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贵阳环氧玻璃鳞片煤沥青重防腐涂料由成都捷宇油漆厂生产

产品名称 重庆贵阳环氧玻璃鳞片煤沥青重防腐涂料由成都
捷宇油漆厂生产

公司名称 成都祥和伟业化工有限公司

价格 1.00/1

规格参数 包装:20
附着力:1
型号:JY60-300

公司地址 成都双流工业园

联系电话 028-86037284 13060061426

产品详情

四川环氧玻璃鳞片涂料生产/ 成都环氧玻璃鳞片涂料价格/重庆环氧玻璃鳞片涂料批发/贵州环氧玻璃鳞
片涂料销售  

环氧玻璃鳞片煤沥青重防腐涂料

 

                

 

  成都捷宇涂料有限公司生产的环氧玻璃鳞片煤沥青重防腐涂料甲组份由环氧树脂、湿法研磨玻璃磷片
、煤焦油沥青、助剂及有机溶剂等组成，乙组份为固化剂。

 

             

 

环氧玻璃鳞片煤沥青重防腐涂料由于采用了防腐性能优异的环氧改性,综合了玻璃磷片的抗渗透性和抗腐蚀
性能，使涂层的物理机械性能，耐化学、耐酸碱、耐水性能，电绝缘性能，抗菌素渗透性能，抗杂散电
流和抗微生物侵蚀性能更佳。

 



 

环氧玻璃鳞片煤沥青重防腐涂料适用于严重腐蚀环境下钢铁的长效保护,如:水闸.海洋平台.海洋工程等,也适
用于埋地管道处壁液体贮罐内壁.混凝土防腐.市政工程地下水等经常浸入水下的设备。

 

 

 

1、该产品可采用刷涂、滚涂、或浸涂，如粘度过高可加入1%-5%配套稀料稀释。

2、甲组分：乙组分=5:1（重量比），甲/乙组分调匀后应先熟化10-30min才能使用，经混合好的漆必须在
4-8h内（以树脂未固化为标准）用完。

3、钢铁表面必须处理到sa2.5或st3级，如焊缝高于2mm,则在底漆表干后用腻子抹在焊缝侧,刮平。

4、如需用玻璃布加强，建议用0.1mm-0.12mm,经经纬度为12*10根/cm2，或是用12*12根/cm的脱脂无碱或
中碱的玻璃布，搭接处不得少于100mm，以国家标准中玻璃钢施工规范进行施工。

5、电火花检查:中等级为2000v,强等级为3000v,加强等级为4000-8000v,如有电火花出现需补涂后再次检验，
以国家标准中玻璃钢施工规范进行施工验收。

  6、理论消耗量: 2-3 m2/ kg,干膜厚度为125-400μm/道

 

 

1、 包装:涂料铁桶密封包装,每桶净重25kg。

2、 贮存和运输:属易燃品,贮存于远离火源的通风处,存放温度不得高过40℃,切忌碰撞。

3、 有效期为一年,超过有效期,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附：技术指标

 

 

 

  

项    目

  

指    标



  

漆膜颜色及外观

  

黑色,有光
  

粘度（涂-4粘度计），s   ≥

  

120
  

干燥时间，h   ≤

表干           h

实干           h

完全固化，day

  

4

24

7
  

表面电阻,

  

1.27×1014
  

耐冲击，kg.cm

  

30
  

耐化学介质5%h2so4,3%nacl,5%naoh,120h

  

漆膜无变化,不脱落
  

耐油(煤油),120h

  

漆膜无变化,不脱落

 

 

 

