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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思创产品结构

聚氨酯

硬泡和软泡的原
材料

聚碳酸酯

广泛应用的颗粒
和板材

涂料,黏合剂及特殊化学品

涂料, 黏合剂, 

特殊化学品的原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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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材料深刻影响驾乘体验：气味 VOC 舒适性

玻璃包边

方向盘

仪表盘

备胎盖板

顶棚

座椅地毯总成

原
料
供
应
商

内
饰
供
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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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于原材料
 产生于聚氨酯的反应过程

问题追本溯源
寻找生产过程中的源
头

开发可行解决方案
测试和评估，进一步
分析结果、改进方案

 选择合格的原材料
 控制工艺流程
 可信赖的供应链
 优化发泡流程

 传统检测方法： VDA270 和
VDA276

 原材料检测方法: GCMS 和 HPLC

 新型测试方法：可携带电子鼻

四步法发现和解决气味VOC问题

 聚醚生产过程中的影响
 聚醚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影响
 发泡工艺流程中的影响



原材料的质量对产品VOC的影响

 聚醚多元醇
 90%的VOC和醛类物质来自于聚醚多元醇，PO的质量，聚合反应过程的控制，后处理流程的控制都会导致VOC和醛类

物质的产生

 硅油和催化剂
 PO的质量

 清洗管道容器的溶剂

 异氰酸酯
 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小分子产物

科思创的解决方案
 与聚醚，硅油，催化剂供应商签订严格的产品技术指标，并对原料进行全面的进厂检验

 增加精馏装置，去除异氰酸酯合成过程中产生的小分子产物

 科思创专业的配方开发经验，通过合适的配方有效降低成品VOC和醛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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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料的生产过程
 多步骤的生产过程

 多人操作

 多产品的生产

 多种设备的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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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VOC表现来说，细节决定成败

科思创的解决方案

 SAP控制的自动生产系统

 汽车产品专用生产设备

 不同产品切换有严格的清洗程序

 关键步骤双人操作

 严格的原料储存条件

生产过程对产品VOC的影响



科思创PU产品在汽车内饰应用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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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rument Panel ( 仪表板）
• Headliner(车顶篷）
• Load floor and Sun shade  (备胎盖板和遮阳板）
• Window Encapsulation(玻璃包边）
• Floor Module (地毯和前围）
• Steering Wheel （方向盘）
• Others（其它）



科思创解决方案在车顶篷上的应用- Bay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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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liner(车顶篷)

 80度环境气味表现稳定在3级
 不同密度与吸音/非吸音体系的多种解决方案
 加工窗口宽，得材率高
 无需预混



低气味车顶篷解决方案示意图
Foam odor improvement from 3.5 to 3.0

Optimize base 
Polyol

优化基础聚醚

Optimize 
Catalysts

优化催化体系

Innovative 
silicone 
package

优化硅油体系

Positive 
result on 
Odor

Liquids;

Foaming 
duration;

Solid PU foam;

液体原料低气味；

发泡过程低气味；

泡沫片材低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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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cess

研发历程



低气味车顶篷解决方案利用新工具- 电子鼻（数字化的气味测试设备）
Advantage: Simple operation, Portable, Good repeatability and No individual difference

优点 ：操作简单，重复性高，摆脱人为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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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pment : Odor level Indicator

• Manufacturer : New Cosmos Electric Co., Ltd.

• Model candidate: XP-329IIIR

• Feature : Simple measurement of odor level

• Mechanism of Odor level quantification
Odor level is quantified by “electric resistance value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Odor chemicals absorption onto Metallic 
oxide semiconductor surface.

Metallic oxide semiconductor

Sensor part / expanded sectional view

Platinum 

wire

Odor detective device

Output

Basic circuit diagram



电子鼻（COSMOS）实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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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C2 C3

室内 室内 室内

常温(20-25C) 烘箱(40-45C) 烘箱(60-65C)

通风橱 通风橱 通风橱



低密度体系基本性能数据

Items Unit Test Method Typical Data

Density kg/m3 DIN 53420 20-23

Compress Strength Mpa DIN 53421 0.09-0.14

Open cell content % DIN ISO 45 80-90

Elongation % DIN 53455 18-22

Tensile Strength N/cm2 DIN 53455 17-21

Bending Strength kPa DIN 53423 130-160

常规体系VOC表现

Items Unit Test Method Typical Data

Odor Level - VDA 270 3.0

VOC items
SMTC 5 300 004-2015, 

2000L Bags

OEM’s limit 

Value

Formaldehyde

ug/m3

100-200 170

Acetaldehyde 50-150 150

Acrolein <10 10

Benzene <10 20

Toluene <50 200

Xylene <50 100

Ethyl benzene <50 100

Styrene <10 20

顶棚新体系在气味和VOC的表现，得到市场主流生产企业的认可

新体系气味表现



科思创解决方案在仪表板上的应用- Bay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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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 Panel ( 仪表板）

