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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我们通过为客户提供卓越解决方案而创造价值
－利用我们独特的技术、工艺和才能－

并籍此致力于公司的长期成功

卓越石墨提供多种种类和规格的产品供您选择
从通用功能性  到特殊高性能

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要求。

种类 碳含量 % (LOI) 粒度范围 产品描述 产品特性 SEM - 1000x

不定型石墨 60 - 80% 20 - 800 
微米

不定型石墨仅在微观上具有
晶体结构。经常以大块形态
出现。由煤层经热力变质而
形成。

• 可作摩擦改良剂
• 柔软
• 有润滑性
• 微晶结构

煅后石油焦 不低于99% 
75 - 800 

微米

煅后石油焦是原油提炼的副
产品。此类产品呈黑色，略
有光泽，含碳量高。

• 可作摩擦改良剂
• 抗磨损
• 硬度高
• 强度高 

人造石墨 98 - 99.7% 4 - 800 
微米

人造石墨是使用煅后石油焦
为原料，经2700oC以上高温
石墨化生产石墨电极这一过
程的副产品。

• 工厂生产而来
• 高纯
• 有传导性
• 有润滑性
• 强度高

鳞片石墨
80 - 99% 4 - 800 

微米

鳞片石墨是化石残余物经自
然界长期在极端压力和温度
作用下缓慢石墨化的产物。
多见于变质岩中，通过浮选
法可以将具有片状结构的鳞
片石墨从矿石中分离出来。

• 可作摩擦改良剂
• 有润滑性
• 有传导性
• 排列规则整齐的晶体结构

高纯人造
石墨

99.7 - 99.9% 4 - 800 
微米

由人造石墨再经高温电热提
纯，去除碳化硅和铁的碳化
物等杂质后得到的产品。

• 纯度更高
• 传导性更好
• 润滑性更好
• 强度更高
 

高纯鳞片
石墨

99.7 - 99.9%
4 - 800 

微米

由鳞片石墨再经高温电热提
纯工艺去除石英和铁等杂质
后得到的具有较高晶体度的
产品。

• 导电导热性好
• 润滑性更好
• 纯度更高
• 晶体度更高

高回弹石
墨类碳素
(RGC)

99.7 - 99.9% 125 - 2000 
微米

严选均一性高，有特定外观
特征的高品质原料，经高温
电热提纯而得到的具有高纯
度和高回弹性的产品。

• 高回弹性
• 纯度极高
• 晶体度更高
• 多孔性
• 有助于减噪
 

www.superiorgraphite.com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为什么石墨是理想的摩擦改良剂? 
石墨具有独特的润滑性、回弹性、导热性和惰性。在刹车衬片中添加石墨有助于提高摩擦材料的稳定性并更快散
热，得到最优化的性能。

为什么选择卓越石墨作为供应商? 
卓越石墨深知，我们摩擦材料行业的每一个客户在为其终端客户生产高性能的产品过程中，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需
求。为此，我们位于全球各地的工程师不遗余力地运用最新技术开发了Formula FX™产品系列。

Formula FX™ 作为石墨和碳素材料类的摩擦改良剂，可用于刹车衬片、刹车片和离合器面片等，力求优化内聚摩
擦力和粘附摩擦力之间的平衡。Formula FX™具有稳定均一的筛分粒度和化学纯度，确保满足您对品质、性能和
耐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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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Formula FX™? 

独特性 
高回弹石墨类碳素(RGC)是市场上迄今为止最独特和最稳定
的石墨类碳素。使用卓越石墨公司专利的高温提纯技术生产的
RGC，拥有高纯度和高回弹性特点，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
石墨产品。独特的高回弹性使RGC在所有用于摩擦行业的碳
素材料中绝对与众不同。 

卓越性能 
具有卓越导热性能的RGC对高性能要求的产品尤为适合。
在任何工作温度下，只需要大约1-5%的添加比例，加入到
NAO、半金属或少金属配方中的粗糙的RGC材料就可以使
刹车片的可压缩性能变得更容易控制和调节。在摩擦材料
中，RGC的特性还有助于润滑和散热，并有助于显著降噪、
减震。 

稳定的质量
RGC材料可以满足极为苛刻的粒度分布要求。回弹性及其它
参数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均受到严格监控，以确保最优的稳定
性。

