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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活动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

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

统节日 -- 元宵节。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

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

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

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

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

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

按中国民间的传 统，在 这

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

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

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

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

其乐融融。

元宵 节也称灯 节，元宵燃

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

赏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

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

的灯轮、灯楼和灯树，唐朝大诗

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中

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接

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

宋代更重视元宵 节，赏灯

活动更加热闹，赏灯活动要进

行 5 天，灯的样式也更丰富。明

代要连续赏灯 10 天，这是中国

最长的灯节了。清代赏灯活动

虽然只有 3 天，但 是赏灯活动

规模很大，盛况空前，除燃灯之

外，还放烟花助兴。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

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

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

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多。

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

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

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

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

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民间过元宵节吃元宵的习

俗。元宵由糯米制成，或实心，

或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

各类果料等，食用时煮、煎、蒸、

炸皆可。起初，人们把这种食物

叫“浮圆子”，后来又叫“汤团”

或“汤圆”，这些名称“团圆”

字音相近，取团圆之意，象征全

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

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 , 寄托

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 节

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

庆时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

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

等传统民俗表演。这个传承已

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

盛行于海峡两岸，就是在海外

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

关于元宵 节的来历，民间

还有几种有趣的传说：

关于灯的传说

传 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

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

们就组织起来去打它们，有一

只神鸟困为迷路而降落人间，

却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

死了。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

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

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畜

财产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

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

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驾着祥

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

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有

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得不知

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个老

人家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

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

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

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

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便分

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

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

一片红光，响声震天，连续三个

夜晚都是如此，以为是大火燃

烧的火焰，以中大快。人们就这

样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及财产。为

了纪念这次成功，从此每到正

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

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

中国传统节日

元 宵 节

2019 年 1 月 15 日，公司营业人员与当地经销商至龙口某大型房地产公司举行产

品技术交流会，该公司采购、技术、监理等主要负责人共计 14 人参加。本次交流会

主要内容有：

1、组织参会人员观看了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企业宣传片，让参会人员对公司

介绍、产品、生产及管理优势，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2、向参会人员介绍了公司 PVC、PE、PPR 及 PERT 地暖管材产品性能优势、实

验指标及施工中常见的问题。

3、会后对 PPR 管材低温脆性、排水管材闭水实验以及排水螺旋管材产品标准、

PE 管材优劣的判定范，进行了深入交流。

4、通过此次交流会，参会人员掌握了产品的正确选型及施工方法，解决了在实

际应用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提高了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认识，为后续的合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尊敬的各位用户、经销商伙伴，大家好：

首先祝大家猪年诸事顺意。回顾 2018 年，

在经济增长变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市场

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在广大用户的鼎力

支持下，在全体经销商及公司全体同仁的共

同努力下，2018 年我们仍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营业收入与 2017 年相比，成长率保持在两位

