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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 
山东华宏化工有限公司（德州宏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业园区，公司是集工程塑料的研发设计

公司现有职工 60余人，专业技术人员

及检测手段，出厂产品经过严格的检验

施工及售后服务。 

公司现拥有 5400吨热压机 6台

的超高分子聚乙烯板，分别是 2050×

3720×1240×（10~110）、4080×10

可根据用户要求的颜色生产加工，拥有大型的数控车床

铣床数台，可按用户提供的图纸加工各种形状的产品

公司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改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广泛应用在不同场所上，不同行业的生产设备上

的防冲板，港口码头上的护舷贴面板，

板，港口桥吊机械上钢丝绳托辊滑轮抗磨块

分子量聚乙烯异形件。运动健身用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可移动滑冰场

和冰球运动。 

    本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

宗旨，热情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的产品

新老客户与我们真诚合作，携手奋进，

  

                                                     

德州宏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的宁津县大曹镇工

公司是集工程塑料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技术型企业

专业技术人员 10多人，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加工设备

出厂产品经过严格的检验；拥有专业的设计、生产、施工队伍可为用户进行现场设计

台，能生产三种规格

×1260×（10~110）、

1030×（10~140）。

拥有大型的数控车床、

可按用户提供的图纸加工各种形状的产品。 

公司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改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依据性能的不

不同行业的生产设备上，例如电厂的煤仓衬板，皮带输送机械缓冲床上

，矿山机械上的天轮衬块滑套耐磨块，工程车吊车用的支腿垫

港口桥吊机械上钢丝绳托辊滑轮抗磨块。包装机械、纺织机械、食品机械配套的各种规格超高

运动健身用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可移动滑冰场，适用于休闲滑冰

、以信誉促发展”的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

高标准的产品，用户的需求即是我们的追求。热情欢迎各界人士

，共创美好的明天。 

                                                      

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的宁津县大曹镇工

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技术型企业。 

加工设备、检测设备

施工队伍可为用户进行现场设计、

使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依据性能的不

皮带输送机械缓冲床上

工程车吊车用的支腿垫

食品机械配套的各种规格超高

适用于休闲滑冰、花样滑板

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客户为

热情欢迎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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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概况 

    

     

     

     

  



山东华宏化工有限公司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制品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

量赋予了其优异的使用性能，它几乎集中了各种工程塑料的

优点，具有耐磨、耐冲击、自润滑、耐腐蚀

无毒、不易粘附、不吸水、密度较小等综合性能

特点： 
1、极高的耐磨性。 

2、自润滑性能好，摩擦系数小。

3、抗冲击强度高，韧性好。 

4、抗化学腐蚀性优异，可耐（除浓硫酸

数有机溶剂以外）几乎所有的酸、碱、

5、无毒、无味、无渗出物。 

6、良好的电性能，极低的吸水率

7、优良的抗环境应力开裂性能，是普通聚乙烯的

倍。 

8、优良的耐低温性能，即使在-176

 

 

  

  

                                                     

）是指分子量在 150万以上的聚乙烯材料。

它几乎集中了各种工程塑料的

耐腐蚀、耐低温、卫生

密度较小等综合性能。 

。 

除浓硫酸、浓硝酸、少

、盐介质。 

极低的吸水率。 

是普通聚乙烯的 200

176℃时也不脆裂。 

   

                                                      

。UPE极高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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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MWPE和其他工程塑料的性能比较 

 

“华宏牌”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制品性能测试数值 
序号 测试项目 单位 检验依据 实测 

1 密度      g/cm3 GB/T1033 0.95~1.08 

2 拉伸强度   MPa GB/T1040 36.2 

3 冲击强度 KJ/m2 GB/T1043 165 

4 断裂伸长率   % GB/T1040 318 

5 抗压强度    MPa GB/T1041 66.5 

6 摩擦系数  GB/T3960 0.1~0.2 

7 邵氏硬度 D GB/T2411 62.4 

8 热变形温 0.45MPa ℃ GB/T163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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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材的规格及应用
1、 UHWMPE板材规格： 

