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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建立适当的围堰一直是许多国
家的法律规定，尤其是在盛放危险液体的
槽罐、储存容器以及其他工厂设备周围。
各国颁布了各种法规（例如，英国于 2001 
年颁布的《污染控制法》），旨在建立预
防措施。如果各公司不遵守这些规定，将
面临被重罚的风险，有时甚至会面临刑事
诉讼。

砖、抹灰空心砖及混凝土围堤常用作围堰
系统，以避免由于腐蚀性化学物质和有毒
化学物质溢出而对环境构成威胁。这些材
料不仅节约成本，而且具备良好的结构强
度。  然而，鉴于它们的多孔性特点，很容
易渗透。同时，它们的耐化学性不佳，在
化学侵蚀的作用下，易发生劣化。此外，
由于基材移动和冻融循环的影响，混凝土
非常容易开裂。如果未能尽早处理劣化问
题，那么混凝土结构的完整性便会受到影
响，从而对周围区域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围堤的保护和修复挑战
常规围堰保护技术包括贴瓷砖、玻璃纤维
内衬以及涂覆涂层等。虽然瓷砖和内衬具
备良好的耐化学性，但是往往硬度过高，
易于发生开裂和分层。市场上的涂层品种
繁多，而且它们的耐化学性、弹性、使用
寿命以及施工复杂性也各不相同。众所周
知，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性能涂层的性价
比更高。

当化学保护失效时，未受保护的多孔基材
可能会快速劣化，从而导致化学物质渗
入。由于修复混凝土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
工作，且水泥的固化时间长达 28 天，所以
使用混凝土修复非常耗时。此外，新混凝
土与旧混凝土之间的粘附性较差，因此导
致围堰出现薄弱区。

因此，具有快速修复和较长使用寿命的修
复材料成为备受欢迎的替代方案。 

二次隔离区的修复和保护

49 °C / 120 °F下造成酸侵蚀98% 的硫酸池需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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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涂层和复合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贝尔佐纳防护涂层和聚合砂
浆首次用于修复围堤。贝尔佐纳高分子乳浆与
混凝土的粘附性高于混凝土的内聚强度。贝尔
佐纳砂浆和涂层材料可在数小时之内固化并在
几日内便可获得完全的耐化学性。

除了能够修复劣化的围堰外，贝尔佐纳还能利
用防护涂层避免劣化问题再次发生。同样，贝
尔佐纳涂层与混凝土、金属、瓷砖以及现有涂
层等各种基材完美粘合。而且贝尔佐纳涂层对
各种化学品均有优良的耐化学性，包括各种浓
度的苛性碱和 98% 的硫酸，因此贝尔佐纳可
为客户提供其他技术均无法实现的持久解决方
案。

为何选择贝尔佐纳涂层和复合材料？
• 只需使用常规的手动工具，施工既简单又

快速
• 贝尔佐纳材料为 100% 固体，在固化之后

不会收缩
• 具备优良的粘附性，可避免脱层和过早失效
• 优良、可靠的耐化学性
• 环保
• 显著缩短停工时间并降低修复成本

贝尔佐纳聚合物砂浆适用于哪些施工？
贝尔佐纳材料对大部分基材具有良好的粘附性，
已作为修复和保护材料广泛应用于以下场合：
• 化学隔离区
• 混凝土沉淀池和槽罐
• 混凝土支架和竖柱
• 基座
• 涵洞和排水沟
• 流体处理设备
• 容器和管道

简而言之，贝尔佐纳材料适用于储存和运输化
学物质的任何场所。

贝尔佐纳材料能够抵御哪些化学物质?
贝尔佐纳材料能够抵御不同温度和浓度的各种

化学物质。针对一系列化学物质，对贝尔佐纳
材料进行了测试。测试结果记录在耐化学性能
表中，每种将接触腐蚀性化学品的贝尔佐纳产
品均附有耐化学性能表。

例如，贝尔佐纳 4311适用于 98% 的硫
酸、30%的氨水、氢氧化钠溶液、燃油以及许
多其他水溶液和烃类液体等连续浸泡环境。

全面的修复和保护解决方案
贝尔佐纳高分子乳浆系列是实现全面围堰修
复、加强及保护的解决方案。 

化学侵害——涂覆贝尔佐纳前后

保护铜矿设备滑轨免受 CuSO4 电解液的腐蚀

修复已严重劣化的储酸池

修复盛放36% 的盐酸的酸洗槽中的穿孔损坏

混凝土修补可能需要二十八天的固
化时间，从而导致停工时间过长。
贝尔佐纳高分子乳浆可在数小时之
内固化并在几日内便可获得完全的
耐化学性。

此外，其还具备优良的耐化学性，
而且粘附力水平超过混凝土的内聚
强度，因此贝尔佐纳聚合物砂浆可
实现：

 » 快速修复和恢复生产
 » 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 可靠的使用寿命

贝尔佐纳 4111
（乳浆石英）

修复受到冲击
和磨损的表面

贝尔佐纳 4141
（乳浆再造）

一款轻质修复
材料，用于修
复垂直表面

贝尔佐纳 4181
（AHR 乳浆石
英）

适用于需要最
强的耐化学性
和耐热性的
场合

贝尔佐纳 4131
（乳浆面浆）

用于抹平面积
较大的区域

使用贝尔佐纳进行混凝 
土修补

联系
我们

墙面剥落修复、加固材料

墙面防护涂层修复、加固材料

围堤地面修复材料

围堤地面，砂浆防护涂层材料
圆角修复、加固材料

修复、加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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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阿拉巴马发电厂的保护涂层系统已失
效，导致二次隔离区域在硫酸的作用下发生
劣化。化学物质泄漏进而对周围环境造成了
污染。

