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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component RTV Silicone Rubber 



 

SP205A 一般特性 

产品型号 SP205A Test Method 

颜色 灰色 Visual 

厚度 
0.005″ 

(0.127mm) 
 

厚度公差 
±0.0006” 

 (±0.016mm) 
 

密度（g/cc） 1.8  

适用温度 -40℃ ~ 125℃  

相变化温度 50℃ ~ 60℃  

体积电阻 (Ohm.cm) 2.0 X 1013 ASTM D257 

导热系数（W/mK） 3.0 
ASTM D5470 

(modified) 

介电常数(1M HZ) 3.0 ASTM D150 

热阻抗 

@50psi /@10psi(℃-in
2
/W) 

0.02 /0.05 

 

ASTM D5470 

(modified) 

产品简介

SP205A 是一种在50-65℃已经开始软化的相变材

料。液态时比传统的导热填充垫更能有效地填充

及覆盖接触界面之间的缝隙和坑洼。另一方面，

SP205A 在室温环境下是固体形态，为组装及使

用时提供操作上的便利。

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

产品特性

- 3.0W/mk 导热系数
- 在50°~65°发生相变
- 常温下自带一定粘性
- 无需预热操作

产品特性产品特性产品特性

应用范围

- 高频微处理器
- 手提或台式电脑
- 计算机服务器
- 存储器
- 集成芯片
-LED 照明产品

应用范围应用范围

 
 

SP205A     导    热    相    变    材    料   
SP205A     导    热    相    变    材    料   
SP205A     导    热    相    变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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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100 系列一般特性 

产品型号 SF100 Test Method 

颜色 蓝色 Visual 

主要成份 矽胶             *** 

厚度(inch/mm) 
0.010 to 0.400(inch) 

0.254 to 10.160(mm) 
ASTM D751 

密度 (g/cc) 1.75 ASTM D297 

硬度 (Shore A) 26～38 ASTM D2240 

拉伸强度 (psi) 40 ASTM D412 

使用温度,(°F/℃) 
(-58 to 392 °F) 

（-58 to 200 ℃） 
*** 

电学性 

击穿电压 (V) 
>2500(Thickness≤0.02″) 

>4500(Thickness≥0.03″) 
ASTM D149 

介电常数 (1M HZ) 5.5 ASTM D150 

体积电阻率 (Ohm.cm) 4.0 X 1013 ASTM D257 

防火等级 94 V0 Equivalent UL 

导热性  

导热系数(W/m-K) 1.5 ASTM D5470 

可玻纤加强 任何厚度均可玻纤加强，以 FG 为后缀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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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 导热系数1.5W/mk- 中等压缩率

- 自带一定粘性

- 电绝缘

-符合ROHS 要求

产品特性产品特性产品特性

一般应用

-LED 照明产品
-底盘、框架或其他散热组件
- 高速大容量存储器
- 热管组件
- RDRAM 记忆模组
- 电机控制器
- 通信硬件

一般应用一般应用一般应用一般应用

SF100 导导导导  热热热热  硅硅硅硅  胶胶胶胶  片片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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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560-40 一般特性 

产品型号 SG560-40 Test Method 

颜色 灰色  

主要成分 有机硅脂  

添加料 金属氧化物  

粘度 25℃ 1000K cps Brookfield RVF,#7 

密度 g/cm3 2.3  

使用温度°F/ ℃ 
(-49 to 392°F) 

(-45 to 200℃) 
 

导热率 W/mK 4.0 ASTM D5470 

热阻抗 

(℃-in
2
/W)@50psi 

0.008 ASTM D5470 

挥发率 % <0.15 200℃@24hrs 

冷热损失率 % 热阻不变化 
25℃/30~80℃ 

/30min 100 cycles 

 

 

产品简介

SG560-40 导热膏是一种导热界面材料的膏状化合物,
不会变干; 它可以把热能从发热设备引导至散热片和
底盘上.该产品在导热金属氧化物被填充的情况下依
然能够绝缘导热.SG560-40 有低渗透性，良好的耐温
性和低流动性的特点，它在高温情况下也非常稳定，
即便温度达到200℃它也不会因干燥而开裂，可手动
操作和丝网印刷

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产品简介

应用范围

- 高频微处理器
- 笔记本和台式电脑
- 计算机
- 电源适配器
- 音频视频设备
-LED 照明产品

应用范围应用范围应用范围
产品特性

- 导热率4.0W/mK
-永不干枯
-符合ROHS 要求
-无需预热
-适用于自动配料及丝网印刷等生产工艺

产品特性产品特性产品特性产品特性

 

SG560-40 导热导热导热导热膏膏膏膏
�



混合前后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US-5201 

外观 （黑 白,灰）液体 

粘度（cps,25℃） 2000~3000 混合前 

密度（g/cm3,25℃） 1.20±0.01 

重量配比（%） 1: 1 

混合后粘度（cps,25℃） 2000~3000 

操作时间（min,25℃） 40~60 

初步固化时间（hr,25℃） 4 

完全固化时间（hr,25℃） 24 

硬度(shore A,24hr) ＜42 

线性收缩率 (%) 0.3 

适用温度(℃) -60~200 

体积电阻率 (Ω.cm) 1.0×1015 

击穿电压(kv/mm) ≥20 

介电常数 

(1.2MHz) 
2.9 

导热系数   

（W/mk） 1.1 

拉伸强度 (MPa) >1.00 

 

 

固化后 

剪切强度  (MPa) 1.00 

产品特性：

- 1.1W/mK 导热系数
- 对金属、合金、陶瓷、玻璃和塑胶等
  有很强的粘接力
- 双组分，优良的深度固化
- 固化后为弹性体
- 耐热和耐冷性能好
- 电绝缘
- 符合ROHS 要求

适用范围：

- LED 照明产品和 LED 显示屏
- 热管组件
- 电源适配器和电源模组
- 通信硬件

产品特性：产品特性：产品特性：

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US-5201     导    热    灌    封    硅    胶  

 
US-5201     导    热    灌    封    硅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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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前后技术参数混合前后技术参数混合前后技术参数混合前后技术参数混合前后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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