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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酰亚胺漆包线漆 

专    辑 

 

上海通昊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磁一电材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 1759 号浦发广场 D座 1006 室 

电话：021-61478563  传真：021-61478129 

通昊公司 QQ: 319135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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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40 级聚酰亚胺漆包圆、扁线专用漆 
 

产品简介： 

    通昊®牌漆包圆、扁线专用聚酰亚胺漆，是经过数十年历史检验的配方合理、性能

稳定的产品。  

    本产品主要成分为芳香族聚酰亚胺树脂在二甲基乙酰胺溶剂中形成液态稳定体,

具有非常高的耐热性能。 

    通昊®牌聚酰亚胺漆包线漆具有非常好的附着性，特别在大规格圆线和扁线上使用

更彰显其优势。 

    该漆最佳于低温低速的漆包机上生产。 

该漆在 15℃以下储存,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如果在 5℃以下存放保质期更长。本漆

自出厂之日起，在冷藏的条件下，保质期为 90 天；如果没有冷藏设备常温存放,建议

从发货之日起不超过 10 天内使用完毕，否则将会引起变质和使用性下降直至不能使用。 

由于产品的特殊性,常温下产品的粘度会有较大变化，建议 5℃以下冷藏为佳。 

    该产品除具有突出的热稳定性外，更具耐辐射、耐化学品、耐低温的特性，软化

击穿高于 500℃。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要求提供模具漆和毛毡涂漆，更可根据用户需要生产特定的固

含和粘度的产品,来适应漆包线生产企业的工艺要求。 

 

产品标准：  

  GB/T 6109. 6-2008/IEC 60317- 7:1997  220 级聚酰亚胺漆包铜圆线； 

  GB/T 6109.22-2008/IEC 60317-46:1997  240 级芳香聚酰亚胺漆包铜圆线； 

  GB/T 7095. 5-2008/IEC 60317-47:1997  240 级芳香聚酰亚胺漆包铜扁线； 

 

 

      

建议客户在收到本系列产品后置冷藏柜中一星期左右后使用，漆的稳定性提高,生产的漆包

线性能将会更好。 

 

 

 



 

 2015版 聚酰亚胺 TH55 技术资料 

 

 理化指标： 

型  号 
固 体 含 量 

(1g∕1h∕180℃) 

粘    度 

(25±1℃,4#杯) 
应  用 外观 

TH55D ≥15% 60-260 s，伽氏管 模具/圆线 
淡黄色至棕 

红色液体 
TH55F ≥15% 35-70 s 毛毡/圆线 

TH55FB ≥18% 40－120 s 毛毡/扁线 

  
 
 漆包线性能实测结果: 

项 目 技术要求 实测试验结果 

绝缘漆 聚酰亚胺漆   TH55FB 

漆包线型号  QY-2/240 

标称规格 1.200mm 1.200 mm 

导体偏差 ±0.013 mm 0.000mm 

漆膜厚度 ≥0.067mm 0.089mm 

漆包线最大外径 ≤1.299mm 1.289mm 

电阻 0.01467-0.01558Ω/m 0.01478 

伸长率 ≥31% 41 40 39 

回弹性 ≤37° 33 32 32 

圆棒卷绕 ≤1d 通过 

拉伸 急拉 20% 3d 通过 

剥离 ≥75 转 140 

热冲击 ≥260℃ , ≤4mm 合格 

热老化 300±3℃ 6 小时 1d 2d 3d 均不开裂 

软化击穿 
升温法   500℃ >500 

定温法   450℃,2min 合格 

击穿电压 
室温电压   5.00 KV 12.55 12.75 12.70 12.41 12.64 

高温电压   3.80 KV 11.73 11.40 11.65 11.58 11.39 

漆膜连续性（高压针孔） ≤5 孔 0 

介质损耗拐点 Tgδ ℃ 271.2 

 
说明： 
    以上实测结果数据均来自于用户报告，相关数据不作为本系列聚酰亚胺漆的检验依据； 

由于投用材料的过程不受我们的控制之故，故本文所提供的推荐、建议和测试结果仅作使用材 
料的指导，不作为性能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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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产品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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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著名扁线生产企业使用我们公司提供的 TH55FB 生产的 220 级 1.65*9.6 mm 的扁线产品介电

谱分析报告见上图。漆是 2010 年 06 月 09 日生产，批号 100608。生产的漆包线专门用于开发研究

AP1000 项目中的屏蔽电机用 220 级聚酰亚胺漆包铜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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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豪威富漆包线有限责任公司试验报告 

 

 
 
说明：生产的是 220 级三级漆膜的聚酰亚胺漆包线，在煤矿电机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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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昊牌聚酰亚胺漆安全技术说明书 (MSDS) 

 

第一部分 化学品及企业标识 

化学品中文名称： 聚酰亚胺漆 

化学品英文名称： POLYAMIDEIMDE ENAMEL 
产  品  型  号： TH55D  TH55F  TH55FB  TH55J   

企  业  名  称： 上海通昊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1759 号浦发广场 D座 1006 室 

电          话:  021-61478563    

   

 第二部分  成份信息 

 成份名称                    含量%                   CAS NO. 

