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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AWARE™ 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提供专业的建议，分享专家
的知识，支持各企业与优质的工业表面清洗有关的决策过程。

CHEMAWARE™ 为所有溶剂用户提供培训、服务以及咨询，始
终考虑溶剂的长期可持续使用性，同时兼顾经济、生态以及社
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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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AWARE™ 知识服务可提供相关的知识，提升负责任且
可持续地使用溶剂的意识， 
确保实现一流水平的工业表面清洗作业。



CHEMAWARE™ 
服务

信息平台
让有表面清洗需求的企业 可以根据自己的清洗工艺做出最佳选择，这就是 
CHEMAWARE™ 在线信息平台的目标。 该平台提供广泛的技术知识 ，帮助客
户更好地理解金属清洗工艺，从而做出周密的决策，满足个体的需求。 通过对
提供针对各种不同解决方案的中立信息 以及各类监管法规的状态和行业的相关
进展，CHEMAWARE™ 在线信息平台可推进溶剂更安全更可持续的使用。 

选择最佳的清洗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这需要考虑到工业表面清洗不断变化的市
场需求以及设立了各种削减风险具体衡量标准的严苛法规监管框架，以及公司
及其客户的具体需求。 通过持续检视市场及技术，CHEMAWARE™ 致力于为
您的业务提供出最佳的实践解决方案。

实验室服务
CHEMAWARE™ 实验室服务用于使您了解自己溶剂的质量，并清楚最佳的具
体清洗技术。 定期使用 CHEMAWARE™ 服务使您可以及时应对清洗工艺中出
现的难题，从而避免不希望产生的副作用。  
您的工艺安全性可得到优化，使您获得制造优质产品方面的竞争优势，并从中
获益。CHEMAWARE™ 实验室配有最新的技术 ，可满足您最严格的分析要
求。 其质量、安全性 以及环境管理会执行定期审计。

从日常分析、油相容性测试，到复杂的故障排查，CHEMAWARE™ 实验室服
务可助您提高工艺的可靠性。

¡	CHEMAWARE™ 溶剂分析可以衡量溶剂的质量
¡	CHEMAWARE™ 油相容性测试 
 可以确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同油类产品 
 与溶剂的相容性及其稳定程度
¡	个性化的 CHEMAWARE™ 具体分析服务可根据需要提供 
 并为您带来实现最佳清洗工艺 
 所需的知识。 其可用作强大的故障排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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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
CHEMAWARE™ 竭力倡导化学品更安全更加可持续的使用。 提升意识以及传
播知识是改进我们理解以及处理化学品方式的基本手段。 凭借我们的咨询服
务，我们的专家可以共享他们的知识，帮助您就以下问题作出更好的决策：

¡	我应当使用何种清洁解决方案？
¡	我如何确保遵守法规？
¡	我如何管理我生产中的风险？

针对您的清洗需求、应用 以及具体工艺提供的个性化咨询服务，能帮助您找到
适合您的部件清洗的最佳解决方案。

“拥有和我们一样关注清洗工艺并确

保其稳定的合作伙伴，对于我们业务

十分有助益。” 

Andy Lees，HS Marston



教育服务
¡	您的工人需要处理溶剂的相关知识？
¡	您需要自己公司的技术人员 
 了解清洗工艺？
¡	您想了解关于溶剂可持续使用的 
 更多知识？

通过 CHEMAWARE™ 教育服务，我们可以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CHEMAWARE™ 教育服务 旨在提供给为各行各业有金属清洗需求的广大受众。  
作为一家经验丰富的业内公司，我们致力于分享我们的知识以及过往积累下来的
经验。

CHEMAWARE™ 溶剂培训
在 CHEMAWARE™ 溶剂培训中，您和您的工人可以了解如何执行安全及可持续
的清洗工艺。 在应用这些知识之后，可以优化您的工艺。 获得可靠及优质的清
洗结果。 从我们的专家这里学习知识您将有机会直接提出问题。 

除了 CHEMAWARE™ 溶剂培训之外，我们还组织网络研讨会或论坛，以惠及更
多受众。 我们的专家分享的知识及建议可直接运用，从而提高工艺可靠性和工作
安全性，或保证法律合规性。

您的员工 
可接受培训， 
优化您的清洗工艺。

安全、工艺可靠性以及法律合规性是 

CHEMAWARE™ 教育服务关注的重点。



智能服务
CHEMAWARE™ 智能服务是 CHEMAWARE™ 知识服务的最新进展。 平板
电脑平台上的应用符合当前“工业 4.0”的演化趋势，可以彻底简化清洗介质的监
控及维护。 中央服务组件可帮助客户快速轻松地监控清洗活动的所有方面。 