长度（mm） 宽度（

2050 1260

3720 1240

4080 1030

2、 UHMWPE板材的应用 

应用分类 

高耐磨板 料仓衬里、

抗静电板 
采用分子量
要应用在半导体装备及微电子设备
物技术等领域

码头护舷贴面板 
具有重量轻
防噪音等众多优良特性
码头的影响

导料槽耐磨滑板 
带皮机耐磨滑板 

采用分子量为
皮带免受磨损

缓冲床耐磨滑条 
耐磨层分子量高
落料高的缓冲区域产生的巨大冲击力

车厢衬板 
可显著增加土方
等发生粘连

吸水厢面板 
具有耐磨损
连，低摩擦力

吊车支腿垫板 
主要用于垫在工程机械的支腿下
度和刚度、
稳定的支撑力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板材的规格及应用 

（mm） 厚度（mm） 

1260 8~110 
白色，黑色

蓝色，
1240 8~110 

1030 8~140 

应用说明 

、港口机械、矿山机械、建筑机械、溜槽衬里 

采用分子量 700万的 UPE原料制作，防静电指数在 10的 6
半导体装备及微电子设备、电子电气、医药食品、

物技术等领域 

具有重量轻,耐冲击,耐磨损,耐腐蚀,抗紫外线,抗老化、摩擦系数低
防噪音等众多优良特性，可有效防止船体冲击对船体、防冲板
码头的影响,其使用寿命超过 10年。 

采用分子量为 450 万以上的超高分子聚乙烯加工。具有保护皮带输送机的
皮带免受磨损。提高工效的作用。 

耐磨层分子量高，摩擦系数低，磨损率低，耐磨性能好，有效吸收物块在
落料高的缓冲区域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同时降低输送带运行时的摩擦力

可显著增加土方、煤等物料在车厢、车底的滑动，不与粘土
等发生粘连。 

具有耐磨损，耐冲击、耐腐蚀、耐低温、自润滑等特性，吸水率低
低摩擦力，使用寿命长 

主要用于垫在工程机械的支腿下，起支撑作用。选用此材质具有较高的强
、进而能够减小受力时垫板本体的变形量，为工程机械提供更加

稳定的支撑力。 

                                                      

颜色 

黑色，红色，

，绿色，黄色 

6到 9次方，主
、精密仪器及生

摩擦系数低、防震、
防冲板、橡胶护舷，

具有保护皮带输送机的

有效吸收物块在
同时降低输送带运行时的摩擦力. 

粘土、矿粉、煤泥

吸水率低，不粘

选用此材质具有较高的强
为工程机械提供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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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带机耐磨滑板 

防静电 UPE板 

UPE滑道 

UPE钢丝绳托辊 

                                                     

        

        

        

     

黄色 UPE板 

仿真滑冰场 

UPE护舷贴面板

                                                      

 

 

 

 

护舷贴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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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E滑轮 

UPE冰壶赛道 

UPE耐磨边托辊 

                                                     

      

   

   

UPE支腿垫板 

UPE海底板 

UPE耐磨钢丝绳套

                                                      

 

 

 
耐磨钢丝绳套 



山东华宏化工有限公司                                                     

高耐磨自润滑含油尼龙

一、 产品概况 

高耐磨自润滑浇铸型含油尼龙是一种新型工程塑料

属聚酰胺类高分子聚合材料，综合性能及使用量居五大工

程塑料之首的主要大原因，是其自润滑性能独特

磨、抗震减噪。可广泛代替锡铜合金、

不锈钢等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机械结构零部件

矿山、冶金、轧钢、化工橡胶、轻工、

造轴瓦、滑动轴承、衬套、齿轮、滑块

金属件提高二倍以上，优点是不损伤对磨件

我厂采用国际选进工艺和配料方法

滑助剂，采用进口原料，以及独特的动态离心浇铸设

备，专业生产球磨机轴瓦、轴承、连轴器

型产品，我们还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制造各种异型零部

件，且价格合理，交货及时，我厂技术力量雄厚

量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欢迎各行各业新老用户到厂

考察。 

二、 产品性能 

1、 高强度，能够长时间承受负荷

2、 良好的回弹性，能够弯曲而不变形

保持韧性，抵抗反复冲击。 

3、 耐磨自润滑性，提供了优于青铜铸铁碳钢和

酚醛层压板在无油（或脱油）润滑应用时的工作性能

降低消耗，节约能源。 

4、 吸噪声、减震，MC尼龙模量比金属小得多

对震动的衰减大，提供了优于金属防止噪音的实用途径

                                                     

