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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涂鸦膜

伤口护理

医用电极

窗户安全膜

白板膜

抗擦刮膜

电路板
汽车电池燃料

家具贴皮

防眩目涂层

主要的产品有光学透明胶、医用聚氨酯(PU)薄膜、传统和改良型的化学配方、
可印式涂层等等。我们的产品以如下几个品牌进入市场。

	 inspire®	医用材料用于伤口护理、造口和医用设备

	 reflex™	硬涂层用于薄膜开关和覆膜

	 strat-fx™	光学级透明硬涂层和胶应用于动态显示屏

	 tecnilith®	图像转移制具和保护材料用于电子制造业

	 z-flo®	导电薄膜和金属片

我们的定制涂布服务部门同样具备以上品牌所包含的开发和制造专长。

目标市场

®

我们是致力于开发、制造和分销精密涂布材料的全球领先厂商，
包括应用于影像、电子、医疗和光学技术领域的纸、膜和特殊
基材。我们同时提供独特的特种薄膜和涂布服务包括定制涂布
和分切。

基于我们尖端的设施，我们运用关键的技术平台来开发高性能
产品以满足各种苛刻的使用要求。这些产品通过如下3个渠道进
入市场：

		•	亿塑派克品牌产品

		•	合作开发的创新型专利产品

		•	代工或分销商品牌产品

我们有超过40年的历史专注于涂布、压合和分切
软性材料等相关业务。我们独特的资源整合了
世界级的设施、定制的设备、优秀的人才和
专业知识促成了能够生产出在成本和性能
上取得最佳平衡的产品。

我们有超过200位员工，分布在我们
英国和美国北卡州以及在中国广
州的分销中心。

欢迎来到亿塑派克涂布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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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inspire®	系列的软材料供应给制造伤
口护理、造口和医用设备行业的特
种厂家。从聚氨酯(PU)薄膜到涂有聚
氨酯(PU)泡沫的胶，还有导电基材，
此产品范围设计来帮助制造厂家生
产敷料，以减少照料病人的成本的，
通过提供改善性的治疗和延长敷料
的时间。该产品是通过高标准制造
以确保客户能够达到高良率和生产
效率。

薄膜	(Thin Films)
inspire®系列薄膜是最先进的材料之
一，其合成了透气性、抗菌、丝软
质感和超级雾化表面等优秀性能使
得她成为伤口敷料的切口膜和许多
新型医疗产品的理想选择。本品有
覆在纸或背膜上且有不同的厚度和
颜色可以选择。

胶	(Adhesives)
多个品种的胶材可让顾客为他们的
实际应用选择适合的产品。品种包
适合水疱敷料高粘度材料，适合慢
性伤口敷料的透气胶和适合敏感皮
肤的软性胶。
本品使用的与胶层结合的离型材料
的选择考虑了优化敷料的分装速度
和提供使用时的一致性。

医用材料用于伤口护理、造口和医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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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绵	(Foams)
是伤口护理的理想用料，聚氨酯(PU)泡绵提供了
优秀的透气性、保护和绝缘以支持最佳的康复条
件。我们多种的颜色、厚度和柔软度可满足客户
挑选最他们应用的理想材料。	

复合材料	
薄膜、胶和泡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以
形成新型的性能材料。通过使用我们的彩色材料
和印刷能力，可以加强客户定制品的品牌形象。			

导电膜(Conductives)	
碳膜可以选择加上镀银或氯化银以供多种为电极
应用的，包括	ECG(心电图)、TENS(经皮电刺激
神经疗法)、生物传感器和整形应用等	。	

涂布服务		
拥有超过40年服务于多个领域的涂布经验，我们
相信能够满足您的需求。不管是您需要在标准的
inspire®产品上作简单的印刷或是采用一种全新的
技术，我们都能够提供高性价比的材料和性能表
现来为您的产品增加价值，同时提供您的生产效
率和降低废料率。



硬涂层用于薄膜开关和覆膜	

概览
reflex™是一系列用于屏幕印刷、薄膜
开关和显示面板的生产厂家的高级
覆膜

本品是基于光学级的热处理聚酯薄
膜，有典型的残余收缩率小于0.3%.	
本品在千级无法室进行双面涂布，
一面涂有可印刷层以用于UV或溶液
性油墨，另一面涂有高级的UV固化
树脂。

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已经取
得了最佳的硬度、压花性、抗化
性、超过5百万次按压的开关寿命和
可以进行模切加工。

reflex™ 可以定制以适用不同的性能
要求，包括应用在不同硬涂层和胶
在不同种类的软基材上。这些产品
的背后有我们的以客户为导向的开
发团队以满足于客户的需求。

