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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针对特定生产条件为木板生产商提供定制树脂, 以满
足其精确规格。

BONDING
VISIONS
WITH
REALITY
粘接愿景与现实

公司简介
NTL Chemical Consulting 是各类人造木板甲醛树
脂的许可树脂技术提供商，服务领域涉及：刨花
板 (PB), 中密度纤维板 (MDF), 胶合板 (PLY), 定
向刨花板 (OSB), 单板层积材 (LVL), 浸渍纸等。

NTL 的秘诀是以正确的方式确定最适合特定
应用的树脂配方。凭借 30 余年在全球积累的
丰富经验，我们针对特定生产条件为木板生
产商提供定制树脂，以满足其精确规格。
在 NTL，我们视客户为业务合作伙伴。我们
致力于帮助客户取得成功。在我们看来，客户
满意是公司成功的标志。通过投资于我们，
客户将因我们的丰富经验和创新思维而受益，
并且我们承诺定期供应可靠的优质产品。

NTL Chemical Consulting 位于塞萨洛尼基
科技园区，拥有现代化的全新实验室。

凭借 30 余年在全球积累的丰富经验
我们持续为人造木板行业提供精确定制的树脂技术。

LAB

PORTFOLIO

NTL 不仅能够为森林产品行业提供技术服务，而且在全球合作伙伴网络的支持下，可服务于众多其他行
业，如隔热矿棉、磨料、磨轮、模塑料、纺织业和造纸业等。 以下是其他特色产品清单：
•
•
•
•

产品组合

甲醛排放

应用

树脂

刨花板 (PB)

脲醛、脲三聚氰胺甲醛、三 E1
聚氰胺改性脲醛
½ E1
CARB-II
E0 (F***),
Super E0 (F****)

中密度纤维板 (MDF)

其他应用

胶合板 (PLY)

脲醛、脲三聚氰胺甲醛、三 E1, CARB-II, E0 (F***)
聚氰胺改性脲醛
硬木材、软木材、热带木
材、混合品种的酚醛

定向刨花板
(OSB-I, OSB-II,
OSB-III)

脲醛、三聚氰胺改性脲醛、 E1
三聚氰胺脲酚醛
酚醛（核心和表面）
表面酚醛（浅色）

胶合层积材梁

三聚氰胺甲醛、 聚氰胺改
性脲醛

—

单板层积材 (LVL)

酚醛
PFR（苯酚-间苯二酚-甲
醛）

—

浸渍纸

SCL, HPL, LPL, 后成型和 —
高光泽的脲醛、三聚氰胺甲
醛与酚醛

木材硬化

酚醛、 三聚氰胺甲醛醚
化，DMDHEU

—

添加剂：活化剂、清除剂、硬化剂、交联剂、阻燃剂

酚醛树脂，用于制造岩棉和玻璃棉
酚醛树脂，用于涂层磨料（砂纸）
用于浸渍的牛皮纸酚醛树脂
脲醛醚化树脂，用于制造引火剂

• 三聚氰胺甲醛醚化树脂，用于纸质
过滤器浸渍-汽车、纸箔涂层
• 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用于混凝土成型
• 三聚氰胺甲醛阳离子树脂，用于制造磨砂玻璃
纤维和玻璃组织，以及用于强化纸张的湿强度

防潮性
V20
V313
V100

环保

阻燃

防水

ECO-BINDER

NTL 的优势在于研发

• NTL 位于塞萨洛尼基科技园区，
拥有现代化的全新实验室
• 研发的重点在于开发具成本效益的创新产
品，以满足客户的特定要求和市场需求
• 开发并升级持续使用的现有树脂配方
• 将创新理念转变为可实现的增值解决方案
• 环保责任意识

生态粘合剂

NTL 针对单组分甲醛树脂技术提供咨询和技
术支持，确保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达到欧
洲、美国和日本最严格的板材类标准：V20
V313, V100, 以及甲醛类标准：E1, ½ E1
CARB-II, E0 (F***), Super E0 (F****)。
此外，作为替代方案，凭借结合了低排放树脂、
聚合清除剂和交联剂的创新型 3 树脂技术系
统，您可以实现低至天然木材的排放水平。
NTL 3 组分树脂技术系统与基础树脂密切结合，具有
极长的保质期，适合应用于任何刨花板和中密度纤维板
生产线，无需额外投入任何资本，并可与现有轧制设备
结合使用，对树脂固化和板材属性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由于聚合清除剂被部分基础树脂替代，因此与单组分
树脂或清除剂解决方案相比，该技术通常成本较低，
能够以较低的投入实现低至天然木材的排放水平。
优势：
– 减少胶耗量
– 提高生产率
– 高粘合性能
– 可持续板材生产

