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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粉蜡在皮革工业中的
应用现状及展望
张建雨, 杨明辉
( 华东理工大学能源化工系, 上海 200237)
摘要: 简介了微粉蜡的性质、
制备方法, 重点 介绍了 应用于 皮革领 域的微 粉蜡种 类。简述了 国内 外微粉 蜡的
主要生产厂家, 分析了国内企业生产发展皮革用微粉蜡产品的优势与不足, 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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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rospect of Micronized Wax
in Leather Industry
ZH AN G Jian yu , YANG M ing hui
( Energy Depar tm ent o f Chemical Eng ineering, East China U niv ersi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log y, Shang 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P roper ties and methods o f producing micr onized w ax w ere sket ched out . Cat egories
of micr onized w ax applied in leat her domain w ere em phat ically intro duced. M ain
manuf act urers bo th at home and abroad w er e brief ly described. Bo th advantag es and
sho rt ag es t hat dom est ic ent erprises had in pro ducing and dev elo ping micr onized w ax applied
in leat her industr y w er e analy zed. A lso, corresponding count ermeasures abo ut domest ic
development of m icronized w ax w ere point ed out.
Key words: micronized w ax ; leat her; apply; categ ory; countermeasure
表 1 超细粉体制备方法 [ 1]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社会对石油蜡
的需求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基础石油蜡产品。因此,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寻求石蜡的新用途, 研制和开
发了具有某些特殊性能的蜡产品, 其中包括由超细
粉体技术得到的微粉蜡产品。
超细微粉技术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项高新技
术, 一般把粒径小于 0. 5 m 的粒子称为超微粒子,
20 m 以下的粒子称为微粒子, 超细粒子的集合体

物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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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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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诱导化学

气流喷雾法
喷射法

溶胶- 凝胶法
均匀沉淀法

气相沉淀法
超临界溶液

高能机械球磨法

溶液还原法

快速膨胀法

冷冻研磨法

电解法
分解法

称为超微粉体。微粉蜡为超微细粉体, 粒径范围 2

微粉化蜡以 其优异的抗划 伤性、耐磨 性、稳定
性、
抗粘性等物理化学性能广泛应用于皮革、油墨、

~ 30 m, 分子量分布较宽, 从 600~ 6000 左右。超

涂料、
油漆、纺织、上光、
建筑等领域。我国是世界上

细粉体制备方法见表 1。

重要的皮革生产大国, 据文献报道, 我国每年产猪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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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万张, 羊皮 4000 多万张, 牛皮 2000 多万张, 分
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14% 、
18% 和 50% 以上。皮鞋年

皮革用微粉蜡的种类及其用途

1

产量约 24 亿双, 占世 界总产 量的 40% , 居世界 首
位, 鞋类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22% , 是 全球最
重要的皮鞋生产和消费国之一 [ 9] 。随着消费水平的

目前蜡微粉化技术已成为研究热点, 通过高分
子蜡微粉的制备、应用及深度开发, 必将开拓其更多

不断提高, 人们对皮革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外观及自

的新性能、
新应用, 拓展功能高分子及智能材料的新

然光泽, 而且更加重视其皮面细腻、
手感柔软及实用

领域

性, 起涂饰、染色、改善手感、
增光、消光作用的皮革
助剂随之成为不可缺少的材料。具有特殊性能的微

丙烯蜡、
聚四氟乙烯及其改性蜡等, 通过各种微粉化
工艺制得。还有一部分是酰胺蜡、
微晶蜡、
天然蜡通

粉蜡恰能满足这些要求, 故应用于皮革领域的微粉

过微粉化工艺生产的。分子量及结构的不同导致微

蜡倍受青睐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粉蜡在皮革工业中起到的作用不同。皮革用微粉蜡
的种类及作用见表 2。

[ 6]

。大部分微粉蜡是由聚乙烯蜡、费- 托蜡、
聚

表 2 用于皮革工业中的微 粉蜡种类及其作用
微粉蜡的名称

在皮革中的作 用

巴西棕榈蜡微粉

良好的光泽, 耐热性, 可赋予光泽和耐热稳定性 , 涂层滑爽等特点; 应用于皮革上光中可起 到高
增光、自然光、
防水、手感方面的作用; 用于皮革加工主要 是烧焦变黑;

水煮变白蜡粉
应力变色革蜡粉

可以制成颜色变化的高级多层次人造 革; 压花变色效果佳; 使人造革水揉变白( 水煮变白) ;
用于制造 PU 革表面加工的蜡粉, 变色效果、
恢复性好 ;

