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LEXIGLAS® 宝克力®

产品不发黄！ 

三十年质保声明 

 

质量保证如下：对于我公司生产的、商标为 
PLEXIGLAS®宝克力®的无色透明的实心板，多层 
板，瓦浪板，厚板以及管材和棒材，我们将保证其 透
光率30年仍无明显变化且不发黄。*

* 不适用于表面硬化涂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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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XIGLAS®宝克力® – 
30年质保

几乎无烟
 
许多塑料制品燃烧时产生浓烟和/或剧烈的有毒气体, 因而对人
体非常有害。

但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不会这样: 无色或普通着色的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燃烧时几乎无烟, 而且不形成有毒
或有腐蚀性的气体。因此, 在发生火灾时, PLEXIGLAS®宝克力®
板材可起到保护人身和物品安全的作用。

许多塑料制品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变黄。 但 PLEXIGLAS®
宝克力®产品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使30年后它们的绝对黄度
值也是最低的, 这是目前塑料所能达到的极限。PLEXIGLAS®宝
克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达到表中所列的保修值。

我们向您保证, 太阳光在30年内对无色透明的 PLEXIGLAS® 宝
克力®产品 的外观、光泽和表面不会造成明显的改变。*

elbwerte behalten.* 不适用于表面硬化涂层系列

绝对黄度值至 销售日期 30年后 气候区

0–1 -5    温和

0–1 -6    干热

0–1 -8    湿热

PLEXIGLAS®宝克力®(有机玻璃) 许多其他塑料

绝不发黄
我们保证无色透明PLEXIGLAS®宝克力®板材30 
年不会发生明显的发黄。

我们保证PLEXIGLAS®宝克力®产品使用30年后仍保持其耐
火性能。

更多阳光
 
许多塑料制品在使用过程中失去了它们大部分的透光性,  
塑料板的颜色可能变深。

但PLEXIGLAS®宝克力®产品不会这样: 根据不同的材料类型
和其运用的地区, 无色、透明的塑料板使用30年后仍可达到 
90 %的透光性，这是塑料能够达到的最佳的透光值之一。*

我们保证无色、透明PLEXIGLAS®宝克力®板材
30年内都能保持很高的透光性。

PLEXIGLAS®
宝克力®  
(有机玻璃)

玻璃

其他塑料

耐候期

透
光

性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我们企业不可缺少
的宗旨之一。所以在进行业务决策时,我们兼顾现在和未来社会
的经济、生态利益。在这种责任的基础上，我们研发和生产对环
境无害的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我们高度注重产品的环
保性和耐久性。

可持续发展以及对我们的产品及其应用负责任是我们的基本
原则。

此外,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

• 不含重金属(例如钙、水银)
• 不含石棉、甲醛、FCKW(氟利昂)、 PCB(多氯联苯)和PCT(多

氯三联苯)。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

• 满足在玩具和包装中使用的有关指标
• 生产工艺满足质量标准DIN EN ISO 9001、 

环保认证DIN EN ISO 14001 

有关耐冰雹打击、刚度、强度等其它质保信息参见网址 
https://www.plexiglas.de/en/about-us/ 
30-year-guarantee

为了我们的环境

* 不适用于表面硬化涂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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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XIGLAS® 宝克力®产品 -- 安全
的保证

屋顶上的最佳技术

紫外线防护！
 
人类需要光和热。太阳赋予了我们两者。但随着阳光而来的还
有紫外线。由于臭氧洞的出现, 照射到地球上的有害紫外线越
来越多。

每个得过晒斑的的人都知道紫外线的危害。

注意不要混淆!
请选用PLEXIGLAS®宝克力®!
 
