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story

各种认证书

2014     申请天然矿物质&环保胶粘剂，
                    以及涂料组成物质制造方法的有关专利。
               国际环境标志认证 / 申请中国专利（汽车用粘胶剂）
2013     京畿道有发展前途中小企业认证 / 出口有望中小企业认证
               贸易馆全球品牌企业认证 / 专利注册 2项(涂料及粘合剂)
2012     工厂迁至 城南Woolim Lions ValleyⅢ 工业园区
               资本增资 (5亿5千万)
               中国上海 印度孟买等地区实施韩国中小企业支社化事业 
               参加京畿道进出口博览会,年出口签约达到60万美金
               年销售额 47亿( 制造业:40亿,原料:7亿)
                ISO9001认证  / 组件及材料专业企业
2011     Q认证。环境标志认证 (韩国)。
2010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会员 / 京畿道 进出口协会会员
               公司本部迁致 城南 Woolim Lions ValleyⅤ工业园区
              “森林之晨” 商标注册 
2009     技术核心企业认证, 成立研究所          
               资本增加到4亿, 出口有望中小企业,  
               国家认证绿色企业
2008     风险企业, 国家认证绿色企业
2007     年销售额为4亿
               参加中国展销会
               (北京, 上海, 大连, 哈尔滨,  广州, 深圳, 沈阳等)
               参加并当选网上交易的先头企业 / "森林之晨" 商标注册
2006     2006年 销售额为3亿 / 在中国 抚顺, 北京设立办事处
2005     负离子涂料研发, 试生产。
               韩国贸易振兴工团会员 / 国际贸易协会会员
2004     设立印度孟买办事处
2002     转为法人
1999     利来化学商社成立
               主要致力于化学原料的销售, 主要有环氧树脂, 
               聚氨酯, 天然涂料, 粘合剂等。
               锦湖P&B国内代理商

公司介绍公司介绍
（株）利来化学商社成立于1999年，为追求所有化学产品的环保化，开发环氧树脂、聚氨酯及其他高功能性
工程塑料，并应用上述材料，为社会发展而做出贡献。
目前对油漆、胶粘剂、成型剂材料、合成树脂的多种应用技术及开发技术，投入了不懈地努力。拥有无毒性
油漆、功能性天然涂料、功能性天然胶粘剂、电器用涂层剂、 成型剂材料等多种产品群。最近开发了净水器
的过滤器（功能性日用品）、床上用品、功能性化妆品等功能性材料。
目前，出口的国家有亚洲的中国、越南、印度等，还有欧洲、中东的市场。参加国外专业性展览会和出口市场
开拓团队，并且参与韩国环境产业协会的环保项目。
最近参加了国家技术项目，获得了INNO-BIZ、风险投资企业认证、京畿道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认证、组
件材料专业企业认证、ISO14001、9001（国际认证）、Eco-Labeling（环境标志、欧洲规格）、REACH注册、
RoHS认证，本公司为了将自己的产品成为全球顶级的产品为目标，会付出不懈的努力。

（株）利来化学商社成立于1999年，为追求所有化学产品的环保化，开发环氧树脂、聚氨酯及其他高功能性
工程塑料，并应用上述材料，为社会发展而做出贡献。
目前对油漆、胶粘剂、成型剂材料、合成树脂的多种应用技术及开发技术，投入了不懈地努力。拥有无毒性
油漆、功能性天然涂料、功能性天然胶粘剂、电器用涂层剂、 成型剂材料等多种产品群。最近开发了净水器
的过滤器（功能性日用品）、床上用品、功能性化妆品等功能性材料。
目前，出口的国家有亚洲的中国、越南、印度等，还有欧洲、中东的市场。参加国外专业性展览会和出口市场
开拓团队，并且参与韩国环境产业协会的环保项目。
最近参加了国家技术项目，获得了INNO-BIZ、风险投资企业认证、京畿道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认证、组
件材料专业企业认证、ISO14001、9001（国际认证）、Eco-Labeling（环境标志、欧洲规格）、REACH注册、
RoHS认证，本公司为了将自己的产品成为全球顶级的产品为目标，会付出不懈的努力。



