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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概况——发展历程

2018.05 

公司注册成立

2018.08 

产品开发试验室建成

2019.05

工业技术开发中心建成

ISO9001：2015认证通过

2020年
20吨/年生产线建设&投用

注册资本：500万元；实缴资本：318万元。

现有员工8人；

核心团队完整。

2018.12 

申报专利4篇

2019.06 

入选太仓科技领军人才计划



一、公司基本概况——产品、服务和方向

◆服务领域：航空/航天HP-FRP(CFRP) 增强增韧改性；
高性能基体树脂增强增韧改性；
制造在各种苛刻条件下使用的零部件。

◆研发方向：更好地满足高端空天等军事装备的“三高一特殊”需求。

◆提供产品：第3++代增强增韧改性剂和(无须增韧的)高性能基体树脂。



一、公司基本概况——客户和营销

战 略 客 户 潜 在 目 标 客 户

营
销
模
式

初创期：重点营销

发展期：全面营销

……



二、团队建设情况——创办人

学习和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学校或工作单位 身份(职务)

1999.09 - 2003.07 郑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学生(本科)

2003.08 - 2006.07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学生(硕士)

2006.08 - 2010.1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室主任

2011.01 - 2018.0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厂长

2018.05 - 至今 苏州予信天材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06-2010

研究室主任

2011-2018

副厂长

✓项目：聚酰亚胺基柔性无胶覆铜箔

✓工作：研发→中试线建设→中试生产运营

✓业绩：5000万元/年，发明专利6篇

✓项目：柔性印制电子技术与聚酰亚胺关键印制材料

聚酰亚胺基柔性无胶覆铜箔

✓工作：研发；生产线建设→量产

✓业绩：发明专利13篇，8000万元/年



二、团队建设情况——核心团队

陈学成 博士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研究员

中科院+波兰西波莫瑞工业大学

关冰涛 博士

南开大学千人计划

郑州大学 + 北京大学

聚酰
亚胺

开发量
产管理

质量技
术管理

市场销
售管理

李成章

执行董事&总经理

比亚迪+云天化

陈杰

市场销售副总

常州广成 + 常州尚科

孙建

质量技术副总

成都艾斯特+常州阳光



三、企业核心产品——市场情况和经济效益

Toughimid系列产品，作为HP-FRP和高性能基体树脂最合适的增强增
韧改性剂，有利于实现关键材料国产化。

美欧日对我国增强增韧改性用聚酰亚胺树脂材料实施严格的封锁禁运，
“黑市交易”价格约为5000元/Kg。Toughimid的价格仅是其1/4~1/2。

国内军民市场皆处于需求爆发的初期，经济前景十分可观。



三、企业核心产品

——技术先进性

及来源

主要产品 发展方向（瞄准“三高一特殊”）

不可溶的热塑性PI，ρ=1.38~1.40g/cm3

Toughimid-2722 超高韧性

Toughimid-2652 超高韧性

Toughimid-2932 更高韧性&更高使用温度&更低的价格

可溶的热塑性PI，ρ=1.22~1.28g/cm3

Toughimid-3532 更轻量化&更高使用温度&良好韧性

Toughimid-3252 更轻量化&更低CTE&良好韧性

Toughimid-2852 更轻量化&更高频化&超高韧性

与
战
略
客
户
协
同
新
品
开
发

推
动
迭
代
技
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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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运用DFSS自主设计开发



Matrimid-5218

三、企业核心产品

——技术突破

与创新点

1、Toughimid-3532配方设计

2、Toughimid-3532结构设计

3、Toughimid-3532工艺设备开发——“混合-浆化”技术

权威机构查新鉴定，“混合-浆化”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Toughimid-3532为例，功能设计以Huntsman公司的Matrimid-5218为参照，在战略客户的
协助下，经过自主的设计开发与验证，性能明显优于Matrimid-5218。

