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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制造领域的应用

 

WEICON RK-1300 / RK-1500 
 

 

 

WEICON RK-7000

WEICON Contact 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

 
 

VA 8406 • 低粘度，快速固化。  
 • 用于粘接不同橡胶材质  
  （比如硬质橡胶或泡沫橡胶）和塑料。  
 • 尤其适合用于粘接EPDM弹性体。  
 • 也适用于聚烯烃（PE/PP)、PTFE和硅树脂

与Weicon CA-Primer结合的粘接。
 

  

VA 1401 • 中粘度，快速固化。  
 • 在纺织物、纸张、纸板、泡沫橡胶和弹性体

也可很好的固化。   
 • 同用于金属、塑料和橡胶的粘接和相互粘接。
  

VA 2500 HT • 高粘度，固化速度慢，
固化后留有残余弹性，适用于气候多变的环境中使用。
            

  
   
 • 不受空气湿度的影响。

WEICON RK-1300 WEICON RK-1500

高粘度，21000mPa.s(膏状） 低粘度 4500mPa.s(液体）

可用于垂直表面 用于加工大型焊接领域

快速的初始粘接强度  
（可加工强度6分钟）

快速的初始粘接强度  
(可加工强度5分钟)

高剪切和玻璃强度

残余弹性和抗冲击性

米色，不透明 淡黄色，透明

基于甲基丙烯酸酯的双组份结构胶粘剂。这两种体系都经
过“无需混合”处理，即不需将两种组分混合适用，将粘
合剂和催化剂结合，就开始发生聚合作用。

通过强拉伸、剪切和玻璃强度的高强度快速固化双组份结
构性胶粘剂。在塑料（比如PVC,ABS,PMMA,玻璃纤维，
苯酚）、聚氨酯、环氧树脂和许多其它材料商有很强的粘
接性。高粘度，因此也适用于垂直表面。

它是一种常温固化的单组份粘合剂，无需溶剂。粘合剂结
合表面和空气中的水分反应后快速聚合，并且在光压下固
化。耐温范围从-50℃（-58°F）到接近+80℃（+176°F）
（瞬间温度可达+100℃（+212°F）），VA2500 HT型从
-50℃（-58°F）到+135℃（+275°F）。



WEICON 塑钢胶   

Type WR
 

Type C

树脂 MS 1000 型

 
 

WEICON 修补胶棒
双组份粘接  
使用简单: 

钛修补胶棒
 

钢铁修补胶棒

cut off knead use 

为各种材料提供快速、低成本和耐用修复的理想材料。耐
温范围从-35℃（-31°F）到+120℃（+248°F），
Weidling C型可达+220℃（+364°F）。

液态、钢铁填充，耐磨损。适用于轴类零件的修理，轴承
浇铸。切割冲压工具，铸件制造，模具制造，浇铸地基。

液态，铝填充，适用于浇铸模具（例如真空和泡沫模具），设
备及工具维修（例如注射模具），具有很高的耐温性能。

液态，无填充物。通用的铸件和层压树脂材料，可以在本物品
内填充很多种其它的填充物，也可用作反填充材料使用。

用于高温耐磨金属零件的维修和粘接。耐温性可达+280℃（
+536°F）（瞬时可达+300℃/+572°F）。

适合钢铁与其它金属材料的快速粘接和修补。



 

WEICONLOCK®

 

 
 

AN 302-43  
 
 
AN 306-30   
  
 
 
 
1 DVGW Certificate for use in gas supply and hot water systems
2 KTW test (Technologiezentrum Wasser TZW Karlsruhe) for use in drinking water supply systems 
3 BAM Approval (Bundesanstalt für Materialforschung und -prüfung BAM Tgb.-No. 4045/96 - II 2402
 for gaseous oxygen up to max. +60°C operating temperature and 10 bar oxygen pressure).

WEICON 高等级防自锁剂  

 
 

 

 
 

*金属含量少于0.1%。

Non-food  

Compounds  

Registration  

Programme

WEICON 在工具、模型和
模具制造领域的应用

单组份的厌氧胶及密封胶，尤其适合于金属零件装配的使
用，它是一种对抗各种气缸和法兰接头的螺纹自锁、密封
及衬垫的快速、有效且经济的产品。

螺纹锁固，中强度，经DVGW¹和KTW²认证，高粘度，用

普通工具可拆卸。

平衡装配缸体；可用于活性材料（比如铝、不锈钢）；高

强度，BAM³认证，高粘度，不易拆卸。

一种白色的非金属*防腐高效装配膏。能够防止金属间电解
（咬死）腐蚀现象，其耐温范围从-40℃（-40°F）到+1400
℃（+2552°F）。Weicon高性能防自锁剂，适合不锈钢及
大部分金属使用，亦适合于特殊的装配工程，因外观、健康
、化学因素原因，而不希望使用含镍或铜的油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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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CON GmbH & Co. KG

Königsberger Str. 255 • DE-48157 Münster
Postfach 84 60 • DE-48045 Münster

Tel. +49 (0) 251 / 93 22-0
Fax +49 (0) 251 / 93 22-244  
Fax +49 (0) 251 / 93 22-233 Export
www.weicon.de • info@weicon.de

WEICON 模具清洁剂

WEICON 防腐保护喷剂/防锈蜡
 

 

WEICON 表面清洁剂
 

 

 

* 使用前请检查塑料适合列表。

WEICON AT-44 
含PTFE的多用途喷剂

 
 

WEICON 脱模剂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se products is available from our single  
brochures and at www.weicon.de
The specif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given in this brochure must not be seen as guaranteed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They are based on 
our laboratory tests and on practical experience. Since individual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re beyond our knowledge. control and responsibility. 
this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without any obligation. We do guarantee the continuously high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However. own adequate 
laboratory and practical tests to find out if the product in question meets the requested properties are recommended. A claim cannot be 
derived from them. The user bears the only responsibility for non-appropriate or other than specified applications.

WEICON 在工具、模型和
模具制造领域的应用

含高活性的有机溶液，能有效的去除模具表面残余的树脂和
其他物质。

为金属工具和精密零件提供一个干燥、像是啦一样的防腐蚀
保护膜，便于室内储藏和船运。

用于清洁和去除需要粘接的表面的油污或者针对使用
Weicon胶粘剂的产品的清洁。适用于像金属、玻璃、陶瓷
和大部分塑料的材质，要确保粘合及固化程序良好，要确保
表面的清洁及无油污。

它适用于各种工业、工程及车间维修。此产品的特殊配方使
它能够有效的防腐、清洁、除湿、润滑和保护。

不含硅胶的润滑脱模剂。加入活性成分，由纯天然物质构成，
因此具有较高的滑动效果，能防止其与塑料、模具、金属和工
具粘黏。耐温范围从-20℃（-4°F）到+130℃（+266°F）。WEICON 中国总代理

 
 

德希曼（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二号
京信大厦2032室
电话：+86（0）10 84493133
传真：+86（0）10 84729006
网址：www.dexim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