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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无需更换…
冲蚀 侵蚀 气蚀 磨损  化学腐蚀修复防护专家



安耐康公司提供修复和维护一站式服务...

冷

修复材料和维护技术专家
安耐康

®

TM

安耐康产品可以很好地应对下列物件 上发生
的冲蚀、侵蚀、气蚀、磨损以及化学腐蚀问题:
管道 • 泵 • 叶轮 • 阀门 • 罐体 • 冷凝器 • 散热器 • 管板 • 水箱 •
冷却器 • 减震器 • 轴液压杆 • 烟气脱硫系统 • 洗涤器 • 离心机 •
冷却塔 • 安全堤 • 水槽 • 泄洪道 • 螺旋桨 • 喷嘴
• 船首推进器 • 舵 • 压杆• 船壳整流罩

安耐康是尖端高分子技术开发
的世界领导者，其在开发独有
的覆盖涂层上居于领先地位。
诸如美国海军、石化工业以及
电气设备都选择了安耐康的产
品。研发工作启动伊始，第一
款环氧基树脂甲板防滑涂层就
得到美国海军的认可，而用于
船体增阻/平滑处理的第一批
产品也得到了美国国防部规格
C-24176的认可，这些性能优
异的高分子产品正是源自多年
的研发成果。

安耐康公司的管理层在解决工

业液流问题上有许多年丰富的实
际工作经验。他们一直以来和诸
如巴拿马运河、美国陆军工程兵
部队、美国海军、核电站、化石
燃料电站、制浆厂、造纸厂、石
化厂、采矿以及采石业、食品加
工设施等等各行各业的知名企业
和组织紧密合作。

安耐康在为工业、公用事业以
及行政机构提供最佳的修复、
保护产品及服务上处于最领先
的战略战位。

安耐康在解决流体系统问题同时为您
节省时间、减少损失、节省费用、排
忧解难。

国际测试与认证 *
美国军方规格 DOD-C-24176 / QPL-24176
核辐射, 净化 & DBA 测试
加拿大电子协会 No. 511G530 -
    对气蚀损害的减少/ 87 - 评分为"最佳"
涂层服务组 (CSG) 黄面衬垫性能 (核能) 评估
    金盖特超耐磨瓷釉合金胶泥(CeramAlloy CL+ )(No. 3168) - 最高评级
收获的其他测试通过/认可/赞许来自:
    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海军、美国船舶局、美国农业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您可以向我们索要具体细节/产品信息。



最先进的金属修复和保护产品

www.enecon.cn

                                                        

金覆 ...
TM

当液流设备受到冲蚀、侵蚀、磨损以及化学腐蚀损害时，金覆
高分子产品是您的终极解决方案。
安耐康的研究人员将最新和最安全的高分子技术与绝无仅有的
液流系统工程知识相结合，创造出了最先进的高分子产品，可
以用于修复、再涂层以及保护所有接触液体的零部件和工厂结
构。
金覆产品具有优异的抗压强度、弯曲强度以及惊人的附着力。
该系列产品可以在低温下固化，其优异的抗化学腐蚀性能和不
收缩的特性让它们成为维护工程专家们的理想选择。
金覆修复和保护产品与传统的修理方式或设备更换相比，能为
您省下惊人的费用。

1 2

3 4

金覆SA速凝合金(SpeedAlloy )TM

金覆QS速凝合金 ( SpeedAlloy QS)

堵漏剂!
见效快速、使用简单、不塌陷，可以被用于堵止任何泄露
点，数分钟立刻生效，譬如管道、罐体、水池、外壳、散
热器、燃料罐等等。可以与任何坚硬的表面相粘结。

具有优异的抗冲蚀能力。这种可涂抹的产品可以用来修
理/恢复遭受冲蚀和侵蚀的金属，譬如泵、阀门、散热
器、管板、水箱等等。

保护液流设备的终极再涂层产品。可刷涂、具有自平性，
适用于诸如泵、阀门、水箱、管板、罐体、螺旋桨、喷
嘴、船首推进器、舵、压杆等等。

多功能的产品，可以方便地进行机加工，包括用车床，
钻，攻丝，锉，砂磨和抛光等。能用于修复磨损的轴、
有裂纹的壳体和发动机组、剥落的螺纹、松动的键槽、
划伤的液压杆、大尺寸的轴承座和衬座等。

修复和保护各种可能经受严重磨损的设备，专门用于修
复受损严重的零部件。

金覆瓷釉合金CP+AC(CeramAlloy CPTM AC)+

金覆DA耐固合金(DurAlloy )TM

金覆瓷釉合金CL+AC(CeramAlloy CL AC)+



用于修理、恢复、强化和延长所有金属和混凝土管道、罐体的使用寿命。
金覆 ...

