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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墨和涂料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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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信赖的油墨和涂料测试解决方案

近一个世纪以来，工业物理团队一直在为世界各地的制造商、生产线和实验室提供测试和检测解决方案。

但您可能会以不同的名字认出我们。

我们的设备被各行各业的企业所使用，在我们的 TQC Sheen、Sheen Instruments 和 C&W 产品线中，我们为油墨和涂
料领域提供了广泛的解决方案。

现在，这些品牌都属于工业物理集团。

从干/湿耐擦洗测试仪，到光泽度仪，到盐雾试验箱，再到自动涂布机...... 我们为您提供极其多样化的产品组合。

我们的品牌拥有多年丰富经验，同时，我们也很清楚，这些测试技术对行业有多重要。



油墨和涂料的重要性

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东西——很少有几样能真
的不受周围油墨和涂层质量影响。

对于油漆制造商、材料制造商以及油墨和涂料的研发实
验室人员来说，使用不同的解决方案，导致的最终材料
可能会有很大差异。

但无论是大到飞机的油漆系统，还是小到饮料罐的涂
层，原理都是一样的——确保涂层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确保消费者安全并为您的最终产品提供强烈的美感至关
重要。

这就是工业物理存在的原因。 打造客户品牌和产品的完
整性。

查看我们的解决方案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6%b2%b9%e5%a2%a8%e4%b8%8e%e6%b6%82%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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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粘度
客户成功案例

https://industrialphysics.turtl.co/?accessible


在工业物理，我们为油墨和涂
料测试提供广泛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多种产品的领域之一
是粘度的测量。

但提供了那么多，我们的粘度
解决方案到底有多有效？以
下，是来自我们客户的案例研
究——

点击这里，发现更多关于工业物
理油墨和涂料解决方案的信息！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6%b2%b9%e5%a2%a8%e4%b8%8e%e6%b6%82%e6%96%99/


发生了什么？

食品界的一位领导者打电话给我们——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测量仪来测量包装
用淀粉溶液的粘度。 目标是能够有效地测量他们的泵。

我们是如何回应的？

在听取了他们的具体生产要求后，我们推荐了旋转粘度计作为满足他们需求
的最合适、最具成本效益和最可靠的解决方案。 然而，他们最终决定在别处
购买替代检测设备。

结果如何？

一个月后，客户选择的替代解决方案导致了三个不同泵的问题，这些泵由于
用测量问题而导致了尺寸错误。 至于客户的成本？ 200,000 欧元。

我们是如何提供帮助的？

在听说这个问题后，我们建议他们采纳我们之前的建议，并为他们提供旋转
粘度计。 最终，他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且他们的产品的完整性保持不
变。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工业物理粘度解决方案
的信息，可以单击此处查看！

我们团队的成员可以为您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 
从一开始就确保不会发生质量事故或损失。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applications/%e7%b2%98%e5%ba%a6%e6%b5%8b%e8%af%95/


工业物理的专业人员能花时间真正了解
我们实验室的特定测试设备需求。

 Marschall Labs 购买了几台设备，我们
对获得的性能和价值非常满意。 

对于工业物理提供的出色的客户服务和
支持，我想说的有太多。 我们会推荐
工业物理的专业人士来满足您的实验室
测试设备需求。

马歇尔实验室总裁 Daniel Marsc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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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画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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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刷画更美好的未来

多年来，有许多进步影响了油墨和涂料
的世界。

因此，这些发展影响了用于测试涂层完
整性的设备。

为了获得清晰的画面，工业物理将为您
阐明目前整个行业正在发生的一些最大
的发展。

我们采访了我们的产品专家——他们是
油墨和涂料领域的专家——发现了一些
影响全球制造商、生产线和实验室日常
活动的最大趋势。

您认为推动油墨和涂料变革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自动化 

可持续性 

测试标准

其他

在工业物理，我们为油墨和涂料
领域提供了丰富的测试和检测解
决方案。

在此处浏览我们的产品组合！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6%b2%b9%e5%a2%a8%e4%b8%8e%e6%b6%82%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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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
变革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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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放大应
用和生产

听闻自动化正在大规模影响油墨和涂料的
研究、生产和应用的过程，这可能并不令
人惊讶。

由于自动化解决方案，实验室正在显着改
变流程。

自动化有无数的好处——允许更好的可重
复性、消除人为错误的风险、最大限度地
利用实验室资源、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改进流程