数以上。

在过去的一年中，公司内部持续做好产

品品质、增加服务、提升供货速度，新开发

投产了 PE 给水管件、PE 燃气管件、化工管、

电缆护套管、空调专用管、PE-RT П 型热力

管等产品，为广大用户和经销商伙伴拓展新

的应用领域提供了产品支持。同时公司研发

的 WEB 营销互联网系统正式上线，为经销商

下订、仓储进销存等基础管理工作提供了帮

助，也为将来方便用户网上下订单做好了充

分准备。为使公司产品品质更加稳定，降低

生产成本，公司加大了生产自动化改造与智

能制造等方面的投入，先后对生产设备进行

改造 33 处，新购智能机器人 12 台，提高了

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制程更加

合理，产品质量更加稳定。

2018 年我们的经销商伙伴们也在努力

前行，不断加大在资源方面的投入。各经销

商新增加从业人员 98 人，增加仓库面积约

7000 多平方米，店招、展厅升级改造 80 家，

这些资源的投入将为 2019 年业绩成长和更好

的服务用户奠定基础。公司与经销商为了更

好地服务用户，帮助用户解决产品选型和施

工使用中的问题，在 2018 年共举办了产品技

术与施工交流会 29 次，至用户工地施工指导

56 次，组织产品与施工培训 190 次，接待用

户来厂参观 85 次 ......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坚持“持续创新、

精细管理和工匠精神”之理念，为社会提供

“质优价廉”的产品；在坚持品质的前提下，

进一步提升供货速度，做好售前、售中、售

后服务。2019 年公司将完成化工管件、PE 小

口径管件、PE-RT П 型管件等产品的开发，

并新增加 15 台管材管件生产线，以期扩大生

产量，提升供货速度，更好地服务到用户；

同时公司将会配合各地的经销商一起在人力

资源、基础设施、库存及管理公司化方面会

进一步加大投入，提升服务品质与供货速度。

再次感谢大家对公司的支持与认同，值

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大家新春愉快、身

体健康、生意兴隆、万事如意！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敬贺

二 0 一九年二月一日

2019年新年贺岁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恭祝：

新 春 快 乐

产 品 技 术 交 流 会

一、公司网站：

目前公司网站于今年改版增加多项内容 , 通过

公司网站 , 用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了解公司和产品

简单的介绍 , 而是可以详细的对公司文化、技术服

务等进行详细的了解，现具体说明如下：

1、增加公司简介播放介绍：

（1）各经销商可以借助公司网站向用户播放公

司简介，让用户对公司及产品，以及企业文化有一

个更为详细的了解。

（2）查找路径：登陆华亚公司网站（https://

www.hydyplst.com.cn/）——点击关于华亚——点击

企业宣传片，播放公司宣传片视频。

2、增加产品中心实物 360 度展示功能：

（1）该功能可以让用户更为详细的了解产品结

构，可 360 度旋转观察，实物展示更加直观、细化。

（2）查找路径：登陆华亚公司网站（https://

www.hydyplst.com.cn/）——点击产品中心——任意

点击某种规格产品——点击图片下方查看详情——

点击对应产品图片，进行 360 度查看图片。

3、成功案例：

（1）公司在各领域承揽的重点工程项目，在公

司网站上发布，用户可以更加直观的了解公司应用

的领域，重点成功案例展示可以更好的吸引客户购

买公司产品。

（2）查找路径：登陆华亚公司网站（https://

www.hydyplst.com.cn/）——点击成功案例——点击

各通路工程案例——观看工程案例图片。

4、技术支持板块：

（1）公司在此板块内容中增加了日常施工技术

指导以及施工技术知识的汇总发布，用户可以通过

此板块详细了解施工注意事项和工厂可以提供的服

务内容。特别是施工视频内容，各产品的施工都有

详细的施工录像介绍，可以让用户及施工人员进行

观赏并按照国家相应规范进行施工。

（2）查找路径：登陆华亚公司网站（https://

www.hydyplst.com.cn/）——点击技术支持——点击

技术服务 / 技术知识 / 施工视频讲解 / 文档下载，查

找所需资料。

5、检测报告下载功能：

（1）公司检测报告以及省级以上检测报告均实

现了在公司网站上下载，对提供用户服务更加方便

快捷。

（2）查找路径：登陆华亚公司网站（https://

www.hydyplst.com.cn/）——点击经销商——点击检

测报告下载——查找所需资料。

6、营销互联网系统以及网上商城等功能：

（1）经销商可以借助这些板块内容向用户介绍

公司的管理与规划，让用户对公司有一个更好的认

知。

（2）查找路径：登陆华亚公司网站（https://

www.hydyplst.com.cn/）——点击经销商——点击营

销互联网系统——使用该系统。

7、公司网站实现了中英文版本转化，对于外销

客户也可以浏览英文版本，对推广公司产品提供便

利。

（1）查找路径：登陆华亚公司网站（https://

www.hydyplst.com.cn/）——点击 English——点击中

文简体 /English，进行中英文切换。

二、现有文宣资料 :

