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目录
分类 产品名称 分子式 CAS号码 特性 主要应用 公司 工厂

基础化工 多晶硅 Si 7440-21-3 暗灰色的碎片或碎块，10-nine纯度和11-nine纯度 太阳能电池片和半导体晶片的主要材料 OCI 韩国群山 / 马来西亚砂拉越

过氧化氢 H2O2 7722-84-1 无色液体 漂白剂、消毒剂 OCI / Philko Peroxide 韩国益山 / 菲律宾马卡蒂市

过碳酸钠 2Na2CO3:3H2O2 15630-89-4 白色粉末 漂白剂、消毒剂 OCI / OCI Alabama 韩国益山 / 美国阿拉巴马州

磷酸 H3PO4 7664-38-2 无色液体, 纯度75%和85% 半导体金属表面处理剂、添加剂 OCI 韩国群山

电子产品、催化剂、化学试剂 4109-96-0 OCI 韩国仁川

气相二氧化硅 SiO2 7631-86-9 白色粉末，纯度大于99.8% 填料和密封剂、橡胶制品和油漆的补强剂；浆料、绝缘材料 OCI / 唐山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韩国群山 / 中国唐山

高纯度四氯化硅 SiCl4 10026-04-7 无色液体 气相二氧化硅、光纤、石英 OCI 韩国群山

烧碱、氢氧化钠 NaOH 1310-73-2 无色液体，纯度大于50%、纯度32.8%~33.2%、纯度大于25% 纤维清洁剂、调味品、药品 OCI 韩国群山

盐酸 HCl 7647-01-0 无色或浅黄色液体，纯度35%~36% 废水处理剂、催化剂、溶剂 OCI 韩国群山

次氯化钠 NaOCl 7681-52-9 黄绿色液体，纯度大于12.6% 漂白剂、染料、颜料 OCI 韩国群山

氯化钙 CaCl2 10043-52-4 白色固体结晶粉末，74% 防冻剂、干燥剂、加速器、路面铺设、食品添加剂 OCI 韩国仁川 / 贸易业务

醋酸乙烯酯单体 C4H6O2 108-05-4 无色液体 油漆、聚乙烯醇、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粘合剂 OCI 贸易业务

硅砂 SiO2 7631-86-9 无色或白色固体 玻璃、铸造材料 OCI 贸易业务

无水硫酸钠 Na2SO4 7757-82-6 无味白色吸湿性粉末 玻璃、洗涤剂、染料、纸浆、颜料、医药品 OCI 贸易业务

醋酸 CH3COOH 64-19-7 无色液体 醋酸乙烯酯、醋酸乙烯、精对苯二甲酸 OCI 贸易业务

纯碱、碳酸钠 Na2CO3 497-19-8 无味白色粉末 玻璃、肥皂、洗涤剂、食品加工、纺织品、纸张、化工产品 OCI 贸易业务

亚氯酸钠 NaClO2 7758-19-2 浅黄色液体 漂白剂、消毒剂、氧化剂、化学试剂 OCI 贸易业务

卤砂 NH4Cl 12125-02-9 无味白色粉末 废催化剂、溶剂、食品添加剂 OCI 贸易业务

尿素 CO(NH2)2 57-13-6 无色或白色固体(或液体) 凝结剂、促进剂、溶剂、染料、除湿剂 OCI 贸易业务

精盐 NaCl 7647-14-5 无味固体 食品添加剂、织物染料 OCI 贸易业务

连二亚硫酸钠 Na2S2O4 7775-14-6 白色粉末 氧化剂、还原剂、漂白剂 OCI 贸易业务

聚乙烯醇(PVA) (C2H4O)n 9002-89-5 无味白色粉末 粘合剂、乳化稳定剂、粘合剂、增稠剂 OCI 贸易业务

碳酸氢钠 NaHCO3 144-55-8 无味白色粉末 食品添加剂、饲料、皮革、医药品、发酵粉、肥皂 OCI 贸易业务

硅芯 Si 7440-21-3 8.3毫米直径、2400毫米长度及纯度大于99%的硅锭 生产多晶硅的种子材料 OCI Specialty 韩国天安、公州

硅锭 Si 7440-21-3 190毫米直径、2700毫米长度及纯度大于99%的硅锭 生产晶片的基本材料 OCI Specialty 韩国天安

晶片 Si 7440-21-3 由硅锭切制的薄硅片，纯度大于99% OCI Specialty 韩国公州

仲丁威(2-仲丁基苯基甲基氨基甲酸酯，仲丁威) C12H17NO2 3766-81-2 浅黄色液体，纯度大于96% 大米和棉花作物的氨基甲酸酯类杀虫剂 OCI Vietnam 越南平阳

