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

2.1 电池与电池管理系统

仅限于内部使用，
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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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 BMS解决方案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电芯与模组 电池包 电池管理系统(BMS)

• 导电涂层

• 模组壳体密封

• 电芯之间导热粘接/灌封

• 电池与模组间的热界面管理材料

• 包装标签粘结

• 电池整包密封（发泡/非发泡材料）

• 导热类粘结材料 –模组间、模组与
电池包之间

• 外壳焊缝密封/整包结构粘结（取代
焊接）

• 电磁屏蔽涂层

• BMS外壳密封

• 电子元器件的导热灌封

• 电子元件的微孔浸渗

• 电磁屏蔽涂层

• PCB解决方案

导热垫片

模组外壳
密封

包装标签粘
结

电芯之间导热粘接/灌封

电池包密封(发泡)

焊缝密封
整包结构粘接（取代焊接）

导热粘结

导热垫片/填
充剂

壳体密封

导热灌封

电子器件微孔隙浸渗

电磁屏蔽涂层

导电涂层

电磁屏蔽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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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提高锂离子电池性能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导电剂
（碳）

活性材料底涂

集流体 表面氧化或钝化膜
(AIF3, AI203)

▪ 降低正极涂层与铝之间的电阻。

▪ 提高正极涂层与铝之间的粘结力。

▪ 保护铝箔不受侵蚀。

▪ 提高电池在各种温度下的电池容量。

▪ 维持电池在多次充放电后低电阻。

1. 电芯

2. 超级电容器

放电容量：
在高放电倍率下，汉高导电涂层能够显著提升电池性
能（红、虚线圈）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4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导电涂层技术
主要产品

S-FN 15000 S-FN 17000

颜色 黑色 黑色

添加剂 炭黑 石墨

粘结剂 热固性树脂 热塑性树脂

载体溶剂 水 水

粘度 mPa.s 400-800 50-200

寿命，月 9 12

固化后面电阻
ohm/sq@25um

<30 <40

建议固化温度 110-130 120-150

VOC, g/L 42 12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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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导热粘结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 相比机械新型，粘接应力分布更均匀

▪ 可以粘接不同材质

▪ 零件形变小，可以常温施工及固化

▪ 外观：美观、平顺，没有可见或突出的
铆钉，螺栓

▪ 结构增强，重量减少

技术介绍

2. 电池盒结构粘接（代替焊接）

1. 车身结构粘接（代替铆钉）

Loctite Structural Adhesives withstand the test 

of time better than spot welds and rivets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6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5055 Loctite 3038 Teroson 6700

技术 2K Epoxy 2K Acrylate 2K PU

混合后密度 0.9 1.1 1.5

混合后操作时间 ，分钟 30 5 10

初步固化时间，@23C 4H @23C 30 min 30 min

硬度, shore A 90 90

拉伸强度或模量， MPa 1500 13 /

断裂延伸率 % / 35 /

金属试片 18-22 （碳钢， 0.22mm 胶层） 8 ( 铝) 13 （碳钢， 1mm 胶层）

PPGF  - ECS / 9 /

PPGF to PC / 5 /

PBT - PBT / 13 /

非导热粘接
主要产品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7

导热粘结技术
具有导热功能的粘接材料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1. 锂电池

2. 电子元器件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导热粘结密封材料是能够在多种基材上兼具优异
的导热性能和粘结性能的粘合剂。

多种不同基材及特性的产品以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UK6800 固化后属性

导热能力(w/m.k) >1.5

技术 2k-PU

适用期， 280g 10-15 分钟@ 23 °C

拉伸-E-模量，MPa@23 °C 40

拉伸伸展率，23 °C 150%

固化时间 10 h，80 °C 或7 d NC 
(23 °C, 50 %RH)

搭接剪切强度, MPa@ 23°C Al/Al 6.4

AR 58-3-2 固化后属性

粘度@ 25℃ cps, 1rpm
A组份: 420,000 
B组份: 280,000
混合后: 380,000

导热能力(w/m.k) 1.0

剪切强度，MPa@ 25°C, 
12h

Al/Al 17

Al/PET 6

Al/PC 6

剪切强度th, MPa@ 25°C, 
10min

Al/Al 10

固化时间 R.T , 12小时

▪ 室温固化
▪ 快速固化
▪ 可靠性（热冲击、高温高湿老化）
▪ 优异的粘结性能
▪ 优异的导热性能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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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密封胶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 无需底涂，适合多种材料，优秀的密封
效果

▪ 卓越的耐腐蚀、耐老化、耐紫外线性能

▪ 上漆性能好，环保，不含溶剂

▪ 施工简便，可以有效的缓冲应力，减震
及避免超长焊接引起的型材变形。

Teroson MS 产品为单组份的改性硅烷弹性粘合
剂，在无底涂的情况下，该产品具有广泛的粘
接性能，良好的抗风化，抗紫外线和耐老化
性。广泛应用于段焊、铆接、螺纹密封等。如
车体及底架断焊密封，电池包壳体焊缝密封。

