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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科技领先，专注防腐工程
钰烯秉承客户至上、技术为先的发展理念，努力创造国际一流品质的工业腐蚀防护企业，
服务于各工业行业，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

您的竞争优势是我们的首要考虑
为加强您的品牌竞争力 , 钰烯提供包括阴极保护工程、防腐蚀工程设计与施工、腐蚀检测
与评价、腐蚀监测系统运行、材料失效调查与分析、油气管道完整性以及腐蚀技术咨询的
综合性腐蚀控制解决方案。

我们发掘您所在行业的未来
我们服务于石油、天然气、化工、海洋工程、电力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诸多行业。

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的业务还聚焦在环境、能源、健康等绿色环保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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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XI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future of your industry.

钰烯致力于发掘您所在行业的未来。

钰烯由基础产业发展壮大，迄今为止，为腐蚀行业的飞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面对市场环境变化和企业起伏，
钰烯时刻洞察未来市场发展趋势，大胆投资，勇于革新，不断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此外，钰烯还积极应对
各种全新的环境变化。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环境中，钰烯仍致力于为行业客户提供高品质的电化学腐蚀控制产品。选择这个行业
就是认为它是一个造福社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能够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钰烯凭借优异
的产品质量与服务已经在国际市场上确立了稳固的市场地位，但是钰烯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情节：为何中国制
造就该比欧美产品定价低？为何中国制造就只能跟随于欧美品牌之后？因此，我们要为行业呐喊！我们本着对顾
客、对行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承诺：我们的产品永远高于国际行业标准；我们绝对不会为了控制成本而牺牲产品的
质量；我们永远提供超出顾客预期的服务！
钰烯历经市场变化和起伏，但我们时刻洞察未来市场走向，大胆进行投资和革新。目前，我们的业务覆盖石油石化、
石油天然气、海洋工程、电力能源、 交通运输、市政设施、民用设备与设施。 通过整合世界各地的资源力量，我
们致力于不断提高公司实力和产品品质，努力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市场地位持续攀升，灵活驾驭不断更新的环
境变化。
我们没有传奇的企业历史，但是我们有情怀。透过不断追求化学本业升级，再将触角扩展至绿能产业，这样才能
为企业带来较高利益，同时为国家社会提供更具前瞻性发展，为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钰烯应该履行的
社会责任。 除了开发相关材料以及开发更优化的技术之外，钰烯亦专注于生产低污染且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持续
投注研发的创新，朝向可支持高科技材料的产品方向规划前行。我们认为创新可以让企业在研发上不断突破，而
团队合作能超越极限，让企业永保竞争力，真正落实企业的永续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让钰烯在 20 年后，成为世界级的公司，当大家说到亚洲的腐蚀材料企业时，钰烯就是会立
刻被想到的公司，这是我们对自我的挑战，也是钰烯愿意面对的挑战，我们愿持续为钰烯缔造成长，同时在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上，努力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期待大家与钰烯携手走向意义非凡的发展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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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钰烯

愿景
建国内一流企业
创国际知名品牌

关于钰烯
使命

/

为腐蚀控制领域
做出历史性贡献

ABOUT
YUXI

价值观
正直诚信、
客户至上、
创业创新、共赢平台

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原宁波钰烯阴极保护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坐落于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新桥镇东
溪工业园区，于 2003 年投资建厂，公司目前运营总部位于宁波，象山基地占地约 40 亩，建筑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公司业务涉及石油、天然气、化工、海洋工程、电力能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诸多
行业，成为一家为上述行业内客户提供腐蚀控制解决方案的综合性服务商。依托象山与鹤壁两大生产基地，公司
产品包括阴极保护系列、防腐蚀涂料系列、耐蚀材料、缓蚀剂、腐蚀检测与监测设备，提供的服务包括阴极保护
工程、防腐蚀工程设计与施工、腐蚀检测与评价、腐蚀监测系统运行、材料失效调查与分析、油气管道完整性以
及腐蚀技术咨询。

