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AMETER® OFS-6040 硅烷 
 
 用于提高有机树脂对无机表面粘合性的偶联剂 
 
特性 

• 环氧反应性 
• 甲氧基硅烷无机反应性 
 
优点 

• 提高粘合性 
• 提高复合材料强度 
• 提高复合材料干/湿抗拉强度和

模量 
• 提高复合材料干/湿抗弯强度和

模量 
• 提高干/湿抗压强度 
• 更好的外观 
• 更好的填料润湿与分散 
• 更低的填充液体树脂粘度 
• 更佳的加工性能 
 
组成 

• γ-缩水甘油醚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应用 

• 用于各种表面处理和偶联剂应用 
• 用作多种树脂的粘合促进剂 
• 与多种树脂和填料相容 

 
典型物理性能 

至规范制定者：以下数据仅供参考，不得直接用于规格制订。 

特性 单位 数值 
外观  澄清液体 
颜色 APHA 50 
粘度 cst 3 
25oC (77oF)时的比重  1.07 
折射率  1.428 
闭杯闪点 oC (oF) >101 (>213) 
Purity by GC % >98.5 
氯化物 ppm <10 
分子量 g/mol 236.34 
CAS #  2530-83-8  

  
描述 

XIAMETER® OFS-6040 硅烷是一种

含有一个环氧有机活性基和一个三

甲氧基甲硅烷无机活性机的双官能

团硅烷，其化学名称为γ-缩水甘油醚

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此环氧丙基硅烷可

与许多不同类型的有机聚合物发生反

应。 
 
使用 

XIAMETER® OFS-6040 硅烷具备有机

和无机反应性，因而可以与有机聚合物

和无机表面反应或“偶联”。在具体应用

中使用XIAMETER® OFS-6040 硅烷

时应优先考虑这种双重反应性。 
 
特别建议将XIAMETER® OFS-6040
硅烷用作： 

 
• 用于增强塑料的玻璃纤维处理剂

• 用于填充塑料的矿物填料的处理

• 一种粘合促进剂，用于促进聚合

物涂料、油漆或粘合剂对玻璃、

金属或其他聚合物表面的连接。
 
例如，将XIAMETER® OFS-6040 硅

烷用在玻璃纤维粗纱上的表面处理

剂中。其应用包括玻璃纤维加强环

氧树脂复合物，可改进复合材料的

物理性能，尤其是湿态强度。 
 
XIAMETER® OFS-6040 硅烷具有增

强矿物填充聚合物（如硅土填充环

氧树脂）物理性质的作用。 



 
 