（1）公司的文宣品分类

项次 项目  现有工具

 1
文宣资料类

（纸质）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简报、产

品选型手册、检测报告合订本、

历年来典型工程案例汇总、产品

价格表、施工规范、其他：华亚

快讯、产品资料宣传单页等

2

CIS 形象类

（印有专门

的图集）

经销商店招 / 展厅 / 展板 / 名片格

式、经销商衬衣、马甲、手提袋

等

3
推广资料类

（电子）

公司性能产品优势资料、公司网

站、微信公众平台、以及针对客

户遇到的问题做成的各类说明资

料

4 产品样品

PVC-U 给排水、电工、化工管、

PPR、PE、PERT 管 材、 管 件、

胶合剂

（2）各文宣品资料的利用    

A、文宣资料类（纸质）：经销商可以借助如

上资料进行客户拜访及产品推广使用。

B、CIS 形象类：公司印有专门的 CIS 形象手册，

内部涵盖了基础设施、广告宣传，名片、手提袋、

着装等信息供经销商内部改善以及分销商各项内容

推动等产品推广使用；

C、推广资料类（电子）：用于给现有客户及

意向客户等提供工厂相关服务资讯，解答客户疑虑

以及推广公司及产品优势和相关知识等。

D、产品样品：用于拜访客户时赠送，除了向

客户讲解公司产品所具有的优势外，还能让客户通

过现场直观的对公司产品进行认识评价，提高客户

成交率。

2 月 1 日新春将至，公司组织全体营业人员参

加施工技术培训，主要内容有：

一、 针 对 PVC、PE、PP-R 三 大 类 给 水 管 材

的产品性能、施工方法及施工注意事项进行培训

讲解。

二、现场讲解 PVC、PE、PP-R 三种管材的

操作方法，进行实地操练及考试测验，并针对日

常 工 地 施 工 常 见 的 问 题 及 处 理 对 策 进 行 相 互 交

流。

通过此次施工培训，规范了营业人员的施工技

术，为更好地服务经销商及终端用户储备了知识与

技能。

经销商如何借助公司的文宣品进行推广？

施  工  技  术  培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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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PP R管破裂的防范措施
1、PPR 管为什么存在低温脆性？

答：PP-R 是无规共聚聚丙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Ⅲ型聚丙烯。它是由丙烯单体和少量乙烯单体在加热、

加压和催化剂作用下无规共聚得到的。乙烯单体随机

地分布到丙烯长链中，其中乙烯单体一般控制在 3-5%

之间。乙烯含量和乙烯与丙烯的聚合方式决定了其具

有冷脆性的特点。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下，尤其冬季施

工过程中，管材在低温下柔韧性有所降低，刚性增强，

表现为脆性。在外力冲击或过大的意外载荷作用下，

可能出现管材直线开裂等情况，给施工带来不便，为

此相关国家规范针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在冬

季施工时，应注意建筑给水聚丙烯（PP-R）管道的低

温脆性的特点，并制定相应施工方案。

2、PPR 管材冷脆性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形式？

答：当环境温度较低时，PPR 管材韧性降低，表

现为脆性，当管材受到外力的冲击或者重压时，会出

现直线开裂现象，并且开裂情况是由内管开始，向外

管延伸。管材受到一个点的作用力造成的开裂后，在

瞬间内，这种开裂会沿着管材的轴线方向快速增长，

这个特性叫做快速裂纹增长。另冬季管材在运输、在

工地及安装过程中因外力致伤，会在使用过程中出现

脆性和韧性（输送热水时）爆管。

3、大家经常会走入的误区 ---- 能砸裂的 PPR 水

管就是差水管？

答：能否砸裂 PPR 管，这是判断 PPR 管材质量好

坏的误区，这并不能检验 PPR 好坏与否，因为 PP-R

材料本身性能随着环境温度而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在气温较低的情况下，尤其冬季管材在低温下柔韧性

有所降低，刚性增强，表现为脆性。在外力冲击或过

大的意外载荷作用下，可能出现管材断裂。给施工带

来不便。为此相关国家规范针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的

要求。在冬季施工时，应注意建筑给水聚丙烯（PP-R）

管道的低温脆性的特点，并制定相应施工方案。反而

是一些添加其它原料的假冒伪劣 PPR 管，倒是不易砸

坏！真正的既能输送高温热水又能输送冷水可管用 50

年的 PP-R 是能砸裂的，特别是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更

是如此，这就是 PP-R 的低温脆性。如果 PP-R 水管不

能砸裂，基本可以断定不是真正的 PP-R 材料。PP-R

管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较高的抗蠕变性能。纯 PP-R 料的

好管具有低温脆性，在 5℃以下的环境中表现得尤为明

显，所以好管能砸裂，砸不裂的往往都不是 PP-R 管，

而是输送冷水的 PP-B 或是参杂了其它的材料。

4、PPR 管材在实际应用中如何避免冷脆性破裂？

答：

1）PPR 管材在搬运的过程中严禁抛、摔、滚、拖；

2）管材要求存放在库房和简易棚内，且堆放高度

不能超过 1.5m；

3）在施工的过程中，要做到：

① PPR 管较金属管硬度低、刚性差，在搬运、施

工中应加以保护，避免不适当外力造成机械损伤。在

暗敷后要标出管道位置，以免二次装修破坏管道。

② PPR 管 5℃以下存在一定低温脆性，冬季施工

要当心，切管时要用锋利刀具缓慢切割。对已安装的

管道不能重压、敲击，必要时对易受外力部位覆盖保

护物。

③管道在切割前，如发现因外力因素造成应力发

白现象的管材，则此管材不能使用。

④管道进行热熔连接之前，要认真检查管材是否

已经受损。特别是内壁，因为管材在受外力时是内壁

先发生破裂，而后到外。避免使用内壁已经破裂但外

管未破的管材。

⑤管道安装后在直埋及非直埋暗敷前必须试压。

冷水管试压压力为系统工作压力的 1.5 倍，但不得小于

0.9MPa；热水管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 2 倍，但一般

不得小于 1.2MPa。

东 营 周 边 地 区 经 销 商 总 经 理 座 谈 会

施 工 指 导 与 技 术 交 流

东营周边地区经销商总经理座谈会于 1 月 4 日在公司召开。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有：

