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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lis spa
piazza Boldrini, 1
20097 San Donato Milanese - Milan - Italy

  +39 02 5201

02 52032493
versalis.eni.com 
info.elastomers@versalis.eni.com

versalis 全球分布

总部

米兰

弹性体工厂

意大利

授权 研发 销售网络

巴西
中国
印度
伊朗
日本
卡塔尔
俄罗斯联邦
台湾
美国

布林迪西
菲拉拉
曼图亚
Matrica（与Novamont的合资公司）
诺瓦拉
托雷斯
拉文纳

(面向：克罗地亚、
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黑山共和国、

匈牙利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斯洛伐克共和国

西班牙

瑞典

英国
土耳其

中国

的里雅斯特

比利时
捷克共和国
丹麦
法国
德国
希腊

瑞士 马其顿）

布林迪西
蒸汽裂解
芳香族化合物
聚乙烯

菲拉拉
弹性体
聚乙烯

曼图亚
中间体
苯乙烯
苯乙烯塑料

波尔图马尔盖拉港
蒸汽裂解
芳香族化合物

托雷斯港
弹性体
（绿色化学）

普里奥洛
蒸汽裂解
芳香族化合物
聚乙烯

拉古萨
聚乙烯
EVA

拉文纳
弹性体
丁二烯

撒罗奇
芳香族化合物
丙烯

意大利

总部

英国
格兰杰默斯
弹性体
海斯
弹性体

法国
敦刻尔克
蒸汽裂解
聚乙烯
EVA

德国
奥伯豪森
聚乙烯
EVA

匈牙利
萨兹豪隆包陶
苯乙烯塑料

服务电话：

电话:

满足你的弹性体需求

弹性体

versalis是世界五大橡胶制造商之一，提供覆盖范围最广
泛的产品系列和等级。Versalis总部位于意大利米兰，其
生产基地位于意大利（拉文纳、费拉拉和托雷斯港）和
英国（海斯和格兰杰默斯）。拉文纳生产基地是欧洲最
大的合成橡胶生产工厂之一。所有生产基地大多靠近港
口，交通便捷。

versalis是乙烯、丙烯、苯乙烯，特别是丁二烯的重要生
产商，因此可通过强大的内部整合确保单体原料供货充
足。所有的生产工艺都是来自公司自创立以来,实战经验
的点滴积累。

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确保versalis产品畅销全球，并广泛
应用于不同领域，为客户提供现有产品的技术支持，并
与客户合作，在应用上共同开发更先进的解决方案。公
司研究中心配备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不同规模的试验工
厂。

研究中心是现今聚合技术（例如：应用于乳剂、悬浮
液、溶液和浆液等工艺的原子团、阴离子和齐格勒-纳
塔催化剂）的卓越中心。公司还与欧洲大学展开合作进
行基本的和更高级的研究活动，以开发全新的或更先进
的催化系统及/或紧跟当前可持续化学的大趋势。

弹性体板块是versalis未来五年内实现营业额翻一番的宏
伟战略的关键。为此，现有工厂需扩大产能，将在欧洲
以外增设弹性体生产工厂，而且还将通过新的绿色化学
聚合物和橡胶添加剂扩充产品系列。最先启动的是与绿
色化学领先者意大利Novamont公司的合资公司—--—
Matrìca。通过Matrica，versails托雷斯港工厂将转变为“生
物炼制”厂，生产生物单体、生物润滑剂、生物油和填
充剂。后者主要面向轮胎行业的客户。

versalis将在意大利西西里岛与美国领先的Neville化学公
司合资利用现有C5-C9产能建立烃树脂生产工厂，新产
品将用于与弹性体，EVA合成，包括粘合剂和轮胎等诸
多行业。新溶聚丁苯橡胶（S-SBR）生产线将在英国格
兰奇茅斯港建成。新乙烯-丙烯橡胶（EP(D)M）生产线
将在意大利费拉拉建成，新热塑性橡胶（SBC）产能和
另外一个溶聚丁苯橡胶生产线将随后在意大利拉文纳建
成。预计丁二烯在未来将供不应求。作为弹性体的主要
生产商，versalis计划开发专有脱氢工艺，通过C4流程和

生物丁二烯技术显著提高丁二烯回收率，从而增加产
能。该项目将通过与全球技术领先的美国生物化学公司
Genomatica合作完成。

versalis的绿色化工理念也体现在与美国Yulex公司的战略
合作中。该合作项目将从银胶菊制取天然橡胶，以克服
从巴西橡胶树制取天然橡胶的传统方法在可持续性和产
品质量方面的限制。

versalis向亚洲定期销售产品并在亚洲进行授权活动，但
是其目标是利用直接商业运营和诸多本地弹性体的生产
提高在亚洲的参与度。两家合资公司已签约：一家是与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另一家是与韩国Honam石化公
司现名为（乐天化学有限公司）。

除亚洲外，美洲和中东地区，因具有强烈的弹性体需求
以及原材料成本极低的优势也同样是我们的目标市场。



Dutral® CO/TER/PM/O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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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lis隶属于意大利埃尼（eni）集团，是弹性体业务的
市场领先者，凭借行业洞察力和专业知识久负盛名。
Versalis合成弹性体业务目前正在提供著名的
Europrene®、Neocis®、intol®、Intene®、Intex®牌号产品，
这些产品全部采用统一先进的设备生产，并由来自
Anic、Enoxy、EniChimica、Enichem、Enichem Elasto-
meri、Enimont、Enichem Elastomeri、Polimeri Europa以及
现在Versalis的专业人员监督完成。

