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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  CASTER

重力脚轮

高强度 / 不脱胶 / 只只牢

www.gravitycaster.com

回弹试验机

包胶牢度测试机

同心度测试机

启滚动阻力试验机 1

大型疲劳测试机脚轮冲击试验机

电子拉力试验机

硬度测试议

全自动化设备 / 检测仪器

每一只轮子全检

杭州重力脚轮科技有限公司
聚氨酯最专业，产品 90% 出口

2016年

宁波贝斯特聚氨酯有限公司
最好的聚氨酯厂（在宁波鄞州区姜山镇）

2003年

1988年

杭州重力脚轮科技有限公司（原宁波贝斯特聚氨酯有限公司）是一家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专业的生产

聚氨酯制品、聚氨酯轮、高轨聚氨酯减震器、橡胶轮、塑料轮、五金轮架的大型企业，座落在中国杭州桐庐经济开发区。

拥有全自动化铸造翻砂流水线设备和 5 台全自动铝压铸机。真正做到对产品从始至终的质量管理保证。公司共有生产

车间九栋。共分为注塑、模具、铝压铸、橡胶、金工、铸造、PU、包装和仓库。

原公司成立于 1988 年（公司属下有房产、船务、酒店、养殖业等产业），本着“人品、产品、品品求精；今年、

明年、年年思变”的企业精神和“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占市场”的经营方针，不断发展壮大，故在中国杭州桐庐经

济开发区筹建杭州重力脚轮科技有限公司，厂房面积 60000 平方米。原公司生产的各系列轮子、高轨聚氨酯减震器，

产品高强度，不脱胶，以可靠的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融入了东南亚及欧美市场，90% 产品出口，并获得了广大客户

的信赖和支持。公司以此为基点，使杭州重力脚轮科技有限公司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聚氨酯制品及聚氨酯轮、高轨聚

氨酯减震器”生产及供应基地。

公司将会更加努力进取，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回馈广大客户 ! 

您满意的微笑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 专业的技术力量，是您最佳的选择 !

启滚动阻力试验机 2

盐雾试验机

全自动流水线

疲劳测试机 2

博雷浇注机

脚轮刹车疲劳试验机

自动合成系统

疲劳测试机 1 自动浇注机

宁波海安聚氨酯有限公司
创始人李和安先生在早期启动于宁波石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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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thane®

性能：耐水解、耐低温性好，原料不易吸水，工艺简单，

价格低。但不耐热且力学性能和弹性较差。不适合用于叉车，

适合普通脚轮，东南亚地区好用。

Pro 有专业的意思，Prothane 是我们最普通也是产量最大

的一种脚轮材料。相对应的预聚体牌号有 P121、P122。

● Toughthane®

性能：具有耐磨、耐热、耐油和力学性能高等优点，弹性

高于 Prothane，但耐水性和耐低温性较差。适用于轻型叉

车和电动搬运车。

Tough 有坚强的意思，表示 Toughthane 是一种高强度的

材料。相对应的预聚体牌号有 P221、P222。

● Elaxthane®

性能：具有较高模量和强度，优异的回弹性、耐水解、耐磨、

耐霉菌、耐油性、动态力学性能、电绝缘性能和低温柔顺

性等性能，但是耐热性较差。适用于较为不平整的地面工

作环境。

标准 Prothane Toughthane Elaxthane Maxthane Gravollan

预聚体牌号 P121 P122 T221 T222 E321 M421 G521

邵氏硬度 GB/T2411-2008 93±3A 62±3D 93±3A 93±3A 93±3A 93±3A 93±3A

回弹性 GB/T1681-2009 20~25% 40~45% 30~35% 30~35% 45~55% 55~65% 55~65%

拉伸强度 GB/T528-2009
30~35
Mpa

30~35
Mpa

40~45
Mpa

40~45
Mpa

30~35
Mpa

35~40
Mpa

35~40
Mpa

断裂伸长率 GB/T528-2009 400~600% 250~400% 400~600% 400~600% 500~700% 500~700% 500~700%