特性和优势
•	优秀的可印刷性涂层

•	抗化学能力

•	UL认证的基材

•	可压花性能

•	抗刮伤性能

•	光学透明

• UV和溶液类油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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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x™	抗菌材料	
关注于细菌感染和传播的风险已经使得人们寻求抗菌
类产品，能够最小化在工作环境和公共场所的感染传
播。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已经为此开发了
reflex™ Antimicrobial LT产品，增加到高级的图形覆
膜系列当中。

reflex™ Antimicrobial LT在制造过程中结合了
SteriTouch抗菌添加成分。基于创新的银技
术，SteriTouch设计来减少有害组织比如细菌、霉、
真菌等的滋生。合成的过程确保了SteriTouch抗菌成
分在整个压花硬涂层表面的平均分布，提供了工个可
靠的、稳定的抗菌层。所有的SteriTouch添加成分都
已经取得FDA EFSA的认可，更重要的时，他们也得
到BPD（biocidal products directive)的支持，故在整
个欧洲可以得到应用。

reflex™ Antimicrobial LT based基于UL认可的聚酯薄
膜上，采用了我们超级的专利底漆技术，保证了优良
的涂层稳固性，包括一面压花硬涂层和另一面的兼容
UV和溶液油墨层，使得该产品能够满足在卫生条件下
的大范围应用。

reflex™ Antimicrobial拥有超级的抗刮和抗化性能，
保护其表面免受灰尘、清洁剂或其他许多化学品的
破坏。

reflex™ Antimicrobial	LT在千级无法室进行涂
布，获得了最优的性能表现包括硬度、压花
性、抗化性、超过5百万次按压的开关寿
命和可以进行模切加工。



光学级透明硬涂层和胶应用于动态显示屏

概览
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的硬涂
层材料、先进压合材料和光学透明胶是为满
足动态显示器、窗户安全膜、家具贴皮和保
护覆膜而开发的。

这些产品是在要求耐用性、超级的清晰和洁
净度的苛刻应用的理想材料。	r	

strat-fx™ 薄膜
我们的strat-fx™硬涂层亮面和防眩目软性
薄膜提供了特佳的清晰度和硬度供显示应用
如大屏幕电视、工业控制、手写输入设备、
个人数据助理、个人电脑等和其他有需要和
屏幕进行物理接触。另外我们还成功结合了
strat-fx™硬涂层技术到家具贴皮上，使其具
备抗刮、抗化和抗菌性能。

strat-fx™	家具贴皮		
技术可以使传统的印刷、上涂和染
色的木纹和单纸、纸基的家具贴皮
变成特别高亮和有保护贴皮。这些
材料可以通过传统工艺压合在平面
板材和造型上，适用于厨房、卧室
和一般办公家具。strat-fx™家具贴皮
技术包括如下

•深色和整齐的‘钢琴漆’效果

•优秀的抗化性能

•出色的耐刮和耐用性能

•可以和所有的传统家具材料压合

•符合UK和EU的家具行业标准

•二维的造型包覆

®

触摸每天的生活

OPTICAL FILM TECHNOLOGIES

光学胶	(OCAF)		
本品是无基材、压力感应、联结薄膜用于压合在
光滑或粗糙的基材表面。其洁净度、耐用性和高
光学透光率使其在需要结合力和光学透明度的领
域得到广泛应用，如背投屏幕、触摸屏幕、平面
显示器等。

易清洁的高亮/防眩系列
业界专家都同意涂鸦在发现后需要尽快清
除。strat-fx™易清洁的高亮/防眩系列可能防止膜
底下的材质被破坏，同时提供了一个容易清洁的
表层，只用简单的清洁剂和步骤就可以清洁，并
不会留下痕迹。

表面改良的strat-fx™涂层结合了高清晰的聚酯薄
膜和光学透明、防退色、压力感应胶，可以用在
购物中心内、办公场所和公共设施，或者在交通
系统里面，来防护涂鸦和一般性破坏。

高亮和防眩目的选项可以应用在可能受到擦花、
化学攻击、笔和漆的涂画的几乎任何光滑、无
孔、面板或玻璃表面。

虽然传统的窗户膜已经为提供了安全和防护很多
年，结合了高清晰膜和独特易清洁的strat-fx™化
学配方现在可以提供更具性价比的选择，且容易
安装和替换。



tecnilith®菲林保护膜
TEC系列保护膜为线路板菲林提供了绝佳的保护，
防止菲林在复制图形过程中刮花和化学损伤，大大
延长了菲林的使用寿命。在防焊制程中，我司L系列
业界闻名的优秀的抗粘涂层，防粘油墨和耐用性远
远超过同类产品。在制程中使用了保护膜的菲林，
其尺寸稳定性同时也得到提升，优质的PET基材和
胶层保证了高透光率和高解析度;	系列产品中有不
同厚度的胶层可供选择以满足不同制程和客户的使
用需求。

用于电子制造业的图像转移制具和保护材料

概览
作为精密涂布和压合薄膜、金属萡
片和纸类的专家，我们在电子行业
的重心是帮助客户开发和制造涂布
和压合材料，	这些材料在电子设备
的制造和制程当中起到相当关键的
作用。我们运用复杂的涂布层在富
有挑战性的基材上以创造出高性能
的电子元件来完成其大大增强的特
性。	