2. 车体及底架焊接密封

1. 电池包焊接密封

接缝密封断焊、铆接、螺纹密封 间隙密封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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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密封胶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MS939 FR MS930 FR

密度 1.5g/cm³ 1.5g/cm³

固体含量 100% 100%

表干时间（DIN 50 014) 20分钟 25-40分钟

固化速度 3mm /24小时 4mm /24小时

肖氏硬度A(DIN 53 505) >50 27

拉伸强度(DIN 53 504) 3.5MPa 1.0MPa

体积变化（DIN 52 451） <2% <2%

断裂延展率(DIN 53 504) 180% 300%

耐紫外线（UV） 好 非常好

能否上漆 是 是

耐温范围 -50-100℃ -50-100℃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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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成型液态密封技术 (CIPG)
更高的效率，更可靠的密封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E-Motor, ECU, Inverter & Converter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现场成型液态密封技术，是直接将液态密封胶
通过点胶设备涂布在所需要密封的零件上，固
化后进行装配，压缩密封。

▪ 流程自动化 –自动化点胶设备，确保高精度

▪ 效率高 –取代人工按压成型EPDM橡胶装配

▪ 满足使用过程中反复拆卸要求

▪ 紫外线固化 / 加热快速固化

▪ 低压缩形变，老化性能优异

▪ 多种材质供客户选择，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1k/2k 泡沫，聚氨酯/丙烯酸酯/硅胶 1. 电池整包密封

2. 电机壳体，ECU壳体

原零件

Loctite® Cured-in-Place 液态胶
涂布在所需密封的零件上。

对Loctite® Cured-in-Place进
行固化。

固化后即可装配。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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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成型液态密封技术
典型产品介绍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5883 Loctite 5486 Fermapor K31-PUR

基材 聚丙烯 硅胶 聚氨酯

形态 非发泡类 发泡类 发泡类

组分 单组份 双组份 双组份

固化方式 UV 加热+湿气 室温固化（加热可选 <70℃）

外观（固化后） 浅黄色 黑色 灰色或黑色

压缩率 % 30% 50% 50%

压缩形变 14% 5%-8% 5%

延伸率 % >180% >95% >100%

粘度(@10 1/s, 25 C) 135,000 120,000-270,000 110,000

硬度（shore A) Shore A 45-55 Shore A 15-18 Shore 00 40

其他 阻燃 UL94 HB 阻燃 UL94V0 阻燃 UL94HF1 （等同于）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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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技术
屏蔽自身或外界的电磁辐射干扰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 优秀的衰减性能(50 至 70dB)

▪ 快速固化且不需加热(5 至20分钟)

▪ 喷涂工艺方便应用

▪ 薄层(50 至75µm)

▪ 低表面电阻(<0.5ohms/square)

▪ 优异的抗老化性能

▪ 可应用于各种基材
(如塑料、增强复合材料)  

参考基准: 铝材料

Spikes are caused by housing

resonances.  The curves are assumed to follow the dotted lines.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1.电池及BMS外壳（非
金属材料）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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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技术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ELECTRODAG 437 ELECTRODAG 440 AS LOCTITE EDAG 1415M E&C

填充物 铜 镍 银

固含量 63.5% 68% 58%

粘度 (20 °C, mPa·s

(cP): Speed 20 rpm)
3800-5200 5100-6300 280-470

密度 (g/cm3) 1.65±0.1 2.03±0.1 1.63±0.1

理论覆盖量@10um

厚， m2/kg
23 17 9

有效期@5-30 °C，月 12 12 18

闪点，°C 23 17 14

储存温度 5-30°C 5-30°C 5-30°C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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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增强材料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 全方案提供者：仿真、材料、模拟

▪ 材料多样性：2D 增强片，3D件，液体胶水

▪ 施工方便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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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增强材料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Terocore 1015 Teroson EP 1401

主要成分 环氧 环氧

颜色 黑灰 黑灰

混交比例 2：1 2：1

操作时间 21 oC 15min

34 oC 8min

20 oC 90min

30 oC 60min

泊松比 0.25 0.22-0.26

压缩强度（MPa） 25 oC  26

-40 oC 32

50 oC  21

15- 20

固化后密度 （g/cm3） 0.52 ~0.7

固化体积变化 45-65% 0-30%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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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高TECHNOMELT®低压成型将原工序缩减为

三步工序，同时改善了脆性电子元件的密封

性和防护性。

低压注塑
线头防护及密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汉高低压成型解决方案可以确保产品具有优良
的密封性、耐温性和抗溶剂性。所有操作均在
低压条件下完成，循环时间短，不会对精密
或脆性电路造成损坏，与传统灌封或包覆工艺
相比优越性显著。尤其在复杂应用场合中PCB及
电路保护极为重要，汉高始终秉持安全理念，
为制造商提供安全可靠的解决方案。

