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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Brief Introduction) 

-02- 

      湖北科普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小池滨江新区工业园

，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改性（全新/再生聚乙烯）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有注册资本

5000万元，总资产3亿元，主要产品为光电线缆护套材料，年产能达8万多吨。公

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被评为中国中小企业创新100强、湖北省创新型企业称

号。 

研发中心 
R&D Centre 

公司总部 
Headquarter 

荣誉称号 
Authorized Honor  

高新技术企业 
High-tech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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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历程（Company History ) 



主要产品： 

聚乙烯光缆护套料 

热塑性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电缆料 

交联型低烟无卤阻燃聚烯烃电缆料 

环保型防蚁防鼠尼龙护套料 

热塑性弹性体电缆料 

阻燃聚乙烯护套料 

ADSS光缆抗电痕专用护套料 

特种电缆料 

8大系列 100多个品种…… 

公司产品及应用(The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s) 

应用领域 

通信光缆 

通信电缆 

同轴电缆 

电力电缆 

光纤跳线 

数据电缆 

…… 



公司研发体系(R & D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总部研发基地： 

新产品开发 

工艺技术调整及改进 

生产和应用技术开发 

 

上海研发中心： 

高端人才引进 

材料配方研究与设计 

应用技术开发 

新产品研发 

创新平台： 

院士专家工作站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省光电线缆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产学研技术应用中心 

再生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园 

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 

研发投入： 

年均投入占比4% 

 

研发队伍： 

中国工程院士1人 

外聘专家10人 

研发工程师40人 

创新成果： 

申请国家专利20项 

授权专利10项 

新产品收入占比60% 

新产品利润贡献率70% 



再生塑料回收现状 
(The Recovery Status of Recycled Plastics) 

循环利用： 

2017年中国废塑料产生量约

3413万吨，再生利用量达到 

2487.8多万吨，占我国塑料消

费量的30%左右。 

节能减排： 

2006年以来，我国累计回收

再生废塑料达1.2亿吨，按照1吨

合成树脂消耗3吨原油计算，相

当于节省了3.6亿吨原油，塑料

循环利用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生

力军。 

再生塑料应用实践： 
 回收塑料的品种 

– 塑料薄膜（包括农用薄膜） 
– 塑料型材 
– 塑料管材及其附件 
– 塑料条、棒、型材 
– 电缆皮料 
– 泡沫塑料 
–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 
– 日用塑料制品 
– 其他塑料制品 

 塑料回收利用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聚乙烯作为五大通用塑料之首，其回

收再利用的量占据30%之多。 
 科普达公司回收利用聚乙烯再生料已

超过5万吨/年，主要为：薄膜料、电
缆皮料、型材和管材料等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局 



再生塑料应用困境（Application Dilemma of the Recycled Plastics 

针对以上过程，必须对全加工链各环节严格管控、“取长补短”，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1、形状不一 片状、粒状、团膜等不规则 

2、成份不纯 聚乙烯与非聚乙烯、高密度与低密度（线性与非线性）聚乙烯混杂共存 

3、杂质超标 金属、无机填料、油性附着物难以清除 

4、性能下降 已经经过多次使用和加工改性 

5、颜色不一  五颜六色 

6、有害物质 流转过程中可能有有害物质混入 



控制源头 

以优质高价引导、培训监督辅导供应商精准分拣、加强清洗、不乱添加、保障再生聚乙

烯质量 

控制过程（1） 

以“动”制“动”，按来料检测数据，科学配方、加工改性，以高频次检测结果指导调

整配方，保证护套料质量 

再生聚乙烯塑料循环应用技术开发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for Recycling Application of Recycled PE) 



以数据对比，防范仪器和检测手法误差，保证产品品质； 

以设备改造，提升混合、混炼、分散效果，控制误差 

以信息交流，统一标准； 

以客户反馈，追溯改进； 

以模拟光缆生产，预知产品使用情况； 

以市场信息，引导新产品研发 

上下游联动 

控制过程（2） 

再生聚乙烯塑料循环应用技术开发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for Recycling Application of Recycled PE) 



基于再生塑料的产品性能 
（The Specifications Base on The Recycled Plastics) 

结论：经过改性，再生聚乙烯护套料满足GB/T 15065-2009标准要求 



公司产品应用(The Applications of Our Products) 

光缆、电力电缆 室内用无卤阻燃光缆 防鼠防蚁尼龙电缆 ADSS光缆用抗电痕电缆 数据线用弹性体电缆 



科普达对社会的贡献 
（The Social Contributions of Kepuda) 

5.3万吨      科普达年利用5.3万吨再生聚乙烯 

7000万     企业创利税7000万元，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4000元     相比全新材料，每吨降低4000元，为客户节约成本约2亿元 

500多人    带动直接就业500多人，拉动产业链就业1000余人 

5万吨     年减少白色污染5万吨 

17万吨     减少原油消耗17万吨 

190吨      减少因焚烧产生的VOC190吨 ，降低造成二次污染的可能性                      



再生聚乙烯塑料应用体会 

注重环境改善 健全产业链 关注政策 加大研发投入 

保持主动技改、

研发，积极申报

高新技术、税收

奖励补贴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保持再生聚乙烯

塑料以及其他产品

的技术领先性 

关注加工环境影

响，不断完善和

升级自身的”三

废“治理系统 

拓建海外（东南亚、

中东等）再生聚乙烯

回收、改性、生产光

缆料护套料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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