金覆DW耐久碳纤维(DuraWrap ) TM

金覆DW耐久碳纤维    为聚合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修补、
恢复接近使用年限的物体，比如严重受损的管道、罐体以
及所有其它液体储运设备。

金覆DW耐久碳纤维  是高性能高分子技术和最先进的航天
碳纤维科技的独特结合，专门用于修补、恢复和强化流体
系统设备，并恢复系统的完整性，因此可以大大地延长设
备的使用寿命，免除昂贵的设备更换。

金覆DW耐久碳纤维  可以应用在管道和设备的内外两侧，
对其进行密封或者强化。用于修补地下内墙或者无法接触
的管道，恢复管道的完整性而不需
要进行成本高昂的人员疏散或者设备更换。

金覆DW耐久碳纤维  优异的性能可以让维护专家极大地延
长老化设备的使用寿命。

柔覆…
弹性物体修复的理想产品

柔覆ER
柔性ER是双组分、100%固体、可涂抹的高性能聚合产品，
专为修复受损的弹性物体，譬如传送带、软管、膨胀波纹管
等。

柔覆ER 性能独特，不需底层涂料，可以粘接到任何橡胶等
弹性材料；无须加热，在所处自然环境下凝固。使用简单，
无须特殊工具。可用来制作柔性垫片，也可用于换热器水箱
和管板面的密封填缝，或冷凝盘、冷却塔盘的密封等。柔覆
ER是维修工程师不可缺少的修复产品。可修复的设备包括：

● 传送带

● 软管

● 金属和木材等

● 制作/修复弹性密封垫、密封座等

● 膨胀波纹管

● 野外重型车辆的轮胎侧壁



柔覆...
性能优异，极具柔韧性的高分子产品，专为解决气蚀问题而开发

®

不管是叶轮或是船的螺旋桨，气蚀问题总是挥之不去。过去
维护工程师面对这种问题时总是一筹莫展，没有有效的修理
方法。不过现在安耐康公司的柔覆耐韧产品可为受气蚀损伤
的设备提供超级的保护。本产品具有十分强硬、弹性好、成
本超低等优点 。

柔覆耐韧产品是解决当今工业中最严重的冲蚀/侵蚀问题的不
可替代的绝佳 解决方案。

柔覆DP耐韧为双组分、100%固体，弹陶瓷高分子聚合
物，专门用于修复受气蚀损坏的设备和部件，以及气蚀
引起的其他破坏。

柔覆DP耐韧结合环氧树脂和聚氨酯的优异性能，既具
环氧树脂的高强度，耐久性和附着力，又有聚氨酯的超
强柔韧性，耐磨性和吸震性。

柔覆DL耐韧为双组分、100%固体，弹陶瓷高分子聚合
物特殊配方，用于修补和保护由气蚀引起的侵蚀/腐蚀
损害。

柔覆DL耐韧是修复表面和保护设备免受气蚀损坏的最
理想选择，也可用于制作和修补柔性密封垫，垫圈和密
封座等。

超高的强度，优异的耐久性和粘结性，
同时又具有良好的柔韧性、耐磨性和延展性

柔覆DP耐韧 (DuraTough DP)TM

柔覆DL耐韧(DuraTough DL)TM



抗化学腐蚀的终极产品
化覆...

