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启机遇

特种金属+化工产品



一家大型加拿大金属冶炼公司的一部分

员工决定以管理层收购一定资产的方式

开设自己的公司。

5N Plus团队最初使用的是原工厂的高

纯加工设备，但是很快就在蒙特利尔建

立了一个新的原料精炼工厂，包括其湿

法冶金运营。

5N Plus将工厂扩展并采购了新的冶

炼设备，增强了其在所属市场的领导

地位。

5N Plus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

5N Plus宣布收购MCP集团，成为特种金

属及化工产品行业的领导制造商。MCP
集团始于1863年，有着悠久显著的发

展历史，其中包括与比利时Sidech公司

的并购，是全球金属和化工产品行业

的领导者。

5N Plus宣布收购其位于美国犹他州圣乔

治的子公司Sylarus科技的其余33.33%的

股权，并将其更名为5N Plus半导体。

为完善公司增值业务，5N Plus收购了

一家加拿大公司，该公司拥有在电子市

场所用的微米级金属粉末制造的重要知

识产权和工艺。

发展简史

紧抓增长机遇，5N Plus开始在德国艾森

许滕施塔特建立制造工厂。该工厂正好

适应了太阳能电池行业所用产品的生产

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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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特种金属及化工

产品全球供应及配送渠道

的不断扩展，我们正在为

我们的客户及合作伙伴建

立一种全新的、振奋人心

的价值主张。



我们所供应的特种金属和化工产品是无数消费领域和工业产品的关键组件。它

们用于制造我们随身携带使用的数码产品，也用于制造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

客户使用我们的产品生产太阳能薄膜电池板、医药、发光二极管及其它许多产

品, 这些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进一步了解5N Plus

5N Plus公司总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全球各地有战略性生产基地，是特种金属、合金及相关

化工产品、化合物的领导供应商之一。

除了可信赖的供应商，我们还致力于成为客户的业务合作伙伴，这意味着我们将：

• 提供专有的、经过验证的技术以满足客户所需要的规格。

• 与原料生产商确定长期的采购合同，使客户可以充分地信赖我们。

• 提供增值服务，如可持续发展回收和研发合作。

逐步地，5N Plus将更多地成为开启新机遇的创新者，我们一切服务的宗旨在于提高客户的竞争

力。我们欢迎您了解更多关于5N Plus的信息，以及我们对业务合作伙伴的忠实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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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从精矿开采到高端产品和服务整个
价值链，我们的经营范围和专业技术广
泛而深入

锑



13 
在北美、欧洲和
亚洲拥有13个制

造工厂 18 
个销售办公室

800 
多名雇员

锌

基于三大洲建立了多个工厂及设施，5N Plus的战略部署充分靠近资源、供应商

和客户。我们在亚洲的业务正日益增长，包括位于老挝和马来西亚的小金属回

收工厂，位于中国的铋化合物制造工厂和超高纯镓加工工厂，以及在韩国合作

进行的镓化合物生产工厂。我们在任何供应链上都是可信赖的衔接。

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洲, 我们的地区
覆盖范围同样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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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广泛的、不断增长的产品和服务

组合，但是在我们看来, 我们的主要业务

是为客户发现和开启机遇，这使5N Plus成
为促进客户成长、增强客户收入和竞争力

的完美合作伙伴。

我们是一个充满机
遇的公司

5N Plus 实验

室设备精良完

善，可用于材

料定性和过程

开发。

专注于特种金属及化工产品，5N Plus在此领域积累了一系列可靠的充

分得到证明的专有技术。这些专业技术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工艺和流

程，如铋和碲的精炼，包括从精矿开采、到金属和合金生产、再提纯到

99.99999%纯度甚至更高。

我们可以调用我们的综合研发资源和专家团队为您的业务开启新的机遇，或者就改善工艺

流程、开发新产品或促使新产品加速走向市场进行研发方面的合资。

我们是一个技术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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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技术对我们的业务来说至关重要，但是员工才使