1. 电池包线束密封

2. PCB板密封

Technomelt低压成型用于二次成型以下产
品这些图片对整个生产工序进行了说明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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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注塑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TECHNOMELT AS 5375 TECHNOMELT PA  2384 TECHNOMEL PUR 3460

主要成分 聚烯烃 聚酰胺 聚氨酯

颜色 白到米黄 透明至琥珀色 乳白

邵氏硬度 A55 D65 /

软化点， oC 141 206-216 ~60

粘度， cP 4500 （180 oC） 110,000-150,000 （225 oC） ~10,000 (130 oC)

断裂伸长率 300% 300% - 500% /

工作温度 180 oC到200 oC 232 oC到260 oC 110 oC到140 oC

特性 通用性粘接多种基材 耐溶剂 长操作时间，耐水解，耐溶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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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涂层技术
防腐蚀，抗石击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 无需底涂，适合多种材料，优秀的密封
效果

▪ 卓越的耐腐蚀、耐老化、耐紫外线性能

▪ 上漆性能好，环保，不含溶剂

▪ 施工简便，可以有效的缓冲应力，减震
及避免超长焊接引起的型材变形。

汉高Teroson系列车体涂层类产品是以橡胶/树脂
作为基材，不含沥青的溶剂型涂料。完全固化
后，涂层具有永久弹性，优良的耐腐蚀性和耐
老化性，低温下不开裂，附着力强。广泛应用
与汽车底盘，车轮罩，等关键部位的保护，防
腐，尤其适用于抵抗路面的石击。

1. 汽车底盘（喷涂后）

2. 电动汽车电池包壳体

耐水性实验

耐低温实验耐冲击实验

盐雾实验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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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保护涂层技术
主要产品

▪ Super 2000 / Super 3000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Terotex Record 2000 Black Terotex Record 2000 HV Grey Terotex Super 3000

颜色 黑色 灰色 黑色

密度 ~ 0.97 g/cm³ ~ 1.3 g/cm³ ~ 1.22 g/cm³

固含量% ~46% 68% - 72% ~ 59%

抗流挂性 好 好 好

湿涂层厚度 约1.5mm < 4mm <1.0mm

成膜时间 2 到 4h 2 到 4h 2 到 3h

完全固化时间 24 到 48h 24 到 48h ~ 24h

抗磨性 极好 极好 极好

喷涂温度 10 到 25℃ 10 到 25℃ 10 到 25℃

工作温度范围 -25 到 80 ℃ -25 到 80 ℃ -25 到 80℃

可短暂暴露的温度 100 ℃ 100 ℃ 100 ℃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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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材料
有效的热管理确保安全

技术介绍 属性与优势 典型应用
通过控制与传导热能稳定电池效率并
保持安全

• 更优异的导热性能
• 流程简单
• 可粘接各种基材，抗振
• 低挥发、绝缘性好
• 薄膜、玻纤增强
• 垫片降低“弯折”风险
• 增强表面接触
• 耐冷热冲击，更好的压缩弹性

形变
• 耐电解液等多种化学试剂

缝隙填充 垫片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Lithium-Ion Battery & BMS

1. 电芯与模组，模组与包装之
间，电池与冷却板之间

2. ECU、电子元器件

大形变导热胶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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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材料
主要产品

▪ Super 2000 / Super 3000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SPA 15000

(垫片）
GF 1500

（填充）
Gap Pad HC 5.0

（垫片）
Loctite 5650

（高弹性耐电解液导热胶）

导热系数（W/mK） 2.0 1.8 5 1

颜色 绿色 A：黄色
B：白色

蓝紫色 A：乳白
B：乳白

邵氏硬度 A80 00 50 00 35 A14

介电击穿电压 > 6kV 400 V/M > 5kV >7500 kV/M 

介电常数（1000Hz） 7.0 6.4 8.0 /

体积电阻率 （Ωm） 1011 1010 1010 /

阻燃等级 UL94V0 UL94V0 UL94V0 UL94V0

基体增强材料 玻纤 / 玻纤 /

压缩强度（MPa） / / / < 1.5 Mpa (60%压缩率)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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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渗技术
针对电子元器件的微孔密封解决方案

技术介绍 特性与优势 典型应用

原
因

• 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

• 不同的膨胀系数

• 暴露在温度循环下

影
响 • 物质渗透进入组件

• 腐蚀、短路、故障

• 可靠、长效解决方案

• 密封整个间隙，更多粘结面

• 无需更改客户设计

• 无可见的密封剂，更加美观

• 优秀的耐化学与耐温度循环属性

• 专为电子件研发的特殊密封剂(Flexseal™)

浸渗是针对电子元器件中微孔(<0.25mm)密封永
久性解决方案

金属针

FLEXSEAL 树脂

塑料壳体

塑料壳体中的
裂纹亦被填充
进密封树脂

真空
浸渗

老化清洗漂洗固化

后烘干 超声波清洗 质量检测 泄漏测试

室温固化

浸渗设备与工艺流程

连接器传感器

热敏电阻

电路板

塑料外壳件

注入线圈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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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渗技术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IS 5500 Loctite IS 5100