在室外应用中有很多种透明塑料可采用。购买时很难将它们区
分开(图1)。

有危害性的紫外线能使大多数塑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它们可
能发黄、褪色（图2）。

最佳的保护方式是材料本身具备绝对的紫外线防护特性。

PLEXIGLAS® 宝克力®产品 
安全的保证!30年担保!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具有天然紫外线防护。因此，
无论是在汽车工业还是航空业，无论用于车库、还是露台
顶，PLEXIGLAS®宝克力®都是室外应用塑料的最佳选择 -  
这些应用已经具有近九十年的成功历史。

借助天然抗紫外线技术, 紫外线无法使PLEXIGLAS®宝克力®
产品发黄。由于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因此我们为自2007年4月1
日起购买的透明无色产品提供30年抗发黄和光损失的担保。*

* 不适用于表面硬化涂层系列

采用PLEXIGLAS®宝克力®产品制成的飞机机舱窗保护乘客不受高强度紫外线、
大压差和强低温的危害。

天然抗紫外线技术提供最佳保护 
 
PLEXIGLAS®宝克力® 产品完全由抗紫外线的分子组成。这种
特殊的天然抗紫外线技术从内到外完全稳定了板材特性，因此
整块板都抗紫外线, 而不只是薄薄的一层表面。

紫外线保护层究竟有多好?

为了抵抗紫外线, 对紫外线敏感的塑料常常覆盖有保护涂层。
这类涂层往往很薄，很容易被刮掉、剥落或出现裂纹。

图1：  
全新的 PLEXIGLAS® 宝克力® 和其
他塑料

PLEXIGLAS® 宝克力®多层板 其他塑料制成的多层板

我们来比较一下！ PLEXIGLAS®  
宝克力®

其他塑料

不发黄质保 30年* 一般10年

材料防紫外线特性 有 无

材料从内至外完全抗紫外线 是 否

透光性 很高 较低

稳定性 / 刚性 很高 较低

雨噪声 较小 较大

材料强度 高 低

质保 买入原价质保 大多为折旧价质保

* 不适用于表面硬化涂层系列

物有所值！
 
PLEXIGLAS®宝克力®多层板和瓦浪板
通常比看起来类似的其他塑料稍贵一
些，但它物有所值:

材料强度高不仅能使顶棚更稳固, 而且减弱了雨噪声, 不只是多层板(中空板)能做到这点。

PLEXIGLAS®宝克力®板材 
这种天然抗紫外线技术实现整
个材料厚度范围内都抗紫外线。

覆盖有紫外线保护涂层的塑料板 
几乎在整个材料厚度范围内都对紫外
线敏感。

 
很薄的防紫外线涂层

在透光的塑料中,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天生具有最强的透光性。

材料强度高 材料强度低

图2： 
经过长时间紫外线照射后的 
PLEXIGLAS® 宝克力® 和其他塑料

太阳光 太阳光

绝大部分光线透过板材 少量光线透过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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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XIGLAS® – 
30年质保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不会明显发黄*

新的无色透明的PLEXIGLAS®宝克力®产品的黄度值为0–1。 
根据不同的产品种类和规格，黄度值在30年之后仅会升高
4–7Delta。黄度值乃按照DIN 5036标准对经清洗和抛光后的
样品在标准气候条件，即23 °C温度/50 %相对湿度下调节至
平衡状态后测定的。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拥有很高的透光性

新的无色透明的PLEXIGLAS®宝克力®产品的透光性可达92 %。
根据不同的产品种类和规格，30年之后透光性仅降低2 %– 
15 %。透明度D65乃按照DIN 5036标准对经清洗和抛光后的
样 品在标准气候条件23 °C温度/50 %相对湿度下调节至平衡
状态后测定的。

PLEXIGLAS®宝克力®产品具有耐火特性

无色的PLEXIGLAS®宝克力®产品燃烧时几乎无烟，也不生成
剧烈的有毒烟气。所有种类和规格的产品的耐火性在30年内
均不会改变。按照DIN4101–1附件B来测量由烟产生的吸光
率。PLEXIGLAS®宝克力®产品燃烧时几乎无烟，也就是说，烟
产生的吸光率小于15 %。对烟气毒性的测量按照DIN 53436标
准进行。由此检测证明，PLEXIGLAS®宝克力®板材属于对人体
无危害产品。