高回弹石墨类碳素

•	增进持久性 

• 减噪

• 散热

• 增强刹车片的可压缩性 
• 更高的强度特性有助于摩擦曲

线的平稳并达到理想的摩擦系
数范围

•	优化刹车效果并改善踏板舒适
度

• 把对刹车衬片、刹车盘、转子
的磨损和破坏减少到最小 

Formula FX™ 的益处

技术         
卓越石墨高温处理的碳素材料 
卓越石墨运用电热高温提纯工艺， 将Formula FX™原料
经2800oC高温提纯获得成品。在这一过程中，挥发份
被降低或去除，得到高回弹性、高润滑性和高纯净度
的产品。  

质量 
卓越石墨致力于高品质人造石墨
Formula FX™ 使用美国工厂自家原料生产，且所有产品
均经严格的质量工序层层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始终稳
定如一。

  

客户服务 
卓越石墨提供无与伦比的客户支持
自1917年始，卓越石墨始终注致力于超标准地满足客
户需求，不断促进与客户间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我
们的销售人员将有始有终、不遗余力地确保满足您在
产品和服务上的需求。   

度身定制 
卓越石墨独家为您的需求度身定制产品 
卓越石墨拥有完善的机械和流能碾筛设备，可按照客
户要求筛分、加工Formula FX™ 材料，从而满足客户在
粒度、形态方面的独特要求。 

多样性 
有多种石墨及焦炭产品备选   
卓越石墨为您提供门类齐全的系列产品：从天然鳞片
石墨，到不定型碳素、脉状石墨、人造石墨、高温提
纯产品以及各种焦炭产品。从Formula FX™ 中您总能找
到满足要求的产品。

石墨/碳素材料的重要特性

•	回弹性对刹车衬片成品的可压缩性有直接影响。
•	实验证明，使用高回弹碳素有助于降噪、减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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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密度

•	当按体积比添加时，松散密度变得尤为重要。
•	理想的松散密度有助于生产出更加轻质而不影响性能和寿命的刹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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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系数*

•	摩擦系数对刹车性能至关重要。 

•	最终产品的合适的摩擦系数水平可以降低刹车时的温度并延长制动盘寿命。
*  摩擦系数测试为钢对钢，在室温条件下，使用某种干粉，通过专有仪器测得。 种类 RGC14A RGC18A

平均粒度
集中于
250 um 

(60 mesh)

集中于
425 um

(40 mesh)

PSD 粒度分布 
毫米
(mm)

Max 0.3 % > 1.8 mm
Max 0.5 % > 1 mm
15-40%; 0.5-1 mm

45-65%; 0.25-0.5 mm
5-25%; 0.125-0.25 mm

Max 5% < 0.125 mm

Max 5 % > 0.85 mm
40-65%; 0.425-0.85 mm
30-50%; 0.18-0.425 mm

Max 5% < 0.18 mm

PSD 粒度分布
目数

(mesh)

Max 0.3 % > 11 mesh
Max 0.5 % > 18 mesh
15-40%; 35-18 mesh
45-65%; 60-35 mesh
5-25%; 120-60 mesh
Max 5% < 120 mesh

Max 5 % > 20 mesh
40-65%; 40-20 mesh
30-50%; 80-40 mesh

Max 5% < 80 mesh

回弹性 100-150 % 100-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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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要求。

种类 碳含量 % (LOI) 粒度范围 产品描述 产品特性 SEM - 1000x

不定型石墨 60 - 80% 20 - 80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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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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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此类产品呈黑色，略
有光泽，含碳量高。

• 可作摩擦改良剂
• 抗磨损
• 硬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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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

人造石墨是使用煅后石油焦
为原料，经2700oC以上高温
石墨化生产石墨电极这一过
程的副产品。

• 工厂生产而来
• 高纯
• 有传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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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长期在极端压力和温度
作用下缓慢石墨化的产物。
多见于变质岩中，通过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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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高品质原料，经高温
电热提纯而得到的具有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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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石墨是理想的摩擦改良剂? 
石墨具有独特的润滑性、回弹性、导热性和惰性。在刹车衬片中添加石墨有助于提高摩擦材料的稳定性并更快散
热，得到最优化的性能。

为什么选择卓越石墨作为供应商? 
卓越石墨深知，我们摩擦材料行业的每一个客户在为其终端客户生产高性能的产品过程中，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需
求。为此，我们位于全球各地的工程师不遗余力地运用最新技术开发了Formula FX™产品系列。

Formula FX™ 作为石墨和碳素材料类的摩擦改良剂，可用于刹车衬片、刹车片和离合器面片等，力求优化内聚摩
擦力和粘附摩擦力之间的平衡。Formula FX™具有稳定均一的筛分粒度和化学纯度，确保满足您对品质、性能和
耐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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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 Formula FX™? 