主要成分 甲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酯

固化方式 厌氧 厌氧

外观 淡黄色澄清液体，荧光性 淡黄色澄清液体，荧光性

粘度 18-30mPa.s @ 25°C 5-30mPa.s @ 25°C

耐化学性能① +++++ +++++

耐温性 -54°C to +177°C -54°C to +177°C

耐冷热冲击性② +++++ ++++

柔韧性② +++++ ++++

① 优异的耐化学性能，包括变速箱油，机油，冷却液，有机溶剂，酸或碱等

② 在Loctite 5100的基础上，Loctite 5500进一步增强了耐冷热冲击性和柔韧性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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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 & BMS解决方案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电芯与模组 电池包 电池管理系统(BMS)

• 导电涂层（SFN15000, EB082, EB012, 

109B, 109C, SFN17000）

• 模组壳体密封（5883, 5810B）

• 电芯之间导热粘接/灌封（5832, 6800）

• 电池与模组间的热界面管理材料（S18，

A18）

• 包装标签粘结

• 电池整包密封（5883, 5486）

• 导热类粘结材料 –模组间、模组与
电池包之间(3038, H8000, H3500)

• 外壳焊缝密封/整包结构粘结（5089）

• 电磁屏蔽涂层(437, 440, 1415)

• BMS外壳密封 (5883, 5890)

• 电子元器件的导热灌封(5461, EP140)

• 电子元件的微孔浸渗(5100, 5500)

• 电磁屏蔽涂层(437, 440, 1415)

• PCB解决方案(AS8998, PA646, 

PA6208, PA2384, PA658, PA678, 

PA2692)

导热垫片

模组外壳
密封

包装标签粘
结

电芯之间导热粘接/灌封

电池包密封(发泡)

焊缝密封
整包结构粘接（取代焊接）

导热粘结

导热垫片/填
充剂

壳体密封

导热灌封

电子器件微孔隙浸渗

电磁屏蔽涂层

导电涂层

电磁屏蔽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2.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

2.2 用于电芯的导电涂层技术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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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提高锂离子电池性能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导电剂
（碳）

活性材料底涂

集流体 表面氧化或钝化膜
(AIF3, AI203)

▪ 降低正极涂层与铝之间的电阻。

▪ 提高正极涂层与铝之间的粘结力。

▪ 保护铝箔不受侵蚀。

▪ 提高电池在各种温度下的电池容量。

▪ 维持电池在多次充放电后低电阻。

1. 电芯

2. 超级电容器

放电容量：
在高放电倍率下，汉高导电涂层能够显著提升电池性
能（红、虚线圈）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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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功能与优势

活性材料

Al/Cu 箔
底涂

• 新活性材料的应用（纳米颗粒，高电压）或生产流程（厚活性物质、
水性活性浆料）。

• 增加寿命（充电-放电循环，保质期）。

• 更优秀的电学性质。

• 降低内阻。提高了实际容量，降低能耗。

• 保护集流体的表面不受腐蚀和溶解。（提高化学/电化学稳定性）

• 增强活性层和集流体之间的粘结力。

• 降低活性层的应力。

• 降低活性层/集流体界面的接触电阻，提高电流的均匀度。

功能

优势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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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对阻抗性能的影响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 内阻来源：电子阻抗、离子阻抗
• 电子阻抗：材料本身的阻抗（Material resistance）、材料

间接触的阻抗（Interface resistance）

• 使用涂层铝箔后使接触内阻降低了至少一个数量级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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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对阻抗性能的影响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 对于充放电倍率的改善：高倍率下涂炭铝箔有非常
明显的优势。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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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对成本、固含量及面密度的提升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 在提高涂布面密度上，可以节省各个材料等消耗
• 在提高涂布速度上很有优势，往往提高涂布速度后造成的
不良影响主要是导电剂，粘结剂的上浮引起的剥离强度下
降以及辊轧粘附的问题

• 使用涂炭铝箔减少binder和CB的添加量，提高剥离力，
固含量和面密度有很大帮助，对电池性能有很大提
升。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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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对固含量及面密度的提升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 使用涂炭铝箔减少binder和CB的添加量，提高剥离力，
固含量和面密度有很大帮助，对电池性能有很大提
升。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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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电涂层技术
对涂布速度的提升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 在快速涂布干燥下，界面接触阻抗明显升高，这是由于快
速干燥过程温度骤热造成溶剂迅速挥发同时导致bider和导
电剂上多下少，分布不均匀。但是使用涂炭铝箔多情况下
可以不用考虑这一影响而不影响电池性能。这样在涂布速
率提高多前提下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和生产成本降低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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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应用与产品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锂离子电池