聚乙烯蜡粉

较高的硬度, 耐磨性好, 加入到皮革涂饰剂中, 可以增加皮革的蜡感和光亮性, 防粘连, 耐玷污,
抗擦伤及抗划痕, 可以加强皮革的平滑度; 蜡粉 的二甲苯 和 DM F 混合 溶液可以喷 涂于人 造革
或真皮表面上, 能够产生蜡感效果;

绒感蜡粉

具有较高的熔点、良好的稳定性、
优越的耐溶 剂性、较高 的硬度、良好 的抗刮伤 性与耐 磨性等;
可以产生绒感效果;

氧化聚乙烯蜡微粉

高硬度, 高熔点, 良好的光泽, 可用作皮革柔软剂 制作的 原辅材料, 增 加皮革的 光泽度; 应 用于
皮鞋油等上光剂中具有润滑、脱膜、
颜料分散等 功能;

聚丙烯蜡微粉
聚四氟乙烯蜡微粉
费- 托蜡
聚酰胺蜡微粉
白炭黑

熔点高、抗粘连、
润滑、分散性良好, 提供变色效果; 可提高皮革的耐磨性、提高透明度;
摩擦系数极低, 具有优异的耐热性能, 提供突出的滑度、耐磨性、
耐 刮伤性、
抗粘性; 可作为 表面
效果使用; 能提高皮革耐磨性, 耐热性, 耐酸, 耐盐等性能 ;
熔点较高, 具有极佳的平滑性, 改善手感; 在光泽方面可取代巴西棕榈蜡;
防粘连、抗打磨, 可作为消光剂;
可降低皮革表层光泽, 防止由于树脂层过度光亮 产生的 塑料感, 同时 可减轻皮 革表面 的伤残,
使涂饰后的皮革柔和、自然、
优雅

场上微粉聚乙烯蜡价格一般都在 23000~ 80000 元/

2

国外微粉蜡公司概述

吨左右。由于制造厂家越来越注重质量, 不再单纯
地追求效益, 把产品质量和顾客满意放在第一位, 所

国外生产微粉蜡的公司创建都较早, 如美国的

以国外产品尽管价格较高, 但仍占有很大一部分市

霍尼韦尔公司成立 于 1885 年, 路博润公司 成立于

场份额。国外主要微粉蜡生产商见表 3。

1928 年, 三叶公司始建于 1945 年。经过长期的发
展, 国外这些微粉蜡生产公司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

近年来, 由于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 一些著名的
生产微粉蜡的化学公司进行了大改组, 实行强强联

实力[ 8] , 实现了专业化生产, 并具有自己的品牌和销

合。如美国联信公司于 1999 年与霍尼韦尔合并, 新

售网络。在国外微粉蜡是一个非常成熟和成功的产

公司沿用霍尼韦尔的名称, 公司不断壮大; 台湾德谦

业, 需求量也相当大, 仅日本每年就生产约 10 万吨
聚乙烯微粉蜡[ 6] , 售价比普通的树脂高一倍左右, 市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 2008 年被英国助剂生产商海
名斯并购, 二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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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国外主要微粉蜡生产商

公司名称

基本情况

主要产品

巴斯夫

总部设在路德维希港, 在 39 个国家设 有 350 多个分 厂和公 司,
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 也是世界上工厂 面积最 大的化学 产品
基地