1、针对 PVC-U 产品的优势特性、应用领域进行宣讲，让经销商重新正确认识 PVC-U 管材，特别是新

通路，帮助经销商做好推广工作。

2、介绍 PE 新标准与旧标准内容的不同之处，并重点说明。

3、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收集建筑类工程信息，提供给经销商洽谈；报告各经销商 WEB 系统使用情况。

4、报告各经销商 2018 年和 2017 年的经营业绩及产品别销售情况。总监分别就各经销商的状况进行分

析说明。

5、董事长提出：生产型企业（被动地等待订单）、销售型企业（主动关心客户需求）、开创型企业（帮

助客户开发新的通路）三者间的不同，希望各经销商要注重持续投入资源，用自身优势增加稳定用户的数量，

来提升销售业绩，不要只靠低价格竞争。

6、展示公司全国经销商 2018 年基础设施整改成果及公司营业推广活动汇总。

设

另一个传说是元宵节是汉

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汉

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

基为汉惠帝。惠帝生性懦弱，优

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再吕后手中。

汉惠帝病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把

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

老臣，刘氏宗室深感愤慨，但都

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

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

上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

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

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

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

定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

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

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

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 刘邦

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

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

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

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

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

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

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东方朔与元宵姑娘

这一则传说与吃元宵的习

俗有关：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

名叫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

一天冬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

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

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

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

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的原

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

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

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

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

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

人。觉得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

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

的遭遇，深感同情，就向她保证，

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 朔出宫 在长安

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

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

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火

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

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纷求

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

月十三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

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

烧长安的使者，我把抄录的偈

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

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

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

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

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

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

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

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

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

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

圆吗？十五晚上可让 元宵做 好

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

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

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

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

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

帝了。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五

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

灾解难”。武帝听后，十分高兴，

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

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

非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

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

“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

的高喊：“元宵！元宵！”，元宵

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

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

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

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

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

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

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

这天叫做元宵节。

PP-R管材掺入PE原
料对品质的影响说明

PPR 管材其本身在低温条件下脆性明显，市面上有的厂

家为了缓解 PPR 管材低温脆性，在生产时添加一定比例 PE

等韧性更好的原料。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PPR 管材的

低温脆性，但其降低了 PPR 的长期耐热性能，加速了管材的

老化，降低了产品的使用寿命，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管材时

一定要选用优质厂家的产品。同时提醒大家在低温条件下施

工时，注意轻搬轻放，按照国家规范进行施工，避免因野蛮

操作，造成管材破裂。

那我们如何辨别购买的 PPR 管材是否为纯正的 PPR 管材呢？

（1）实验室检测：

PPR 材料属于耐热材料，PE 属于不耐热材料，所以可通

过 PPR 管材在高温条件下静液压试验检测：

①在 95℃、4.2Mpa 条件下，试验 22 小时，管材无破裂、

无渗漏；

②在 95℃、3.8Mpa 条件下，试验 165 小时，管材无破裂、

无渗漏；

③在 95℃、3.5Mpa 条件下，试验 1000 小时，管材无破裂、

无渗漏；

④在 110℃、1.9Mpa 条件下，试验 8760 小时无破裂、无

渗漏。

（2）实际焊接操作检测：

通过管材焊接检测，PE 焊接温度为 220±10℃、PPR 焊

接温度为 260±10℃，如果添加 PE 原料，在热熔时，管材熔

融速度明显变快，通过此种方法也可以判断是否为 PPR 纯料

生产。

1 月 23 日至 25 日，德州市某供水公司一行 16 人，来

公司进行参观培训，主要内容如下：

一、带领客户至公司的生产车间、实验室、产品堆场

进行参观，并就各类产品的生产工艺、品质管控、实验流

程等进行介绍。

二、观看华亚公司介绍短片，使客户对公司更加了解。

三、针对 PVC、PE、PP-R 三大类给水管材的产品性能、

施工方法及施工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及测验。

四、现场讲解 PVC、PE、PP-R 三种管材的操作方法，

并进行实地操练及测验。

五、针对日常当中管材常见的使用问题及情况，与客

户进行互相交流。

通过此次参观培训，增强了客户与公司之间的互动交

流，同时也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9 年 1 月 29 日，公司为今年年满十年的优秀员工