 20% 减重
 支持开闭模，不同表皮的匹配性
 开模前利用计算机模拟发泡，有效降低风险和试制成本



CAE发泡模拟体系，确保模具和原材料的匹配性

发泡模拟可提前预测模具设计，优化工艺和选择合适的原料体系）

模具设计
• 易于通过现有稳定体系对新设计进行优化
• 降低模具制造和检测的成本
• 提高响应市场的速度

原料体系
• 在原材料验证阶段节约原材料使用量
• 更快找到匹配体系

加工工艺
• 易于发现合适的灌注和排气的路径
• 提高闭模的加工性
• 减小验证和设备清洗的成本



Identify  the  position and time 

of potential air trapped risk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发泡模拟可以发现注塑中潜在的风险，为模具供应商和发泡工艺流程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科思
创的发泡模拟工具已经于2019年上半年成功进行商业化应用，



科思创解决方案在备胎盖板上的应用– Bayp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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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floor and Sun shade

 Low VOC 

 Low density(150-300kg/m3)

 High stiffness

 High dimension stability

 High design flexibility

 Fast de-molding

备胎盖板和遮阳板

 低VOC排放

 低密度（150-300Kg/m3 ）

 高刚性

高耐温性，高尺寸稳定性

 设计自由度高

 快速易脱模



Baypreg® 高强复合材料， 汽车行业轻质化的选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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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层
Deco. Layer

玻璃纤维+聚氨酯
Glass Fiber + PU

玻璃纤维+聚氨酯
Glass Fiber + PU

芯层：蜂窝材料
Core: honeycomb

Sunshade

天窗拉板
Spare Tyre Cover

备胎盖板
Parcel Shelf

搁物架
Load Floor

车厢板

Baypreg(PHC)是一种热固型双组分聚氨酯,以喷涂/模压工艺制造三明
治结构部件的应用,可用于生产多种汽车零部件,如备胎盖板，搁物架，
天窗拉板等.

优势：低密度(150-300Kg/m3);

高刚性;

尺寸稳定性好，抗热形变性能好;

设计自由度高;

快速且容易脱模;

优秀的VOC表现;

劣势：单部件成本高于PP 纸蜂窝技术， 废料处理



Baypreg® F 复合材料挥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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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s Unit Test Method Typical Data

Odor Level VDA 270 3.0-3.5



汽车座椅
1K CRD 

for foam bonding

顶蓬
2K PUD for frame / 

nonwoven fabric bonding

门板
2K PUD 

for foil / ABS bonding

仪表板
2K PUD

for foil / ABS bonding

备胎盖板
1K CRD 

for fabric lamination

后窗台板
1K CRD

for fabric lamination

地毯
1K CRD or 2K PUD

for fabric lamination

水性聚氨酯粘合剂原材料在汽车内饰中应用



科思创粘合剂生产商共同协作推广汽车内饰水性粘合剂

配套厂 粘合剂生产商主机厂 原材料供应商

• 低气味，低散发，高性能
• 应对更严苛的行业标准与企业标准

• 友好的操作性
• 安全的生产环境
• 工艺流程高效化
• 符合VOC标准

• 卓越性能水性粘合剂解决方案
• 通过严苛的整车零部件，原材料级别测试



汽车内饰粘合剂解决方案- Disperco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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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ercoll用于水性汽车内饰粘合剂原材料树脂

汽车内饰低VOC，低气味化

我们的方案

行业趋势

• 低气味、低VOC 解决方案
• 满足设计灵活度与优异的粘合性能
• 低温活化、实现节能



直接涂层： DirectCoating Process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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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Coating (DC) is a Covestro & partner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at

combines thermoplastics injection molding 塑料- 注塑机

with the in-mold formation of a solvent-free 2K PU coating

(RIM - Reaction Injection Molding) 涂料- 反应型注塑机

基材注塑

Changing to 
second cavity

RIM 工艺

注塑PU表皮

Removal 
of final part



自修复双组分聚氨酯清漆 Self Healing 2K-PU clear coat:
高交联密度及高密度的氨基甲酸酯基团（氢键）

High crosslink density & high content of urethan groups (H-bondings

- 主要是具有自修复的塑性形变(形状记忆)

mainly plastic deformation with self-healing (shape memory) 

- 提高耐磨性及耐刮擦性
improved mar and scratch resistance

- 更好的耐化学性
better chemical resistance

表面清漆：长期的超强抗刮擦性和耐化学性

Page 23

23

Scratch selfhealing process



新一代常温条件下即可瞬间修复清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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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较长时间或高温下才能修复 室温条件下几秒钟即可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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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携手，共创未来
Partnering Together, Succeeding Together

Paint maker

涂料生产商

Raw 

material

原材料

OEM

主机厂

科思创涂料原材料在行业链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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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