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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

图林根森林高地

GBneuhaus（GBn）是全球涂镀服务领
先供应商，可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个
性化解决方案。我们以自身的创新能力
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这在工程与技
术方面为我们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优势。
我们大力投资现代化生产设备和高度的
自动化水准。我们的涂层溶胶是众多客
户应用的不二之选。

GB neuhaus | 纳米涂镀表面



纳米技术改变表面特性
作为创新涂镀解决方案专家，公司拥有最广泛的产品组合，涵盖能够满足各式应
用的功能型和装饰用涂镀系统。

这些涂层使我们能够为客户根据其需求以不同方式实现表面处理，并生成或显著改善既定特性，
同时在涂镀系统中结合多种特性。 

GBneuhaus GmbH 创新解决方案大大提升了对各项标准的要求，如色层亮度、着色、耐刮性、
导电性、抗紫外线特性、红外线反射率、耐热性、抗粘效果出色（“易于清洁”）、斥水（疏水）
性能或抗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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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PURE® 
抗菌涂层

GBneuhaus GmbH 与 ras materials GmbH 合作共同开发出了 SANPURE® 涂
层，其集溶胶凝胶涂层的卓越特性和银纳米颗粒的出色抗菌性能于一身。藉此，
可以长效安全地抑制危险的多重耐药性病菌增殖。AGPURE 纳米银活性成分已
根据 EU 528/2012 法规申报（注册编号：N-29919、注册编号：N-29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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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PURE® 
抗菌涂层

基材
»» 玻璃（硼硅玻璃、钠钙玻璃和石英玻璃等）
»» 陶瓷
»» 金属（不锈钢、铬和铝等）
»» 塑料（聚碳酸酯、有机玻璃、聚乙烯、聚酯和聚丙烯等）
»» 更多信息请洽询

特性
»» 具有永久抗菌活性（ISO»22196»//»JIS»2801:2010，抗菌活性值»>»4）
»» 抑制清洁周期之间危险的多重耐药性病菌增殖
»» 耐磨
»» 透明，如有需要也可着色
»» 从生理学角度而言非常安全
»» 触摸无法觉察，不影响制品手感
»» 抗传统清洁剂和消毒措施的化学腐蚀

技术
»» 浸渍涂装
»» 喷淋涂装
»» 更多信息请洽询

工艺开发
»» 由»GBneuhaus»负责

批量生产
»» 由»GBneuhaus»负责
»» 经流程验证后可将制造集成至生产中
»» 由»GBneuhaus»负责交付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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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conductiv
导电涂层

在主动加热或印刷电子的许多领域需要应用透明导
电涂层。GBneuhaus 在其纳米涂层产品范围内提供
用于塑料、玻璃和陶瓷的导电涂层 GBconductive。

X1 31.94 °C

X2 35.50 °C

X3 34.0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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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材
»» 塑料（聚碳酸酯、聚醚醚酮、聚醚砜，其他请洽询）
»» 玻璃（硼硅玻璃、钠钙玻璃和石英玻璃等）
»» 陶瓷（瓷器和釉面陶瓷等）

特性
»» 防止表面产生静电荷
»» 规格：» ›»特殊表面电阻率符合»DIN»IEC»60093:1993-12»
» ›»R»=»30»Ω»–»2000»Ω»(10^1»Ω»–»10^3»Ω)»
» ›»透明度»>80»%
»» 最大热负荷：200»°C»
»» 可匹配特定环境、表面与表面组合
»» 透明，如有需要也可着色
»» 可与抗菌（SANPURE®）和/或疏水功能相结合
»» 层厚：三位数纳米至个位数微米范围
»» 机械柔性
»» 耐刮、耐磨
»» 不影响制品手感

技术
»» 浸渍或喷淋涂装
»» 固化：热固化，其他方式请洽询
»» 更多信息请洽询

工艺开发
»» 由»GBneuhaus»负责

批量生产
»» 由»GBneuhaus»负责
»» 经流程验证后可将制造集成至生产中
»» 由»GBneuhaus»负责交付涂料

GBconductiv»
导电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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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ntistatic
防静电涂层

在工业生产领域以及家庭中，静电是造成污染和表面损伤的罪魁祸
首。GBneuhaus 在其纳米涂层产品范围内提供用于塑料、玻璃和陶
瓷的防静电涂层 GBanti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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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ntistatic»
防静电涂层

基材
»» 塑料（聚碳酸酯、聚醚醚酮、聚醚砜，其他请洽询）
»» 玻璃（硼硅玻璃、钠钙玻璃和石英玻璃等）
»» 陶瓷（瓷器和釉面陶瓷等）

特性
»» 防止表面产生静电荷
»» 规格：» ›»特殊表面电阻率符合»DIN»IEC»60093:1993-12»
» ›»R»=»100»kΩ»–»100»GΩ»(10^5»Ω»–»10^11»Ω)»
» ›»透明度»>80»%
»» 最大热负荷：200»°C»
»» 可匹配特定环境、表面与表面组合
»» 透明，如有需要也可着色
»» 可与抗菌（SANPURE®）和/或疏水功能相结合
»» 层厚：三位数纳米至个位数微米范围
»» 机械柔性
»» 耐刮、耐磨
»» 不影响制品手感

技术
»» 浸渍或喷淋涂装
»» 固化：热固化，其他方式请洽询
»» 更多信息请洽询

工艺开发
»» 由»GBneuhaus»负责

批量生产
»» 由»GBneuhaus»负责
»» 经流程验证后可将制造集成至生产中
»» 由»GBneuhaus»负责交付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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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hydrophobic
斥水涂层

为了实现表面的简便清洁，许多领域需要疏水性表面功能。GBneu-
haus 在其纳米涂层产品范围内提供用于塑料、玻璃和陶瓷的斥水涂层 
GBhydrophobic。

GB neuhaus | 纳米涂镀表面



GBhydrophobic»
斥水涂层

基材
»» 塑料（聚碳酸酯、聚醚醚酮、聚醚砜，其他请洽询）
»» 玻璃（硼硅玻璃、钠钙玻璃和石英玻璃等）
»» 陶瓷（瓷器和釉面陶瓷等）

特性
»» 规格：水接触角度»Θ»≥»105»°
»» 最大热负荷：200»°C»
»» 可匹配特定环境、表面与表面组合
»» 透明，如有需要也可着色
»» 可与抗菌（SANPURE®）功能相结合
»» 层厚：三位数纳米至个位数微米范围
»» 机械柔性
»» 耐刮、耐磨
»» 不影响制品手感

技术
»» 浸渍或喷淋涂装
»» 固化：热固化，其他方式请洽询
»» 更多信息请洽询

工艺开发
»» 由»GBneuhaus»负责

批量生产
»» 由»GBneuhaus»负责
»» 经流程验证后可将制造集成至生产中
»» 由»GBneuhaus»负责交付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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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neuhaus»GmbH
Am Herrnberg 10
98724 Neuhaus am Rennweg
德国
电话：+49 3679 726030
传真：+49 3679 726033
sales@gbneuhaus.de

COOPERATION»PARTNER»CHINA

Fartai»Limited
1305, New Treasure Center, 10 Ng Fong S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Mr. Mike Ho
电话：+852 67661738 / +86 13823153673
mike@fartai.com.hk

gbneuhaus.de www.fart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