抗划伤、
抗粘连、耐 磨的 聚乙 烯蜡 微粉; 聚 酰
胺蜡、
巴西棕榈蜡; 球状颗粒 L uwax A F 系列
微粉蜡

霍尼韦尔

成立于 1885 年, 总部设在美国新泽 西州莫里 斯镇, 是一家 占世
界领先地位的多元化跨国公司

聚乙烯蜡、
聚丙烯蜡、聚四氟乙烯改性聚 乙烯
蜡、费托蜡、酰胺蜡

科莱恩

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附近的穆顿 兹, 是世 界领先 的专用化 学品
公司

氧化聚 乙烯 蜡 Acumist A 系 列, D 系列; A C
系列; 3620 等

德固萨

德国第三大化学公司, 世界上特种化学品的领导厂家

高性能 vestow ax 聚乙烯蜡、
费托 蜡及白炭黑

路博润

成立于 1928 年, 总部设在美国俄亥 俄州克里 夫兰城, 是一 家全
球领先的特种化学品公司

T F- 1778、1362D、
聚乙烯蜡、聚丙烯 蜡、聚酰
胺蜡等

三叶

始建于 1945 年, 总部设在美国新泽 西的纽瓦 克, 世界上最 大的
生产微粉化氟化聚合物及蜡粉的制造商

聚四氟乙烯蜡粉、
氧化聚乙烯蜡 微粉、
聚 乙烯
蜡粉、
聚丙烯蜡粉

沙索

世界上最大的合 成燃料 和石 化产品 生产 商之 一, 成立 于 1950
年, 总部设 于南非约翰内斯堡

球形微粉蜡 sp30、sp105、
spray30

3

受到了高度关注, 石蜡深加工和微粉蜡产业化的步
伐得以加快。随着皮革工业的技术水平不断发展与

国内微粉蜡公司概述

进步, 我国皮革用微粉蜡的产业必将进入一个飞速
国内对微粉蜡的研究生产起步较晚, 微粉蜡产
量较低, 只能满足部分市场需要。当前, 国内很多企

发展的时期。目前, 国内微粉蜡需求量在 1. 5~ 2. 0
kt / a, 专家预测到 2015 年国内需求量将达 5 kt/ a。

业已经认识到微粉蜡生产的重要性, 微粉蜡的开发

国内主要微粉蜡生产商见表 4。

表4

国内主要微粉蜡生产商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

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
南京天诗实验微粉有限公司

聚四 氟乙烯微粉蜡、
聚酰胺微粉蜡、变色蜡粉、
聚乙烯微粉蜡、聚丙烯微粉蜡
聚乙 烯蜡微粉、
聚酰胺蜡微粉、聚四氟乙烯蜡微粉以及相关改性产品蜡微粉

深圳市博市得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聚乙 烯蜡、
聚丙烯蜡、氧化聚乙烯蜡、
聚酰胺蜡、改性聚乙烯蜡等

长兴协和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嘉善申嘉科技有限公司

聚酰 胺蜡微粉和聚乙烯蜡微粉
各种 规格的聚四氟乙烯微粉蜡、
聚乙烯蜡微粉、聚四氟乙烯改性蜡粉

广州市新稀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聚酰 胺微粉蜡、
聚丙烯微粉蜡、氧化聚乙烯微粉蜡、
聚乙烯微粉蜡

在我国的这些微粉蜡主要生产单位中, 上海焦

上, 年出口量约占世界石蜡总贸易量的 70% 左右,

耳蜡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聚乙烯蜡微粉、聚丙烯蜡微
粉、聚四氟乙烯蜡微粉、酰胺蜡微粉、巴西棕榈蜡

为世界上最大的石蜡出口国。在蜡资源方面, 中国
拥有无可比拟的物质优势。国内外皮革业同仁普遍

[ 3]

蜡粉等远销海内外 。其生产的皮革助剂专用蜡:
变色蜡粉、
压花变色蜡粉、水煮变白蜡粉、应力变色

认为, 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将是中
国皮革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 [ 11] 。结合以上信息不

革蜡粉、
变色革蜡粉、
绒感蜡粉、
压变黑蜡粉, 在中国
大陆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 并远销到美国、欧洲及

难得出结论: 在中国发展皮革用微粉蜡具有无可比

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在皮革微粉蜡方面虽然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 总体上我国生产的微粉蜡在品
种及产量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4

我国发展皮革用微粉蜡的优势、
不足及对策

中国是全球石蜡基石油资源储量和产量最多的
国家, 石蜡年产量占世界石蜡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

拟的资源和市场优势。
然而, 目前我国皮革用微粉蜡质量欠佳, 价格较
低, 效益损失大, 而国外大公司无论在生产技术还是
应用技术上, 均具有较大领先优势 [ 5] 。霍尼韦尔、
科
莱恩及路博润公司等业内巨头利用其品牌和技术优
势在国内大力推广其微粉蜡产品, 在市场上占有很
大一部分份额。虽然很多企业已认识到皮革用微粉
蜡生产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都还没有下大力气投
入。国内至今未出现一家具有相当规模, 相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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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并可以与国外 大公司相比高低 的微粉蜡公司。
因此必须挖掘皮革用微粉蜡最大潜力和经济价值,