 
还建议将XIAMETER® OFS-6040 硅

烷用作一种添加剂来提高丙烯酸乳

胶填缝料的粘合性。 
 
XIAMETER® OFS-6040 硅烷的聚合

物还可以用于聚氨酯、丙烯酸、聚

硫化物、锦纶等聚合物。 
 
如何使用 

XIAMETER® OFS-6040 硅烷可以以

稀释水溶液（0.1 至 0.5％硅烷浓

度）的形式涂敷到无机表面上。制

备水溶液时，用乙酸将水的pH值调

节到 3.0 至 4.5，然后加入硅烷并进

行搅拌。将硅烷加入到酸化水中之

后，需要对混合物进行约 15 分钟的

搅拌，之后它将水解，形成清澈、

匀质的溶液。较高浓度的

XIAMETER® OFS-6040 硅烷在水中

是不稳定的，静置数天可能会沉积

形成浓缩聚硅氧烷的油相。建议制

备后XIAMETER® OFS-6040 硅烷水

溶液在 24 小时内使用。陈放的溶液

将会变得浑浊，这表明出现了大量

的聚硅氧烷浓缩物。 
 
XIAMETER® OFS-6040 硅烷也可溶

于许多普通的有机溶剂中形成溶液

应用，在特定用途使用之前，应当

对特定有机溶剂的溶解度和稳定性

进行验证。 
 
对于矿物填料的情况，填料可与硅

烷在较低的剪切力混合几分钟进行

处理，无需另加溶剂。硅烷可以在

水中或者上述溶剂中稀释。 
 
玻璃或矿物表面上涂敷了硅烷之

后，可以采用风干或者在 104 至

121℃（220 至 250℉）温度下快速

干燥，以实现硅烷醇基在表面上的

完全缩合，并清除表面上因甲氧基

硅烷水解而产生微量甲醇。 
 

在应用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之前，应

确定每一具体应用的 佳涂敷量和

干燥条件（如时间、温度等）。 
 
当作为底漆使用时，将 49.5 份的

XIAMETER® OFS-6040 硅烷和 0.5
份的苯甲基二甲胺之类的有机胺

（混合物A），用约 950 份的甲醇、

异丙醇或乙二醇稀释。或者，也可

以通过加入 5 份水和 1,000 份上述底

涂溶液的方法制备预水解底漆。这

两种情况下，底漆溶液均应涂敷在

玻璃或金属的固体表面上，然后将

聚合物热压或固化在表面上。 
 
XIAMETER® OFS-6040 硅烷可以直

接加入到树脂体系中（0.5 至 2.0 
pph），以促进未涂底漆的粘合。 
 
环氧反应性 
XIAMETER® OFS-6040 硅烷的环氧

基的反应性与有机环氧化物类似，

即会与酸、胺、醇、硫醇和其他环

氧化物发生开环反应。酸性或碱性

催化剂的存在可以促进这种反应

性。 
 
三甲氧基硅烷反应性 
XIAMETER® OFS-6040 硅烷的三甲

氧基硅烷部分具有烷氧基硅烷的典

型化学性质。甲氧基硅烷在水或者

水/醇溶液中水解，水解的 初产品

是硅烷醇，低浓度的硅烷醇在极性

溶剂（如水和乙醇）中具有一定的

稳定性。XIAMETER® OFS-6040 硅

烷的分散体在弱酸性溶液中更为稳

定，且在硅质表面取向更好。硅烷

醇基在玻璃和硅土矿物表面上能够

与羟基缩合。 

与矿物表面缩合之后，剩余的硅烷

醇基能够与相邻的硅烷醇基形成氢

键或发生缩合。通过这种共价和氢

键的组合，偶联剂与无机表面相结

合，并将其改性，从而使其具有有

机活性。 
 

产品安全信息 
本资料不包括安全使用本产品所需

的安全信息。操作前，请阅读产品

及其安全数据表以及容器标签，以

获取有关产品的安全使用、对身

体、环境及健康危害的资料。安全

数据表可从XIAMETER的网站

www.xiameter.com.cn上查阅。 
 
有效期与储存 
25oC (77oF) 或以下温度储存于原始

未开封容器中时，本品自生产之日

起保质期为 36 个月。 
 
包装开启后，应避免 
XIAMETER®  OFS-6040 硅烷与空气

中的水分接触产生凝胶。 
 

使用限制 
本产品没有经过测试也没有明确声

明可适用于医疗或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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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amet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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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保证信息—请仔细阅读 

基于诚实信用的前提下，此处提供

的信息应被认为是准确无误的。然

而，由于使用本公司产品的条件和

方法非我们所能控制，本信息不能

取代客户为确保我们的产品安全、

有效、并完全满足于特定的 终用

途，而进行的测试。我们所提供的

使用建议，不得被视为侵犯任何专

利权的原因。 
 
道康宁的唯一保证，是产品满足发

货时的销售规格。 
 
若道康宁违反该保证，您所能获得

的唯一补偿，仅限于退还购货价款

或替换不符合保证的任何产品。 
 
道康宁特别声明，不作任何其他明

示或暗示对特定目的适用性或适销

性的保证。 
 
道康宁声明，不对任何间接或附带

性的损害负任何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