"森林之晨" 释放负离子 "森林之晨" 释放负离子

大气污染与负离子 涂料色彩

释放大量负离子, 也称 "空气中的维生素"
防止活性氧带来的细胞氧化, 对自律神经系统起稳定作用。

形成放射率为93%以上的远红外线空间
刺激细胞内分子, 促进细胞活性和生长。

营造利用天然松木提取物的 "森林浴" 似的清新环境。

我们的产品不仅防止新房症候群, 还切断了甲醛, VOC等有害物质的侵入, 预防皮肤病的发生。

多种色彩亮丽呈现
可以调出多种颜色, 颜色鲜明。

保湿功能
室内保持 - 定的湿度, 室内保持清新环境。

有效的隔热功能, 减少家居取暖费用。
健康的室内环境, 有利于增强人体体质。
天然提取物为原料, 防止皮肤老化, 皮肤保持弹性。

99% 环保
健康 天然装饰涂料



■  楼房
■  医院
■  办公室 
■  幼儿园, 学校
■  Kindergarten
■  商务酒店

使用说明

[施工方法]
- 施工方法与水性涂料涂抹方法相似。
- 除去基层表面的浮灰, 油垢, 污迹等, 清洁后干燥。
- 基层表面凹凸不平, 先用低浆搞平。
- 基层表面不光滑, 用低将涂抹1 ~ 2次。
- 若需要可以用细砂纸抹擦均匀。
- 石膏板拼接部位用粘贴胶拼接后, 用低将涂抹, 干燥后用细沙纸磨光。

[涂抹作业]
- 第一遍 : 用毛刷, 滚刷, 喷涂器均匀刷涂, 喷涂表面要薄, 使表面平整。
- 第二遍 : 底漆充分干燥后, 同样方式, 以0.3 ~ 0.5mm厚度涂刷。

[注意事项]
- 寒冷天 (气温低于零上5度), 下雨天 (湿度85%以上) 停止施工。
- 施工前确认颜色, 充分搅拌后使用。

工程案例

米白色 浅土黄色

[施工量及干燥时间]
- 使用量 : 因施工表面的不同各有差异,
   以0.3 ~ 0.5mm厚度为基准, 1Kg可涂抹 3.5㎡

- 干燥时间在常温下4~6小时, 使用量和干燥时间因气候条件.涂抹厚度.施工方法.表面状况有所差异。

[颜色]

[包装]
4Kg, 12Kg 固型液体



价格低廉

维修容易

亲环境-环保水溶性地面材料

高质量
附着力

环保地坪涂料

[Polyceracote contractors configuration and color]

[施工案例]

以上颜色与实物大小有一定的区别 (其他颜色需要预定)

灰色

绿色

紫色

土黄色

天蓝色

橘黄色

公用停车场 地面漆

安装配置

施工过程

Polycera-cote
[颜色] 

工厂地面

乐天百货商场停车场

采用水溶性高分子和陶瓷粉末, 用最先进的技术研究
出比其他地面材料更安全, 更先进的地面材料。

上度

中度

施工前地面处理 地面研磨

上度施工（最后一道） 中度施工

底漆施工

混凝土 Floor Slab

伸缩力, 含水率, 强度一致



Type Purpose

Electrical
& Electronic

Transformer adhesive (molded case adhesive)
Condenser adhesive

Electronics material adhesive (Stabilizer, Mylor condenser, etc.)
Other mold adhesive

Construction

Tile adhesive
Wallpaper adhesive
Ondol floor adhesive

Construction natural adhesive

Sealant
Urethane system adhesive
Epoxy system adhesive
Acrylic system adhesive

Injection Epoxy system injection (Liquid, Dry)

Automative construction
adhesive

Hemming adhesive
Body adhesive

Structural adhesive
etc adhesive

etc adhesive

其他产品

多功能胶黏剂 建筑用密封胶环氧树脂
聚氨酯

环氧树脂系列

固化剂 - 聚酰胺, 多胺
聚酰胺 (DNC) 国 都 胺 值
D-220-70X G-5022X70 220

D-310 G-0331 310

D-400 G-0240 400

D-330 G-A0533 330

多 胺
MCDA Adduct type - D-800 (LK-177M)

IPDA Adduct type - D-900

K-54 (Accelator Epoxy)

Other Rapid Curing Agent

多元醇 (聚氨酯) 系列 

胶黏剂

产品目录表 (多元醇)