加剂及配套的分析测试仪器确保生产出的皮革用微
粉蜡质量的稳定性。

实现微粉蜡健康消费, 以增强中国在全球微粉蜡市

4. 4 从实质上变革, 做大做强

场的主导地位。归纳总结, 建议国内企业应该做到
以下几点[ 7] 。
4. 1 发挥市场优势、
扩大生产规模

如今国际知名公司产品纷纷涌进中国市场, 向
国产微粉蜡叫板, 竞争态势严峻。国内微粉蜡生产
企业只有发挥拥有的资源优势、价格优势、
市场优势

我国皮革工业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要大力发

进行思想变革、
决策变革、
员工管理变革才能迎接挑

展与皮革工业相配套的微粉蜡产品。目前我国的皮
革用微粉蜡生产厂家都还是中小型企业, 生产规模

战。首先, 要建立具有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 无形决

小, 微粉蜡产量还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这也是导致

定有形, 决定企业发展成长的永远是文化, 它是企业
一切经营管理活动的核心; 其次, 有战略有策略, 有

国外的微粉蜡产品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原因之一。
国内企业要提高市场竞争力必须扩大生产规模, 增

明确的企业宗旨, 使企业具备国家品牌的概念和战

加微粉蜡产量, 同时搞好基础蜡的生产, 为生产皮革

值导向和企业的价值导向保持一致, 让员工认可企
业经营的目标和发展战略, 留住骨干人才。唯有经

用微粉蜡提供质量好、
品种齐全、价格低的基础蜡。

略发展方向; 最后, 为企业员工谋福利, 将员工的价

在不断满足市场对皮革用微粉蜡产量需要的同时,
推动微粉蜡健康持续有效发展。

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才能

4. 2 多渠道搜集信息, 研发新产品

4. 5 做好营销服务, 挤占海外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市场竞争愈演愈烈, 皮革用

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展销会、
技术报告会、用户座
谈会等多种载体, 及时了解掌握国内外皮革工业市

使国内微粉蜡生产企业做大做强。

微粉蜡生产企业要立于不败, 除保证质量外, 市场开

场动态, 以市场为先导, 按照市场需求开展微粉蜡产

发和营销也是关键环节。生产企业要 有一支懂技

品研发。同时也应从市场需求量大、
从国外进口多

术、
善经营的市场开发和营销队伍, 这些人员要勤学
习, 不断提高、
丰富自己的产品知识, 并且能通过勤

的皮革用微粉蜡种类入手, 开发核心技术和知识产
权, 加快推进国内微粉蜡研发。另外, 皮革用微粉蜡

总结、
善动脑做出正确的营销决策; 同时, 企业要健

产品的应用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延展空间, 通过适当

全服务营销体系, 改进售后服务水平, 以赢得客户良

的工艺调整就可以提高产品性能, 未来在皮革用微

好口碑。企业可通过有效的促销、分销渠道和价格
策略逐步开辟新市场, 最终控制国内市场。在此基

粉蜡的研发方面,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遵循环境
保护和人类健康的实际需要, 积极研制推出新的高

础上, 加快向外扩张, 努力占领和站稳国际市场, 提

质、
环保、易于推广和操作的皮革用微粉蜡及其衍生

高中国微粉蜡在全世界的支配权和控制力。

产品, 提高应用效果, 获取更多的附加利润。需要注
意的微粉蜡新产品主要有环保型高温变色蜡粉、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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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皮革系创建 90 周年庆典邀请函
尊敬的女士/ 先生:
在此,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四川大学皮革系创建 90 周年庆典系列活动。活动
将于 2011 年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庆典活动的主办方为四川大学生物
质与皮革工程系、四川大学制革清洁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本次庆典的主题为: 弘扬
学术、展示成就、联络校友、凝聚人心、共谋发展 。自 90 年前燕京大学创建制革学系
至今, 历经辗转办学、多次院系调整和专业整合, 昔日的制革学系已发展成为今日之四
川大学生物质与皮革工程系、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级特色专业, 拥
有学术大师和领军人才的教学科研机构。九十年来, 四川大学生物质与皮革工程系作
为我国皮革行业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和重要技术支撑, 在行业中一直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为发展我国皮革工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四川大学皮革工程系创建 90
周年庆典, 是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皮革工程系的一件大事, 更是我国皮革行业的一次
盛会!
期待着您的光临!
此致
敬礼

附件

皮革系创建 90 周年庆参会回执

姓

名

性

别

入学年份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Email 地址

是否需要预定房间:
是否需要预订返程票
是:

否:

是
飞机票

否
航班:

火车票

车次:

是否携家属
时间:
类型及张数: 硬座:

是:

人数
数量:

张; 硬卧:

人

张; 软卧:

张
张

其他特殊要求或建议
通讯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四川大学皮革系 90 周年庆典筹备办公室

邮政编码: 610065

联系电话: 86- 28- 85461596; 13688420992( 邱华军)
传真: 86- 28- 85405237
网
址: htt p: / / qfsp. scu. edu. cn/
系庆邮箱: leather90@ scu. edu. 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