凭借我们的树脂技术系
统，您能够以最具成本
效益的方式实现低至天
然木材的排放水平。

NTL 与专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联合研发项目
NTL 在早期业务阶段便认识到，板材的粘合强度
由两部分组成：树脂和木材，因此 NTL 积极与专
门的大学和木工程技术研究院建立技术联盟并开
展研究合作项目，以便更好地理解不同木材品种
的特征与性能，并开发最合适的树脂技术系统。

• 针对甘蔗渣及其他快速生长的一年生植物等应用
的树脂

SUPPORT

• 甲醛树脂的木质素结合等

• 木材组成分析、纤维素和木质素测定、
木材渗透性测定、提取物（即：乙醇、
脂肪酸、单宁酸、蛋白质等）测试
• 纤维改性技术（FP7 Fibre+ 项目）
• 通过热改性和化学改性、树脂加工等，强化回收
纤维在不同木材中的属性和可循环使用性

致力于服务客户，并结合
可用的一流技术服务，
满足具有挑战性的未来需求。

完整树脂工厂工程服务

除了提供大量的树脂技术，NTL 还通过成熟
强大的国际合作伙伴网络，为不同规模树脂
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提供完整的工程服务。
NTL 的服务包括：
•
•
•
•
•

完整的工艺技术
工程设计服务
采购
技术协助
客户工厂人员的督导和完整培
训，帮助建设树脂工厂

技术支持
NTL 专注于提供持续的支持，服务、
质量和效率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我们的技术专家凭借出色的技术、知识和 30 余年
的全球经验，为客户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持，包括：
• 根据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提供新型树脂技术和
理念
• 在客户的研发和树脂工厂为客户员工提供培训，
并根据客户的木板生产工艺，执行技术应用工作
• 故障排除和持续的技术支持，包括具有成本效益
的新型树脂技术开发、升级、优化，专注于客户
的生产质量和产能效率
• 为客户的生产业务创造价值和盈利能力

• NTL 承诺继续与全球客户密切合作，提供更
高水平的树脂技术效率，以及可用的一流技
术服务，以满足具有挑战性的未来需求。

GLOBALLY
引用
(BAC) Bintulu Adhesives
& Chemicals, Sarawak

— 东马来
西亚 该公司制造甲醛和甲醛树脂，
并出售给当地木板生产商。

EMMAN TABLEROS S.A

— 韩国
该公司制造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和浸渍
纸，并拥有自己的联合甲醛与树脂工厂。

Foresco Co., Ltd

— 韩国
该公司通过自己的联合树脂工
厂制造中密度纤维板。

Krata – Pigment

– 俄罗斯
该公司为不同行业制造甲醛、甲
醛-氨基与酚醛树脂以及其他化学
产品，并售往当地和国际市场。

Kwangwon Timber

(MAC) Malayan Adhesives
and Chemicals

Perechin Timber & Chemical
Plant OJSV (Polyprom Group)

MKS Marmara Entegre
Kimya Sanayi A.S.

Royal Plas (ATKA Group)

— 马来西亚
该公司制造甲醛和甲醛树脂，并
出售给当地木板生产商。

— 乌克兰
该公司制造甲醛树脂，并出
售给当地木板生产商。

— 巴西
该公司制造甲醛、甲醛-氨基与酚
醛树脂，并出售给当地生产商。

— 土耳其
该公司制造甲醛和甲醛树脂，并
出售给当地木板生产商。

爱尔兰

Uniboard

Tablemac S.A. (Duratex)

ZRK Group

— 泰国
家生产甲醛基树脂的公司，用于集成中密
度纤维板,刨花板生, 胶合板 产浸渍纸商。
— 哥伦比亚
该公司制造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和浸渍
纸，并拥有自己的联合甲醛与树脂工厂。

TDIC Co., Ltd.

— 土耳其
该公司制造甲醛和甲醛树脂，并
出售给当地木板生产商。

— 韩国
该公司通过自己的联合树脂工
厂制造中密度纤维板。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球 29 个
国家/地区

Starplus

法国

比利时
挪威

芬兰

奥地利
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俄罗斯

乌克兰

韩国

加拿大

德国
西班牙
意大利

墨西哥

泰国

希腊
马来西亚
哥伦比亚
巴基斯坦

印度尼西亚

土耳其
巴西

以色列

阿根廷
南非

埃及

澳大利亚

— 加拿大
该公司制造刨花板、中密度纤维，并
拥有自己的联合甲醛与树脂工厂。.
— 巴基斯坦
该公司生产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和层压
板，并拥有自己的甲醛和树脂联合工厂。

粘接愿景与现实

NTL Chemical Consulting
Thessaloniki Technology Park
6th km. Charilaou – Thermi Rd.,
P.O.Box 60328 Thermi,
Thessaloniki 570 01
GREECE
电话：+30 2310 498 450
传真：+30 2310 498 449
电子邮件：info@ntl-chemicals.com
常务董事：Nikos Pargianas 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