独特性 
高回弹石墨类碳素(RGC)是市场上迄今为止最独特和最稳定
的石墨类碳素。使用卓越石墨公司专利的高温提纯技术生产的
RGC，拥有高纯度和高回弹性特点，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
石墨产品。独特的高回弹性使RGC在所有用于摩擦行业的碳
素材料中绝对与众不同。 

卓越性能 
具有卓越导热性能的RGC对高性能要求的产品尤为适合。
在任何工作温度下，只需要大约1-5%的添加比例，加入到
NAO、半金属或少金属配方中的粗糙的RGC材料就可以使
刹车片的可压缩性能变得更容易控制和调节。在摩擦材料
中，RGC的特性还有助于润滑和散热，并有助于显著降噪、
减震。 

稳定的质量
RGC材料可以满足极为苛刻的粒度分布要求。回弹性及其它
参数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均受到严格监控，以确保最优的稳定
性。

高回弹石墨类碳素

•	增进持久性 

• 减噪

• 散热

• 增强刹车片的可压缩性 
• 更高的强度特性有助于摩擦曲

线的平稳并达到理想的摩擦系
数范围

•	优化刹车效果并改善踏板舒适
度

• 把对刹车衬片、刹车盘、转子
的磨损和破坏减少到最小 

Formula FX™ 的益处

技术         
卓越石墨高温处理的碳素材料 
卓越石墨运用电热高温提纯工艺， 将Formula FX™原料
经2800oC高温提纯获得成品。在这一过程中，挥发份
被降低或去除，得到高回弹性、高润滑性和高纯净度
的产品。  

质量 
卓越石墨致力于高品质人造石墨
Formula FX™ 使用美国工厂自家原料生产，且所有产品
均经严格的质量工序层层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始终稳
定如一。

  

客户服务 
卓越石墨提供无与伦比的客户支持
自1917年始，卓越石墨始终注致力于超标准地满足客
户需求，不断促进与客户间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我
们的销售人员将有始有终、不遗余力地确保满足您在
产品和服务上的需求。   

度身定制 
卓越石墨独家为您的需求度身定制产品 
卓越石墨拥有完善的机械和流能碾筛设备，可按照客
户要求筛分、加工Formula FX™ 材料，从而满足客户在
粒度、形态方面的独特要求。 

多样性 
有多种石墨及焦炭产品备选   
卓越石墨为您提供门类齐全的系列产品：从天然鳞片
石墨，到不定型碳素、脉状石墨、人造石墨、高温提
纯产品以及各种焦炭产品。从Formula FX™ 中您总能找
到满足要求的产品。

石墨/碳素材料的重要特性

•	回弹性对刹车衬片成品的可压缩性有直接影响。
•	实验证明，使用高回弹碳素有助于降噪、减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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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密度

•	当按体积比添加时，松散密度变得尤为重要。
•	理想的松散密度有助于生产出更加轻质而不影响性能和寿命的刹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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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系数*

•	摩擦系数对刹车性能至关重要。 

•	最终产品的合适的摩擦系数水平可以降低刹车时的温度并延长制动盘寿命。
*  摩擦系数测试为钢对钢，在室温条件下，使用某种干粉，通过专有仪器测得。 种类 RGC14A RGC18A

平均粒度
集中于
250 um 

(60 mesh)

集中于
425 um

(40 mesh)

PSD 粒度分布 
毫米
(mm)

Max 0.3 % > 1.8 mm
Max 0.5 % > 1 mm
15-40%; 0.5-1 mm

45-65%; 0.25-0.5 mm
5-25%; 0.125-0.25 mm

Max 5% < 0.125 mm

Max 5 % > 0.85 mm
40-65%; 0.425-0.85 mm
30-50%; 0.18-0.425 mm

Max 5% < 0.18 mm

PSD 粒度分布
目数

(mesh)

