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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数据是在实验条件下获得，对于任何人采用我们

无法控制的方法获得的结果，我们恕不负责。由于使用条

件的差异，使用者要参照这些数据和使用条件进行分析和

试验。用户在使用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和艾布纳公司

技术服务部门联系，我们将为您提供帮助。 

产品简介 

ABNEN® AE Ⅱ -3228 ( 以下简称为

ABNEN® 3228) 高韧性环氧结构胶是一款胶

可用于蜂窝板粘接的高性能双组份增韧型环氧树

脂胶粘剂。可在室温下固化，可操作时间、固化时

间适中，并具有优异的剪切强度和剥离强度以及良

好的耐久性。静态混合之后，给粘合的组件加热，

可缩短固化时间。 

ABNEN
®
 3228 具有下列性能 

技术 环氧树脂胶粘剂 

化学类型 环氧树脂 

A 组分外观 褐色粘稠液体 

B 组分外观 青色液体 

混合物外观 褐色粘稠液体 

固化 室温固化 

成分 两组分混合 

A:B 混合比例 100：48.2（wt%） 

 

产品优势 

1、 可操作时间长 

2、 粘合非常紧密 

3、 低温仍能固化 

4、 粘合强度高，韧性极佳 

应用 粘合 

 

典型用途 

对于不锈钢板、金属、陶瓷、木材、玻璃及硬质塑

胶之间的封装粘接，有非常优异的粘接强度；  

固化前的材料特性 

注：以下数据均在 25℃条件下测试所得 

颜色           A                褐色 

               B                青色 

密度（g/cm3） A                1.20±0.05 

               B                0.99±0.05 

粘度（mPa.s） A               100000-200000 

               B               10000-20000 

重要信息-请参阅 MSDS 

 

固化性能（A+B） 

外观 褐色 

操作时间（min） 60-80 min（200g） 

用    量 （g/m
2） 400~600（根据基材的不同） 

初始粘结力形成 约 9 h/50 min（60℃） 

完全固化 5~7 天后 

重要信息-请参阅 MSDS 

 

固化后的性能（室温 7 天 固化 数据） 

 物理性能： 

玻璃化转变温度(Tg/° C)  GB/T 

19466.2-2004 ……………………………  66.58           

硬度(Shore D)  GB/T  2411-2008…………≥70 

断裂伸长率(%)  GB/T 1040.1-2006…………3.12 

断裂拉伸强度(MPa) GB/T 1040.1-2006………18 

拉伸弹性模量(Gpa) GB/T 1040.1-2006………3.2 

 典型性能 

拉伸剪切强度（MPa）GB/T 7124-2008………≥20.3 

滚筒剥离强度 (N.mm/mm) GJB 130.7-1986 

………………………………………………… ≥45 

平面拉伸强度（MPa）GJB 130.4-1986 …… 4.0 

 

固化速度 

达到最低剪切强度所需时间 

温度 ℃ 25 40 60 80 100 

≥1 MPa 小时 10 3 -- -- -- 

固化所需时间 分钟 -- -- 50 36 21 

≥10 MPa 小时 18 5 -- -- -- 

固化所需时间 分钟 -- -- 75 40 25 

 

 粘结性能 

测试条件为 23±2℃ 

被粘材料 剪切强度 破坏模式 

不锈钢 20.3 ≥80%CF 

铝合金 18.2 ≥70%CF 

镀锌板 18.5 ≥75%CF 

黄铜 17.7 ≥80%CF 

赤铜 16.8 ≥80%CF 

PVC 板 ----- 基材破坏 



                                产品技术资料 

                                AEⅡ-3228 高韧性环氧结构胶       
                                                  2020 年 3 月 20 日 

 
 
 
 
 
 
 
 
 

说明 
本文数据是在实验条件下获得，对于任何人采用我们

无法控制的方法获得的结果，我们恕不负责。由于使用条

件的差异，使用者要参照这些数据和使用条件进行分析和

试验。用户在使用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和艾布纳公司

技术服务部门联系，我们将为您提供帮助。 

PP 板 ----- 基材破坏 

玻璃钢（黄） ----- 基材破坏 

玻璃钢（青） ----- 基材破坏 

 

典型环境抵抗 

室温制样并固化 7 天后，根据 ISO 9142 D4 循

环 40 个周期后取出，在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拉伸剪

切强度和滚筒剥离强度测试 

 

 

拉伸剪切强度

MPa 

滚筒剥离强度

N.mm/mm 

常温 老化后 常温 老化后 

强度 20.5 20.4 50.61 45.37 

强度保持率 99.5% 89.65% 

应用步骤 

1.配胶前应分别用不同的工具搅拌均匀 A、B 组分

并清洁粘接面； 

2.按比例准确称量配胶（重量比）  

A 胶树脂：B 胶固化剂=100:48.2，一次配胶量不易

太大； 

3.搅拌 2-3 分钟成均匀的褐色； 

4.将混好的胶均匀的涂在粘接面（无气泡）； 

5.调整好粘接位置，加压（两侧有溢胶即可），清除

溢胶； 

6.可在室温固化，也可加热固化，提高固化温度和

延长加压时间均可提高强度。若有条件，建议加压

温度至少在 60℃以上 

 

 

 

 

 

 

 

 

 

 

 

贮存条件 

密封贮存于阴凉干燥处，建议储藏温度为

10~30℃，有效期为A组分一年，B组分六个月；产

品打开包装使用后剩余部分，必须密封干燥避光条

件下保存，尽快使用；按非危险品储运； 

过期检验合格后可继续适用。如需更多信息，

请与当地的艾布纳公司技术服务部或客户服务部

联系。 

 

注意事项 

1. 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未固化的混合物，佩戴防护性

的手套和眼镜。 

2. 胶液保存过程中隔绝空气，胶现配现用，调胶量

不宜过多，以免使可工作时间过短，而影响操作。

在称取 A 组分和 B 组分时，要使用不同的工具分别

取用，不得调换使用。使用完后请盖好罐盖，密闭

封存，严防吸潮，禁止胶液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 

3. 施胶场地应通风良好，严禁烟火，严防儿童接触，

切勿入口 

4. 被粘结表面应干燥无油脂、灰尘或其它污物。 

5. 保证正确的混合比例和充分的搅拌均匀，才能得

到好的机械和化学性能，否则，性能将无法保证，

甚至失去作用。 

6. 粘接部位溢出的胶料在没固化前用布蘸少量酒

精或丙酮进行清洗 

7.如胶液因吸潮出现表面混浊、返粗等异常现象，

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咨询生产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