固化剂

No 产品目录 同类其他产品 包 装 羟 值 粘 度 应 用

1 GP-3000 H3021,H3022/Y5603/TP3000 Drum 53~58 460~520 General

2 DrumGP-3001 H3010/Y5613/TP3001 53~58 350~550

3 DrumGP-4000 H4000

4 DrumGP-5000 H5000

5 DrumPP-1000 H1000D/L-1100

6 DrumPP-2000 H2000D/L1000 54~58 270~330

7 DrumPP-3000 H3000D/O3000

8 DrumFA-717 H3322/Y4813 46~50 500~600 Car, Fumiture

9 DrumFA-311 40~44 920~1020

10 DrumFA-703 H4701,H4705,H407/Y531/GE52 30~35 860~980 Funiture

11 DrumGL-3000 KE-7083,H3033,H3021/Y1455/GE3000 52~56 480~540 Hot mold

■  MDI   
■  TDI (80/20)  
■  Moca  
■  etc.

■  Tio2 (Rutile, Anatase Type) - Du pont R-902, etc  
■  Other solvent-BTX
■  Phenol, Bis-phenol A  
■  Monomer
■  etc



国内外展销会



 "森林之晨" 负离子枕头

[负离子枕头的效果]
1. 负离子枕头释放出的负离子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内, 促进血液循环, 
    直接作用于脑神经, 降血压和缓解偏头痛。
2. 负离子枕头释放出的远红外线, 对人体内细胞起光电作用。
    直接作用于细胞的神经组织和末梢神经来缓解神经性的痛症。
3. 用天然矿物粉末制作的负离子枕头, 不仅起到杀菌, 灭菌, 使很小的寄生虫都无法生存,
     而且还可以预防普通荞麦皮所发出的霉味。
4. 负离子枕头还可以除去室内空气中甲醛的气味.恶臭味, 使周围的空气变得焕然一新。

[天然负离子荞麦枕头]
1. 持续释放负离子 (负离子释放量达到1700ea/cc)
2. 释放远红外线
3. 抗菌, 杀菌, 防霉的作用
4. 除味的作用, 能够除去甲醛所特有的恶臭气味

"森林之晨" 负离子枕头 外皮采用纯天然棉质, 
内胆采用了天然荞麦壳和纯天然负离子涂料精加工而成, 
使之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枕头

健康寝具套装
(株)利来化学商社推出了倾向家庭展会的新产品 "森林之晨" 寝具套装。
枕头和被子释放大量负离子, 使空气清新, 起到调节湿度的作用并且融入了寝具的最高功能-切断水脉,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可保证最高睡眠的寝具

负离子被子的功能
"森林之晨" 负离子被子 在释放负离子。远红外线的基础上, 增加了隔离水脉的功能。

什么是水脉?
它是指像人体的血管那样的地下水流。几乎所有的水脉都分布在地下10到50米上, 地下有两种水脉, 即干水和地下水。
干水是指在干旱时被干掉的水, 地下水是指在地下积的水。它们是从地下传播到地上的恶性物质(水脉波, 大地电流波), 
也是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主要原因。从地址构造来看, 我们很少看到没有水脉的地方。但我公司的 "森林之晨" 会防止并切断水脉, 
这就是最明智之举

"森林之晨" 负离子被子的结构
1. 被面采用了天然棉材料, 增强了释放如同天然空气的负离子的功能
2. 被子内的银线和铜线按照一定的间隙排列可切断水脉, 并且消灭细菌, 抑制细菌, 杀菌, 同时放射出大量负离子，
     是一款可解决新居症候群的产品。
3. 有睡眠问题或者是追求更高睡眠质量的消费者, 我们强烈推荐此款产品。

森林之晨负离子被子
产品规格 : 1.5m x 2.0m, 1.8m x 2.0m
                     (单人用, 双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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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以最快的速度传送到人体，
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比任何物质都要大。

 水均匀地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各种矿物质。
天然锗矿物质以循环方式生成能量石和生命波动水，

此生命波动水未分解水，
均匀含有自然生成的矿物质，所以对人体更有益。

1. 为了能够简单的设定而设计，
    任何人都无需特殊技术，就可简单使用。

2. “能量石”生命波动净水器，
    采用中性过滤系统，有效发挥净化作用。
3. 因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可简单操作。

4. “能量石”生命波动净水器，
     因价格低，是比较经济型的产品。

净水器

生命波动水
活生生的水!!
从现在起，可以在家中亲自制做并饮用‘生命波动水’!!