尽管最初采用了竞争对手的涂层材料来解决
这一问题，但投入使用仅两年便失效。过早
失效迫使资产所有者寻求一种可靠持久的解
决方案。自从使用贝尔佐纳 4311涂覆储酸
罐以来，在使用过程中保持连续 12 年零事
故，因此客户决定使用贝尔佐纳涂覆周围的
混凝土。

我们使用贝尔佐纳 4111（一种可快速固化
的聚合物砂浆）对受损的混凝土区域进行了
修复。首先，完全去除现有的失效涂层。
接着，凿除所有疏松的混凝土，并对整个
区域进行彻底清洗。  然后，使用了贝尔佐
纳 4911 底胶，实现与基材的最大粘附性。
接着涂覆最小厚度为 6 毫米的 贝尔佐纳 

4111。然后先使用刮板刮平表面，再使用钢
泥刀压实整平。

随后，使用贝尔佐纳 4311 涂覆隔离区域酸
液的一侧，再使用贝尔佐纳 5811（一种最
适用于应对轻质化合物的耐化学性材料）涂
覆隔离区域苛性碱的一侧。
使用八年后对该涂覆施工进行了检查，只需
对涂层进行少量的局部修补即可。 

客户继续选用贝尔佐纳
继竞争对手方案失败后，贝尔佐纳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长达 8 年的保护

弹性更高的新型化学保护涂层

由于涂层材料失效而导致混凝土受损 使用 8 年后的涂层区域

硫酸（右）和苛性碱（左）围堰区域

联系
我们

使用贝尔佐纳涂料进行表
面防护

贝尔佐纳提供一系列防护涂料，对
不同浓度的各种化学物质均具有优
良的耐化学性。

贝尔佐纳高分子涂层材料施工简
便，涂层厚度约为 500 微米（20 
密尔）。这些涂层可提供无缝保护
并消除底层基材未被发现的脱层和
腐蚀风险。您只需对薄涂层进行目
视检查，便足以确定化学保护涂层
确实完好无损。

贝尔佐纳 
4311（乳浆 
CR1）

对一系列化学物
质均具有最强的
耐化学性

贝尔佐纳 
4331（乳浆 
CR3）

最强的耐有机酸
和耐溶剂

贝尔佐纳 
4341（乳浆 
CR4）

最强的耐热无机
酸性能

贝尔佐纳 
4351（乳浆 
CR5）

静电耗散涂层，
对一系列化学物
质均具有最强的
耐化学性

贝尔佐纳 
4361

最大的弹性和最
强的化学保护

贝尔佐纳 
5811（浸泡等
级）

耐稀释水溶液

• 良好的弹性、裂缝桥接性能
• 优良的整体耐化学性
• 对混凝土和钢具有极佳的粘附

性
• 无溶剂
• 使用寿命长
• 表面粗糙度低且可在各种室温

下良好固化
• 可刷涂

经过 4 年的研发和测试，我们于 2014 年推出了贝尔佐纳 4361，该材料具备优良的耐
化学性和充足的弹性，即使底层基材出现开裂，它依然能确保防护涂层的完整性。

Belzona 4361 高分子链中的弹性部分，提供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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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家烈性酒酿酒公司现有的玻璃纤维材料
发生失效，因此需要一种修复防护材料为其苛
性碱化学隔离区提供修复和保护。

该公司选择了一个经贝尔佐纳授权的承包商为
其提供一种持久的解决方案。在进行表面处理
并去除玻璃纤维内衬涂层后，可以明显地看到
混凝土基底已严重劣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
修复。承包商使用了贝尔佐纳 4131（乳浆面
浆） 和 贝尔佐纳 4141（乳浆再造）来修复墙
面的劣化部分，使围堤区域恢复至原始状态。

为混凝土地面表面覆盖 6 毫米厚的混凝土，然
后使用贝尔佐纳 4131 和贝尔佐纳 4141 在围
堤的所有水平角和垂直角上做出 50 毫米 x 50 
毫米的圆角。接着，在围堤的内外壁以及地
面上涂覆双涂层系统贝尔佐纳 5811（浸泡等
级），该材料是一种高性能防护涂层，是此类
应用的理想之选，能够防止溢出的化学物质对
其造成影响。 

严重劣化的围堤现在完好如初
苛性碱围堰区域得到修复和保护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贝
尔佐纳防护涂层已广泛应用于新
建的围堰区域，保护这些区域免
受磷酸和硫酸等各种化学物质的
侵害。

贝尔佐纳提供一种其他技术均无
法实现的持久解决方案。

贝尔佐纳不仅是产品制造商，而
且还致力于通过其全球经销网络
提供全方位的产品供应和施工服
务。该网络致力于帮助客户便捷
获得优质的贝尔佐纳产品以及专
业的施工服务、检测服务和监理
服务。满足全球目标行业和市场
的专业修复和保护需求是贝尔佐
纳的使命。

施工前的围堰区域

混凝土基底修复

涂覆完成

防止再次受损防止再次受损

请点击此处联系您当地的
贝尔佐纳代表

ZINCA(ZHCN) 11/18www.belzona.com/tc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