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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防腐 – 久经考验

保护人身与材料的特种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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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PAX – 防腐涂料 
长久防腐 – 久经考验

防腐保护涉及到可靠性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对财

产的有效防护，而且这种保护应尽可能长久。

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40多年前，莱奥•迈尔涂

料公司（Leo Meyer Metallogal）在世界上首次

研发出所谓单组湿固化聚氨酯防腐系列。时至

今日，它仍是一项技术创新并具有无以伦比的

优势。

我们 －熙太涂料有限公司今天正在直接传承着

这几十年的经验和传统，同时结合现代科技并

以“Carapax”品牌向市场推出纯正的配方或

产品。

Carapax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称，它意味着

我们的防腐保护就像乌龟壳一样坚固长久。

目前为止，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多个国家中广为应

用，并在腐蚀严重的项目中经受住了甚至长达几

十年的考验并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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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
对经济和环境的危害:   

在公共生活的许多方面，腐蚀的问题尚未引起重

视。通常是在腐蚀造成了严重损失时，它才会被人

注意。在工业国家中，因腐蚀而造成的开支甚至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3-4%－高达几十亿的数额！世界腐

蚀组织（WCO）在一份实际调查报告中指出: 

腐蚀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危害公共安全，降

低生活质量并能引起对健康和环境的危害。例如不

密封的水管会造成饮用水大范围渗漏。腐蚀会对桥

梁、道路和建筑的安全造成不良后果。对于很多再

生能源技术如近海风电厂或潮汐电站的涡轮机，就

需要分别解决其各自的腐蚀问题。

腐蚀 –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技术角度来说，腐蚀（腐化、锈蚀和侵蚀等）是指

某种介质与其所处环境中的介质发生一定程度的

变化而引起的反应，而这种变化可以使建筑构件或

系统损坏。化学腐蚀会出现在金属上 (DIN EN ISO 
8044; 之前是 DIN 50900)。

锈蚀 

水

铁

O2

Fe2+

铁(llI)-氢氧化物和 –氧化物 

最常见的腐蚀是生锈即铁氧化。在这种氧化还原的反应
中，在水中溶解的氧气就是氧化剂。铁和氧气化合的结
果就是生锈。受到如氯化物和硫酸盐刺激元素的影响，
锈变速度会明显加快。另外，反应速度也取决于建筑所
在地及其环境条件。

地质学把腐蚀理解为岩石受水的影响而出现的分

解。这种风化对建筑物也有一定影响。也就是说，

腐蚀不止出现在钢铁上，而且还会出现在水泥、木

材、塑料以及轻、重金属上。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潮湿（水），氧气（空气）。氯化物（海风环境）

或硫酸盐和氧化氮（工业废气）以及细菌。

正是在这些挑战中，专用的Carapax产品问世－经

久耐用，享誉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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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PAX – 正是您所需要的防腐系统 

在刚经过喷砂的钢材表面上，尽管在湿度不高的情

况下也能观察到锈蚀。只要在表面上有水、氧气和

刺激元素（氯化物和盐酸），钢材就会锈。Carapax
涂料系列恰恰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

为了防止腐蚀的破坏，多年来大量出现的是由胶合

剂制成的各种涂料。经过40多年的广泛尝试，检验

和开发，我们的前导企业莱奥•迈尔涂料公司（Leo 
Meyer Metallogal）研发出单组湿固化防腐的方

法，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出种类繁多的涂料。这些产

品具有鲜明的特性： 

• Carapax涂料基于聚氨酯制成，是一种公认的最

具韧性的涂料。

• Carapax符合当今最先进的技术标准并在几十

年的实践中得到世界上著名机构的认证。

• Carapax是一个系统，它可以用少量涂层量身打

造持久的防腐保护。

• Carapax是高效涂层，尽管只用少量涂层，但其

效果往往超过传统涂料。因此经济性俱佳。 

Carapax涂料用于金属和水泥面的长久防腐，而且

特别适用于那些因受大气条件影响很难用涂料来

实施封闭的项目（例如湿度较高和有害气体较多的

工业区，或沿海与近海盐分较重的地区），并完全

符合防腐级别C5-I和–M的要求。 

典型的使用范围
钢厂 工业设备与传送设备 

桥梁，吊车 
高压线架
钢制建筑
陆上风电厂

钢制水利工程 港口设施，板桩墙 
水闸，船坞设施
近海风电厂

海洋涂料 船舶 
钻井平台 

管道与设备制

造

管道外层涂料
管道内壁涂料 
(石油、天然气、水、化学品) 
污水处理设备
加油设施、储罐、集装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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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PAX 出色的经济性令人信服