陶瓷微小过滤器

沸石/阴离子/ 格利特/钙陶瓷球

天然矿物碱性还原球（生成氢气水）

能量石（生成波动水） 

由高压缩的双原子陶瓷物质组成的陶瓷过滤器是非
常结实，具有耐热、耐久性。过滤器的空隙为0.2微米，
能够去除和水混合的微小浮游物和石灰。

选用‘吸附、催化剂、更换离子’功能好的矿物，
以更换离子方法，来去除水中残留的氯成分、
有机化合物、重金属，尤其是肉眼看不见的放射
线去除离子，所以更环保。

长时间保持水的新鲜程度，使水的味道更清爽。
以远红外线放射率高的Bio Stone来解毒，
有促进生长发育的效果。
使4大主要矿物质更丰富，提高水的还原
力和甘甜的味道。

使用矿物石，制做的碱性还原水
（ARW, Alkaline Reduced Water）有抗癌效果、
遏制癌细胞转移效果、抗氧化效果、提高免疫功能，
对血糖、胆固醇、中性脂肪效果显著。
（通过动物测试，研究的矿物碱性水的多种效果 
— 延世医科大学论文：Kim Hyun Won教授等）

将水分子结构的微粒化波动信息传达到水中，
保存好的波动。天然的波动能源共振时，
细胞、血管、神经系统会活化，增强我们
身体的体力、柔软性、平衡感及提高免疫力。

 (株)利來化學商社



Recommend 以Cluster的活化，提高六角水的比率。

以矿物离子反应，将水的分子结构更细密，增加六角水
的比率，提高体内的吸收率，有助于身体健康。

生成丰富的矿物催化剂和活性氢。

纯天然矿石引起自然循环反应（共振现象），以生成氢气
和矿物质的催化反应，将饮用水变为对我身体有益的还
原水（物性变化）。

以提高碱性、还原力，提高抗氧化力。

将苹果切开一半，过一段时间，表面会变色，这是接触氧
气，表面被氧化的现象。还原是上述概念的相反概念，
负数值越高，还原力越强，不易氧化。

1.

2.

3.

由天然矿物质组成，具有弱碱性水、氢气水更换功能的净水器过滤器，
便携式过滤器，可在家庭、学校、公共机关使用。水中溶解的氢气成分将在
体内循环，与活性氧中的各种疾病和老化原因物质相结合，以出汗、排泄方式
排出体外，可保持健康身体。
增强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
适用于受压抑（头疼、肩部不适、乏力）的人、暴露在有害波（电子波、水脉波）
的人、需要减轻疲劳的人、高考学生、运动选手。都可获得有效的效果。

 便携式过滤器

碱性还原水：具有额外电子（生成丰富的氢气H-离子）
的活性氢气因去除活性氧（万病的根源），所以除了能够
保持身体健康外，还有因表面活性大，溶解粘在血管壁的
老废物，所以有效治疗高血压，可预防成年病。

- 每天用干净的流水清洗水瓶一次，
   可保持杯子的卫生。
- 定期使用专用洗涤，
  还原球会恢复本身的功能。
- 使用600ml的水瓶，3次/日使用时，
  可使用12个月左右。
- 长期不使用时，使用专用洗涤清洁后，
  用吹风机风干还原球，用塑料袋密封保管，
  再次使用时，按上述的使用方法使用即可。

- 在容器放入能浸渍还原球的水量，
   之后放入专用洗涤。（柠檬酸or 食用醋）
- 为均匀稀释摇晃水和专用洗涤。
（还原球内，充分进入水。）
- 摇晃约1分钟，排出水，之后放入干净水，
   清洗2～3次。
- 5分钟后开始饮用。
（饮用水：使用可饮用的泉水或净水）
- 补充已饮用的水量，
   可连续饮用碱性还原水。

清洗方法 维护方法

氢气生成器

在日常生活中
       随时饮用时

对皮肤补充水分

更健康的饮用茶水
咖啡的方法

矿物还原氢气水的特点

弱碱水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