Max 0.3 % > 11 mesh
Max 0.5 % > 18 mesh
15-40%; 35-18 mesh
45-65%; 60-35 mesh
5-25%; 120-60 mesh
Max 5% < 120 mesh

Max 5 % > 20 mesh
40-65%; 40-20 mesh
30-50%; 80-40 mesh

Max 5% < 80 mesh

回弹性 100-150 % 100-150 %



为什么石墨是理想的摩擦改良剂? 
石墨具有独特的润滑性、回弹性、导热性和惰性。在刹车衬片中添加石墨有助于提高摩擦材料的稳定性并更快散
热，得到最优化的性能。

为什么选择卓越石墨作为供应商? 
卓越石墨深知，我们摩擦材料行业的每一个客户在为其终端客户生产高性能的产品过程中，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需
求。为此，我们位于全球各地的工程师不遗余力地运用最新技术开发了Formula FX™产品系列。

Formula FX™ 作为石墨和碳素材料类的摩擦改良剂，可用于刹车衬片、刹车片和离合器面片等，力求优化内聚摩
擦力和粘附摩擦力之间的平衡。Formula FX™具有稳定均一的筛分粒度和化学纯度，确保满足您对品质、性能和
耐用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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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弹性

为什么选择 Formula FX™? 

独特性 
高回弹石墨类碳素(RGC)是市场上迄今为止最独特和最稳定
的石墨类碳素。使用卓越石墨公司专利的高温提纯技术生产的
RGC，拥有高纯度和高回弹性特点，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
石墨产品。独特的高回弹性使RGC在所有用于摩擦行业的碳
素材料中绝对与众不同。 

卓越性能 
具有卓越导热性能的RGC对高性能要求的产品尤为适合。
在任何工作温度下，只需要大约1-5%的添加比例，加入到
NAO、半金属或少金属配方中的粗糙的RGC材料就可以使
刹车片的可压缩性能变得更容易控制和调节。在摩擦材料
中，RGC的特性还有助于润滑和散热，并有助于显著降噪、
减震。 

稳定的质量
RGC材料可以满足极为苛刻的粒度分布要求。回弹性及其它
参数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均受到严格监控，以确保最优的稳定
性。

高回弹石墨类碳素

•	增进持久性 

• 减噪

• 散热

• 增强刹车片的可压缩性 
• 更高的强度特性有助于摩擦曲

线的平稳并达到理想的摩擦系
数范围

•	优化刹车效果并改善踏板舒适
度

• 把对刹车衬片、刹车盘、转子
的磨损和破坏减少到最小 

Formula FX™ 的益处

技术         
卓越石墨高温处理的碳素材料 
卓越石墨运用电热高温提纯工艺， 将Formula FX™原料
经2800oC高温提纯获得成品。在这一过程中，挥发份
被降低或去除，得到高回弹性、高润滑性和高纯净度
的产品。  

质量 
卓越石墨致力于高品质人造石墨
Formula FX™ 使用美国工厂自家原料生产，且所有产品
均经严格的质量工序层层监控，确保产品质量始终稳
定如一。

  

客户服务 
卓越石墨提供无与伦比的客户支持
自1917年始，卓越石墨始终注致力于超标准地满足客
户需求，不断促进与客户间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我
们的销售人员将有始有终、不遗余力地确保满足您在
产品和服务上的需求。   

度身定制 
卓越石墨独家为您的需求度身定制产品 
卓越石墨拥有完善的机械和流能碾筛设备，可按照客
户要求筛分、加工Formula FX™ 材料，从而满足客户在
粒度、形态方面的独特要求。 

多样性 
有多种石墨及焦炭产品备选   
卓越石墨为您提供门类齐全的系列产品：从天然鳞片
石墨，到不定型碳素、脉状石墨、人造石墨、高温提
纯产品以及各种焦炭产品。从Formula FX™ 中您总能找
到满足要求的产品。

石墨/碳素材料的重要特性

•	回弹性对刹车衬片成品的可压缩性有直接影响。
•	实验证明，使用高回弹碳素有助于降噪、减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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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密度

•	当按体积比添加时，松散密度变得尤为重要。
•	理想的松散密度有助于生产出更加轻质而不影响性能和寿命的刹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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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系数*