业务合并后，托雷斯港工厂（意大利撒丁岛）转为年产
量为33KT的丁腈橡胶连续乳液聚合工厂。

业务合并后，托雷斯港工厂（意大利撒丁岛）转为年产
量为33KT的丁腈橡胶连续乳液聚合工厂。

蒙特爱迪生公司收购菲拉拉dutralepdm工厂，实现年产量
85KT

拉文纳钕催化高顺式顺丁橡胶的新40KT生产线投产，只
是首条自主研发生产线
意大利拉文纳苯乙烯嵌段共聚物工厂生产SEBS的氢化设
备投产。
意大利拉文纳高顺式钛系顺丁橡胶40KT工厂关闭，以避
免使用芳香族溶剂并在2008年提高了高顺式钕系顺丁橡
胶年产量。

意大利拉文纳工厂的苯乙烯嵌段共聚物年产量增加到90KT
当公司名称为阿尼克时，拉文纳开始生产块状乳聚丁苯橡
胶。建立设计总产量（NPC）为145KT的丁苯胶乳工厂。

钛催化剂高顺式顺丁橡胶工厂投产，
同年实现总产量40KT。
产量25KT的 CBX乳胶工厂启动。

阿尼克（Anic）与蒙特爱迪生公司和SIR的丁腈橡胶

为通用型橡胶，具有易于加工的机
械性质和耐磨性。经过相应地合成，具有
一定的耐油性和耐候性，适用于室外应
用。

versalis 为市场提供品种最齐全的系列产
品，范围涵盖干性，充油到高苯乙烯牌号。
所有牌号产品凭借高品质和优秀的稳定
性，受到广泛认可。公司也同时提供
TDAE,MESMNAPH 及 RAE 等多种安全充油
牌号的产品。

是用于顶级轮胎的系列产品。通过
阴离子聚合可获得所需的微观和宏观结
构，以优化湿路附着力与滚动阻力之间的
平衡点。

弹性体具有卓越的抗老化性和耐
候性、良好的低温和高温耐受性、低永久
变形值和良好的耐化学性。

versalis 是为数不多的，采用分批和连续加
工工艺，提供溶聚丁苯橡胶的制造商。SOL 
R 牌号适用于采用用炭黑和硅基化合物的
“ 绿色 ” 轮胎。SOL B 牌号适用于粘结剂、沥
青改性以及 ABS/PS 的制造。

采用 Europrene SOL T 商标的产品包括：
适用于屋顶和铺路沥青改性、粘结剂、工艺
化合物、塑料改性和鞋类的丁二烯嵌段共
聚物（干型和充油型）；适用于包装、无纺
布和标签采用热熔性压敏粘结剂的苯乙烯
嵌段共聚物；适用于汽车制造、电器、保健
行业中热熔性粘合剂和聚合物改性用工艺
化合物的苯乙烯——乙烯——丁烯——苯乙烯全
饱和嵌段共聚物。所提供的产品系列范围
包含从低到高的二嵌段共聚，以优化聚合
物的最终应用性能。

热塑性橡胶的苯乙烯嵌段共聚物基具有良
好的弹性和低温性。其它性质深受所用共
聚单体、不饱和度、微观和宏观结构影响。

versalis 为市场提供最齐全的产品。所用的
催 化 系 统 为 钕 - 齐 格 勒 - 纳 塔

（Nd-Ziegler-Natta）和锂催化剂。前者可提
供最高顺式丁二烯弹性体，以实现最高的
弹性，而后者可提供中度顺式和高乙烯基
弹性体。该产品适用于各类轮胎（侧壁和花
纹）和高抗冲聚苯乙烯制造。

丁二烯弹性体　具有卓越的耐磨性、高弹
性 / 回弹性、良好的抗脆裂和裂纹扩展性。
该产品具有极低的玻璃转化温度，因此，相
比其他通用橡胶，更适用于，具有更好的低
温性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纳塔教授和他的团
队在菲拉拉实验室率先合成了乙烯丙烯
弹性体共聚物。60年代投入工业生产，
随后这种弹性体系列通过了大幅度增
长，现在已成为非轮胎应用中的最重要
的合成橡胶。采用Dutral商标的产品有：
乙烯丙烯共聚物（Dutral CO）、乙烯丙
烯ENB 三元聚合物（Dutra TER）、聚烯
烃改性专用共聚物（Dutral PM）和用于
润滑剂粘度改性的共聚物（ D u t r a l 
OCP）。这些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制
造、电线电缆、电器、热塑性硫化塑料
和橡胶、机械产品。

Europrene N可视为全球聚合物链组分均
化的基准，可实现耐油性与耐低温性之
间的最佳平衡点。另外，GRN具有极低
的模垢性和高硫化合速率，因此可视为
大批量生产的首选弹性体，尤其对采用
高 温 注 塑 工 艺 的 应 用 更 是 如 此 。
Europrene N系列门尼粘度范围从30至
80MU。当需要同时实现抗臭氧性与耐油
性时，可以使用Europrene N OZO。该弹
性体系列通过PVC熔解从而获得适当的
Europrene N。

品种齐全的Intex/Europrene HS乳胶系列
适用于生产具有一定坚度和最佳细胞状
结构的弹性发泡床垫和枕头。与天然乳
胶相比，Intex/Europrene HSL的凝胶时间
和PH值具有更好的稳定性，且不含变应
原性蛋白。对于LS乳胶，已开发出特定
牌号，以提高橡胶混合物和轮胎所用帘
线之间的相容性。

乳胶为丁苯共聚物的水性阴离子分散
体，通过乳聚合作用获得。高固体乳胶
为制造弹性发泡产品的首选弹性体系
列、低固体乳胶广泛应用于轮胎制造中
的帘线浸胶。对于纸张浸渍和涂层，需
采用羧基改性丁苯共聚物。

     是耐油性硫化橡胶的首选弹性体。
油和汽油等非极性液体耐受性和低温弹
性取决于共聚物中的丙烯腈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