得5N Plus真正与众不同。我们拥有行业内最忠诚、最

专业、知识渊博并富有商业头脑的雇员。

正是因为他们的长期服务, 我们的核心管理人员可以清楚地了解全球

市场参与者、市场行情、技术和那些对客户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

使得他们可以准确地抓住客户业务的复杂性、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客户的指导下, 快速为提高客户的竞争力作出贡献。

我们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公司

当今社会竞争高度激烈，很少给人犯错误的机会， 我们了解对客户来说最重要的，

是稳定可靠、信守承诺的合作伙伴。5N Plus即是这样的合作伙伴，可以为客户提供

灵活性和承诺以使客户在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团队力争摆脱传统的解决方

案思考新的方式。我们力争为客户寻求与各洲、各行业、各学科和各业务部门建立

联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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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铋领导制造商

5N Plus是全球铋金属和铋化合物的领导制造商，

这些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

铋

我们拥有向FDA提供铋产品的资质并通过GMP标准认证。

我们拥有一系列不同纯度和形态的铋产品，当然我们也

可以根据客户所要求的规格来定制产品。

消费类产品

铋是治疗胃病和胃溃疡类药物的主要成分， 

大部分非处方抗酸药都含有铋, 铋同时还用于

一些抗生素药膏和化妆品。

电子产品

铋的低导电率使它成为理想的压敏电阻、

电容、闪电避雷器和铁氧体粉末材料。

光学玻璃

能满足小镜头高折射率的要求，使氧化铋被广

泛应用于手机和数码相机镜头的制造。

颜料

铋被广泛应用于制造黄色颜料。

其中最主要的是：  

6



铋可以用来替代铅。

铅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金

属，社会正逐渐减少对其的依赖性，

除了毒性， 铋的大部分属性与铅相

似， 这使铋成为铅的首选替代品。

自欧盟限制有害物质指令生效后，铋的使用显

著增长。该指令要求限制和减少电子、食品加

工设备和铜水管中所含的铅。其他司法管辖区

也紧随其后作出了该要求。

铋在许多化妆品中广泛应

用，尤其是那些有彩虹色特

点的化妆品 

我们在德国吕贝克的工厂

生产含铋的活性药物成分， 

并分销到全球各地。

铋正逐渐替代电

子设备焊料中所

用的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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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太阳能产业发展

太阳能发电的发展日益重要，并因其作为多样化和低碳能

源结构的关键组件被国家、行业和消费者日益重视。

在这个方面，5N Plus向主要太阳能薄膜发电技术制造商供应许多活跃的

半导体材料。我们是碲化镉(CdTe)薄膜电池制造商的碲化镉(CdTe)原料长

期供应商, 我们也向铜铟镓硒(CIGS)太阳能电池生产商提供其产品组成部

分。事实上, 包含5N Plus公司产品的太阳能电池板瓦特已经用于安装发

电厂项目, 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绿色能源。

5N Plus也是生产超高效率太阳能电池所需的锗晶片的首选供应商。这些

电池是卫星发电和集中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的关键组件。像这样的关键

应用, 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胜于一切。

碲

5N Plus公司的高纯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能

够从生产废料中回收和提纯有价元素如碲，为我们

的报价及与客户的合作增加了明显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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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太阳能产业发展

5N Plus是高纯碲金属及其合金的领导生产商， 除用于太阳能发电和辐射

探测器外， 碲在一系列工业和冶金方面的应用也至关重要， 尤其典型的

是，作为一种关键成分，与铋、硒和锑一起，用于固态冷却和加热用的

热电组件。

5N Plus 向高性能X射线和伽马射线探测

器制造商供应碲化镉（CdTe）和碲化镉

锌(CZT)，高性能X射线和伽马射线探测

器主要用于医疗和安防领域。制造这类

固态探测器要求纯度达7N(99.99999%)
的超高纯金属。

太阳能行业的增长部分是由于各个国家

渴望逐步淘汰核电站的结果。事实上, 
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工业国家, 日本和德