我们的tecnilith®品牌系列的产品有重
氮片（偶氮棕片）和菲林保护膜。

tecnilith® Duratool 
重氮片
我们最新一代的重氮片是用一新设
计的药膜层涂布于聚酯片材上。本
品的配方提供了突出的抗化和抗刮
性能。其独特的“透视”染料层可
以用来快速和准确的对位操作，减
少由于UV光照热度的增加而产生的
尺寸变化。本产品可用桌面型的氨
水显影机进行显影操作。Duratool 
Eclipse Micromatte不会过度显影，
且不像其他类型的底片，不需要冲
晒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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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膜用于医用设备	
其精密的涂布、均匀分布的导电性和整体的导
通性，使得我们的产品成为一系列便携和轻量
诊断和治疗医用设备的理想选择。应用有如
下：

•	模拟类电极
				导电膜用在模拟TENS（经皮电刺激神经疗	
				法）产生背	痛、扭伤和肌肉拉伤

•	除颤器电极
				导电膜用在贴在病人身上的贴片

•	监护类电极
				导电膜用在心电图、脑电图和其他医疗监护

技术开发和定制涂布服务	
对于定制的设计，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 提供一系列的材质、厚度和宽
度。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 将会和你的
开发团队一起配合开发以达到您具体应用的性
能要求。

导电薄膜使用在多种应用当中包括医疗设备
和电子设备

概览
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高性能
的导电膜和箔片材。我们的高性能
导电膜是轻量的、有成本优势且性
能优良，表面涂有碳膜，可选涂银
膜，和导电箔层提供了表面和整体
的导通性。这些材料也是抵抗腐蚀
和化学攻击、不会剥落、不受湿度
影响。

白板
我们的导电乙烯基膜主要应用于与
电脑进行连接的电子白板，保证了
可靠的接触以生成准确映射的坐
标。

电池用的集电膜	
电池的性能是消费电子设备的移动
性和流行程度，比如手机、摄录
机、电动工具和个人娱乐设备，还	
有工业应用的通讯和传输比如手机
基站和中转站，电动助力车和电动
汽车。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
生产的集电膜的属性帮助确保可靠
的电力和性能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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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程能力
涂布宽度最大1600mm (64”)

宽广的涂布厚度范围，高准确度的涂布

涂布和固化工艺
多种涂布工艺，可以是水溶性、溶剂性或纯固态胶涂液
•	光辊上胶涂布(Reverse roll)
•	直向微凹版辊涂布(Direct gravure)
•	反向微凹版辊涂布(Reverse gravure)
•	直向和后计量条缝涂布(Slot-die)
•	对辊刀法
•	专利涂布工艺
•	紫外光固化
•	热固化

制程控制
制程数据记录
摄录检查
电子SPC图

小批量涂布设施
产品研发实验室
模块化的实验室涂布，宽幅达到300mm(12”)
小批量的涂布设施，宽幅达到600mm(24”)

其他设备
搅拌设施
分条、分片、复卷设备
空气过滤系统可达1000级环境(M4.5)
印刷

我们定制设计的涂布设备可以通过
灵活调整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特殊膜材料和涂布服务

概览
通过我们在欧洲和北美的两处ISO认
证的具有多条涂布线、无尘间和实
验室的生产设施，我们致力于成为
涂布材料的领先服务商。我们的技
术团队持续地开发新的工艺、配方
和应用，为我们的客户的产品增加
竞争优势。通过和主流的OEM厂商
的紧密合作同时利用我们的专有技
术，我们为各种不同的基材提供了
往往是相当复杂的涂布以达到最苛
刻的使用要求。所有的合作均是得
到严格的保密。	

涂布服务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和技术的不
断更新，外包的涂布和分切提供了一
套的策略性选择，能够增强你的灵
活度，又不需要增加额外的设备和人
员投资。

从小规模的试产设施到大规模的批量
生产，我们提供广泛的涂布选择。	

我们服务的行业
材料由我们单方开发或和客户联合开
发，用在一系列的产品中涉及到高科
技市场领域：

•	汽车

•	涂布面料

•	国防

•	电子

•	信息存储

•	医疗

•	光学膜

•	安全

我们团队的集体智慧意味着我们能够
为您的新颖的商业目标和挑战提出有
创意的解决方案。今天就联络我们以
使您的产品和服务为您实现价值。

®

触摸每天的生活



  

触摸每天的生活

获取进一步信息

欧洲
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
Wrexham Industrial Estate
Wrexham
LL13 9UF 
UK

Tel: +44 (0)1978 660241
Fax: +44 (0)1978 661452

中国
亿塑派克涂布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南云五路7号
Tel: 020-3221 8338
Fax: 020-3221 8238

www.exopackadvancedcoatings.com
info@exopack.com

美国
Exopack Advanced Coatings
700 Crestdale Street
Matthews
NC 28105 
USA

Tel: +1 704 847 9171
Fax: +1 704 845 4307

®

亿塑派克集团公司 

当前管理着19家制造工厂，策略性地分布于北美、英国和中国，以及同盟伙伴的全球性网络，亿塑
派克是一家在研发、制造和采购纸质和塑料软包装解决方案和涂布材料的领先公司，服务于多个消
费者和工业用户市场。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exopack.com 或致电 +1(877) 447-35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