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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成硅酸盐

改善钛白粉的分散及留着率，提高遮盖力，

提高纸的明亮度、挺度，改善纸张印刷性能等。

2、剥离剂系列

可有效阻止纸机烘缸表面胶黏物的沉积，达

到烘缸及干网保洁，生产复卷不断纸作用。

3、粘缸剂

在较广的PH值范围内改善烘缸粘着性；形成

细密和均匀的绉折，从而达到改善生活用纸柔软

度（手感）、松厚度和神张力；减少因更换起绉刮

刀而造成的停机时间损失。

青岛润晟德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平度市同和街道办事处泽河三路东侧  电话：0532-83302227

联系人：刘先生  17669681705  邮箱：runshengde@sina.com  网址：http://www.qdrunshengde.com

4、新型环保杀菌剂系列

除臭、除酸、阻垢剥离，具有低浓度、高效

率、对环境无污染等优良性能。

5、消泡剂系列

消泡抑泡能力强，生理化学惰性、热稳定性

好、无毒无害、不产生二次污染。

我公司新增其它产品：网毯保洁剂、干网清

洗剂、抑垢剂、电荷调节剂、胶黏物控制剂、湿强

增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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