现在，许多测试工具都提供了自动化的替代方案——让我们以涂布机为例。 从历史上看，
制造商和实验室在在许多基材上应用涂层时，必须依赖操作员的影响。

但现在，借助 TQC Sheen 自动涂布机的先进技术，该应用就可以实现自动化。 从结果上
看，操作员带来的错误风险消失了。

使用自动化解决方案，用户可以将涂布机设置到所需的水平，以实现更加一致和稳定的方
法，并真正确定恒定的速度、下压力和基材等——对最终结果非常重要的因素。 根据涂料
的粘度，这可以带来天壤之别。

了解 TQC Sheen 自动涂布机！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automatic-film-applicator-standard/


在访问改进的数据时节省时间

除了许多已自动化的大型测试系统
外，工业物理现在还提供许多自动化
配件和软件。

以 TQC Sheen LinQ 为例——这样的
组件可以彻底改变进行测试和检查的
方式。

了解更多关于 TQC Sheen LinQ 的
信息！

https://industrialphysics.com/product/linq-system/


TQC Sheen LinQ 是一种通信工具，允许用户将我们更大的测试系统连接到他们自己的
软件。并且该组件可用于放大各种不同测试的过程。

从粘度测试到耐擦洗测试，再到涂布应用，使用该组件可以彻底改变您在广泛应用中
的测试方法。

举个例子——假设你在一个开发环境中探索紫外线固化涂层系统——应用和固化之间
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LinQ 允许您将我们的仪器（例如 TQC Sheen 自动涂布机）直接连接到您自己的软件。
然后，您的软件就能够控制涂布机的设置，并根据您的规格自动进行调整！

通常，需要将 UV 系统集成到工具载体的地方，但现在您也可以通过软件直接控制它。

使用此工具，您可以消除人为错误的风险！但这只是如何使用我们的 LinQ 的一个示例 
- 有很多组合可以通过耐擦洗测试、外观测试、比色测试来探索……您可以通过 LinQ 
探索多种参数！

了解更多！

https://industrialphysics.com/product/linq-system/


自动化如何改变您的流程？

最终，自动化能使您有机会消除数小时等待的时间，这意味着您可以专注于重要的部分——结
果分析。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您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和资源，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集成的数据连接，可以
让您识别测试中的故障点——这些数据在实验室环境中特别有用。

如果使用 LinQ，则可以轻松识别准确的故障点。

例如，如果您想确定基板上的划痕问题，LinQ 等自动化技术可让您跟踪划痕，发现更多划痕
出现的位置，并最终确定精确的故障点。

访问此类数据可让您将精力集中在做出更关键的决策上。

详细了解我们的
油墨和涂料测试
解决方案组合！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6%b2%b9%e5%a2%a8%e4%b8%8e%e6%b6%82%e6%96%99/


自动化配件

我们的 TQC Sheen 相机工具包是自动化
配件改进流程的另一个例子。

通过为您的 TQC Sheen 干/湿耐擦洗试验
机上选择这款专用工具，该过程得到显着
改善。

先进的技术允许使用两个专用相机拍摄样
品照片 - 并且由于该软件，您可以随时拍
摄测试照片！

这消除了操作员在实验室前后移动以进行
手动检查的需要。 节省时间、金钱和资
源，允许保存数字记录，并消除人为错误
的风险。

最终，自动化正在改变行业内测试的面貌。 改进流程、访问更好的数据、最大化资源
——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自动化测试解决方案如何改进您的油墨
和涂料测试过程的信息，请与我们的团队联系！

了解更多关于 TQC Sheen 干湿耐擦洗试验机！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scrub-abrasion-and-washability-tester/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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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
行业是否正在走向"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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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是导致整个包装世界发
生重大变革的一大因素。工业物
理在我们的独家报告“可持续包
装全球展望”中，研究了对包
装、产品、材料测试和检验的影
响，该报告对 250 多名包装专业
人士进行了调查。

但是，这一领域的创新对油墨和
涂料有何具体影响？ 这个问题没
有固定的答案。 但可以确定的
是，可持续性正在以许多不同的
方式推动变革……

点击这里，获取我们的可持
续行业报告！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e6%9c%aa%e5%88%86%e7%b1%bb/%e5%8f%af%e6%8c%81%e7%bb%ad%e5%8c%85%e8%a3%85%e7%9a%84%e6%9c%aa%e6%9d%a5/


