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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角� 反應性� 燃點�

水� 十六烷�

　RBX−HC1� １２１°� ７６°� 無� 無�

　RBX-1107M� １２１°� ７６°� 無� 有�

　fluorogard  
Z30A�

１１５°� ６６°� 無� 無�

RB-5920-S� １１５°� ６２°� 有� 無�

產品介紹�

實際使用案例：�
■基板的防潮披覆�
■防止助焊劑污染�
■轉動軸承用的撥油劑�
■電池等電容體的防樹酯附著劑�

轉動軸承用的撥油劑�

光學部品用的撥油劑（防止油汙）�

THD(through-hole device)的助焊劑污染防止�

基板等部品的防潮披覆�

基　　　材	

油	 水	樹脂	

NEOS RB series是將氟素聚合物溶解在氟素系的溶劑中而製成的氟素系披覆液。�
只要在金屬及玻璃等材質上塗布，表面就會形成具有高撥水、撥油性的薄膜。
也因此讓基材具有防止樹酯附著等特性，讓被覆著的基材防污性也同時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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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使用氟素系�

浸潤性提高� 乾燥性提升�塗布用量減少� 金屬模具污染狀況減少，花費降低	

樹酯成型後脫模�

金屬模具�

樹酯成型體附著於模具上（離型性差）	

金屬模具�

成型品�
離型劑點狀分佈（浸潤性差）�

圖：氟素成分的效果	
(Frelease塗布後的試片具有撥液性，溶劑已染色方便觀察）	

實際使用案例：�
■各種橡膠�
■各種聚氨酯樹脂�
■苯樹脂�
■EPOXY樹脂�
■聚酯樹脂�

※ 使用Frelease與否的撥液性比較�
有塗布�

使用溶劑：碳化水素溶劑� 使用溶劑：水�

分佈不均的離型膜層（不連續）�
↓�

塗布量增加�
↓�

乾燥性差，導致金屬模具汙染�

金屬模具被樹酯附著�
↓�

離型性變差�
↓�

金屬模具被汙染，外觀差�

NEOS Frelease是使用氟素化合物、並對環境影響小的水系離型劑。�
氟素化合物主要有以下兩個特稱：�

1. 離型劑一體的表面張力低，對於金屬模具的浸潤性好，能夠在
金屬模具表面形成薄的一層膜。�

2. 離型劑的表面能量低，對於橡膠及樹酯等材料也俱有優良的離型性。�

有塗布�沒有塗布� 沒有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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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Frelease ４４� ＲＢＸ－１１０７Ｍ�

氟素化合物� ○� ○�

接面活性劑� ○� －�

其他成分� 醇類� －�

溶劑� 水� 氟素系溶劑�

特點�

外觀� 淡黃色透明液體� 無色～淡黄色透明液體�

比重� １．０� １．４�

pH� ７．９� －�

燃點� 無� ２６℃�

檢測物質� 含量（ppm）� 定量極限
（ppm）�

檢測法�

鎘（Cd）� N.D.� 1� ICP-AES�

鉛（Pb）� N.D.� 10� ICP-AES�

鉻（Cr）� N.D.� 2� ICP-AES�

水銀（Hg）� N.D.� 0.05� 水銀濃度測定計�

溴（T-Br）� N.D.� 5� ED-XRF�

PFOS及其鹽� N.D.� 10� LC/MS�

PFOA� N.D.� 10� LC/MS�

受限制的化學物質成份分析（Frelease ４４、ＲＢＸ－１１０７Ｍ）�

成分與特點�

CF3 CF

CF3

CF3 CF

CF3

C C
CF3

NEOS的氟素
並不含有
PFOS及PFOA。	

Frelease 44, RBX-1107M屬於非silicone系的離型劑，對於各種橡膠的離型效果
都能夠發揮，特別對於silicone的成型來說最為適用。而因為屬於非silicone系的
關係，因此對於電子部品用的橡膠材料等也可以適用。�
另外，也可以當作抗粘劑來使用。�

MEOS的氟素，有獨立的支鏈結構。也因為此特殊的結構，
使其發揮出與現在的氟素系離型劑不同的卓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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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用途	 對象素材	 分類	 代表製品(離型劑)	
代表製品	

(切削・研磨劑/洗淨劑	
/防鏽劑、剝離劑)	

電裝系	 基板防潮	 各種基板	 RB剤	 RBX-1107M、RBX-1120M	 　	
　	 LED封止跟Lens成型用	 Epoxy/

Silicone	 離型剤、RB剤	 Frelease11F、RBX-1107M	 　	
　	 空壓機(冷氣用)	 各種金屬	 切削・研削剤	 　	 CFS-100A	
　	 大燈	 各種金屬	 切削・研削剤	 　	 R-5000H	

引擎	
相關	
　	
　	
　	
　	
　	
　	
　	
　	
　	
　	
　	
　	

O-ring/oil cell/各種cell零件成型用	 橡膠	 離型劑	 Frelease20A、Frelease44	 　	
空氣濾清器成型用	 PU	 離型劑	 Frelease345	 　	

防振・防音材成型用	 PU	 離型劑	 Frelease352	 　	
驅動皮帶、正時皮帶成型用	 橡膠	 離型劑	 Frelease28	 　	

引擎外殼	 PU	 離型劑	 Frelease352	 　	
汽缸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FC-5000	

活塞・活塞環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NTF-100/DTL-120A/SP-110M	
凸輪軸、曲軸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FC-5000/DTL-120A	

連杆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CFS-80/DT-1000	
歧管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R-5000H/DTL-120A	

離合器片	 各種金屬	 切削劑・研磨劑	 　	 FC2500	
變速箱零件	 各種金屬	 防鏽劑	 　	 VP-1	

幫浦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FC-2500/DTL-120A	
内外裝	 方向盤成型用	 PU	 離型劑	 FR2200、Frelease960	 　	

　	 儀表板表皮成型用	 TPU、PVC	 離型劑	 Frelease11FG、
FreleaseGP10	 　	

　	 車頂成型用	 PU	 離型劑	 Frelease420	 　	
　	 防音材成型用	 PU	 離型劑	 Frelease352	 　	
　	 FRP保險桿成型用	 FRP	 離型劑	 Frelease85	 　	
　	 天窗成型用	 PU	 離型劑	 Frelease4000	 　	
　	 塗裝時使用器具	 各種金屬	 剝離劑	 　	 DETHCOAT SR-300K	
　	 車門・車身	 各種金屬	 面検剤	 　	 Water Solvent140GT	

車輪	
相關	
　	
　	
　	
　	
　	
　	
　	

煞車片成型用	 酚類	 離型劑	 FreleasePH207	
離合器片成型用	 酚類、橡膠	 離型劑	 FreleasePH207	 　	
輔助彈簧成型用	 PU	 離型劑	 Frelease345	 　	
轉向軸、接頭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R-5000H/DTL-120A	
懸掛球接頭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R-2300VA/DTL-100A	

減震器	 各種金屬	 洗淨劑・防鏽劑	 　	 DT-5000/VP-W	
車輪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FC-5500/Ligrite D-100R	

螺旋軸	 各種金屬	 切削劑・洗淨劑	 　	 NTF-100/DTL-500F/PC-400	

引擎的防震防音材	

方向盤	儀表板	

剎車片	

引擎蓋、驅動皮帶	

剎車片	
離合器	

天窗	

扶手箱	

空氣濾清器	

車子部品	

離型劑產品在汽車應用上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