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ICON 锌喷剂  
“闪亮版”

 
 

 
 

 
 

 
 

WEICON 清洗剂S

 

WEICON 密封胶去除剂
 

WEICON PTFE喷剂

 

WEICON 强力松锈剂
 

 
 

 

WEICON在石油，炼油厂，
天然气化工产业领域的应用

锌喷剂能够对多种金属进行长时间的耐腐蚀保护，并快速干燥
。可以对如热镀零件等的所有金属表面提供持久的阴极腐蚀保
护。喷剂内的锌薄片会形成一层膜，拥有极强的保护，能耐不
同极端天气及环境。耐温度最高可达+300℃（+572°F）。 
400mi  货号：11001400

可用于各种金属、玻璃、陶瓷和塑料的脱脂清洁。甚至可以去
除被清除表面的粘性的润滑剂。它可被作为一种首选的表面预
处理清洁剂，有效去除物体表面带有的油脂，并且不留任何残
余。   500ml  货号：11502500

可以迅速简单的去除樱花的密封和粘接物质，用于油漆类同样
有良好的效果，亦适合于垂直表面的应用。 
400ml  货号：11202400

一种干燥、清洁、不含油脂的PTFE润滑喷剂以及优秀的滑动喷
剂。耐温范围从-180℃（-292°F） 到+250℃（+482°F）。  
400ml  货号：11300400

又被成为化学扳手，可在渗透后数秒钟内去除及宋姐螺纹上的
锈积。不含石油，硅树脂和油脂，使用后表面且不留残质。  
400ml  货号：11151400



WEICON W 44 T®  
万能防锈润滑剂

 
 

 

WEICON 泄露探测喷剂
 

 
 

 
 

 

WEICON 车间清洁剂

 
 

 
    

    

   

一种高性能万用喷剂。广泛使用于各种工业、工程、家居及业
余爱好者。它具有松解螺丝、清洁、除湿、润滑和防腐功能，
具有持久保护和保存工具的作用。  
400ml   货号：11251400

能够迅速可靠地找出气体管路及装配装置中的孔洞和缝隙（比
如说压缩空气制动，天然气管道）。产品为非易燃，不影响皮
肤，已获得德国DIN-DVGW认证（认证证书 
NG5170AO0666).
400ml   货号：11651400

对所有的金属、塑料、橡胶、玻璃、陶瓷和木头进行清洁和去
污处理。可强力去除油脂、石油、树脂、烟灰、蜡、烟碱、尘
土、沥青和焦油等物质。它不含化学溶剂和磷酸盐，与兼容油
分离器（ÖNORM B 5105）类似，符合EU降解规定。特殊的
溶剂可提供一个暂时的防腐保护。它高度浓缩，可以喝水以
1:40（最高混合比例）的比例混合适用。
5 Liter     货号：15205005    
10 Liter   货号：15205010    
30Liter    货号：15205030



 

WEICON 防自锁剂
 

  

 
 

 

 
  
  

 
 

 
 
  
  
 

Anti-Seize:

带刷子的罐装  120 g 货号： 26000012  

罐装 450 g 货号：26000045  

压力包装  200 ml 货号：26000200  

喷剂  400 ml 货号：27000400

WEICON 高等级防自锁喷剂
 

 
 

 
 

 

 
 

Anti-Seize „High-Tech“:

带刷子的罐装  120 g 货号：26100012  

罐装 450 g 货号：26100045

压力包装  200 ml 货号：26100200

喷剂  400 ml 货号：27050400

Anti-Seize „High-Tech“

Non-food  

Compounds  

Registration  

Programme

WEICON在石油，炼油厂，
天然气化工产业领域的应用

高效装配膏。
耐温范围从-180℃（-292°F）到
+1400℃（+2552°F）。可有效的防
止腐蚀、自锁、磨损和电解反应（尤
其是针对不锈钢）。

优越的滑动性能/ 能经受水和盐水以
及大多数酸和碱的侵蚀/ 良好的依附
性和耐磨性/ 良好的密封性能/ 耐高压
性（230N/mm²）以及容易拆卸跟组
装/ 防冷焊/ 经济实惠

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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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含硫磺添加剂和卤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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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CONLOCK®  

厌氧胶粘剂和密封剂
AN 302-43  
   
  
  
AN 302-70  
  
 
AN 305-42  
 
 
 
AN 3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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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CON Contact  
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

 
 
 

 
 

 

VA 100 
  
  
  
 

VA 250  
黑色   
  
  
  
   
  
  
 

 

Distributed by:

WEICON  
Middle East L.L.C. 
Jebel Ali Ind Area 3
P.O. Box 118 216 
Dubai · U.A.E 
Phone +971 4 880 25 05  
Fax +971 4 880 25 09
Mobile +971 50 545 99 83 
www.weicon.ae 
info@weicon.ae