玻璃原料、合成物、印刷粉 7783-82-6 颗粒和粉末 瓷砖和陶瓷釉料 OCI Ferro 韩国安山

染色剂 7631-86-9 粉末 瓷砖和陶瓷颜料 OCI Ferro 韩国安山

介质 Si 3766-81-2 粘稠液体 印刷粉 OCI Ferro 韩国安山

石化产品与碳材料 炭黑 C 1333-86-4 精细碳粉 橡胶、油墨和电绝缘材料的颜料和补强剂 OCI / 山东奥瑟亚建阳炭黑有限公司 韩国浦项、光阳 / 中国山东

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CH3C6H3(NCO)2 91-08-07 无色液体, 密度1.22g/cm3 聚氨酯产品 OCI 韩国群山

萘 C10H8 91-20-3 无色固体, 纯度95% 化学品颜料 OCI / 山东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 马钢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韩国浦项、光阳 / 中国山东、安徽

异喹啉 C9H7N 119-65-3 无色或浅黄色油状物, 纯度98% 聚酰亚胺薄膜 OCI 韩国光阳

茚油 C9H8 95-13-6 浅褐色油状物, 纯度50% 古马隆树脂 OCI 韩国浦项、光阳

二甲酚 (CH3)2C6H3OH 1300-71-6 无色或浅黄褐色油状物, 纯度80% 合成树脂、溶剂 OCI 韩国浦项

喹啉 C9H7N 91-22-5 无色或浅黄色油状物, 纯度98% 消毒剂、除草剂 OCI 韩国光阳

甲酚 C7H8O 108-39-4 无色或浅粉色油状物, 纯度70% 杀虫剂、合成树脂、溶剂 OCI 韩国浦项

苯酚 C6H6O 108-95-2 无色或浅粉色油状物, 纯度95% 溶剂、酚醛树脂 OCI 韩国浦项

沥青 - 65996-93-2 黑色固体 铝冶炼粘合剂 OCI / 山东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 马钢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韩国浦项、光阳 / 中国山东、安徽

洗油 C11H10 91-57-6 黄褐色油状物，甲基萘30% 合成树脂、溶剂 OCI / 山东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韩国浦项、光阳 / 中国山东

增塑剂(DOP) C24H38O4 177-81-7 无色液体 石化原料 OCI 韩国浦项

邻苯二甲酸酐 C8H4O3 85-44-9 无色固体 石化原料 OCI 韩国浦项

苯 C6H6 71-43-2 无色或淡黄色芳香族化合物 石化原料 OCI 韩国光阳

芳香族聚酯多元醇 (C12H12O5)n 32472-85-8 浅棕色液体 石化原料 OCI 韩国槐东

混合二甲苯 C6H4(CH3)2 无色或淡黄色芳香族化合物 石化原料 OCI 韩国光阳

甲苯 C6H5CH3 108-88-3 无色或淡黄色芳香族化合物 石化原料 OCI 韩国光阳

炭黑油 8001-58-9 黄棕色油状物 炭黑 山东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

杂酚油 8001-58-9 黄棕色油状物 炭黑、木材防腐剂 山东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

油浆 C6H5CH3 71-43-2 高挥发性无色液体，苯60% / 甲苯40% 合成树脂 山东奥瑟亚化工有限公司 中国山东

能源解决方案及其他 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和运营 公用事业规模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电力销售 OCI Solar Power 美国德克萨斯州

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和运营 分散式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电力销售 OCI Solar(中国) 中国嘉兴、洪泽、无锡、烟台

太阳能电池组件 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 Mission Solar Energy 美国德克萨斯州

太阳能跟踪器 太阳能双轴跟踪器制造 Sun Action Trackers 美国德克萨斯州

电力、蒸气 电力 OCI SE 韩国群山

气相二氧化硅真空绝热板 超高效率绝缘材料 冷冻库、建筑物和工业用绝缘材料 OCI 韩国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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