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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依据河北省防腐保温行业协会关于团体标准《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的立项批复要求，

由河北冀鑫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会同石家庄鑫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有关单位，在河北省建委制订的《合

成强力胶浆应用技术规程》地标、河北省住建厅制订出《工程建设标准设计》地标、邯郸冀南新区冀鑫

杭萧钢构有限公司制订的企标基础上，结合实际使用案例，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 8 章，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储存。 

本标准由河北省防腐保温协会标准化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对本标准的意见和建议，请寄至河北冀鑫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邯郸涉县更乐镇东巷村 309 国道，

联系电话 18633896805，以便本标准修订。 

本标准主编单位：河北冀鑫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石家庄鑫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计州、周新太、李  清、王晓玄、高晓峰。 

 



  

- 4 -  

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钢构件的防腐和金属预埋件防腐及非埋件钢结构件防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SY/T0041-2012    防腐涂料与金属粘结的剪切强度试验方法 

JC/T 438-2019    水溶性聚乙烯醇建筑胶粘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 

以三种无机质胶液为一族，按功能分步作用在预防腐界面上，最终形成结合力很强的致密的防腐涂

层（0.3mm～0.5mm），以阻断水分、腐蚀性物质、氧气与预防腐界面的接触，从而达到较长年限的防

腐性能。涂层因致密的无机质而抗紫外线、耐高温（300℃）、耐低温（-40℃）；涂层因能阻断水分、氧

气与预防腐界面的接触而耐水、隔离氧气，从而具备耐酸碱盐以及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性能。 

3.2  

1#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 

以游离钙离子为主要原料，辅以分散复合助剂（保证游离钙离子在液体中均匀不沉降）、螯合锈转

化剂等。使用时与无机纳米胶凝材料配成胶浆，直接（无需除锈）涂刷在的预防腐界面上，与其形成高

强结合力的锈转化涂层。 

3.3  

2#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 

以游离钙离子为主要原料，辅以分散复合助剂（保证游离钙离子在液体中均匀不沉降）、防水剂等。

使用时与无机纳米胶凝材料配成胶浆，涂刷在锈转化涂层上，与其形成高致密的防腐涂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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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 

以游离硅为主要原料，辅以分散复合助剂（保证游离硅在液体中均匀不沉降）等。使用时直接喷涂

在防腐族涂层上，与其作用置换防腐涂层中的水合水，形成耐高低温、抗紫外线、耐酸碱盐、防止氧化、

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无机质防腐涂层。 

4 产品分类 

分为金属预埋件防腐使用和非埋钢构件防腐使用两类。 

4.1 金属预埋件防腐 

适用于大坝、桥梁、管廊、混凝土内预埋金属件，涉水及地下金属埋件。 

4.2 非埋钢构件防腐 

适用于钢结构建筑的钢件防腐、露天金属管道（包括化工、输气、输油、烟气）锅炉表面等防腐防

护涂装、金属压力管道和非压力管道内壁、船舶。 

5 技术要求 

标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技术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本试验所用试剂除特殊注明外，均为分析纯，所用水应符合GB/T6682三级水规格。外观、ＰＨ值直

接测定试样，初凝时间、初凝时间、透气性测定无机纳米胶凝材料胶浆，其它项目指标测定最终防腐涂

层。 无机纳米胶凝材料胶浆制备是：１份胶液与1.5份无机纳米胶凝材料按质量份数充分搅匀成浆。防

腐涂层制备:按使用说明书进行。 

6.1 外观    

将试样摇匀，在光亮处直接目测。 

6.2 ＰＨ值 

用广泛 PH 试纸进行测定。 

6.3 初凝时间、终凝时间 

选择模拟金属界面按说明书进行操作，记录时间。 

6.4 透气性 

在规定条件下（20±2℃，相对湿度65％±20％），取一块150mm×150mm模拟金属界面，涂刷欲测

1#无机纳米胶凝材料胶浆于界面，涂层厚度约0.5mm，水和硬化1h。同样方法再涂刷欲测2#无机纳米胶

凝材料胶浆，水合硬化4h。用锐器破坏部分涂层，观察涂层是否水合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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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   目 