电极涂层

EB-012，Dag112, EB-
815, Bonderite S-FN 
15000

双电层电容器
（EDLC）

电极涂层

EB-100, EB-012, EB-
886, EB-815, EB-023, 
EB-030

锂锰电池（主要）

正极涂层

EB-886, EB-815

碱性电池

正极涂层

EB-005, EB-020A, 
109B

燃料电池

金属双极板

EB-008, EB-023, EB-
815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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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 –导电涂层
Bonderite S-FN 15000

技术特性

▪ 水基

▪ 交联聚合物组分

▪ 不溶于电解液

▪ 聚合物组分有与集流体连接的功能性基团

属性

▪ 对集流体上粘结较强

▪ 耐非水性电解液

▪ 更低电阻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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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 –导电涂层
Bonderite S-FN 15000: 胶带剥离测试

使用导电涂层底涂增强活性材料的粘结。

导电涂
层

使用涂层 不使用涂层

活性材料活性材料

DFT:ca 2µm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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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 –导电涂层
Bonderite S-FN 15000 : 耐电解液与减重

涂层耐电解液能力

完全覆盖用量比较

电解液 =LiPF6的聚碳酸酯溶液

涂层 在85C电解液下2小时后移除底涂所需要的
次数

行业一般底涂 1

TD – 7726A >100

Bonderite S-FN 15000 >100

涂层 完全覆盖需要的典型厚度

汉高商业底涂 2.5

TD – 7726A 1

Bonderite S-FN 15000 1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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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导电涂层与集流体之间的粘结

涂层量= 0.3g/m2

电解液 = LiPF6的聚碳酸酯溶液

提高正极活性材料与集流体之间的粘接

涂层量= 0.3g/m2

电解液 = LiPF6的聚碳酸酯溶液

降低内阻

锂离子电池 –导电涂层
Bonderite S-FN 15000: 粘结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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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Benefits of Primer Coating:

• Improved Resistance of Cathode

85C电解液下2小时后损失的粘
结力%

85C电解液下LMO 的损失量 LFP接触电阻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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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P电池中Bonderite S-FN 15000在多种温度下的充电/放电循环
显示比水基和溶剂基底涂电池内阻更小。

LFP电池Bonderite S-FN 15000 在多种温度循环后电容保持性
能较好。

锂离子电池 –导电涂层
Bonderite S-FN 15000: 电池阻抗与电容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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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电池电阻比较 在不同的温度充电/放电的电容保持率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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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显示，有涂层的铝箔性能要比没有涂层的
铝箔性能好

LFP电池Bonderite S-FN 15000 在变温之后的充电/放电循
环显示更优异的倍率性能

锂离子电池 –导电涂层
Bonderite S-FN 15000: 倍率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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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导电涂层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2.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

2.3 驱动电机, 电控, 逆变器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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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电控、变频器与逆变器解决方案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E-Motor, ECU, Inverter & Converter

电动发动机(电机) 控制器、逆变器解决方案

• 前、后端盖密封（液态垫圈、螺纹锁固）

• 磁钢结构粘结

• 定子绕组导热灌封

• 轴承与转轴固持

• 端子连接器灌封

外壳的灌封/密
封

电子器件浸渗

电磁屏蔽

热灌封

导热垫片/填充
剂

端子连接器灌
封

磁钢结构粘结

定子绕组导热灌封

前、后端盖密封

• 电控外壳密封

• 逆变器线圈、元器件导热灌封

• 外壳电磁屏蔽涂层

• 热管理 –导热垫片，导热填充剂

• 电子元器件浸渗

轴承与转轴固持

螺纹锁固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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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灌封技术
有效传导零部件工作中热量，确保安全及性能

技术介绍 核心工艺 典型应用

▪ 工装治具设计

▪ 等离子表面处理

▪ 工件预热 80C-100C

▪ 分段式真空灌封 2-100mbar

▪ 两段式高温固化

导热灌封材料是一种更优秀的技术，除了传

统的灌封材料性能外，更提供了热传导性能。

1. 新能源电机灌封
多种为客户应用需求定制的特色产品

2. 逆变器、车载充电器灌封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E-Motor, ECU, Inverter & Converter

电机导热灌封技术

导热率

粘度

绝缘性

耐温度冲击

高温耐油性

关键特性

分级化：1.0, 1.5, 2.0 mW/K

客户要求

良好的工艺性：<1000 m PaS

体积电阻率: >1E+9 Ω.cm

新能源商用车：-40 – 135C

新能源乘用车： -40 – 150C/180C

水冷式 or 油冷式
150C泡油 >1700h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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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热灌封技术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5631 PE8081AB PE8082AB PE8083AB（AR126）

技术 硅胶 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 环氧树脂

颜色 白色 黑色 黑色 黑色

混合粘度

(25℃, cps)

4500 9,600 – 14,400

700 @80℃
4,240 (10 1/s Rheometer)

2,200 @40℃
9,300 (5 1/s Rheometer)