水性涂料的发展推动了创新需求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领域是围绕水性和溶剂型涂料的讨论。

水性涂料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需要确保这些涂料的性能和颜料完整性
的技术。

一段时间以来，溶剂型涂料逐渐被淘汰。可持续性只是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之一。来
自许多溶剂型涂料的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水平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也
是一个与健康相关的问题。消费者的愿望和政府立法的结合正在推动许多人使用水性
涂料。

现在，该行业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对水性涂料的需求可能很强劲，但保持溶剂
型涂料耐用性的愿望同样普遍。

那么，可以实施哪些技术，运用哪些测试手段来确保与传统溶剂型解决方案相关的质
量，从而降低毒性？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溶剂转换会导致新问题

在寻找基于溶剂的特性的测试解决方案时，重点不一定是开发一种全新的方法。采用全新测试方
法的解决方案通常会脱颖而出。

但大多数时候，专家们都专注于概述一种方法，该方法可以复制现有设备中已经使用的技术，使
溶剂型涂料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

如您所知，溶剂型涂料通常更耐腐蚀，因此非常适合用于木材等外部涂料。 并且这些解决方案能
够经受住时间考验。 虽然有一些方法可以减少这些传统油性涂料中溶剂和化学品的含量，但许多
制造商选择完全转向水性涂料，而不是稀释方法。

新的欧洲立法正在限制二异氰酸
酯的使用——这种对行业的突然
破坏性变化正在造成巨大的影响
并迫使人们采用新的思维方式。



处于变革前沿的研究与开发

针对油漆与涂料，有很多研究要做。 实验
室一直在对涂料中颜料的混合物、数量和百
分比进行试验，以确保涂料的粘度符合客户
历史上的期望——实验室专家当然有很多需
要考虑的事情！

从本质上讲，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客户的期
望。 例如，如果客户习惯于溶剂型涂料的
某种粘度水平，水性涂料必须达到相同的效
果——这也是为什么拥有一套可靠的粘度解
决方案以满足您的特定需求是关键的另一个
原因。

在工业物理，我们 TQC Sheen 产品线提供
广泛的解决方案选择——您可以在此处了解
更多有关我们如何支持客户粘度需求的信
息。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applications/%e7%b2%98%e5%ba%a6%e6%b5%8b%e8%af%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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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涂料
推动汽车行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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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涂料的进步正在影响许多行业，并带来大量新机
遇。 尤其是汽车行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许多发展，从而改进了该行业的涂
料。

功能性涂料在汽车内饰中的重要性

当我们想到汽车领域的油墨和涂料时，您首先想到的可能会是汽车的外观测试。然而，与之类似的汽车测试数不胜数，包括粘度测试、磨损测
试、划痕测试等等，都影响着汽车的安全性与美观性。

此外，人们也非常关注汽车内饰涂料的改进——包括各类可见和不可见功能的良好性能。

例如，声学、摩擦性、安全性和舒适性都属于 "不可见功能"。

比如，用于保护的隐藏式安全气囊；需要避免泄漏和外部声音的多功能车门密封条；需要舒适和防污的座椅；以及必须避免日常使用时变色和刮
擦的仪表板，等等......

同时也不要忘记不同类型的材料和涂层系统的耐用性。 所有这些组合都需要满足汽车行业的高标准。

对于制造商来说，每一次失败都会付出代价。

想详细了解工业物理为汽车行业提供的油
墨和涂料解决方案吗？ 在此处查看更多！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6%b1%bd%e8%b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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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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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业内有许多创新与发展，但也有许多壁垒正在阻碍整个行业的创新。 从可持续性
到测试标准，再到围绕设备开发的治理，我们审视了阻碍整个行业进步的一些最大因素：

• 限制新开发范围的法规——首要的一大壁垒是法规导致的新开发范围有限。 公平地说，
最近，围绕气体的可持续性和毒性的各种原因，由 ECHA 等机构制定的治理变得更加严
格。 因此，该行业不得不寻找新的替代品。