指             标 

金属预埋件防腐 —— 

非埋钢构件防腐 

1#无机纳米螯合防

腐族特种胶 

2#无机纳米螯合防腐

族特种胶 

3#无机纳米螯合防

腐族特种胶 

外观 
无色、酸味透明粘稠状

液体 

无     无色或淡黄色、无味透

明或半透明粘稠状液体 
无色、碱味透明液体 

PH 1～3 6～8 11～13 

初凝时间，min 

常温施工用≥30 —— 

低温施工用≥40 —— 

终凝时间，min 

常温施工用≤110 —— 

低温施工用≤120 —— 

透气性 双涂层内层 4h 可硬化 —— 

防锈性能 金属面无锈蚀 

抗剪强度， MPa ≥3.0 

抗老化性  -20～80℃循环 10 次，涂层不脱落、不龟裂 

耐碱 40%NaOH 浸泡 168h，涂层不起泡、不脱落 

耐酸 1%H2SO4浸泡 168h，涂层不起泡、不脱落 

耐盐 3%NaCl 浸泡 168h，涂层不起泡、不脱落 

耐高

低温 

金属预埋件 -20～100℃60 min，涂层不起泡、不脱落 

非埋钢构件 -20～200℃60 min，涂层不起泡、不脱落 

 

6.5 防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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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 块 150mm×150mm×0.5mm 钢板，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制备试件备用。将制备好的试件用水浸泡

24h，观察钢板是否锈蚀、涂层有否锈点。 

6.6 抗剪强度 

按 SY/T0041-2012 规定进行。试验需要下列参数和资料： 

6.6.1  防腐涂敷前的金属试板表面干燥、无油污即可，无须除锈。 

6.6.2  将 1#标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米胶液与抗硫酸盐硅酸盐无机纳米胶凝材料（42.5P.HSP 高

抗硫型）以 1:1.6 的比例制成无机纳米胶凝材料胶浆，按 SY/T0041 中 5.2 要求在试板上规定的位置涂

刷第一层涂层，涂层厚度约 0.5mm，在试验条件空气中养护 24h。再将 2#标钢构件防腐用免除锈无机纳

米胶液与抗硫酸盐硅酸盐无机纳米胶凝材料（42.5P.HSP 高抗硫型）以 1:1.6 的比例制成无机纳米胶凝

材料胶浆，涂刷第二层防腐涂层，在试验条件下空气中养护 14d 备用。 

6.6.3  选用粘结剪切强度大于3MPa的粘结剂涂敷在制备好的试板上，然后按SY/T0041中5.2要求，搭接

金属试板，使两块试板牢固地黏在一起。后续同SY/T0041中5.2、5.3规定进行。 

6.7 抗老化性 

选择 6 件模拟金属界面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制备试件，将制备好的试件 2 件为一组，试件分别-20℃

和 80℃冻融循环 10 次。观察，记录防腐涂层脱落、龟裂程度。 

6.8 耐碱、耐酸、耐盐 

选择 6件模拟金属界面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制备试件，将制备好的试件 2件为一组，分别浸入 40%NaOH

溶液中，浸泡 168h；1%H2SO4溶液中，浸泡 168h；3%NaCL 溶液中，浸泡 168h；而后均清水洗涤、晾干。

观察记录涂层起泡、脱落程度。 

6.9 耐高低温 

选择 4 件模拟金属界面按说明书进行操作制备试件，将制备好的试件 2 件为一组，分别放入-20℃

低温箱（或低温槽）和 100℃或 200℃高温箱中 60 min，而后取出放晾至室温。观察记录涂层起泡、脱

落程度。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和抽样 

以同一原料、同一班次、同一包装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４kg 样品，充分混匀备检。 

7.2 出厂检验 

7.2.1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PH 值。 

7.2.2 每批产品应由研究所质检部门按本标准检验，经检验合格者，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7.3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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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型式检验项目为技术要求中的全部检验项目。 

7.3.2   产品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或配方调整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要求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 判定规则 

7.4.1 检验结果不符合技术要求时，加倍取样进行复检，复检时可单独检验不合格项，复检一次为限。

以复检结果为最终判定结果。 

7.4.2 供需双方在产品质量上发生争议时，按本标准进行仲裁检验。 

8 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按JC/T438-2006中7规定进行。其中，标签经过防伪处理，包装为1kg、2kg

铁罐和25kg、50 kg、150 kg塑料桶包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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