国, 已经做出了这一承诺, 20多个核电

站将宣布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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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5N Plus供应的金属和化合物对大部分数字世界来说几乎是不可

想象的， 从电子组装电路所需的低熔点合金到移动设备所需的高性

能半导体再到平板显示器上的透明导电层, 我们是电子和数码行业

的重要供应商。

5N Plus 是全球电子行业镓和镓化合物的领导供应商之一。我们的镓相关产品在LED

行业的价值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在家用领域、汽车行业、街道和工业

照明等方面逐渐淘汰低效耗能的照明技术，转而青睐于低能耗的LED,  LED市场正以

惊人的速度增长。

LED制造商依赖于我们所供

应的镓和镓化合物。

没有金属镓，移动设备将

无法运行。

镓
基于全球三大洲的金属镓和镓化合物生产基

地，我们的供应形成集成式供应链。我们可以

将金属镓提纯到7N(99.99999%)，并制成不同

物理形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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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字世界来说至关重要

铟在现在的触屏技

术中广泛应用。

5N Plus是金属铟和铟化合物的重要供应商。

铟的一个最主要的用途是氧化铟锡（ITO）制

造， 氧化铟锡是液晶显示器(LCD)和触摸屏

技术上所用透明电极的必需材料。同时，铟

还用于电子、太阳能、光学和冶金等领域。

在光学和冶金应用方面，铟是许多低熔点合

金的成分之一。

5N Plus供应各种不同形态的金属

铟，客户可以选择的金属铟纯度高达

7N（99.99999%）。公司同时还提

供铟化工产品、铟化合物和低熔点合

金。我们所供应的铟主要应用于电

子，太阳能电池和光学市场。

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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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增加价值

5N Plus半导体
通过严格的质量、纯度和可靠性来占领独特市场，5N Plus半导体

向高度倾向于风险规避的客户提供至关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事实

上, 我们是唯一向美国国家太空安全管理局客户(NSS)供应太空合

格的锗基板的供应商。我们也是国防储备(NDS)全球仅有的两家合

格锗供应商之一。

该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供应卫星发电所需的锗晶体，但是，其产品也是不断发展

的。基于犹他州的分公司同时也生产高灵敏度红外探测器和热成像相机所需的锑

化铟(InSb)和锑化镓(GaSb)基板。

5N Plus 半导体已证明其致力于研发和产品开发的承诺， 并将与客户合作开发独特

的半导体材料系统解决方案。

5N Plus 半导体供应航空和通

信行业用抛光晶圆片， 这些

晶圆片由公司位于美国犹他

州圣乔治的生产中心生产的

高纯单晶切割而成。



通过创新增加价值

5N Plus微粉
过去的若干年中，我们在开发高性能雾化技术以有效生产

精细金属粉末——小至1到25微米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

如今，我们已在总部和主要研发中心所在的蒙特利尔建立

了新的5N Plus微粉生产工厂。

移动设备市场的增长推动了对新一

代焊料粉末的需求， 对5N Plus的
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同时伴

随着更微型化的要求。

我们生产并提供锗晶片，提供对象是生产高效的、

应用于地面和空间聚光型光伏电池的制造商，我们

还为半导体和光学工业提供锗透镜。

锗

微米级粉末用于3D打印技术，

来生产复杂的形状。

近些年来，随着电子组装小型化和3D制造的出现，高质金属细粉的需求

量激增。在电子行业，这些微金属粉末主要用于焊膏以及在移动设备和

汽车应用中充当导电粘合剂。而在新兴的3D打印市场，它们则是生产复

杂、高细节要求模型的材料。独特的5N Plus微粉技术能够使粉末形状一

致、大小分布均匀并控制纯度。非常适合迎接挑战，满足市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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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途

