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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文中提到的商标都是亨斯迈公司的注册商标或其分支机构在一个或多个，但并非所有国家的注册商标。

拥有 bluesign® 商标的化学品符合严格的 bluesign® 标准的生态毒理学要求。合理使用这些化学品可让产品通过 bluesign® 审核，使纺织品和服装辅料对人类和环境影响最小。

更多信息敬请访问网站 www.bluesign.com

重要提示：以下资料取代了买方文件。本文中所述的产品销售（“产品”）遵循亨斯迈先进材料责任有限公司或其适当的分支机构的通用条款和销售条件。亨斯迈保证所有销售给买家的产品在交
货的时间和地点都符合亨斯迈公司提供给买家的规格。

虽然本出版资料中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据亨斯迈公司所知，截至出版日期为止是准确的，但本文中所包含的所有内容（上文中提到的与亨斯迈提供给买家的规格相符的内容除外）都不能被解释为
任何形式的，明确或暗示的事实陈述和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对可用性或针对特定用途的适用性、不侵害任何知识产权，或质量保证或与此前描述或样品的一致性的保证。买家应承担此类产品使用
所导致的所有风险和责任，不论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物质结合使用。

本文中的声明或建议都不应被解释为关于所有产品针对买家或用户的特定用途的适合性或对侵害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鼓励。买家应负责确定这些信息和建议的适用性以及产品针对其特定用途的
适合性，并确保产品的计划用途不会对任何知识产权构成侵害。产品可能是或可能成为有害物质。买家应从亨斯迈公司获取包含产品危害和毒性详细资料，以及产品正确的货运、操作和储存程序
的材料安全数据表和技术数据表，并应遵循所有适用的与操作、使用、储存、分销和处置以及产品接触有关的政府法律、法规和标准。买家还应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充分通知、警告可能操作或接
触产品的员工、代理商、直接和间接客户和承包商，并让其熟悉与产品以及在操作、货运或储存过程中可能用于放置产品的容器或设备的安全操作、使用、储存、运输和处置及其接触有关的所有
危害。

请注意产品可能因国而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您当地的亨斯迈代表。

亨斯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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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
生产一件重约 0.1 公斤 * 的棉衫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与资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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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挑战：目前纺织业所面临的问题

• 如水和能源等天然资源日益短缺

• 原料、能源和水的相关价格及成本节节高升

• 监管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 促使减少工艺流程中水和能源耗用量的压力越来越大

• 社会责任和业务合规

* 生产于印度



AVITERA® SE: 
突破性的技术
亨斯迈纺织染化部的突破性多反应基团活性染料具有

极佳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可有效提高纺织业的可持续

发展性。

具备提升产能、增加生产力及降低加工成本等优点 

的 AVITERA® SE 创新染料不仅能够满足世界顶尖服装

品牌所要求的环境标准，还是升级行业水平的突破性

产品。 

AVITERA® SE 的多反应基团活性染料能加快并提高棉

纤维、纤维素纤维及其混纺织物的吸尽率。与传统活

性染料的高达 15% 至 30% 的浮色率相比，该款染料

的浮色率不到 7%，可吸收的染料更多，还减少了盐

的使用量。而由于未固着的染料在高盐浓度下将较弱

地附着于纤维上，因此能够用较低的水温轻松洗去。 

如此一来，染整厂便可因染色后清洗过程缩短而大幅

提升生产力，并节省大量的成本。此外，由于染色和

后清洗过程中所用的水温不超过 60° C，因此不只水和

盐的使用量减少了，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也

同样获得了大幅减少。

可持续性

通过传统的染整方法为 1 公斤的棉染色时，所需的耗水量将多达 100 公升，即约等于 1 个浴缸的水量。

而与传统的高温或中温染色系统相比，活性染料的当前最佳实用技术 (BAT) 已能大幅减少水和能源的消

耗量。

与 BAT 相比，AVITERA® SE 染料可让染厂进一步减少染 1 公斤棉的资源消耗量：

创新

AVITERA® SE 系列包含数种创新设计活性基团与新分子复合物，是一组新一代的染料产品。 

AVITERA® SE的固色率高达 93%，使得染料废水中的色度仅剩 7%，远胜浮色率达 40%的单活性染料。

其配方成本与目前的最佳实用技术相当，但加工成本却更加低廉，而返修成本更低。

代表固色率约 60% 的单活性染料

拥有两种活性基团，纤维固色率达 84%

是具有三种活性基团的染料 – AVITERA® SE

协作

通过与主要行业利益相关者分享专业知识及协同合作，亨斯迈纺织染化部引领合作伙伴齐心协力应对行

业艰难挑战。我们的综合解决方案将为客户增加价值并推动纺织供应链的可持续性发展，从而为我们带

来行业竞争优势。

ZDHC 组织

唯一受邀为第二版 2020 联合路线图 (Joint Roadmap 2020) 提供意见的化学品公司。

MRSL（生产限用物质清单）

与各大品牌合作制定一份生产限用物质清单（Manufacturing Restricted Substance 

List）及开发不含禁用物质并符合 ZDHC 联合路线图标准的化学品。

优良染整厂倡议 (Better Mill Initiative, 简称 BMI)

与 BMI 合作改善中国染整工业及全球品牌和零售商的纺织湿加工流程。

获奖肯定的创新技术

AVITERA® SE 创新染料是一款真正的突破性产品，并已获得各大奖项的肯定：

2014 ICIS 创新奖总冠军

荣获全球最大石化市场信息提供商颁发的 ICIS 创新奖，从而肯定了 AVITERA® SE

在支持纺织业可持续发展上的贡献。AVITERA® SE 不仅获得总冠军的殊荣，还是

全新 2014 年对环境和可持续性最有益的创新大奖（Innovation with Best Benefit 

to Environment or Sustainability Award）的首位受奖者。

环境领导者技术 (ELT) 评鉴五颗星评级 

在 2013 年的 ELT 评鉴中，AVITERA® SE 从数百位竞争中者脱颖而出，成为二个

获颁五颗星评级的产品之一，并获得 “具有为环境带来巨大影响潜力”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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