条款和条件、免责

所有质保相关的参数均从洁净的样品获取。对于复杂的型材，应
从加工后实际使用平面获取测量值，否则将无法获得足够准确
的 材料值。在测量原始厚度的纹理板材时，应将有纹理的一面
朝向光源，如果两面均有纹理，则应将粗糙的纹理面朝向光源。
产品必须按照材料特性正确储存、运输、处理、安装和使用。 
产品不可热变形或暴露于对其产品特性产生不利影响的有害的
化学品中。有关如何按照专业规定加工、使用及保养的产品信
息，请访问网址https://www.plexiglas.de/en/service/down-
loads并参见相关技术信息。

质保期限

本担保从货物送交终端用户之日起生效,并于原装件被拆卸、
故意或恶意破坏而损坏、或从购买之日起30年期满时结束,以
较早发生者为准。任何有效的质保要求以购买所涉材料之日
以及符合质保要求的书面文本为准。各种有效文本请查阅网址
https://www.plexiglas.de/en/home。

质保要求

根据本质保声明提出的任何权利或要求应遵守如下前提条件:

•  使用者向我们出示销售者开具的发票，发票上注明使用者的
姓名和地址、购买日期、完整的产品型号/名称和购买数量等
信息。

• 在质保期内，最迟在质保事件发生后的30天内书面向我们呈
报质保要求。

• 必须允许我们毫不迟延地亲临现场检查或委托他人检查发生
的质量问题以及可能的原因。

 
根据担保声明排他性适用的要求

如果本质保声明中的所有条款和其它条件均得到满足， 
且用户书面提出有效的要求，我们将为使用者调换出现质量问
题的PLEXIGLAS®宝克力®产品，但调换产品的交付为工厂交
货。如果我们不再生产或不能供应相当的替换材料，那么我们将
退还使用者的原购物款。本质保声明项下不再有任何种类的其
他权利或要求。

消费者权利、适用法律和管辖地

本质保不影响或限制在相关法律项下特别适用于客户的任何权
利或要求。本质保应排它地适用在购买所涉货物之日适用的德
国法律并根据在购买所涉货物之日适用的德国法律解释，但冲
突法规则不适用。本质保产生的任何权利或要求的排它性管辖
地为德国达姆施塔特。 

* 不适用于表面硬化涂层系列

不同独立机构的认证

透明无色的PLEXIGLAS®宝克力®板材在出厂时具备
的透明度和无色度在耐候性实验中保持不变。

达姆施塔特科学技术大学 
 

PLEXIGLAS®宝克力®的性能类似有色金属，
它是一种会变旧，但不会老化的塑料：它超常的
耐用性和耐候性使其成为具有很高应用价值的
建筑材料。

德国工程塑料研究所
 
 
PMMA具有最高的透光性，为绝佳 的导光体，
比玻璃更好。

瑞士太阳能技术研究所
 
 
PMMA各样品的性能都很卓越，在清洗后状态下，太阳
透射比几乎没有降低。

注意：本质保声明乃为了您的方便而对 www.plexiglas.de上登
载的德文原文“Garantieerklärung“所准备的无法律约束力的
翻译文本。根据本担保声明或与本担保声明有关的任何权利或
主张应排他地适用德文“Garantieerklärung“。

达姆施塔特国家材料检验所
(MPA)



Röhm GmbH 
Acrylic Products

Riedbahnstraße 70 
64331 Weiterstadt 
德国

www.plexiglas.de 
www.roehm.com

® = 注册商标

PLEXIGLAS 为总部位于德国达姆施塔特的罗姆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罗姆有限公司通过了DIN EN ISO 9001(质量)认证和DIN EN ISO 14001(环保)认证。 
 
这里所提供的信息出于我们最诚恳的良知均基于我们目前的知识和经验，然而,我们将这些技术和经验提供给他人，却并
不产生约束力。根据技术进步和企业的继续发展我们保留修改的权利。这些信息只是对我们产品性能和服务的介绍,并不
意味着我们对此作任何法律上的保证。用户不能免除通过专业人员对产品的功能或应用可能性进行仔细检查的义务。这
也包括有关第三方保护权的问题。所提及的其他公司的商标名称既无推荐之意，也非暗示同类产品不能使用。 
 
 
文档号： 111-31   6/21   (z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