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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对任何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损害不负责任，关于产品或它的用途，客戶承担所有风险和责任。

成分概述： 

用于防水体系的二氧化硅乳液。为达到最佳效果，应用后应与金属盐进

行固化。 

理化指标： 

外观 白色液体/膏状物 
活性含量 55% – 65% 
离子性 阴离子 
密度（磅/加仑） 7.5 – 8.5 
pH 值(10% 水溶液) 7.0 – 9.0 
贮存稳定性 室温贮存1年。最佳储存温度15°C - 

30°C。 
冻融稳定性 对冻结敏感。请勿贮存于 5°C以下。 
耐光性 良好 
电解质稳定性 良好 
乳化性 使用前混合均匀。易溶于热水。 

与热水 1:1混合均匀。 
 1:4乳化  30°C - 60°C 

性能特点： 

Lionproof SR-60 
一般用于防水体系，与其它疏水产品结合给予抗水性并提升防水曲折性

能。 
- 铬鞣皮的防水乳化。

- 通过较高防水曲折试验。

- 促进低吸水。

- 可用于染色革或白色革。

- 用作顶层油以增加皮革表面抗水性。

应用： 
推荐用量：2%-4%           基于蓝色削里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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