高耐磨自润滑含油尼龙 

高耐磨自润滑浇铸型含油尼龙是一种新型工程塑料，

综合性能及使用量居五大工

是其自润滑性能独特，高强耐

、铝合金、锌基合金、

制造机械结构零部件。尤其适合

、纺织机械等行业制

滑块、齿圈、蜗轮、道辊导向套等摩擦件，传动件

优点是不损伤对磨件。 

我厂采用国际选进工艺和配料方法，独特的自润

以及独特的动态离心浇铸设

连轴器、柱销等定

我们还可以根据用户需要制造各种异型零部

我厂技术力量雄厚，质

欢迎各行各业新老用户到厂

能够长时间承受负荷。 

能够弯曲而不变形，同时能

提供了优于青铜铸铁碳钢和

润滑应用时的工作性能，

尼龙模量比金属小得多，

提供了优于金属防止噪音的实用途径。 

                                                      

传动件，耐磨度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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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金属相比， MC尼龙硬度低

件。 

6、 低mc系数，提供了其在摩擦件上广泛应用

可能。 

7、 高化学稳定性，耐碱、醇、醚

弱酸、润滑油、洗涤剂、水（海水），

毒、无味、无锈的特点，为其广泛应用在抗碱腐蚀

环保卫生、食品、纺织印染等方面的机械零部件使用提供了优良条件

8、 简化机器的维修保养、节约劳动力

9、 MC尼龙不能在下列环境和介质中使用

（1） 使用温度长期超过 120℃

（2） 强酸、苯酚、氯酸钠、氯化钡等

（3） 高精度机器的关键零部件

三、应用实例 

滑轮：传统的滑轮多采用铸铁或铸钢件

然承载能力大，但耐磨性差，而且损伤钢绳

钢类滑轮工序复杂，实际成本高于MC

采用MC尼龙滑轮后，滑轮寿命提高

尼龙滑轮”相比较，MC尼龙滑轮可减轻吊臂和吊

臂头部重量 70%，提高了生产效率，

能和机械的整机性能，方便维修、拆装

齿轮蜗轮：采用MC尼龙制造齿轮和蜗轮等传

动件，可大大降低噪声。 

滑块：在工程机械中，滑块几乎是不可缺少的

部件，如汽车起重机吊臂支承用滑块，

用黄铜制成，现改用MC尼龙滑块后

                                                     

尼龙硬度低，不损伤对磨

提供了其在摩擦件上广泛应用

醚、碳氢化合物、

），并具有无臭、无

为其广泛应用在抗碱腐蚀，

纺织印染等方面的机械零部件使用提供了优良条件。 

节约劳动力，优良的机械切削加工性能、提高劳动生产力

在下列环境和介质中使用： 

℃。 

氯化钡等。 

高精度机器的关键零部件。 

传统的滑轮多采用铸铁或铸钢件，它们虽

而且损伤钢绳，加之铸

MC尼龙滑轮，使用MC尼龙制作的滑轮强度高

滑轮寿命提高 4-5倍，钢丝绳寿命提高 10倍，拿“金属滑轮

尼龙滑轮可减轻吊臂和吊

，增强了起重功

拆装，无油润滑。 

尼龙制造齿轮和蜗轮等传

滑块几乎是不可缺少的

，过去一直都

尼龙滑块后，使用寿命提高 4-5倍，MC尼龙滑块使用寿命长

                                                      

提高劳动生产力。 

尼龙制作的滑轮强度高，加工容易。 

金属滑轮”和“MC

尼龙滑块使用寿命长，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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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后可长期保持润滑性能。同时，还具有抗冲击

耐磨等优点。 

轴套、轴瓦：用MC尼龙代替铜及巴氏合金制成的各类大小轴套

用非常普遍。 

四、MC尼龙制品的性能指标 

测 试 项 目  item 

抗压强度 compressing srtength 

拉伸强度  tensile strength 

球压痕硬度  ball mark hardness

断裂伸长率 elongation at break 

吸水率 water-absorb rate 

摩擦系数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热变形温度 heat-deformation temp

 

 

 

                                                     

还具有抗冲击、抗振、耐疲劳、噪音小、重量轻

尼龙代替铜及巴氏合金制成的各类大小轴套、轴瓦等，

单位 unit 测试结果 index

 MPa 141 

MPa 103 

ball mark hardness N/mm2 91 

elongation at break  % 200 

% 0.30 

  0.29 

deformation temp ℃ 200 

       

                                                      

重量轻、装配方便、

，在工程机械中应

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