• 涂料开发壁垒——目前，许多不同类型的涂料只能使用有限的成分清单或规定的数量来
制造，这会极大地改变涂料的质量。 

• 导致设备出现问题的新电子元件——对于工业物理等测试和检验合作伙伴而言，新电子
元件可能会使测试设备的开发变得棘手。 这需要在测试仪器的开发上采取替代方法，从而
探索新的途径。

• 围绕测试标准的挑战——我们对包装专业人士的全球调查显示，49% 的人关注与可持续
包装材料相关的当前测试标准。 此外，涂层、印刷和标签被认为是测试可持续材料最具挑
战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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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标准
标准如何影响油墨和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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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物理最近的洞察报告“2022可持续包装全球展望”中，
我们详细探讨了当前测试方法的适用性。

在这里获取查看我们的行业报告！

作为油墨和涂料测试和检验领域的专家，我们的团队成员之
一，产品管理经理 Nico Frankhuizen 是 ISO 标准机构的项目负
责人和召集人。

他分享了他对当前标准状态的看法，以及未来可能需要如何改
变。

在我们的报告中，近四分之三的制造商表示，在测试可持续包
装时，他们“始终”或“大部分时间”都能达到传统标准。然
而，当被问及他们在可持续包装方面面临的总体挑战时，近一
半 (4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满足安全和测试标准的能力是他
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我们有一位客户的包装存在严重问
题。 他们想测试纸板饮料盒的质量，
但没有真正的方法来测试盒子上涂层
的硬度。

我们拥有已使用 70 年的油漆和清漆技
术，因此当我们将我们的专业知识应
用于他们的问题时，我们能够为他们
提供一种区分结果好坏的方法。

Nico Frankhuizen，产品经理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e6%9c%aa%e5%88%86%e7%b1%bb/%e5%8f%af%e6%8c%81%e7%bb%ad%e5%8c%85%e8%a3%85%e7%9a%84%e6%9c%aa%e6%9d%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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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物理
您的检验测试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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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物理，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制造商、生产线和实验室提供包装、产品和材料测试和检测
解决方案。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客户品牌和产品的完整性。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为您提供测试设备，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为您服
务。无论您的需求是什么，我们都将为您的业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我们拥有完整的专家
团队为您提供支持。

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客户品牌和产品的完整性。当谈到油墨和涂料的质量控制和研发时，我们
拥有数十年丰富的经验。我们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以满足您的各种测试要求。

不断学习、创新和超越自我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愿望，这使我们能够为各行各业的企业提供最
高质量的测试和检测解决方案。我们的专家遍布世界各地。通过我们的丰富经验与专业知
识，我们能够支持客户的独特需求。

立即与工业物理合作，保护
您的业务。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


多年来，我们一直使用 TQC Sheen的实验室设备进行涂层测试。作为一家为世界各地的外部客户提供服务的独立
实验室，我们非常重视实验室设备的质量。

我们的 TQC 设备，包括湿式耐擦洗试验机、自动牵引机、干燥时间记录仪、流量杯、涂布机、摆杆硬度计等在
符合国际测试方法和工作人体工学标准以及零故障率方面符合我们的期望。

我们所有 TQC 品牌下的仪器也符合我们定期执行的校准要求。我们的许多客户都很欣赏 TQC 品牌设备，因为这
是他们在实验室中了解和使用的世界级设备。

出色的技术联系、完善的客户服务和快速的订单处理时间无疑是决定选择 TQC Sheen作为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实验
室设备永久供应商的额外优势。

Artur Palasz PHD，研发总监，Spektrochem Paint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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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物理，我们相信为您提供高质量的测试仪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一系列服务，确保您的需求在每一步都得到充分支持——从购
买、安装到整个持续维护。

我们明白，在维护保持业务运行的测试设备时，快速、高效和真正可靠是至关重要
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立了一个由专业服务专家组成的全球网络 —— 以确保您有专
家随时待命，并在附近的地点为您现场或远程提供支持。

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的专家都会随时为您提供支持——无论您的需求是什么。提供
优质、快速的服务以确保您的仪器能够尽快启动和运行，这一点至关重要。从安装到
校准、维修和预防性维护，我们为您提供服务。

我们的服务选项非常多样化，我们还提供全面的培训和专门的支持，以便您充分利用
您的机器。了解更多关于工业物理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信息，请与我们联系。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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