492 @80℃

组分( AB重量混合比 ） 2k(1:1) 2K（5:1） 2K（6:1） 2k （6:1）

固化条件 25℃（24hr)/80℃(0.5hr) 120℃（5hr) 25℃（10hr)/80℃(1hr) 80℃（10hr)/120℃(1hr)

硬度 Shore D 45 (shore A) 80 85 85

比重（固化后） 1.6 1.6 1.67 1.61

操作时间(25℃,hr) >1 8 4 6

导热系数 W/mk 1.0 0.63 1.0 1.0

适用温度范围℃ -40 ~ 150 -40 ~ 150 -40 ~ 135 -40 ~ 180

其他 高弹性，适用于电源器、
变压器等导热灌封

长期泡油环境，适应油冷
式电机

适应风冷 水冷式电机
新能源商用车电机

长期泡油环境，高温绝缘
性好，适应各种电机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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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粘结 –稀土磁钢粘结
具有优秀抗剥离与抗冲击能力的粘结力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E-Motor, ECU, Inverter & Converter

技术介绍 性能与优势 典型应用

磁钢粘结 –环氧或丙烯酸酯基，

具有不同的粘度和工作寿命，粘

结磁钢并具较高强度。

• 合适的粘度-工业等级并有着更长的工作寿命。

• 室温下形成一个高韧性的胶层，并且有着优秀的抗

剥离与冲击力。

• 更优秀的耐热冲击性和优秀的机械与电性能，可以

耐多种溶剂与化学品。

• 优秀的长期高温耐油性

环氧 - Loctite 9536 / E-214HP/ EP 380
丙烯酸 - Loctite 331
根据应用需求选择产品

新能源电机磁钢

1. 表贴式

2. 嵌入式

Confidential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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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粘结 –稀土磁钢粘结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9536 E-214HP EP 380

化学类型 环氧 环氧 环氧

颜色形态 黑色胶带 灰色膏状 乳白色膏状

粘度(25℃, cps) N/A 800,000-1500,000@2.5rpm, 
spindle 7, RVT Brookfield

518,000-779,000@3rpm, 
spindle 14, Brookfield

固化条件 20min@170C 2h@120℃ 30min@150℃+30min@170℃

玻璃化转变温度 ℃ 120 120 161

硬度 Shore D N/A 85 85

剪切强度 Al/Al, Mpa 15 30 30

适用温度范围 ℃ -40 ~ 150 -40 ~ 150 -40 ~ 150

其他 节省工艺时间，适用于新能源电
机磁钢粘接

热强度高，耐长期高温老化，适
用于新能源电机磁钢粘接

热强度高，耐长期高温热油老化，
适用于新能源电机磁钢粘接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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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成型液态密封技术 (CIPG)
更高的效率，更可靠的密封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E-Motor, ECU, Inverter & Converter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现场成型液态密封技术，是直接将液态密封胶
通过点胶设备涂布在所需要密封的零件上，固
化后进行装配，压缩密封。

▪ 流程自动化 –自动化点胶设备，确保高精度

▪ 效率高 –取代人工按压成型EPDM橡胶装配

▪ 满足使用过程中反复拆卸要求

▪ 紫外线固化 / 加热快速固化

▪ 低压缩形变，老化性能优异

▪ 多种材质供客户选择，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
，1k/2k 泡沫，聚氨酯/丙烯酸酯/硅胶 1. 电池整包密封

2. 电机壳体，ECU壳体

原零件

Loctite® Cured-in-Place 液态胶
涂布在所需密封的零件上。

对Loctite® Cured-in-Place进
行固化。

固化后即可装配。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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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成型液态密封技术– CIPG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5883 Loctite 5486 Fermapor K31-PUR

基材 聚丙烯 硅胶 聚氨酯

形态 非发泡类 发泡类 发泡类

组分 单组份 双组份 双组份

固化方式 UV 加热+湿气 室温固化（加热可选 <70℃）

外观（固化后） 浅黄色 黑色 灰色或黑色

压缩率 % 30% 50% 50%

压缩形变 14% 5%-8% 5%

延伸率 % >180% >95% >100%

粘度(@10.01/s, 25 C) 135,000 120,000-270,000 110,000

硬度（shore A) Shore A 45-55 Shore A 15-18 Shore 00 40

其他 阻燃 UL94 HB 阻燃 UL94V0 阻燃 UL94HF1 （等同于）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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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技术
屏蔽自身或外界的电磁辐射干扰

技术介绍 特点与优势 典型应用

▪ 优秀的衰减性能(50 至 70dB)

▪ 快速固化且不需加热(5 至20分钟)

▪ 喷涂工艺方便应用

▪ 薄层(50 至75µm)

▪ 低表面电阻(<0.5ohms/square)

▪ 优异的抗老化性能

▪ 可应用于各种基材
(如塑料、增强复合材料)  