撕裂强度 GB/T529-2008
75~85
N/mm

110~120
N/mm

100~110
N/mm

100~110
N/mm

85~95
N/mm

105~115
N/mm

105~115
N/mm

耐压缩永久变形 0 ++ + + ++ ++ ++

耐水解性 + + 0 0 + + +

耐油性 0 0 ++ ++ ++ ++ ++

抗紫外线、辐射 0 0 + + + + ++

动态负载能力 0 0 + + + ++ ++

耐切割和撕裂 + + ++ ++ + ++ ++

高速适用性 0 0 + + + ++ ++

耐磨性 + + ++ ++ ++ ++ ++

注：++ 非常好       + 好       0 一般

Elax=Elastic，是弹性极好的意思。相对应的预聚体牌号有

E321。

● Maxthane®

性能 ：具有较高的拉伸强度、低温柔韧性，极好的弹性、耐

水解性和耐候性，优良的耐撕裂和耐磨性、高温黏附性，耐

烃类溶剂和耐化学品性能，比普通聚酯耐热性更好，压缩永

久变形更低。

Max 是最大限度的意思，Maxthane 是我们采用的综合性能

最好的一种材料。相对应的预聚体牌号有 M421。

● Gravollan®

性能：具有极好的动态特性、耐磨性、阻尼小、回弹性高、

内生热少，寿命长。

Gravity 是重力的意思，取 gra 前缀，Gravollan 是重力

Vulkollan 的意思。相对应的预聚体牌号有 G521。

材料名称及性能简介

Prothane 具有良好的低温柔顺性、耐水解性能 , 虽然力

学性能较差，但原料体系黏度低，易于与多异氰酸酯助剂等

组份互溶，加工性能优良，价格上也有很大的优势。

Prothane 制成的脚轮不适合用于不平整路面，也不适

用叉车轮。一般适用于普通脚轮，特别是户外潮湿环境，东

南亚地区好用，推荐使用牌号为 P121 的预聚体。而牌号为

P122 的预聚体一般用于生产硬度高于 60D 的产品，比如全

PU 的轮子。

Elaxthane 具有较高模量和强度，优异的回弹性、耐磨、

耐霉菌、耐油性、动态力学性能、电绝缘性能和低温柔韧性。

但耐热性较差。

因其弹性极好，Elaxthane 制成的脚轮适用于较为不平

整的地面，启动、滚动阻力小，适用于手推车，很省力，行

驶在不平整路面不会太颠簸。其耐热性不好，不适用于高温

环境或高速运转场合，故不适用于重型高端电动叉车上。使

用的预聚体牌号为 E321。

Gravollan 是一种比 Maxthane 性能更好的材料，具有

更为优异的机械和物理性能，具有高耐磨、高耐热、高强度、

内生热少、阻尼小、耐油、耐腐蚀、耐辐射、寿命长等特性。

Gravollan 比 Maxthane 最为突出的特性是内生热少，

故其制成的脚轮更适用于高动态载荷和连续高速运转以及耐

热场合。可用于重型高端电动叉车的驱动轮和承载轮。使用

的预聚体牌号为 G521。

Toughthane 具体较高的机械强度和硬度、耐磨性、抗

氧化性、耐油性、耐热性。但耐水解和耐低温性较差。

Toughthane 制成的脚轮适用于温度较高、有一定腐蚀

性或油性环境等。不适合寒冷地区以及潮湿户外环境使用。

可适用于轻型叉车和电动搬运车。推荐使用牌号为 T221 的

预聚体。而牌号为 T222 的预聚体一般用于欧洲等有特殊要

求（无 MOCA）的产品上。

Maxthane 具有优异的水解稳定性和高、低温性能。另

具有较高的拉伸强度、低温柔韧性、极好的弹性、耐候性、

优良的耐撕裂和耐磨性、高温黏附性、耐溶剂和化学品等性能。

比 Toughthane 的耐热更好，压缩永久变形更低。

Maxthane 制成的脚轮适用于水性、油性、高温、低温

和不平整地面等各种场合，也适用于高动态载荷场合，可用

于重型高端电动叉车的驱动轮和承载轮。使用的预聚体牌号

为 M421。

Prothane ® Elaxthane ®

Toughthane ® Maxthane ®

Gravoll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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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热少，寿命长。

Gravity 是重力的意思，取 gra 前缀，Gravollan 是重力

Vulkollan 的意思。相对应的预聚体牌号有 G521。

材料名称及性能简介

Prothane 具有良好的低温柔顺性、耐水解性能 , 虽然力

学性能较差，但原料体系黏度低，易于与多异氰酸酯助剂等

组份互溶，加工性能优良，价格上也有很大的优势。

Prothane 制成的脚轮不适合用于不平整路面，也不适

用叉车轮。一般适用于普通脚轮，特别是户外潮湿环境，东

南亚地区好用，推荐使用牌号为 P121 的预聚体。而牌号为

P122 的预聚体一般用于生产硬度高于 60D 的产品，比如全

PU 的轮子。

Elaxthane 具有较高模量和强度，优异的回弹性、耐磨、

耐霉菌、耐油性、动态力学性能、电绝缘性能和低温柔韧性。

但耐热性较差。

因其弹性极好，Elaxthane 制成的脚轮适用于较为不平

整的地面，启动、滚动阻力小，适用于手推车，很省力，行

驶在不平整路面不会太颠簸。其耐热性不好，不适用于高温

环境或高速运转场合，故不适用于重型高端电动叉车上。使

用的预聚体牌号为 E321。

Gravollan 是一种比 Maxthane 性能更好的材料，具有

更为优异的机械和物理性能，具有高耐磨、高耐热、高强度、

内生热少、阻尼小、耐油、耐腐蚀、耐辐射、寿命长等特性。

Gravollan 比 Maxthane 最为突出的特性是内生热少，

故其制成的脚轮更适用于高动态载荷和连续高速运转以及耐

热场合。可用于重型高端电动叉车的驱动轮和承载轮。使用

的预聚体牌号为 G521。

Toughthane 具体较高的机械强度和硬度、耐磨性、抗

氧化性、耐油性、耐热性。但耐水解和耐低温性较差。

Toughthane 制成的脚轮适用于温度较高、有一定腐蚀

性或油性环境等。不适合寒冷地区以及潮湿户外环境使用。

可适用于轻型叉车和电动搬运车。推荐使用牌号为 T221 的

预聚体。而牌号为 T222 的预聚体一般用于欧洲等有特殊要

求（无 MOCA）的产品上。

Maxthane 具有优异的水解稳定性和高、低温性能。另

具有较高的拉伸强度、低温柔韧性、极好的弹性、耐候性、

优良的耐撕裂和耐磨性、高温黏附性、耐溶剂和化学品等性能。

比 Toughthane 的耐热更好，压缩永久变形更低。

Maxthane 制成的脚轮适用于水性、油性、高温、低温

和不平整地面等各种场合，也适用于高动态载荷场合，可用

于重型高端电动叉车的驱动轮和承载轮。使用的预聚体牌号

为 M421。

Prothane ® Elaxthane ®

Toughthane ® Maxthane ®

Gravoll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