CHEMAWARE™ 智能服务可提供用户友好的清洗工艺追踪。 它们可以增强合
作，积极主动地提供建议和咨询，帮助客户维持性能优异及可靠的清洗工艺。 
该应用已嵌入 COMPLEASE™ 化学品租赁，客户能够在清洗机上直接使用它
的各种功能。

有了 CHEMAWARE™ 服务，您能够：
¡	节约时间： 快速审阅所执行的关键任务
¡	简化作业： CHEMAWARE™ 智能服务 
 可以提醒您与清洗相关的作业
¡	提升工艺可靠性： 您的清洗工艺变得 
 可以追踪并且更加可靠 – 让您的 EHS 部门更加安心

接触水平测量
所提供的 CHEMAWARE™ 接触水平管理服务可以帮助客户测量并监控工人对
氯化溶剂接触水平的时间加权平均值 (TWA)。 这些是推荐的 EHS 操作的一部
分，它还使您可针对接触溶剂的工人实施更好的风险管理测量，确保其安全。 
CHEMAWARE™ 接触水平测量服务是一种产品服务包，其中包含一盒 10 件
装的活化碳吸收标记，可执行整日的测量以及最多十次的采样标准分析，分析
由第三方独立实验室执行。 SAFECHEM 和分销商都不会收到独立实验室的分
析结果。 本项服务有待于在亚洲地区开展。 

为什么测量接触水平是重要的？ 
测量是 EHS 实践的关键部分。 这可确定可能的改进措施。 执行相关的接触水
平测量意味着工人更加安全。 其结果有助于减少排放至环境中的废弃物。 

CHEMAWARE™的各项服务内容在亚洲地区正在逐步发展中。请接洽您附近
的SAFECHEM（索恺）公司人员或我们的当地分销商，以获得最新的可提高
服务的内容。

“检测以及分析对于清洗系统的安全高效运行来说至关重要； 让员工接受培训并理解其中    
风险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Stephen InghamSafran Group 旗下子公司 Aircelle Ltd.



 ™ SAFECHEM 的商标
 ™*陶氏化学公司的商标

注： 此文档中的信息及数据经过仔细审校。 但 SAFECHEM 对其中任何信息及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最新性不作任何担保。 此外，此文档中的信息及数据不构成 
SAFECHEM 的产品规格。 购买者应全权负责确定 SAFECHEM 产品是否适合自身的需求。 因为使用或未使用此文档中的信息而引起的针对 SAFECHEM 的责任索
赔，SAFECHEM 原则上不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失是由 SAFECHEM 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或者是成文法规中规定有强制责任的其他情况。

此文档中对商标名称、商标权利、专利或其他行业或知识产权的使用并不授权任何人可自由使用前述名称、权利或品牌，因为这些名称、权利或品牌可能是第三方或 
SAFECHEM 受保护或经注册的权利，即使文中未予注明。

总之，SAFECHEM 拥有此文档中所有内容的版权。 未经 SAFECHEM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对 SAFECHEM 的产品名称、图像、图形以及文本进行复制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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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AWARE™ 信息平台可为各类 
 表面清洗需求提供答案和解决方案。
¡	CHEMAWARE™ 教育服务包括安全及可持续地使用化学品的理论背景讲解 
 以及上手操作演示。
¡	CHEMAWARE™ 实验室服务使您能提升工艺安全性及其优化度， 
 从而可靠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	CHEMAWARE™ 咨询服务针对您的清洗工艺提供具体的建议。
¡	CHEMAWARE™ 接触水平测量服务使您可以执行更好的风险管理措施， 
 确保接触溶剂工人的安全。
¡	CHEMAWARE™ 智能服务帮助您对清洗活动的各个方面 
 进行简单快速的监控。

您如何从 
CHEMAWARE™ 知识服务
中获益？

索恺化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SAFECHEM Chemicals Trading (Shanghai) Co.,Ltd.
上海市黄浦区
天津路155号恒基名人20楼2026-2027
邮编：200001
电话：+86 21 53681067

SAFECHEM EuROPE GMbH
Tersteegenstr. 25
40474 Duesseldorf
Germany（德国）
电话： +49 211 4389-300
传真： +49 211 4389-389
service@safechem.com
www.safechem.com

扫码关注
SAFECHEM 索恺化学

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