•	摩擦系数对刹车性能至关重要。 

•	最终产品的合适的摩擦系数水平可以降低刹车时的温度并延长制动盘寿命。
*  摩擦系数测试为钢对钢，在室温条件下，使用某种干粉，通过专有仪器测得。 种类 RGC14A RGC18A

平均粒度
集中于
250 um 

(60 mesh)

集中于
425 um

(40 mesh)

PSD 粒度分布 
毫米
(mm)

Max 0.3 % > 1.8 mm
Max 0.5 % > 1 mm
15-40%; 0.5-1 mm

45-65%; 0.25-0.5 mm
5-25%; 0.125-0.25 mm

Max 5% < 0.125 mm

Max 5 % > 0.85 mm
40-65%; 0.425-0.85 mm
30-50%; 0.18-0.425 mm

Max 5% < 0.18 mm

PSD 粒度分布
目数

(mesh)

Max 0.3 % > 11 mesh
Max 0.5 % > 18 mesh
15-40%; 35-18 mesh
45-65%; 60-35 mesh
5-25%; 120-60 mesh
Max 5% < 120 mesh

Max 5 % > 20 mesh
40-65%; 40-20 mesh
30-50%; 80-40 mesh

Max 5% < 80 mesh

回弹性 100-150 % 100-150 %



北美和南美洲
卓越石墨有限公司
10 S. Riverside Plaza, Suite 1470
Chicago, Illinois 60606

电话 +1 312 559 2999
电话 +1 800 325 0337
customerserviceUSA@superiorgraphite.com

欧洲/非洲/亚洲/澳洲
卓越石墨欧洲有限公司
Box 13000
S-850 13 Sundsvall, Sweden

电话 +46 60 13 41 88
customerserviceEU@superiorgraphite.com

摩擦改良剂办公地点/生产基地
市场涵盖区域

我们的使命:

我们通过为客户提供卓越解决方案而创造价值
－利用我们独特的技术、工艺和才能－

并籍此致力于公司的长期成功

卓越石墨提供多种种类和规格的产品供您选择
从通用功能性  到特殊高性能

产品，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要求。

种类 碳含量 % (LOI) 粒度范围 产品描述 产品特性 SEM - 1000x

不定型石墨 60 - 80% 20 - 800 
微米

不定型石墨仅在微观上具有
晶体结构。经常以大块形态
出现。由煤层经热力变质而
形成。

• 可作摩擦改良剂
• 柔软
• 有润滑性
• 微晶结构

煅后石油焦 不低于99% 
75 - 800 

微米

煅后石油焦是原油提炼的副
产品。此类产品呈黑色，略
有光泽，含碳量高。

• 可作摩擦改良剂
• 抗磨损
• 硬度高
• 强度高 

人造石墨 98 - 99.7% 4 - 800 
微米

人造石墨是使用煅后石油焦
为原料，经2700oC以上高温
石墨化生产石墨电极这一过
程的副产品。

• 工厂生产而来
• 高纯
• 有传导性
• 有润滑性
• 强度高

鳞片石墨
80 - 99% 4 - 800 

微米

鳞片石墨是化石残余物经自
然界长期在极端压力和温度
作用下缓慢石墨化的产物。
多见于变质岩中，通过浮选
法可以将具有片状结构的鳞
片石墨从矿石中分离出来。

• 可作摩擦改良剂
• 有润滑性
• 有传导性
• 排列规则整齐的晶体结构

高纯人造
石墨

99.7 - 99.9% 4 - 800 
微米

由人造石墨再经高温电热提
纯，去除碳化硅和铁的碳化
物等杂质后得到的产品。

• 纯度更高
• 传导性更好
• 润滑性更好
• 强度更高
 

高纯鳞片
石墨

99.7 - 99.9%
4 - 800 

微米

由鳞片石墨再经高温电热提
纯工艺去除石英和铁等杂质
后得到的具有较高晶体度的
产品。

• 导电导热性好
• 润滑性更好
• 纯度更高
• 晶体度更高

高回弹石
墨类碳素
(RGC)

99.7 - 99.9% 125 - 2000 
微米

严选均一性高，有特定外观
特征的高品质原料，经高温
电热提纯而得到的具有高纯
度和高回弹性的产品。

• 高回弹性
• 纯度极高
• 晶体度更高
• 多孔性
• 有助于减噪
 

www.superiorgraphite.com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