参考基准: 铝材料

Spikes are caused by housing

resonances.  The curves are assumed to follow the dotted lines.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1. 逆变器壳体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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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屏蔽技术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ELECTRODAG 437 ELECTRODAG 440 AS LOCTITE EDAG 1415M E&C

填充物 铜 镍 银

固含量 63.5% 68% 58%

粘度 (20 °C, mPa·s

(cP): Speed 20 rpm)
3800-5200 5100-6300 280-470

密度 (g/cm3) 1.65±0.1 2.03±0.1 1.63±0.1

理论覆盖量@10um

厚， m2/kg
23 17 9

有效期@5-30 °C，月 12 12 18

闪点，°C 23 17 14

储存温度 5-30°C 5-30°C 5-30°C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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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材料
有效的热管理确保安全

技术介绍 属性与优势 典型应用
通过控制与传导热能稳定电池效率并
保持安全

• 更优异的热传导性能
• 流程简单
• 可粘接各种基材，抗振
• 低挥发、绝缘性好
• 薄膜、玻纤增强
• 垫片降低压缩形变风险
• 垫片降低“弯折”风险
• 增强表面接触
• 优秀的“湿润能力” = 更好的导热性能

SPA 1500 GF 1500 HC5.0

热传导能力 2 1.8 5

成本比较 X1 X0.75 x5

缝隙填充 垫片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Lithium-Ion Battery & BMS

1. 逆变器，变频器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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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管理材料
主要产品

▪ Super 2000 / Super 3000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SPA 15000 GF 1500 Gap Pad HC 5.0

导热系数（W/mK） 2.0 1.8 5

颜色 绿色 A：黄色
B：白色

蓝紫色

邵氏硬度 A80 00 50 00 35

介电击穿电压 > 6kV 400 V/M > 5kV

介电常数（1000Hz） 7.0 6.4 8.0

体积电阻率 （Ωm） 1011 1010 1010

阻燃等级 UL94V0 UL94V0 UL94V0

基体增强材料 玻纤 / 玻纤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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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渗技术
针对电子元器件的微孔密封解决方案

技术介绍 特性与优势 典型应用

原
因

• 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

• 不同的膨胀系数

• 暴露在温度循环下

影
响 • 物质渗透进入组件

• 腐蚀、短路、故障

• 可靠、长效解决方案

• 密封整个间隙，更多粘结面

• 无需更改客户设计

• 无可见的密封剂，更加美观

• 优秀的耐化学与耐温度循环属性

• 专为电子件研发的特殊密封剂(Flexseal™)

浸渗是针对电子元器件中微孔(<0.25mm)密封永
久性解决方案

金属针

FLEXSEAL 树脂

塑料壳体

塑料壳体中的
裂纹亦被填充
进密封树脂

真空
浸渗

老化清洗漂洗固化

后烘干 超声波清洗 质量检测 泄漏测试

室温固化

浸渗设备与工艺流程

连接器传感器

热敏电阻

电路板

塑料外壳件

注入线圈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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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渗技术
主要产品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IS 5500 Loctite IS 5100

主要成分 甲基丙烯酸酯 甲基丙烯酸酯

固化方式 厌氧 厌氧

外观 淡黄色澄清液体，荧光性 淡黄色澄清液体，荧光性

粘度 18-30mPa.s @ 25°C 5-30mPa.s @ 25°C

耐化学性能① +++++ +++++

耐温性 -54°C to +177°C -54°C to +177°C

耐冷热冲击性② +++++ ++++

柔韧性② +++++ ++++

① 优异的耐化学性能，包括变速箱油，机油，冷却液，有机溶剂，酸或碱等

② 在Loctite 5100的基础上，Loctite 5500进一步增强了耐冷热冲击性和柔韧性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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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电控、变频器与逆变器解决方案

Henkel Solutions for E-Mobility: E-Motor, ECU, Inverter & Converter

电动发动机(电机) 控制器、逆变器解决方案

• 前、后端盖密封（液态垫圈、螺纹锁固）-硅胶/丙烯酸酯/厌氧胶

• 磁钢结构粘结 – 9536/ E-214HP/ EP380/ 331

• 定子绕组导热灌封 – PE 8081/ 8082/ 8083

• 轴承与转轴固持 – 648/620

• 端子连接器灌封 – 5091/5812

外壳的灌封/密
封

电子器件浸渗

电磁屏蔽

热灌封

导热垫片/填充
剂

端子连接器灌封

磁钢结构粘结

定子绕组导热灌封

前、后端盖密封

• 电控外壳密封- 5883/5470

• 逆变器线圈导热灌封- PE 8081/ 8082/ 8083

• 外壳电磁屏蔽涂层 – 437/440/1415

• 热管理 –导热垫片，导热填充剂 –

SPA15000/GF1500

• 电子元器件浸渗 – LT5500

轴承与转轴固持

螺纹锁固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2. 汉高新能源汽车解决方案

2.4 燃料电池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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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燃料电池系统方案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燃料电池系统