钰烯品牌架构模型

2003
投资建厂

年

40
占地面积

亩

25,000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基于 B2B 的营销环境以及公司目前的资源配置
情况，首先应专注于打造强大的公司品牌，公司
品牌就如同一把巨伞融合了公司愿景、价值、个
性、定位和形象，强大的公司品牌有助于为一系
列的个体品牌或子品牌建立品牌权益。

公司品牌

业务层品牌

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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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烯
文化

不断突破由于创新，超越极限始于团队合作

/
我们本着对顾客、对行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承诺：我们的产品永远高于国际行业标准；我们绝对不会为了控
制成本而牺牲产品的质量；我们永远提供超出顾客预期的服务！这是我们伟大的事业，我们要用我们的全
部维护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我们没有传奇的企业历史，但是我们有情怀。

/
透过不断追求化学本业升级，再将触角扩展至绿能产业，这样才能为企业带来较高利益，同时为国家社会
提供更具前瞻性发展，为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钰烯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 除了开发相关材料以
及开发更优化的技术之外，钰烯亦专注于生产低污染且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持续投注研发的创新，朝向可
支持高科技材料的产品方向规划前行。

我们不断挑战和革新，成为顾客的前行伙伴。

/
迄今为止，钰烯立足基础产业创业成功，实现了持续、稳步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腾飞发挥中起到
中流砥柱的作用。钰烯历经市场变化和起伏，时刻洞察未来市场走向，大胆进行投资和革新。目前，我们
的业务覆盖石油石化、石油天然气、海洋工程、电力能源、 交通运输、市政设施、民用设备与设施。 通过
整合世界各地的资源力量，我们致力于不断提高公司实力和产品品质，努力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市场地
位持续攀升，灵活驾驭不断更新的环境变化。

企业的经营者与个人必需具备快速学习、适应的能力。

/
展望未来，我们有信心让钰烯在 20 年后，成为世界级的公司，当大家说到亚洲的腐蚀材料企业时，钰烯就
是会立刻被想到的公司，这是我们对自我的挑战，也是钰烯愿意面对的挑战，我们愿持续为钰烯缔造成长，
同时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上，努力获得社会大众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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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工程
服务

阴极保护流程示意

腐蚀环境调研
与评价

阴极保护
方案设计

阴极保护
工程施工

一站式工程服务
/
阴极保护工程

ONE STOP
ENGINEERING
SERVICE
依托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埋地管道、储罐、场站区以及石化炼
厂等各种复杂条件下的阴极保护工程设计、施工、调试服务，并依托长期的阴极保护行业
资源和渠道优势，更可以 EPC 模式为用户提供从设计、采购到安装、调试和运行服务的
一站式服务。

阴极保护系统
检测与评价

阴极保护技术
管理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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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战略

创新
研发

人才战略

创新研发

/

/

TALENT
STRATEGY

INNOVATE&
DEVELOPMENT

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视人才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拥有一支高学历、行业经验丰富、
富于创新精神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可满足客户对于工业腐蚀防护涉及各种问题的技术咨询与解决
方案提供需求。

理念

参与国家标准编写

钰烯秉承客户至上、技术为先的发展理念，努力创造国际一
流品质的工业腐蚀防护企业，服务于各工业行业，为客户创
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了紧跟国内外技术发展潮流，
钰烯还与国内外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开发
解决实际生产中存在的各种腐蚀控制难题的技术与产品。

为了促进工业腐蚀行业发展，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
司还积极参与相关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的起草和编写工作。
参与编写了《阴极保护 MMO/Ti 柔性阳极》国家标准，还将
主持或参与更多工业腐蚀防护相关标准的编纂工作，为我国
工业腐蚀防护行业做出更大贡献。

专利

实验室

迄今，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已经累计申请专利多
项，其中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等。

