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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应用
 

WEICON 太阳能-活性粘接剂
 

 
 

 
 

 

WEICON 底漆P400
 
 

WEICON 硅树脂N
 

 

 

WEICON 黑色密封胶
 

WEICON 易混合型粘接剂S50
 

 

 

弹性的单组份粘合剂以及超高的初始的粘接能力。一种基于
MS聚合物的强力粘合剂。它不含任何可以阻碍漆涂层的物质
（比如说硅）。不含化学溶液和异氰酸酯。它具有很高的初始
粘合强度和可以用来粘接室内外的垂直表面。适用于太阳能发
电系统，接线盒，标识系统和其他含硅产品不适用的场合的高
压力粘接。

适用于预处理非吸收性低能表面，例如塑料（PE、PP、TPE)
和弹性体（EPDM).

中性硫化，能永久保持弹性和密封的具有良好粘附性能的产品
。它在大气湿度里几乎没有收缩。用来粘接和密封太阳能玻璃
和模块框架上的金属和塑料制成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理想产品。
该产品在铝，不含铁的重金属，玻璃，丙烯酸玻璃，陶瓷和许
多其他材料商有很强的附着力。

特殊的硅可以应用在所有需要耐高温的太阳能领域。温度范围
：-60℃（-76°F）到+280℃（+536°F），瞬间温度（＜3小
时）可达+300℃（+572°F）。在对抗风化和紫外线以及在跟
油、油脂和其它活性物质的密封上有很强的特性。

快速固化不含化学溶剂的双组份强效粘接剂。可粘接高拉伸和
冲击度强的材料以及针对配件修复和生产的工作。适用于快速
修复维护工作，是短周期工业系列生产的理想产品。粘接，自
流平和使用周期短暂（4-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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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CON 万能泡沫清洁剂

WEICON 塑料清洁剂

 

WEICON 锌喷剂
 

 
 

 
 

WEICON 高等级防自锁剂
 

 
 

*少于0.1%

Non-food  

Compounds  

Registration  

Programme

是一款针对玻璃，钢铁和塑料部件清洁无残留的强效泡沫清
洁剂。用于去除塑料表面以及涂漆表面的污渍。

用来对敏感表面脱脂及清洁的理想清洗剂，如热塑性塑料（
PVC,PMMA=树脂玻璃，聚酯乙烯等）橡胶材质（如密封
圈）和涂漆表面（比如粉末涂层的金属零件）。

能够对多种金属进行长时间的耐腐蚀保护，并快速干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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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耐温性达到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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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Weicon锌喷剂满足了DIN EN ISO1461的要求。

一种白色的非金属*的防腐高效装配膏。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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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含金属的粘合剂会导致电解反应，且出
于健康考虑不得使用深色的含金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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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CONLOCK® 

厌氧型密封胶

 
 

  
  
 

 
  
 
 1DVGW approval for use in gas supply and hot water systems
 2KTW test for use in drinking water supply systems

WEICON 瞬间胶  
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

 
 
 

 
 

  
   

    
        

   
   

 
  

     
    

   
   

      
    

 

Anti-theft          device

单组份的厌氧胶及密封剂，尤其适合金属零件装配的使用，
Weiconlock是一种对各种气缸和法兰接头的螺纹自锁、密封
及衬垫的快速、有效、经济的产品。

AN 302-43  通用型螺纹胶，中强度，高粘度，经 　　  　　
　　　　　   DVGW¹/KTW²认证。
AN302-60  螺纹胶，高强度，中粘度，不易拆卸。

是一种常温固化的单组份粘合剂，不含化学溶液。粘合剂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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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材料能够在几分钟内使用同类或互相接合：金属，塑料，
玻璃，陶瓷，木材，皮革，天然和合成橡胶。

VA2500 HT    高粘度，2000-3000mPa.s/  耐温范围从-50℃
　　　　　　（-58°F）到+135℃（+275°F）.固化后留有残
　　　　　　 余弹性，因此适用于气候多变的环境下。不受长
　　　　　　 期湿度的影响。

VA250黑色    黑色，橡胶填充粘接剂。高粘度，　　　　　　
　　　　　　2000-3000mPa.s。固化后留有残余弹性，因此
　　　　　　适用于气候多变的环境下。不受长期湿度的影响
　　　　　　。耐温范围从-50摄氏度（-58°F）到+135℃（
　　　　　　-275°F）。

WEICON产品在太阳能
领域的应用



Detaillierte Informationen zu diesen Produkten finden Sie in unseren  
Einzelprospekten sowie unter www.weicon.de
Alle in diesem Prospekt enthaltenen Angaben und Empfehlungen stellen keine zugesicherten Eigenschaften dar. Sie beruhen auf unseren Forsc-
hungsergebnissen und Erfahrungen. Sie sind jedoch unverbindlich, da wir für die Einhaltung der Verarbeitungsbedingungen nicht verantwortlich 
sein können, da uns die speziellen Anwendungsverhältnisse beim Verwender nicht bekannt sind. Eine Gewährleistung kann nur für die stets 
gleichbleibende hohe Qualität unserer Erzeugnisse übernommen werden. Wir empfehlen, durch ausreichende Eigenversuche festzustellen, 
ob von dem angegebenen Produkt die von Ihnen gewünschten Eigenschaften erbracht werden. Ein Anspruch daraus ist ausgeschlossen. Für 
falschen oder zweckfremden Einsatz trägt der Verarbeiter die alleinige Verantwortung.

WEICON 7号太阳能剥线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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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se products is provi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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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太阳能
领域的应用

自动剥离太阳能工程中普遍的圆形线缆。精准度五段调整，能
够轻易剥离太阳能线缆的多层绝缘。内置最大3 mm Ø切刀。
可视刻度8-24mm，5/16inch.
使用范围：普遍的太阳能圆形线缆：1.5-6.0mm²（
15-9AWG).

WEICON Middle East L.L.C.

WEICON 中国总代理

 
 Jebel Ali Ind Area 3 
 P.O.Box 118 216  
 Dubai · United Arab Emirates 
 Phone +971 4 880 25 05 
 Fax +971 4 880 25 09 
 Mobile +971 50 545 99 83 
 www.weicon.ae · info@weico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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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