 聚酰亚胺树脂                ≥10-18                 不适用 

 N,N-二甲基乙酰胺            ≤90-82                 127-19-5 

  

第三部分  危险性概述 

危险性类别: 第3.3类高闪点易燃液体 

侵入途径:   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 

健康危害:   吸入高浓度的蒸汽会引起呼吸器官过敏，头晕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问题； 

眼睛接触会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即使少量的产品进入呼吸系统，也可能 

会引起支气管炎或肺肿大。 

环境危害:  该物质对环境有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的污染。 

燃爆危险:  易燃，其蒸汽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有燃烧爆炸的危 

           险。  

 

 第四部分  急救措施 

皮肤接触: 脱去污染的衣着，用肥皂水及清水彻底冲洗皮肤。 

眼睛接触: 立即翻开眼睑，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至少15分钟，就医。 

吸    入: 迅速脱离现场至空气新鲜处。保持呼吸道通畅。呼吸困难时给输氧。如呼 

          吸及心跳停止，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及就医。 

食    入: 饮足量清水或牛奶，不要催吐，立即就医。 

                                                       

第五部分  消防措施 

危险特性: 其蒸汽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起燃烧爆炸。与强 

          氧化剂、卤代烃以及硝酸盐能发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其蒸汽比空气重，能   

          在较低处扩散到相当远的地方，遇火源引着回燃。若遇高热，容器内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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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有开裂和爆炸的危险。流速过快，容易产生和积聚静电。  

 有害燃烧产物: 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灭火方法及灭火剂: 可用泡沫、二氧化碳、干粉、沙土和雾状水。 

 

第六部分  泄漏应急处理 

应急处理：切断火源，迅速撤离泄漏污染区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进行隔离，严格限制 

          出入。 

          建议应急处理人员戴自给正压式呼吸器，穿防毒服。尽可能切断泄漏源。 

          防止进入下水道、排洪沟等限制空间。小量泄漏：尽可能将泄漏液收集在 

          密闭容器内,用沙土、活性碳或其他惰性材料吸收残液。大量泄漏：构筑围 

          堤或挖坑收容。喷雾状水冷却和稀释蒸汽，保护现场人员。用防爆泵转移 

          至槽车或专用容器内，回收或运至废物处理场所处理。 

消除方法：可用控制燃烧法消除。 

 

第七部分  操作处置与储存 

操作注意事项：密闭操作，加强通风。建议操作人员佩带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 

罩），戴化学安全防护眼睛，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手套。 

远离火种、热源、工作场所严禁吸烟。使用防爆型的通风系统和设备。 

防止蒸汽泄漏到工作场所的空气中。避免与氧化剂接触。灌装时应注 

意流速（不超过5m/s），且有接地装置，防止静电积聚。搬运时要轻装 

轻卸，防止包装和容器损坏。配备相应数量的消防器材及泄漏应急处 

理设备。 

储存注意事项: 储存与阴凉、通风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仓温不宜超过30℃。保 

持容器密封。应与氧化剂、食用化学品分开存放，切忌混储。采用防 

爆型照明、通风设施。禁止使用易产生火花的机械和工具。储区应备 

有泄漏应急处理设备和合适的收容材料。 

 

第八部分  接触控制/个体防护 

最高允许浓度：100mg/m3（参照二甲苯）。 

监测方法：    气相色谱法。 

工程控制：    生产过程密闭，加强通风。提供洗眼设备。 

呼吸系统防护：空气中浓度超标时，建议佩带过滤式防毒面具（半面罩）。紧急事态抢 

              救或撤离时，应佩带空气呼吸器或氧气呼吸器。 

眼睛防护：    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 

身体防护：    穿防毒物渗透工作服。 

手防护：      戴橡胶耐油手套。 

其它防护：   工作现场禁止吸烟、进食和饮水。工作前避免饮用酒精性饮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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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淋浴更衣。进行就业前和定期的体检。 

 

第九部分  理化特性 

外观与性状：     淡黄色至红棕色透明液体 

PH值：约等于7        

相对密度（水=1）：约0.93-1.10 

沸点（℃）：      160-210     

闪点（℃）：      65 

引燃温度（℃）：  490  

爆炸极限%（V/V）：1.7-11.5 

辛醇/水分配系数的对数值：0.77 

溶解性：可溶于N,N-二甲基乙酰胺及N-甲基吡咯烷酮。  

 

第十部分  稳定性和反应活性 

稳定性：         稳定。 

禁配物：         强氧化剂。 

避免接触的条件： 明火、高热。 

有危害的分解产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第十一部分  毒理学资料 

急性毒性：LD50：5000mg/Kg（参照二甲苯）（大鼠经口） 

刺激性： 有刺激性 

 

第十二部分  生态学资料 

生态毒性：      对环境有害，应特别注意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 

生物降解性：     低。 

生物富集或生物积累性：BOD5=1100mg/L-DOC >90%(参照N-甲基吡咯烷酮)。 

水中最高允许浓度：  LC50=5000mg/1/48h(参照N-甲基吡咯烷酮)。 

 

 第十三部分  废弃处置 

废弃物性质： 危险废物。 

废弃处置方法：用控制焚烧法处理。 

废弃注意事项：严禁不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或土壤。 

  

第十四部分 其他信息 

本说明书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已覆盖我们所了解的知识。相关信息仅对本品的安全

操作、使用、储存、运输、处理及泄漏作参考指南，不作为承诺书或质量证明书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