依托钰烯长期专业从事工业腐蚀防护服务的行业经验以及专
业化、高学历的专业人才队伍，公司还建设了国内一流的工
业腐蚀防护实验室，专业从事工业腐蚀防护产品、技术开发
和实验工作，并可对外承接腐蚀防护相关新技术研发、测试
和实验工作，为客户提供高水平的定制化专业技术服务。

我们希望将钰烯打造成为胸怀宽广的企业，营造一视同仁的工作环境，尊重每一位员工。我们希
望在经营过程和道德行为方面言行一致、肩负责任。我们希望得到员工、客户、供应商、经营所
在地区乃至竞争对手的认同。我们不仅以技术远见引领市场，而且面向未来设计每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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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管理

质量
检测

生产管理

质量检测

/

/

PRODUCTION
MANAGEMENT

QUALITY
INSPECTION

HSE 是健康（Health）、安全（Safety）和环境 (Environment）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是当今国际石油天然气工业通行的
管理体系。因此作为服务于石油、燃气行业的钰烯公司高度重视，现已建立了一套覆盖生产经营全过程的 HSE 管理制度体系，
同时结合实际持续完善。从理念、技术、管理、教育和机制入手，以强化基础管理为重点，大力推进 HSE 管理工作。

HSE
钰烯 HSE 管理目标

阳极的可靠性是极其重要的，一旦被安装到阴极保护结构中，即成为该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极的故障将直接导致腐蚀，从而给整个
结构带来极大的风险。
因此，从原材料到生产至成品的过程中，钰烯保证严格的质量保证 / 质量控制程序，以确保您采购的任何一支阳极或器材都是 100％符
合要求的。而我们的质量管理体系已被多家客户和机构认证，包括方圆认证、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道达尔等。

为企业总体发展目标、计划提供充足的保障；
满足政府机构对健康、安全和环境的法律、法规要求；

钰烯从生产、检测到检验都遵循最新的国际标准，包括 ASTM、NACE、DNV、ISO 标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您的相关国家
或公司要求以满足其标准生产。

保证员工健康与安全，保护企业的财产不受损失；
保护环境，做到可持续发展；
维护企业名誉，保持良好的公共和社会关系。

以下是我们所采用的相关标准

ASTM A36
ASME B36
NACE SP0387
NACE SP0492
NACE TM0294
NACE TM0109
NACE TM0108
17-SAMSS-006

GS COR 201
ASTM B843
ASTM B418
ASTM A518/A518M
ASTM B265/338/348
US MIL-A-18001k
DNV-RP-B401
BS 7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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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展示

