本地需求。

•  使用 Neeture™ 和 Evyron™，我们部分可再生的 Neo 和 TMP 产品，让您
和竞争者有所差异。

产品：Neo 和 Neeture™，TMP 和 Evyron™



液态饱和聚酯
自由地创新和表现
使用我们的特殊的原料、可再生产品和技术支持，您可以自由的开发新
的高性能的液态饱和聚酯，同时极大的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优势包括：

•  减少开发成本，更快速地将产品推向市场。

•  使用 Neeture™ 和 Evyron™，我们部分可再生的 Neo and TMP，来实
现产品差异化，减少碳排放。

•  获取新的可持续技术，包括科技、产品和支持。

产品：Neo 和 Neeture™、TMP 和 Evyron™、Bis-MPA™ 和 
Pentaspiroglycol

液态不饱和聚酯
优异性能&经济高效
可以自由的开发用于严苛户外环境的新一代复合材料和耐用胶衣。同
时，支持您减少开发成本、加速投放市场的时间并降低碳排放。

优势包括：

•  独特的烯丙基醚类可以极大的改善功能和性能——硬度、表面干燥、
变黄、刮擦和化学抗性。

•  使用部分可再生的 Neeture™ 和 Evyron™ 来实现产品差异化，减少碳
排放。

•  减少开发成本，更快速地将产品推向市场。

产品：烯丙基醚类，Neo 和 Neeture™，TMP 和 Evyron™



聚氨酯分散体 (PUD)

选择想要的性能
我们的 PUD 用分散单体和多元醇产品组合让您可以自由灵活的选择需要的性
能，以便差异化您的 PUD 聚酯配方。 

优势包括：

•  独特而广泛的高质量产品组合可用于生产优质的 PUD，配方更灵活。

•  行业见解、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能在新项目开发中起到重要作用。

• 100% 无溶剂型 PUD 解决方案，Ymer™，为即用型产品，可提供更高的
生产效率，更低的处理成本和独特的技术特性。

产品：Bis-MPA™、Oxymer™、Ymer™、TMP 和 Evyron™ 



膨胀型碳供体
为人们和结构物提供更持久的保护
Charmor™，膨胀型碳供体产品系列，为水性和溶剂型涂料提供卓越的碳化性能。在膨胀涂料中使用 Charmor 可提供给
额外的拯救人民生命和建筑的宝贵时间。   

优势包括：

•  优秀、可靠的碳化性和绝缘性能为人们和建筑物提供更持久的保护。

•  全球化的巨大产能和定制化的全球供应服务确保稳定供应。

•  更轻薄的涂料解决方案，提升美观性，降低涂布成本。

•  Charmor™ Pro 采用可再生材料 和能源生产，可减少碳足迹，让您的产品实现差异化。 

产品：Charmor™ 和 Charmor™Pro 系列产品 



辐射固化产品
创新的高性能解决方案
安全、高性能是我们提供的辐射固化产品的标志特征。我们独特的产
品组合和支持，可以让客户自由的设计和开发最好的 UV 固化单体和低
聚物。 

优势包括：

•  具有网络、行业见解和专家的专门创新合作伙伴。

•  广泛的特种多元醇产品组合可作为低聚物和活性稀释剂的原料。

•  独特的具有高性能、低粘度和出色反应性的产品。

•  使用可再生的 Voxtar™、Evyron™ 和 Neeture™，来实现产品差异
化，减少碳排放。

产品：Alkoxylates、Boltorn™、CTF、Neo 和 Neeture™、Penta、 
Di-Penta 和 Voxtar™、TMP、Di-TMP 和 Evyron™

阳离子固化 

更快速地可在各种表面上实现出色的印
刷效果的固化
作为世界领先的高质量阳离子光固化配方核心原料生产商，我们可以
帮助您实现更快速的在各种表面上实现出色的印刷效果固化。原料包
括 Curalite™，一种活性稀释剂，以及特种多元醇，如 Boltorn™，可
用于微调最终特性。  