我们供应的特种金属以及相关化学制品帮助推动了世界工业

车轮的前进，在冶金业，它们增加了钢的机械加工性；在玻

璃制造行业，实现玻璃变色；在橡胶制造业，它们促进了硫

化过程；在汽车制造业，低熔点焊料使不同的材料结合在一

起。客户信赖5N Plus的产品。

使用低熔点合金封装复杂的模型可以

使之快速、精准并且持续不断。最著

名的例子是涡轮压缩机叶片的生产。

硒

我们的硒产品，如硒粉、硒粒、硒球、硒合金以及

其他形态的产品，对包括CO激光器、薄膜太阳能

电池制造商等一系列客户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复杂的生产制造以及

精加工操作来说，低熔点

合金往往是其“启动”物

理平台，这包括了熔丝核

心技术、复杂形状工件加

工和抛光时的夹紧固定、

在不改变管道形状的基础

上弯曲大型建筑用管道以

及金属板材成形等。

低熔点合金

5N Plus提供主要由铋、铅、锡、镉和铟等制成的不同熔点的低熔点合金

和易熔合金。低熔点合金主要应用于光学镜片、辐射屏蔽、融核技术以

及建筑建造领域。在汽车行业，低熔点合金对于玻璃对玻璃、玻璃对陶

瓷以及玻璃对金属的焊接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5NPlus在生产这些产品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意味着我们在生

产低熔点合金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和灵活性，可以根据客户要求的规格生

产，或者是设计精确符合客户要求的熔点特性的低熔点合金来满足客户

的需要。

硒

我们向硒化锌的制造商供应硒。硒化锌是一种化合物，在红外线下透

明，被用于制造CO激光器的镜片。硒也用于玻璃制造、冶金业以及作为

活性成分用于一些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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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采购

与5N Plus合作，同时意味着您正与某些全球最大的原料

生产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事实上，

是我们最大的资产之一。而对客户来说，意味着来自全

球的稳定供应及品质保障，因此在作商务决策时您可以

满怀信心、毫无顾虑。

基于我们对冶金过程的专业广泛的知识技术，我们与全球主要原料冶

炼工厂进行亲密合作，帮助他们发掘和释放其精矿和副产品冶炼的全

部潜能。携手一起，我们共同增加了提高小金属精炼利润的机会，并

因此为我们的供应合作伙伴和客户同时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5N Plus为冶炼厂冶炼

产生的副产品提供长期

的有色金属回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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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是一项好的业务

在当今社会，回收并不是一项选择，而是必然，回收可以降低成本、减少我们

对环境的影响、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随着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对可持续发展

的要求不断增加，好的回收经验有利于促进新的业务。

作为一项政策和良好的业务, 5N Plus采取一种综合集成的、生命周期方法来进行材料管理和回收。

我们的环境、健康和安全系统完全符合认证。

多年来，我们在二次物料、副产品、废料的回收、加工和评估方面积累了重要的专业知识和独特

的技术。这些能力使我们能够将潜在的不利因素转化为供给或收入来源。最终，互利共赢——包

括环境。

原料采购

产品供应

回收

5N Plus在全球三个洲拥有回收加工厂：

• 德国，艾森许滕施塔特

• 马来西亚，居林

• 加拿大，蒙特利尔

• 老挝，万象



我们的部分特色产品清单

锑

铋

间羟苯甲酸铋

柠檬酸铋

氢氧化铋

硝酸铋

氧化铋

氯氧化铋

酒石酸铋钠

碱式碳酸铋

次枸橼酸铋

碱式棓酸铋

次硝酸铋

次水杨酸铋

次琥珀酸铋

镉

硫化镉

碲化镉

碲锌镉

硝酸钴

氧化钴 

镓 

锑化镓

硝酸镓 

氧化镓

三氯化镓 

锗

二氧化锗 

铟

锑化铟

硝酸铟

氧化铟

硫酸铟

氯化铟

氯化铅

硝酸铅晶体 

硫化锂

低熔点合金

硝酸镍 

硒

亚硒酸钠 

碲

氧化碲

锡 

锌

亚硒酸锌

碲化锌



了解更多关于5N Plus的信息以及5N Plus能为您的业务带来何

种机遇，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www.5NPlus.com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发邮件到sales@5NPlus.com与我们联系。

特种金属+化工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