为了切实有效地比较防腐系统的

经济性,需要注意以下各种因素：

准备时间/配比错误
可以完全忽视Carapax的准备时间，因为这些产

品已经处于“即用状态”，准备就绪之后便可以

开始操作施涂。由于是单组分合成产品，所以

不会有混合错误的风险。

施涂条件 
因湿冷天气和大雾造成的非生产性的施工中断和

由此而发生成本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为 

Carapax的施涂条件在98%以下的湿度和 

-10bis+60°C之间的温度。也就是说，它完全可以在

露天的条件下干固，即便在设施不完备厅堂内也无

需使用空调。

彩色涂层的数据和干固时间  
完成传统醇酸树脂涂料或两组合成涂料的施涂耗

时达100小时，而Carapax系列涂料最多只需要涂

刷3层，15小时就能顺利完成。极端情况下， 

Carapax系统2小时后便可以承受海水的侵蚀。

产出效能 
虽然在漆料产品的价格上存在很大差别，但固体量

（FKV）的多少才对经济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

到其涂料系统的产出效能。计算产出效能的目的是

解答用1公斤的一种漆料，以一定程度的漆层厚度

（干固），能涂刷几平米表面的问题。 

理论干固漆层厚度 × 浓度  × 100 =  
                             固体量 

理论材料消耗单位： 克/平方米 

由于Carapax产品拥有相当高的固体量，所以理论

消耗很少且经济性很高（价格/平方米）！

例子：Carapax Zinc M 

固体量 = 68 % 

密度在温度 20°C时是2,8 克/升  
干固漆层厚度：50 µm 

计算公式：  50 × 2,8 × 100 = 205 克/平方米 
 68

请注意：在比较其他系统涂料的价格时，不能直接

比较每公斤价格，而要更多的以每平方米的消耗为

基础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可比性的价格。 

使用寿命 
然而经济性最核心的问题乃是漆料的使用寿命！

假设平均仅占总成本15–20%的涂刷总成本是涂料

成本，再将主要成本分摊在建筑支架、清理、预加

工和工资上，就显现出极大潜力：

全年支出 = 材料价格+其他成本
 使用寿命 

Carapax产品拥有相当长的使用寿命，从而可以使

全年支出起码减少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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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PAX 无惧比较

与其他传统产品（如两组合成环氧化物、两组合成聚氨酯、氯化橡胶、PVC系统、合成树脂等）相反，  

Carapax产品以其自身的独特配方具有明显优势：

CARAPAX 环氧树脂

加工 单组分合成，使用方便，易于操作，处于“

即用状态”，避免混合错误，施涂准备时间

短（有序施图即可）。

双组合成，

有混合出错风险，准备时间较长。

覆盖施涂 快速干固：Carapax涂料在45-60分钟后就

可在其上覆盖另一层，24小时后便可正常

负载。对上层其他涂料无时间限制，在施涂

后1年以上无需喷砂。

5–16小时后才能覆盖施涂，但不

能长于10–24小时，否则需要重新

喷砂。

便于修复 Carapax具有良好的湿润性和密度较大的

薄膜生成体，所以便于修复，即便多年后，

不论用本涂料还是用其他品牌涂料！

不能在环氧树脂上简单施涂，为此

需要做全面准备（如喷砂处理或

表面锉毛）。

空气湿度  对Carapax产品来说湿度不是问题，因为

它是湿固化涂料，也就是说，在恶劣气候

条件下无需中断施工。即便在冰点和湿度

达98%时（如热带气候条件）也可以干固。

环氧树脂只能在最好的湿度条件

下使用（通常最高不超过90 %)）。

0 10 20 30 4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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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温度 表面温度不是问题。Carapax能够在0°C至 

60°C之间的温度下操作。

通常情况下环氧树脂所需温度在 

10°C和35°C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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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力 作为粘合剂的聚氨酯具有出色的湿润性，

因而具有理想的附着力并能有效抵御化学

品和溶解剂，这就促成了超长的使用寿

命。即便是在棘手的防腐保护中，Carapax
都能附着在潮湿的钢面上，例如附着在湿

热地带中的冰冷的燃气管道上。

在潮湿面上的附着力极差

可变性/稳定性 Carapax具有长久的柔韧性和较强的抗击

力，从而能完全承受材料压强、温度变化、

震动和机械撞击所产生的变形，而不会出

现裂缝。出色的附着力和持久柔韧的结构

使防腐保护在力度上更具稳定性和耐磨

性。

环氧树脂涂料因其分子晶体结构，

在漆料老化时会出现破裂并在受

力、材料压强、温度变化和震动时

出现裂缝。

无毛孔 在60–70µm的涂层上不会出现毛孔

海水与盐水 Carapax对海/咸水和

紫外线具有出色的耐

久性。

受到咸水侵蚀

和紫外线照射

时，环氧树脂涂

料会出现破

裂。

环保性 Carapax产品较高的固体量和使用寿命长

的特点，使得其操作给环境造成的负担极

小。因为通常情况下，产品已被调成即用状

态，所以无需使用稀释剂（除非需要清洗

施工用具）。

环氧树脂产品由两组合成，因而需

要稀释剂并且由于使用寿命较短，

所以需要不断补漆。

经济性 超长的使用寿命和显著的施涂优势（施工

准备和干固时间等）使Carapax具有无以

伦比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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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PAX 证明自己的代表作