烟台 青岛 潍坊 东营 滨州 淄博 德州 济南 莱芜 聊城 泰安 临沂 济宁 菏泽 枣庄 日照 山西 大同 阳泉 朔州
忻州 吕梁 晋中 长治 临汾 运城 晋城太原 河南 郑州 洛阳 开封 商丘 安阳 鹤壁 濮阳 新乡 焦作 济源三门峡
许昌 平顶山 南阳 漯河 周口 驻马店 信阳 河北 石家庄 邯郸 邢台 保定 衡水 沧州 廊坊 张家口 唐山 秦皇岛
承德 黑龙江 哈尔滨 牡丹江 鸡西 双鸭山 七台河 佳木斯 鹤岗 伊春 绥化 大庆 齐齐哈尔 黑河 大兴安岭 吉林
长春 吉林市 延边 白山 通化 辽源 四平 松原 白城 辽宁 沈阳 大连 铁岭 抚顺 阜新 朝阳 葫芦岛 锦州 盘锦
营口 鞍山 辽阳 本溪 丹东 湖南 长沙 常德 张家界 湘西 怀化 邵阳 永州 郴州 岳阳 益阳 娄底 湘潭 衡阳 株洲
湖北 武汉 咸宁 黄石 鄂州 黄冈 孝感 天门 荆州 荆门 随州 襄樊 宜昌 十堰 恩施 潜江 仙桃 神农架 广西 南宁
桂林 来宾 柳州 河池 百色 贺州 梧州 贵港 玉林 北海 钦州 防城港 崇左 陕西 西安 咸阳 汉中 安康 商洛 渭南
延安 榆林 铜川 宝鸡 杨凌 贵州 贵阳 遵义 铜仁 黔东南自治州 黔南自治州 黔西南自治州 安顺六盘水 毕节
云南 昆明 丽江大理 怒江 楚雄 保山 德宏 临沧 昭通 曲靖 普洱 西双版纳 玉溪 红河 文山 迪庆 甘肃 兰州
嘉峪关 酒泉 张掖 金昌 武威 白银 临夏自治州 甘南自治州 庆阳 平凉 天水 定西 陇南 宁夏 银川 中卫 中宁
石嘴山灵武 吴忠 盐池县 同心县 海原县 西吉县 彭阳县 泾源县 固原 内蒙古 呼和浩特 阿拉善 鄂尔多斯
巴彦卓尔盟 包头 乌兰察布盟 锡林郭勒赤峰 呼伦贝尔 兴安盟 通辽 海拉尔 呼伦贝尔盟 乌海 青海 西宁
海东自治区 海北自治州 海南自治州 黄南自治州 玉树自治州 果洛自治州 海西自治州 新疆 乌鲁木齐



吐鲁番 克拉玛依 哈密地区 西藏 拉萨 那曲 昌都 阿里 海南 海口 三亚 四川 成都 达州 巴中 广元 南充 广安
遂宁 德阳 绵阳 内江 泸州 自贡 宜宾 眉山 乐山 阿坝 雅安凉山 攀枝花 甘孜 资阳 江西 南昌 九江 宜春 新余
萍乡 吉安 赣州 抚州 鹰潭 上饶 景德镇

成都捷宇涂料有限公司是四川涂料、水性丙烯酸聚氨酯漆、水性玻璃器皿釉、水性丙烯酸烘烤漆、耐酸
防腐涂料、耐碱防腐涂料、铝合金轮毂烤漆、钢圈漆、氟橡胶重防腐涂料、防盗门水性漆、耐酸碱重防
腐涂料、耐强酸防腐涂料、耐强碱防腐涂料、耐强酸强碱耐高温防腐涂料、凉凉胶隔热漆、低温玻璃酒
瓶烤漆、聚氨酯防腐涂料、环氧防腐涂料底漆面漆、环氧富锌底漆、水性无机富锌底漆、地坪漆、环氧
云铁中间漆、耐高温有机硅重防腐涂料、环氧红丹重防腐底漆、环氧沥青防腐涂料、（防）导静电重防
腐涂料、环氧煤沥青防腐涂料、氯磺化聚乙烯防腐涂料、高氯化聚乙烯涂料、环氧铁红重防腐底漆、有
机硅耐热漆、耐碱耐酸橡胶重防腐涂料、氰凝防水涂料、环氧玻璃鳞片防腐涂料、乙烯基酯玻璃鳞片涂
料、丙烯酸防腐涂料、脂肪族聚氨酯重防腐涂料、丙烯酸聚氨酯重防腐涂料、氟碳漆、玻璃漆、乙烯磷
化底漆、氯化橡胶重防腐涂料专业制造商和供应商。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