三、企业核心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比较

对比技术指标 单位 G.E.
Toughimid

2722

Toughimid

2652

Toughimid

2932

D50 μm 15 16 11 13

D90 μm - 26 26 26

D100 μm 75 45 55 45

Tg ℃ 217 269 263 292

HDT/1.82MPa ℃ ≥180 ≥238 ≥242 ≥250

与TSMR界面结合力 一般 更好 更好 更好

对比技术指标 单位 Huntsman
Toughimid

3252

Toughimid

3532

Toughimid

2852

D50 μm 15 14 12 15

D90 μm - 22 22 28

D100 μm 100 36 45 45

Tg ℃ 285 325 380 300

HDT/1.82MPa ℃ ≥245 ≥258 ＞300 ≥260

与TSMR界面结合力 稍好 更好 更好 更好



比较项目 粉碎-分级法(传统工艺) 混合-浆化法（本项目）

固液分离

（析出方式）

方式 粘液加入，水中凝固 乙醇加入，粘液浆化

后处理 浸泡 无

固态产物 宏观尺寸的凝析物 微米级的近球形颗粒

伴生溶液

成分 有机溶剂 + 水 有机溶剂 + 乙醇

数量 树脂粘液的5~10倍 树脂粘液的1.0~1.5倍

处理 按高浓度废水处理 蒸馏回用

循环使用 成本很高 成本较低

固态产物处理

湿态破碎

过滤洗涤

初级干燥

精细粉碎

高级干燥

分级包装

过滤洗涤

一次干燥

分级包装

产品收率 ≤70% ≥90%

产品微观特征 颗粒形状 + 孔道结构 不规则 + 不规则 近似球形 +“核桃仁”孔道

粒度分布 偏态分布 + 更宽分布 正态分布 + 更窄分布

三、企业核心产品——技术优势（更高效可控和更环保）



四、行业优势情况

➢完整的核心团队
➢现成的人脉渠道，贴近战略客户协同开发和推广；
➢配方、工艺和核心设备100%自主；
➢技术领先，成熟稳定；
➢产品储备丰富，立足更长远；
➢在设计开发中就重视质量控制，管理基础扎实。

起步晚，资金薄弱，目前市场份额小。

✓享受研发场地房租减免支持;
✓入选太仓市2019年科技领军人才计划；
✓进入CAIEC-4th复赛，继续中。



五、融资发展规划

1、近两年的销售盈利情况：
2018.05.23-2019.06.30，主要工作是产品开发平台建设和产品研发推

广，必然处于亏损状态。

2、未来三年预期发展战略：

若融资顺利，2020年内20吨/年生产线的建成并投用
2020~2022：三年内累计完成不少于33吨的产销量，累计完成不少于

6000万元销售收入，成为本土最具竞争力的增强增韧改性用聚酰亚胺树脂供
应商。

若融资不顺利， 20吨/年生产线的建设与投用延后
2019~2021：三年内累计完成不少于9吨的产销量，累计完成不少于1600

万元销售收入；通过战略客户的批量稳定性使用，成为战略客户最有潜力的
合作伙伴。



3、融资计划

（1）债权融资计划

（2）股权融资计划

A轮（2020年）：10%股权——1000万元；

20吨/年生产线建设与运营；

4000万/年的销售收入。

B轮（2023年）：10%股权——2500万元；

50吨/年生产线建设与运营；

14000万/年的销售收入。

能整合生产线建设项目落地和合适厂房等资源者的优先考虑。

五、融资发展规划



期望与您携手共建予信天材！



苏州予信天材
新材料应用技术有限公司

融资对接联系人：李成章
联系电话：18086721788



第3++代增强增韧改性技术提升CFRP的性能

通常的CFRP

层间强韧化的CFRP

三高一特殊

大飞机轻量化

碳纤维

通常的基体树脂

强韧化的基体树脂

是第3++代增强增韧改性技术实现的基石
增
强
增
韧
改
性

增强增韧改性用
聚酰亚胺树脂

项目实施背景(国外)



知识产权

序 名称 专利号 状态 与项目的关联度

1 一种聚合物溶液浊化装置 201821370510.8 受理 关键设备专利

2 一种抽滤装置 201821406136.2 受理 关键设备专利

3
一种低吸湿、高耐热型聚酰亚胺
增韧聚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201811550458.9 实审 核心产品专利

4
一种耐高温型聚酰胺-聚醚酰亚胺
增韧聚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201811550448.5 实审 核心产品专利



1、ρ：1.22~1.46；铝: 2.7, 不锈钢: 7.8；

2、5%热分解温度：≥ 500℃，or 600℃；

3、在－269℃的液态氦中不会脆裂；

4、抗张强度： ≥100Mpa，冲击强度：~261KJ/m2；

5、热膨胀系数：2~3×10-5/℃, 10-6/℃, 10-7/℃；

铝: 2.4×10-5/℃, 不锈钢: 1.6×10-5/℃；

6、在5×109rad快电子辐照后强度保持率为90%；
7、介电常数≤ 3.4, 介电损耗~10-3；

介电强度为100~300KV/mm, 体积电阻~1017Ω·cm；

8、自熄性聚合物，阻燃等级：UL94 V-0；

9、无毒——餐具和医用，生物相容——仿生材料；

聚酰亚胺性能简介





伴随
HP-
CFRP

在高
端装
备中
的
“渗
透”
使用。



伴随HP-CFRP在高端装备或产品
中的“渗透”使用。



◆ 高性能聚合物是《中国制造2025》和《“十三五”材料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全文》中的重

点类材料之一，首次明确材料人才团队建设的机制和扶持政策等，首次提出打造新材料“小

巨人”企业的务实目标。

◆ 先进高分子材料是《新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重点类材料之一，在“三、

（三）.”中有详述。

➢ 聚酰亚胺树脂：实施进口贴息优惠补助。

发改工业(2007)2515号文件把聚酰亚胺颗粒列为国家重要资源性产品和原材料；

发改产业[2009]1926号文件把聚酰亚胺颗粒列为国家重要资源性产品和原材料；

高性能聚合物材料是国家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航空复材和新能源汽车等)所需要的关键材料之一，

符合国家及产业政策导向，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品与技术，该类项目的成功产业化将实现关

键材料的本土化自主化供应，避免“被掐住一点而全部瘫痪”的情况出现。



材料及其应用技术特点

➢师昌绪
➢→设计开发
➢→应用推广

分子
结构

结构
形貌

制造功能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