产品展示
/

PRODUCT
PRESENTATION

1. 阴极保护系列产品
01. 牺牲阳极

02. 外加电流辅助阳极

03. 电源电器设备

04. 阴极保护附件

05. 阴极保护智能监控系统

a) 镁合金牺牲阳极

a) 高硅铸铁阳极

a) 整流器 / 恒电位仪

a) 阴极保护专用填充料

a) 阴极保护远程管理系统

b) 铝合金牺牲阳极

b) 石墨阳极

b) 接线箱

b) 阴极保护专用电缆

b) 智能恒电位仪

c) 锌合金牺牲阳极

c)MMO 阳极

c) 测试桩

c) 环氧结合工具

c) 智能测试桩

d) 镁带阳极

d) 探针阳极

d) 参比电极

d) 铝热焊设备

e) 锌带阳极

e) 柔性阳极

e) 防雷器

e) 绝缘法兰

f) 固态去耦合器

f) 绝缘接头

f) 热水器镁棒阳极
g) 铝合金 / 锌合金压铸阳极

g) 补伤片

h) 纯铁阳极

h) 警示带

2. 防腐、防护、耐磨涂层
1)PowerGuard A 系列

2)PowerGuard B 系列

4)PowerGuard D 系列

YX-PGA101

YX-PGB201

YX-PGD401

- 海洋设施专用

- 集装箱专用

- 混凝土专用底漆

YX-PGA102

YX-PGB202

YX-PGD402

- 污水处理池专用

- 矿山设备专用

- 金属专用底漆

YX-PGA103

YX-PGB203

YX-PGD403

- 电厂除盐水箱专用

- 油气管线专用

- 其他基面底漆

YX-PGA104

YX-PGB204

- 石油化工重防腐

- 影视道具专用

YX-PGA104
- 水池专用

3)PowerGuard C 系列

YX-PGA105

YX-PGC301

- 地坪、运动场地

- 单组份聚脲涂层

5)PowerGuard E 系列
YX-PGE501
- 新旧聚脲涂层粘合剂

YX-PGC302
- 单组份聚氨酯涂层

3. 腐蚀检测
1) 埋地钢制管道腐蚀防护系统检测与评价

2) 钢质储罐腐蚀检测与评价

a) 工业腐蚀环境耐蚀材料选择与评价

a) 油气管道外腐蚀直接评价（ECDA）

a) 钢质储罐底板漏磁检测 (MFL)

b) 钛钢、不锈钢复合板材系列

b) 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系统检测、评估、修复

b) 钢质原油储罐声发射在线腐蚀检测与评价

c) 特种耐蚀金属材料系列

c) 埋地钢质管道密间隔电位测试 (CIPS)

c) 钢质储罐腐蚀防护系统检测与评价

d) 埋地钢质管道直流电位梯度 (DCVG) 测试
e) 埋地钢质管道交流电位梯度 (ACVG) 测试
f) 埋地钢质管道防腐层检漏 (Pearson)
g) 埋地钢质管道防腐层检测与评价（PCM）
注 / 部分产品展示

4. 耐蚀材料

5. 缓蚀剂
a) 工业腐蚀缓蚀剂选择与评价
b) 油田生产缓蚀剂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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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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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服务
/

ENGINEERING
SERVICES
阴极保护工程与服务

防腐蚀涂料工程

依托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我公司可为用户

阴极保护设计之前，需要对被保护对象的腐蚀环

提供埋地管道、储罐、场站区以及石化炼厂等各

境进行调研和评价。对于埋地管道，须对土壤的

种复杂条件下的阴极保护工程设计、施工、调试

腐蚀性进行调查，包括管道沿线土壤腐蚀速率、

服务，并依托长期的阴极保护行业资源和渠道优

土壤电阻率、氧化还原电位、酸碱度、自然电位、

势，更可以 EPC 模式为用户提供从设计、采购到

杂散电流分布等。另外，还要对管道防腐层的质

安装、调试和运行服务的一站式服务。

量进行确认。对于储罐，需要调查储罐内的储存
介质、工作温度，内部涂层等因素；对外底板接
触土壤环境的电阻率、酸碱度等也需要进行调查。

油气管道完整性管理服务

检测与监测

管道完整性管理是一种以预防为主的管理模式，

腐蚀监测是获取材料腐蚀过程或环境对材料的腐

主要是通过对管道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评

蚀性随时间变化信息的活动。

防腐蚀设计与耐蚀材料选择

材料失效的调查与分析

价，针对性的实施风险减缓措施，将风险控制在

防腐蚀设计包括耐蚀材料选择（主体设备材料、零部件材料、

材料的腐蚀是材料失效中最常见的形式，材料失效在实际工程

合理、可接受的范围内，使管道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覆盖材料），在设备结构设计和强度校核中考虑腐蚀控制的要

中经常会造成极大地破坏和损失。分析和判断出材料失效的原

预防事故发生，保证管道安全经济的运行。

求，在设计中为准备采用的防护技术提供必要的实施条件，对

因，同时找出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类似的失效重复发生，是

加工制造技术提出指示性意见等。

实际工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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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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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网络

专业服务

销售网络

/

/

PROFESSIONAL
SERVICES

SALES
NETWORK

我们的阴极保护技术团队中包含 10 位 NACE（美国防腐蚀协会）认证的工程师，凭借他们在阴极保护领域内丰
富的经验，钰烯能够确保您的资产免受腐蚀的威胁。
团队成员组成：2 位 NACE CP 专家，3 位 NACE CP3 阴保工程师，5 位 NACE CP2 阴保技术员
超过 10 年的产品生产经验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能够确保钰烯生产的产品 100% 符合您的工程设计要求，让您
放心的使用我们的产品是钰烯的宗旨。