还配有黄色安全色

®

化覆SC为双组分、100%固体的高分子保护涂层系统，
为各种设备和结构提供抗腐蚀和化学侵蚀保护，性能卓
著。

化覆XC为双组分、100%固体地高分子保护涂层系统，
在恶劣的化学介质条件下对设备具有无与伦比，优异的
抗化学腐蚀保护作用。

化覆XC能抵抗广泛的有机和无机酸，醇，碱，酯，醚，
碳氢化合物等的腐蚀。可进行刷涂或辊涂， 使用简单
容易。适用于各种金属和水泥表面。

化覆SC使用简单，混合容易，可刷涂或辊涂。有不同
的颜色，为表面涂层提供了便利。涂层具有"自平性"，
在涂抹后能够自动形成平滑面并具高光泽度，所以不仅
实用，而且美观。

能抵抗广泛的有机和无机酸，醇，碱，酯，醚，碳氢化
合物、等的腐蚀。卤代碳氢化合物、 酮、 油、盐等的
腐蚀。安耐康化覆是目前最佳的抗化学腐蚀的产品 。

金属…
管道、罐体、泵、阀门、通风柜、排水沟、散热器等。

混凝土…
安全堤、水槽、泄洪道、生产区等。

本系列产品为革命性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可以轻松安全
地刷涂、辊涂、喷涂、刷涂或无空气喷涂本产品，在狭
小空间中也不影响使用。

化覆SC(CHEMCLAD® SC）

化覆XC(CHEMCLAD® XC)

饮用水

标准认证!

NSF® 

Certif ied to
NSF/ANSI 61



最佳的混凝土修复和保护产品
土覆...

®

土覆耐久修补剂为三组分材料、100%固体，专为混凝
土修复与保护研制，可修复和保护极端恶劣条件下的混
凝土结构。

土覆WP是一种单组分、水泥状，快速固化的快速堵漏
产品。与水混合后在一分钟内实现固化堵漏。

土覆WS是一种用于砖石混凝土结构的防水保护产品。
多重固化反应过程使其具有超常防水，抗化学腐蚀和高
粘结力的特性。

土覆耐充修补剂为双组分、100%固体，性能优异的高
分子产品，专为大面积地板设计，在配合当地的骨料时
也可以用来填充混凝土中的深洞和孔隙。

土覆系列产品涵盖多种修复与保护产品，专门用于应对
最严重的混凝土修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老化、撞击、
磨损以及液静压破坏等。
土覆材料具有对混凝土和大部分石质基体包括砖块、瓷
砖、石头、水磨石等的超强粘结力。
在地面、墙壁、外层安全区、漏水的地下室、电梯底坑
或者其他任何混凝土结构上，土覆材料都是您解决最困
难的修复与保护问题的好帮手。

土覆DQ耐久(DuraQuartzTM )

土覆WP(ENECRETE WP )® 土覆WS(ENECRETE WS )®

土覆DF耐充(DuraFill ）TM



覆密 ...
适用于各种遭遇天气和防水问题的屋顶 - 此外还具有无可匹敌的热折射性能

还配有黄色安全色

隐形的保护

未经保护

得到保护
得到保护

下雨后
下雨前

Rated Product

下雨前 

干燥后隐形

®

密覆HR为单组分、水溶性、液态陶瓷薄膜，固化干燥
后形成一层柔韧的保护层，耐久，无缝，防潮，抗紫外
线，对热具有折射和反射的特性，提供防潮保护，可涂
在任何基体表面。

密覆CR为单组分、水溶性液态涂层，干燥后会形成高
度耐磨、抗腐蚀、具有弹性的保护层，对金属和混凝土
/砖石表面能提供绝佳的环境保护。

密覆MP为单组分、水溶性、粘性极低、抗天气侵蚀的
渗透防水产品。干燥后隐形防水，不影响外观。能为几
乎所有的混凝土、砖石和矿物表面提供超群的抗天气侵
蚀保护。

密覆MP在砖石孔隙中形成防水层、能让被保护物抵御
水与盐分的侵蚀，大大降低了水进入混凝土和砖石后产
生的诸如剥落、冻裂、腐蚀钢筋的破坏。

使用密覆CR不需要喷砂处理，本产品能紧密粘结任何
有色金属和电镀表面。钢丝刷打磨或者水压喷刷能使产
品达到良好粘结性。

使用简单，可以刷涂，辊涂或者喷涂。为水基性产品，
在未干燥之前 非常容易用肥皂和水清洗，完全无毒，
不可燃。

密覆HR (ENESEAL HR)®

密覆CR (ENESEAL CR )®

密覆MP (ENESEAL MP )®



结实、可靠的高性能保护-新时代地面保护的终极产品
地覆...