燃料电池

• （导电）正负极双极板粘接

• 催化膜边框粘接

• 气体传输层边框粘接

• 双极板密封

• 汉高定制提供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相关粘接密封

• 除了特别提供的点胶和固化方案满足客户特定需求以外，

汉高具有丰富多样的产品系列

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图示

1

2

3

4

1

3

4

2

Flow Field
Cooling

BPP

Frame or frameless designO2

H2

GDL

CCM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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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燃料电池堆解决方案
所有产品均针对燃料电池特别开发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燃料电池系统

粘接应用：

• 双极板正负极

• 催化膜和边框

• 气体传输层和边框

• 覆碳催化膜气体传输层

1

2

3

密封应用：

• 双极板和膜电极组装密封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UV加热双重固化环氧胶

解决方案：
• 非极性碳水化合物弹性体加热或UV固化
• 改性聚丙烯酸UV固化

4

1

3

4

2

Flow Field
Cooling

BPP

Frame or frameless designO2

H2

GDL

CCM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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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极板粘接胶黏剂
环氧或丙烯酸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燃料电池系统

1

市场需求 解决方案及关键性能

石墨双极板粘接用胶 符合特定需求的多种产品：
• Loctite EA 34 (2k 环氧， 5-10 分钟快速固化)
• Loctite EA 3450 (2k 环氧， 6 分钟快速固化)
• Loctite VPFC EA 124LC (光固化环氧)
• AR product (导电丙烯酸)

1
Flow Field

Cooling

BPP

Frame or frameless designO2

H2

GDL

CCM

根据客户特定需求调整解决方案的能力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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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接技术
单组份 (1C), 双固化环氧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燃料电池系统

粘度、固化速度等可调整满足客户特定应用要求

2 3

3

2

Flow Field
Cooling

BPP

Frame or frameless designO2

H2

GDL

CCM

市场需求 双固化环氧

快速牢固应用工艺
(产线时间约 2s)

光照激活反应 (UV)
适用多种不同应用
优异的初始强度
低温快速固化 (1 minute at 90°C)

优异的胶线边界控制 (±100µm) 光照激活控制粘度增长
组装固化过程最小化胶线流动性

透明不透明基材组装 组装之前光照激活胶体反应性

低温固化 低温快速固化 (1 minute at 90°C)

优异的耐温耐介质性 高交联密度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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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技术
单组份（1C），UV固化聚异丁烯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燃料电池系统

市场需求 UV PIB性能

快速牢固应用工艺
（适合丝网印刷）

固化速度取决于UV光源及光照密度。建议320-390nm区间光照能量约
145mW/cm²， 390-450nm光照区间约85mW/cm²  

良好的钢粘接性能 拉伸强度 >3MPa

良好的弹性，低压缩永久形变 断裂伸长率 >250%
永久压缩形变 <15%

低气体湿气穿透性 湿气穿透速度约 240g/m²/d
氧气穿透速度约 10cc/100 in²/d

良好的耐化学介质性

良好的储存稳定性

优异的耐空气、耐水、耐冷却液等性能，

且于室温0,5mM硫酸条件下耐受4个月以上

4

粘度、固化速度等可调整满足客户特定应用要求

4

Flow Field
Cooling

BPP

Frame or frameless designO2

H2

GDL

CCM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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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技术
单组份（1C），热固化聚异丁烯

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燃料电池系统

市场需求 热固化PIB性能

快速牢固应用工艺
(适用于液体注塑工艺)

推荐固化条件130°C下 60 分钟

钢粘接性能优异 拉伸强度约3MPa

良好的弹性，低压缩永久形变 断裂伸长率约 180%
压缩永久变形约 4%

低气体和湿气穿透性 湿气穿透速度约 240g/m²/d
氧气穿透速度约 10cc/100 in²/d

良好的耐化学介质性

良好的储存稳定性

优异的耐空气、耐水、耐冷却液等性能，

且于室温0,5mM硫酸条件下耐受4个月以上

4

粘度、固化速度等可调整满足客户特定应用要求

4

Flow Field
Cooling

BPP

Frame or frameless designO2

H2

GDL

CCM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62汉高电动汽车解决方案：锂电池 & 电池管理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Loctite VPFC EA 124LC X355539 X383913 X363651

技术 1C 环氧 1C PIB 1C PIB 1C PIB

颜色 混浊 黑色 黄色透明液体 黄色透明液体

固化方式 UV加热双重固化 热固化 UV固化 UV固化

粘度（25 oC, cP） 10,000 – 14,000 925,000 8700 - 9700 214,500

硬度 / A53 A32 – A42 A48

延伸率 / 180% > 250% 183%

压缩形变 / 4% < 15% /

适用工艺 粘接 模注 丝网印刷 CIPG

拉伸强度（MPa） 5.8 （Al / Al） 3.11 > 3.3 3.66

燃料电池系统
主要产品

仅限于内部使用，请勿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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