俄罗斯

加拿大

波兰

英国

韩国

德国

瑞士

日本

法国

中国

美国
西班牙

印度
墨西哥

马来
西亚

巴西

澳大利亚

南非

工程设计

工程咨询

材料供应

监测与维护

非洲：埃及、南非、尼日利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苏丹、

西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

利比亚、阿尔及利亚

中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

南美洲：智力、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

中东：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伊朗、以色列、叙利亚利亚、

东亚：日本、韩国

欧洲：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兰

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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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阴极保护类
万达集团武汉汉绣剧场阴极保护系统设计、供应及安装调试工程
万达集团西双版纳傣秀剧场阴极保护系统设计、供应及安装调试工程
莆田环湄洲湾尾水排放钢质管道阴极保护工程材料
宁波甬江防洪工程东江、剡江奉化段原水管阴极保护工程设计、供应及安装调试
莆田金钟水利枢纽引水配套工程 PCCP 管阴极保护工程材料
宁夏宁东重化工园 PCCP 管道阴极保护
新疆准东五彩湾园区 PCCP 管道阴极保护
宁夏长城税务上海庙能源化工园区 PCCP 管阴极保护
新疆阿泰勒供水管网阴极保护材料
新疆淮东经济开发区二级供水工程一、二、三标段阴极保护材料
甘肃引洮一起陇西专用供水管道阴极保护材料
内蒙古鄂尔多斯上海庙化工园区供水管道阴极保护材料
浙江台州黄岩机场供水管网阴极保护材料
中化泉州石化青兰山库区阴极保护材料
天津石化石脑原油储罐区阴极保护材料
陕煤集团渭南至蒲城原油储罐区阴极保护材料
中化茂名北山岭原油储备基地储罐阴极保护材料
宁波象山港大桥钢管桩阴极保护铝合金牺牲阳极

防腐耐磨涂层类
新华昌嘉善公司集装箱内壁防腐耐磨涂层项目
唐山经安钢铁厂脱硫塔、冷却塔内壁防腐涂层工程
广东现代集装箱有限公司集装箱内壁防腐耐磨涂层项目
万达集团武汉汉绣剧场中央水池、蓄水池内壁防腐涂层项目
万达集团西双版纳傣秀剧场中央水池、蓄水池内壁防腐涂层项目
万达学院排练水池内壁防腐涂层项目
爱维门业船舶洗手间防滑涂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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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
/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在从事环保相关的腐蚀控制业务的同时，还秉承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产品生
产和新产品新技术研发中努力实现节能、节材。根据客户需求并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的号召，浙江钰烯腐蚀控
制股份有限公司针对性推出了节能、绿色腐蚀控制工程解决方案：

埋地钢质管道太阳能阴极保护系统
“高效率太阳能恒电位仪 + 高性能柔性浅埋阳极”针对当前现代涂层的埋地钢质管道，可
实现绿色能源、高性能、低成本、施工简便、长寿命的目标。
太阳能数据远传系统
高性能、长寿命、低功耗、太阳能的腐蚀防护数据远传与管理系统，可满足客户灵活布置
数据采集装置的要求，并降低维护管理成本。

实现可持续经营

使生产变得更清洁

绿色采购

我们的策略是在企业经营的各个阶段 ,
都实现生态效益的最大化。我们对业务
单元和个人环境绩效进行衡量，以培养
可持续经营的企业文化。

我们主动采用生产周期更清洁的生产工
艺，其中就包括减少原材料使用和废弃
物产生。同时我们要求我们的合作伙伴
也这样做。

我们是绿色采购方式的领先者，我们采
购效率高，可重复使用的建筑材料、照
明设备和电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