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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d Performance Materials 在高品质塑料、化学品及纤维的生产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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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aTram™-BHM
配 制 型 胺

关键
特性

n	 多官能胺

n	 有液体和固体两种形式

n		高胺值

n		低蒸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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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aTram™-BHM 是双（六亚甲基）三胺 (BHMT) 的多官能、独特混合物，用于石油和天然气、采矿、造纸、沥青和涂料行业。 
FlexaTram-BHM 有五种特殊配方级产品可供选择，其旨在提高性能和生产。

FlexaTram™-BHM
配 制 型 胺

特性

纯度（胺 %） 95 分钟 95 分钟 95 分钟 95 分钟 95 分钟

形态 固体 固体 固体 液体 固体 

颜色 棕色 棕色 米色至棕色 棕色 棕色

水含量 (%) 5 最大 5 最大 5 最大 5 最大 5 最大

特性

胺值 (mg KOH/g) 500 – 800 500 – 800 500 – 800 500 – 850 500 – 850 

胺氢当量   37 38 38  34 36

重量 (AHEW, ±3)

凝固点范围 (°C) 22 – 24 25 – 30 22 – 24  13 – 15 13 – 15

粘度 (cp ±5) 40 @ 30°C 30 @ 45°C 30 @ 45°C 24 @ 25°C 21 @ 25°C

金属含量 (ppm) 不适用 0-700 0-160 不适用 不适用

纯度 (BHM%) 45 分钟 45 分钟 45 分钟	 42 分钟 42 分钟	 石油和天然气

缓蚀剂和废弃处理 n	 		 n	 n	 	

阻垢剂 n	 n	 n	 n	 n

黏土稳定剂和钻井泥浆 		 		 		 n	 n

螯合剂 		 		 		 n	 	

润滑剂和表面活性剂 n	 		 n	 n	 n	

净水剂 		 		 n	 		 	

沥青
防剥离 n	 		 n	 n	 n

阳离子乳化剂 n	 		 n	 n	 n

造纸
絮凝剂 n	 		 n	 n	 	

湿强度树脂 n	 		 n	 		 	

采矿
矿石浮选阳离子捕收剂 n	 		 n	 		 n

石油和天然气：净水剂

FlexaTram-BHM 用于生产各种乙氧基化胺和乙
氧基化脂肪胺（含有不同量的环氧乙烷）。这些
胺用于改善油气领域的乳化、表面张力、溶解度
和阳离子强度特性，也适用于大多数工业和机
构清洁应用。

石油和天然气：阻垢剂

从管道到炼油厂，FlexaTram-BHM 提供出色的
保护，使其免受各种常见水垢的影响，包括碳酸
钙 (CaCO3)、硫酸钙 (CaSO4)、钡 (BaSO4) 和
硫酸锶 (SrSO4)。

石油和天然气：缓蚀剂

FlexaTram-BHM 在蒸汽腐蚀抑制剂 (VCI) 和
成膜腐蚀抑制剂 (FFCI) 中具有出色的腐蚀抑制
性能。

沥青：防剥离添加剂

FlexTram-BHM 可降低表面张力，从而增加粘
合剂与集料的粘合力。特殊配制的液体级产品
易于使用，可以通过齿轮泵或活塞泵进行计量
或泵送。

造纸

FlexaTram-BHM 用于生产造纸工业中的湿强
树脂，旨在提升纸张浸泡在水中后的机械强
度。FlexaTram- BHM 与双官能羧酸进行缩合反
应，生成线性或交联聚酰胺。

采矿

FlexaTram-BHM 在采矿工业中充当矿石浮选阳
离子捕收剂。FlexaTram-BHM 用于在低品位赤
铁矿和磁铁矿的加工中从铁矿石和磷矿石中浮
选二氧化硅（石英）。典型的 FlexaTram-BHM 
捕收剂水平为0.25 至 0.50 磅/吨 (lb/t)。

功能 

类型

BHM-120

BHM-150

BHM-170

BHM-220

BHM-300

通用级 BHMT

低金属级 BHMT 

超低金属级 BHMT

液体形式的 BHMT

对 Ca/Mg 碳酸盐和 Ba/Sr 硫酸
盐有效

在很宽的 pH 和温度（高达120ºC）范围内具有很
高的钙离子耐受性   

BaSO4 - 钡（重晶石）    

SrSO4 - 硫酸锶（天青石）

胺含量高，气味少

用途 备注

用于钙和碳酸亚铁的磷酸盐和
膦酸酸

磷酸盐和膦酸盐

用于硫酸钙抑制的钾盐

对 Ca/Mg 碳酸盐和 Ba/Sr 硫酸
盐有效

低 pH (1-2) 下仍有效

在高 pH 6-8 下仍有效

CaCO3 - 碳酸钙（方解石

CaSO4 - 硫酸钙，通常以石膏的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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