WEICON GmbH & Co. KG

Königsberger Str. 255 · DE-48157 Münster
P.O. Box 84 60 · DE-48045 Münster ·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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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 
20 Steckle Place · Unit 20 
Kitchener · Ontario N2E 2C3 
Canada  
Phone +1 519 896 5252 
Fax +1 519 896 5254 
Cell +1 519 590 5168
www.weicon.ca 
info@weicon.ca

TZW

WEICON在石油，炼油厂，
天然气化工产业领域的应用

螺纹胶；中强度，通过DVGW¹/KTW²的
认证，高粘度，普通工具可拆卸。
50ml      货号：30243150        
200ml    货号：30243200
螺纹胶；高强度。经DVGW¹认证，中粘度，不易拆卸。
50ml      货号：30270150        
200ml    货号：30270200
液压和气动密封，中强度，经DVGW¹认证，中粘度。
50ml      货号：30542150         
200ml    货号：30542200

螺纹密封胶（含PTFE)；中强度，经DVGW¹认证，高粘度。
50ml     货号：30572150        
200ml   货号：30572200

是一种常温固化的单组份粘合剂，无需溶剂，粘合
剂同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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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76°F）（瞬间温度可达+100℃（
+212°F）。VA250黑色可达+135℃（+275°F）。

是一款适用于粘接金属、玻璃、陶瓷、木材、皮革
、天人和合成橡胶的万能胶。 
中粘度，60-120mPa.s，固化较慢。   
30g    货号：12050030；      
60g    货号:12050060
适用于粘接大多数的橡胶材质（比如固体橡胶或泡
沫橡胶），塑料跟金属的接合处；高粘度，
2000-3000mPa.s,固化缓慢，固化后留有残余弹性
，因此适用于气候多变的环境中，不受潮湿环境的
影响，黑色，橡胶填充的胶粘剂， 高剥离和抗冲击
性。    
30g  货号：12600030  
60g  货号：12600060



200 m
l press pack can

 
 
 

 
 
 

WEICON 黑色密封胶

 
 

 
 

 

WEICON Flex 310 M®  
不锈钢密封胶

 
 

 
 

 
 

 
 

 
 

 
 

 

Flex 310M
不锈钢密封胶的优势：

  

· 防腐蚀  
· 不含硅胶异氰酸盐和卤素  
· 不含化学溶液，中性气味  
· 抗老化及紫外线能力  
· 可涂漆  
290 ml 货号：13656290

* Only “wet-in-wet”, i.e. within 3 hours after application at the latest, with
 appropriate paint coating systems (except alkyd resin varnishes).

特殊的硅树脂密封剂，有很强的耐油、耐油脂、耐温性。在钢
铁、铝、玻璃、陶瓷和许多材料商都有极强的粘接能力。它能
够用于发动机、水泵、齿轮、轴承和储油箱等等。耐温范围从
-60℃（-76°F）到+280℃（+536°F），瞬间温度可达+300
℃（+572°F）。
200ml   货号：13051200         
310ml   货号：13051310

一种基于POP混合聚合物的弹性单组份胶粘剂。它不受化学溶液
和异氰酸盐的影响，湿润时可涂漆（比如说硅胶），它有很高的
粘附力，即使在敏感的表面也不会引起腐蚀。因此，它特别适用
于粘接和密封不锈钢、铝和有色金属的粘和处。它也能够用于所
有需要匹配表面材料颜色的应用（比如不锈钢、铝等）



 

Non-food  

Compounds  

Registration  

Programme

cut off knead use 

WEICON 塑钢胶

   

A型   
 

BL型   
  
 

SF型   
 

WR2型   
 

WEICON 修补胶棒
 

 

使用方式简单：

Type:

  
  

 

  
  
 

  
  
 

 

RINA certificate on the suitability of  
WEICON Repair Sticks and WEICON  
Plastic Metal for applications in the 
marine sector.

WEICON在石油，炼油厂，
天然气化工产业领域的应用

该产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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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型耐温最高为+90℃（+194°F）；BL型可耐温度为
+180℃（+356°F）。

膏状，钢铁填充。 
0.5kg  货号：10000005     2.0kg  货号：10000020

液体状，可涂刷，矿物质（碳化硅和锆石）填充，
耐磨性很强。
0.5kg   货号：10250005     2.0kg   货号：10400020

膏状，钢铁填充，固化速度快。 
0.5kg  货号：10250005   2.0kg  货号：10250020

膏状，矿物质填充，耐磨损。 
0.5kg  货号：10350005   2.0kg  货号：10350020

A型和SF型经过
Germanischen Lloyd认证

双组份环氧树脂修补胶棒。耐温范围从-50℃（-58°F）到
+120℃（+248°F），瞬间温度可达+150℃（+302°F）。

不锈钢型    　　针对不锈钢和翻新的不锈钢
　　　　　　　以及其它防锈金属的修补。
　　　　　　　115g 货号：10538115

钢铁修补胶棒  针对钢铁和其他金属部件的快速高
　　　　　　  强度的修复和粘接。
　　　　　　  115g 货号：10533115
钛修补胶棒     针对金属部件的需高温和耐磨损的
　　　　　　  修复和粘接。  
　　　　　　  115g 货号：10535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