自1968以来，Carapax系列产品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成功的应用（当时的商标是莱奥•迈尔涂料/Leo 
Mayer Metallogal）。过去几年里，在很多行业中出现了无数代表作。以下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1

3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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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建成30年以上的厂房钢制结构

2 已运行5年多的螺旋输送机

3 历经10多年的生物设施排气管

4 使用30多年的筒仓

5 屹立40多年的柏林电视塔

6 已航行30多年的潜水艇 Jacques Cousteau 

7 已运行5年多的螺旋输送机

8 已有30多年历史的不来梅港集装箱码头

5

7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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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PAX –
产品简介  

用Carapax-漆料可以对钢材和水泥施行理想防

腐。我们的涂料系统包括多个层次以满足不同功能

的需要，如基本层、中间层和覆盖层。

为了实现较长的防护周期，防腐系统必须要适应各

个用途的施涂对象及其表面的准备情况、环境条件

和专业要求。熙太涂料有限公司为专业的防腐保护

提供种类齐全的Carapax系列产品。从众多的专业

涂料中选出以下产品加以介绍：

底层涂料
• Carapax Zinc M 是一种由单组湿固化聚氨酯

制成的底层涂料，其锌含量达92%，适用于：

经喷砂处理的钢制结构、管线、板桩墙和厂房

设施，可以在其上用各种中间和覆盖漆料涂

刷。

• Carapax PI 是一种磷酸锌的底漆，适用于钢制

部件的防腐，并可以在没有焊接的部件上涂刷。

该涂料在焊接时不会产生有毒气体

• Carapax Fix 是一种由单组湿固化聚异氰酸酯

的底漆，适用于矿物质表面如水泥和灰泥等。

该产品能提供出色的防潮保护并可作为密封涂

料使用。

夹层或覆盖层涂料 
• Carapax Ferro Grey 是一种由单组湿固化聚氨

酯与云母铁矿石制成的夹层涂料。这种用聚氨

酯胶合剂合成的涂料具有特殊的片状组织，能

作为绝佳的防水涂料和出色的防腐涂料，例如

适用于钢制结构、化工设施、钢制水利工程、桥

梁和桅杆。

纯正的覆盖层涂料 
• Carapax Cover RAL 是一种单组湿固化分成的

覆盖层涂料，具有出色的抗紫外线、抗气候和防

化能力。适用于桥梁、吊车、桅杆、管线和钢制结

构并可提供各种颜色。

• Carapax Non Abrasive 是抗阻力最强的产品，

特别适用于船舶制造行业（包括潜艇制造）而

且也适用于受气候影响（海洋气候）较大的工

业设施。另外，该产品还适用于厚度至400µm 

的厚涂层，即便是在垂直面上也能涂刷，而且

极为耐磨和防化。

• Carapax Tar 21 是含铁和焦油的聚氨酯涂料，

特别适用于长期用途，如水下应用、公共设施（

污水处理设施）、船舶制造和高压管线。 
Carapax Tar 21 极为耐磨和防化，而且具有极

低的水或水蒸气的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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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产品特性使Carapax 在实际使用中简便

易行。

储存的稳定性可达1年以上，从而可以实现库房管

理的优化并降低运行费用。

确保涂刷质量的前提是做好涂刷表面的准备工作。

在使用Carapax时，通常对表面进行喷刷处理。 

可以用所有的常见方法使用Carapax产品：

• 涂抹

• 滚刷

• 高压或低压喷枪

• 无空气喷涂

• 带数码的无空气喷涂

• 无需混合多种材料

• 可在湿度高达98%的情况下涂刷 

• 无露点限制

• 在0°C以下仍能干固

• 可在潮湿面上涂刷 

• 便于其他涂层的快干时间

• 覆盖涂刷时无需修磨、光照和清理

• 坚硬耐用的表面富有弹性和活性

CARAPAX – 产品优点梗概
 

防腐检测
当然，所有Carapax产品按不同类别都以满意的

结果通过了防腐保护的正常检测程序。如：

• 化学反映检测 (ISO 2912-1) 

• 浸水检测 (ISO 2812-2) 

• 水蒸气冷凝检测 (ISO 6270-1) 

• 中性盐喷雾反映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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