®

地覆系列产品简单易用，可以用来强化混凝土地面。这些
性能优异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十分耐磨，还可以用来先修复
和平整受损的混凝土表面, 再使用其 它 高光涂层产品，作
为面漆。是仓库、机库、码头等往来繁忙场所的最佳选择。
他们可以在地板表面形成一种粗糙厚实的涂层，能抵御叉
车、油料、汽油等常见的工业化学物质的侵蚀。

地覆系列不含溶剂、完全无异味，是一种双组分产品，
专门为解决最困难的工业用地板保护问题而开发。辊
涂、刷涂、胶刮均可轻松在目标表面形成非常鲜亮光
泽的涂层。在地覆系列产品 中加入防滑骨料，让表面
涂层更加耐磨、防滑。

地覆系列还可以用来先修复和平整受损的混凝土表面, 
再使用其 它地覆高光涂层产品，作为面漆。

地覆FPS地板保护系统 - 简单易用，
可以用来密封保护混凝土地面。这种
性能卓越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具有超强
的耐磨性、是仓库、机库、码头等往
来繁忙场所最佳的地面保护系统。

地覆SB - 超级粘合剂是一种革命性的结构粘合产品,用
于粘结新铺混凝土层和已固化的混凝土层，或粘结人
造/塑性灰浆和任何粗糙表面，本产品有无与伦比的粘
合效果。

地覆SPS - 混凝土平整修复系统为三组分，不含溶剂，特
殊配方，具有底胶和密封的双重功能，用于平整粗糙的
混凝土表面，以便于使用其它安耐康表面涂层产品，如
蔽地覆 FPS - 地板保护系统或化覆高分子系统产品。

地覆CFS透明地板密封系统 - 为双组分，不含溶剂，透明混凝
土密封胶，完全无异味，绝对不含任何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采
用特殊配方，具有优异的密封和防尘性能，适用于各种类型 
的水泥和矿物质基体。

地覆 FPS - 地板保护系统
(ENECLAD® FPS )

地覆 SPS - 混凝土整平修复(ENECLAD® SPS) 地覆SB - 超级粘合剂(ENECLAD® SuperBond)

地覆 CFS - 透明地板密封系统
(ENECLAD® CFS)

超级粘
合剂安

表面覆盖

釉面瓷砖

填充材料

薄浆

混凝土



高危地段的最佳防滑解决方案
安覆...

楼梯和平台

淋浴间与厨房坡道和走道

创造出理想的防滑图案 美观而且十分实用！

TM

安覆DG用在防滑要求最高的防滑表面。不论是金属、
混凝土、瓷砖、大理石、石板还是水磨石。安覆DG都
能够量身定做以满足您的防滑要求。

我们的安覆DG采用了安耐康最好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搭配多种耐磨骨料以满足您的各种要求。您可以用安覆
DG创造出符合环境形状要求的任何防滑图案。无论是
在楼梯、走道、罐顶、坡道、淋浴区还是整层楼地面，
安覆DG都能地为您提供最佳的防滑表面。

安覆DG (SAFETYCLAD DuraGripTM)



安耐康提供维护和修复的“工业强化解决方案”

    泵

    阀门

    轴

    散热器

    管道

    罐体

    冷却塔

    抗化学腐蚀保护

    混凝土修复

修复 - 无须更换...
让我们成为您修复和维护团队的一员

TM

让安耐康向您展示高分子复合材料和施工技巧是如何为您节省时间、金钱以及
为您排忧解难。我们在超过60多个国家无数个成功案例都证明了，我们能为您
提供经过验证的、成本极低的解决方案，让您的机器、设备和工厂结构免于受
到冲蚀、侵蚀、气蚀、磨损、冲击、化学腐蚀、液静压等的损害。

请立即联系我们，我们也希望您参加我们的技术研讨会。我们乐于分享我们的
成功经验并向您提供高分子修复与维护技术最新的实用知识。

建议是免费的..而给您带来的好处却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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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latinum Court · Medford, NY 11763-2251
Email: china@enecon.com

修复材料和维护技术专家

安耐康®

www.eneco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