进行了表彰。华亚公司成立 25 年来，一直坚持产品品质，

并以准时无缺、服务用户、永续经营、奉献社会为经营目

标，得到了广大用户及社会各界的认可。而公司十年以上

的员工正是公司的中坚力量，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他

们的努力与付出。本次表彰活动既是公司对十年优秀员工

的一种认同也是一种激励，此活动公司已经连续举办 14 年，

公司将持续推动，让更多的员工拥有“十年殊荣、华亚中坚”

的荣誉称号。

公 司 表 彰 十 年 优 秀 员 工

终端用户来厂参观培训

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廉价 PE 管材，价格甚至低于

PE 原料售价，此类原料制造的 PE 管材品质无法达

到国家标准要求，对广大用户与工程造成严重损害。

其中比较严重的方面有：

1. 氧化诱导时间不达标，对工程的直接影响就

是管材寿命缩短，在很短的时间内管材被老化，无

法达到 50 年的最低使用寿命要求。

2. 耐候性能下降。

3. 管材的长期静液压强度，耐慢速裂纹增长的

能力均会下降，碳黑分布不均匀，这几点会影响产

品的使用寿命，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

消费者是否在如何选择 PE 管材上感到迷茫呢？

下面就通过两个测定 PE 管材最重要指标要求的实验

（氧化诱导实验和断裂伸长时间）来进一步讲述如

何判断的管材品质的优劣。

1. 氧化诱导实验（按照国家标准氧化诱导时间

210℃大于等于 20 分钟，即为合格）。

试验目的：氧化诱导时间为衡量管材热稳定性

的一项重要指标，它的长短与 PE 管材的长期耐热老

化寿命密切相关，对管材氧化诱导时间的测定，以

保证管材在施工、焊接及 50 年的使用期内仍能满足

使用要求。

不合格料生产的 PE 管材品质不稳定，并且极易

老化，各项性能指标低下，采用该类产品的管网工

程破管、漏水客诉会屡屡发生，给工程造成不同程

度损失的同时，亦给用户造成极大的烦恼。

2. 断裂伸长率实验

试验目的：断裂伸长率是管材良好柔韧性的表

现之一，通过对管材断裂伸长率的测定，以保证管

材对地基不均匀沉降的适应能力，满足抗震性能的

要求。

国家标准要求：断裂伸长率≥ 350%，公司管材

在实际检测断裂伸长率时，到达设备的最大量程未

断裂，此时引伸计的位移为 350mm。即试样被拉伸

350mm 时，仍未断裂，此时的伸长率为 700%，由

此可以看出我们管材的断裂伸长率大于 700% 远大

于国家标准要求。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的 PE 管材皆采用为中

石油、中石化生产的优级原料，其中给水管严格按

照国家标准 GB/T13663.2-2018 中规定采用原料为：

混配料或本色料 + 色母料；燃气管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 GB15558.1-2003 规定原料采用混配料，所有产

品不添加回收料或填充料 ，公司所有产品均持有卫

生部门涉水产品行政许可批件，符合 GB/T 17219 卫

生性能要求，并定期接受国家机关的质量监督抽查

检验。

影响 PE管材质量的
主要性能指标

1 月 7 日，公司营业人员至滨州渔场工地进行现场施

工指导与技术交流，该工程主要使用公司的 PVC 给水管材

管件。本次交流会共计 4 人参加。

一、重点解决工地存在问题：

1、胶合剂涂抹过量，易腐蚀管材，影响管材使用性能。

2、搬运过程中对管材防护措施不力，易损伤管材。

3、管材通过砂轮电锯切断后直接涂抹胶水与管件连接，

不进行倒角。

二、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改善：

1、胶合剂涂抹过量会腐蚀管材，影响管材使用性能，

建议施工人员胶合剂涂抹应适量，管材表面多余胶合剂应

擦拭干净。

2、管材搬运方式不当，特别是在低温环境下易损伤管

材，营业人员要求客户对管材搬运装卸做必要防护措施，

做到轻搬轻放。

3、对切断管材之插入段（雄管段）用砂轮电锯或锉刀

进行 30 度倒角，使胶合剂涂抹均匀，避免被挤压到末端导

致连接不牢固，且会腐蚀管材。

三、营业人员在现场演示并辅导用户进行了规范操作，

并讲解相关注意事项。通过此次施工交流，改正了现场施

工人员的不规范操作，掌握了正确的施工方法，使其认识

到规范施工的重要性，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中国传统节日

元 宵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