优势包括：

•  具有网络、行业见解和专家的专门创新合作伙伴。

•  产品提供高反应活性和强大的西施稀释能力，让加工更迅速，提高
生产力，降低成本。

•  使用低迁移性和收缩性的原料开发高质量的配方，同时在复杂表面
也能保持优秀的印刷粘合性。

•  高能源利用率、可再生性、低/无 VOC，以及对未来可持续解决方
案的不断开发。

•  使用可再生的 Curalite™ Pro，来实现产品差异化，减少碳排放。

产品：Alkoxylates、Boltorn™、Curalite™Ox、Curalite™OxPlus™ 和 

Curalite™ Pro



专注创新
专注与您成功的创新
利用我们的知识和专家缩短投放市场的时间。  用我们的原材料、技术专家、商业工具和支持，将您的创新理念变为现实。

整个产品组合让您可以随意创新 
我们广发的高质量原料产品和特种多元醇让您可以自由的开发
和定制配方，精准实现您想要的性能。选择我们的可再生产品
系列，您可以极大的改善产品的可持续性，同时不降低产品的
性能。

加快开发进度与快速市场化

我们专门的快速反应团队提供端到端的技术支持，以及
配方指南和 IP 支持。  

在快速变化的树脂和涂料市场，我们相信强有力的伙伴关系对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也有助于在面对六项全球挑战时占得
先机。不论您的视角如何，或者您面临何种挑战，柏斯托已经准备好帮助您应对它们。

我们一起涵盖 
所有方面

创新与开发
•  专家和网络 

• PerCalc 数字配方工具

•  配方指南

•  IP 支持

专门的伙伴支持
获取相关专业知识和优质服务
更快的将产品推向市场，降低总拥有成本，技术支持可以帮助优化配方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些只是与我们建立伙伴关
系所获得优势的一部分。密切的整合也以为着您可以获取我们的专业知识额，外加一系列的价值服务。

物流与稳定供应
•  电子订单管理

•  供应商管理库存

•  寄售库存

• 

见解与应用
•  技术销售支持

•  市场情绪报告 

• CO2 计算器

• 



现在还有可持续解决方案
保证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未来商业成功的关键在于可持续解决方案和原材料。作为领先的环保方案提供
商，我们可以帮助您跟上脚步，逐渐走向成功。成功与否将更多的取决于能否提
供性能更优秀且可持续的新树脂和涂料。 

采用可再生方案 

用我们的 ISCC* 认证的部分或全部可
再生原料和特殊产品，您可以极大地
降低配方的碳排放。 
相比化石替代品，产品的性能相同，
同时您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更具优势。
对业务有益，对地球更友好。 

获取未来的解决方案：  
安全&可持续 

使用我们的知识和服务，顺利的转
为使用安全的水性低 VOC 和低 CO2 
解决方案。
通过确保可再生原材料，并且将 
80% R&D研发 资源投入到寻找新可
持续解决方案，我们将让您始终领
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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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斯托以改善人们日常生活为理念——致力于让全世界人们享受更安全、更便
捷、更环保的生活。作为一家世界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公司，我们的创新为人们
的日常用品以及生活提供了无限可能注入精髓。从汽车、手机到风电塔架再到
当地奶牛场，柏斯托无处不在。简而言之，我们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为人们
带来尽善尽美的产品。

柏斯托创立于 1881 年，拥有超过 135 年的悠久历史，始终专注于创新，全面
涵盖有机化学、工艺技术和应用开发领域。我们在亚洲、欧洲和北美均设有生
产基地，并在所有主要市场设有销售和支持机构。柏斯托集团由欧洲私募股权
投资公司 PAI Partners 管理的基金控制。

访问 www.perstorp.com/www.perstorp.cn 了解更多

一个分子 
扭转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