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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简介

ELITE-J4326是一种单组分，高粘度厌氧型结构

胶粘剂，用于粘接刚性部件。本产品在的两个贴

的部件之间，利用促进剂A7249帮助固化。 

典型用途

典型用途是将铁氧体粘接到要求快速固定的电机

的电镀金属件，扬声器零件和珠宝上.

固化前典型特性

典型

值 范围

化学类型 尿烷甲基丙烯酸酯

外观 透明，琥珀色

比重@25℃ 1.10 
粘度@25℃，mPa.s(cP) 
Brookfield RVT 
6#转子，@20 rpm 18,000  13,500-22,000 

DIN 54453，MV 
D=36s-1 after t=180秒 15,000  10,000-20,000 
闪点(TCC)，℃ >93 

典型固化特性 

固化速度与被粘材料关系 

固化速度与被粘材料的不同而异，下图所示是根

据 ASTM D1002 标准测试的。产品 J4326 用在喷

砂钢搭剪试样和其它材料上，在不同固化时间下

所得到的剪切强度(在其中一个被粘材料表面上

促进剂)。 

固化速度与粘接间隙关系 

固化速度因粘接间隙的大小而异，下图所示是根

据 ASTM D1002 标准测试的.产品J4326在不同间

隙的喷砂钢搭剪试样上，在不同固化时间下得到

的剪切强度(在其中一个被粘材料表面上涂促进

剂)。 

固化速度与温度关系 

固化速度因环境温度的不同而异，下图是根据 

ASTM D1002,J4326 在喷砂钢搭剪试样上，120℃

未使用促进剂

强度的关系图。 

固化后材料典型性能 

物理性能 

热膨胀系数，ASTM D696, K

-1

 80×10

-6

导热系数，ASTM C177，W.m

-1

K

-1 

0.1 

比热, kJ.kg

-1

K

-1 

 0.3 

拉伸强度, ASTM D412, N/mm

2 

 34 

(psi)  （4930） 

断裂延伸率, ASTM D412,%  135 

模量, ASTM D638, N/mm

2 

 300 

(psi)  （44,000） 

的条件下，固化时间和剪切A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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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性能 

介电常数和损耗, 25℃, ASTM D150: 
常数 损耗

100Hz 5.6 0.03 
1kHz 5.3 0.03 
1MHz 4.6 0.04 
体积电阻率,ASTM D257Ω.cm 2×1013 
表面电阻, ASTM D149Ω 2×1017 
介电强度，ASTM D149, kV/mm 30 

固化后材料特性

(在 22℃下固化 24 小时, 在喷砂低碳钢(GBMS) 
的一个面上涂有促进剂 A7249) 

典型

值 范围

剪切强度，ASTM D1002，N/mm2 18.5 12-25 
(psi)  （2700）（1700-3625） 

剪切强度，DIN 53283, N/mm2 
19  15-23 

 (psi)  （2800）（2200-3300） 

拉伸强度，DIN 53288, N/mm2 
24  18-30 

(psi)  （3500）（2600-4400） 

典型耐环境性能 

测试方法: 剪切强度 ASTM D1002 
基材: 喷砂低碳钢搭剪试样

固化工艺: 在 22℃下固化一周/促进剂A7249

热强度

在特定温度下测试

热老化

在特定温度下老化，在 22℃下测试 

耐化学/溶剂性能

在特定条件下老化，在 22℃下测试 

溶剂 温度 始强度保有率% 
100hr  500hr  1000hr  5000hr 

机油 87℃ 100 100 100 100 

含铅汽油 22℃ 100   60 60 60 

自动传输液 87℃ 100   100 - - 

磷酸酯 87℃ 100   100 - - 

98%RH 40℃ 85 50 45 45 

水/乙二醇 87℃ 100   40 40 40 
(50%/50%) 

注意事项

本产品不宜在纯氧与/或富氧环境中使用，不能用

于氯气或其它强氧化性物质的密封材料使用。

有关本产品的安全注意事项，请查阅材料安全数

据资料 (MSDS)。 

在粘接之前要使用水性清洗液清洗被粘接表面

时，重要的是检查清洗液和胶粘剂的相容性。在

某些情况下，这些水性清洗液会影响胶液的固化

和性能。

本产品通常不适宜用在塑料件上(尤其是可能造

成应力开裂的热塑性塑料)。建议用户在使用前确

认好本产品同这类被粘接材料的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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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要获得最佳性能，表面需清洁，无油脂。为了确

保快速可靠的固化，在被粘接材料的一个表面上

必须涂上促进剂 A7249, 而在另一个表面上涂上

胶粘剂。建议胶层间隙为0.1mm。在胶层间隙过 
大（最大可为 0.5mm)，或者要求较快的固化速

度，则应当在两个表面上均使用促进剂. 部件应当

在15分钟内组合。多余的胶粘剂可用有机溶剂擦

去。粘接部件应当夹紧直到胶粘剂固化。粘接件

应当达到全强度后，方可承受服役载荷 ( 由于胶

层间隙和被粘材料的不同。因此该胶粘剂典型的

完全固化时间处于 24-72 小时之间 )。 

贮存条件

除另有说明外，本产品的理想贮存条件是放在

8-28℃（46-82℉）温度范围内的阴凉干燥处，于

原包装内存放。如果本产品贮存在 8~18℃ 的条

件将会更理想。为避免污染未用胶液，不能将任

何胶液倒回原包装内。若想获得更具体的贮存寿

命信息，请与当地的 ELITE 技术服务中心联系。 

数据范围

本文中的数据为典型的值和/或范围。这些值是根

据实际测试数据和周期性验证取得的。

说明

本文中所含的各种数据仅供参考，被认为是可靠

的。对于任何人采用我们无法控制的方法得到的

结果，我们恕不负责。决定把本产品用在用户的

哪一种生产方法上，及采取哪一种措施来防止产

品在贮存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失和人身伤

害都是用户自己的责任。鉴于此，ELITE 明确声

明不担保因销售 ELITE 产品或特定场合下使用

ELITE 产品而出现的问题。ELITE 明确声明对任

何间接或意外损失包括利润方面的损失都不承担

责任。本文中所论述的各种生产工艺或化学成分

都不能被理解为这些专利可以被其他人随便使用

和拥有或被理解为得到了包括这些生产工艺和化

学成分的艾力特公司的专利许可证。建议用户每

次在正式使用前都要根据本文提供的数据先做实

验。

香港地址：香港九龙旺角道 33 号凯途发展大厦 7 楼 04 室  

电话：00852-65170559 电话：(0086) 020-34788001  

广州艾力特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岗西路全兴工业园3梯5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