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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持续的盐雾和波浪冲击，海上平
台飞溅区极易受到侵蚀和腐蚀。例如，由于
持续暴露于极具侵蚀性的海洋环境中，立
管和钻井平台桩腿会出现严重损坏。此外，
盐雾还可能接触钻井平台和浮式生产储油
卸油装置上的设备和机械，造成腐蚀，这
种腐蚀由于生产工艺还会加剧，如热管。

若问题未得到及时解决，会造成昂贵的修
复和更换成本、代价高昂的停工时间和环
境影响。多年的长期腐蚀可能致使整个甲
板需要修复和更换。

修复方案
设计用于修复受损飞溅区与海上结构物的
解决方案种类繁多。然而，这些修复程序通
常涉及高温作业，而高温作业常常存在一些
问题和局限性。为丧失结构完整性的区域
更换零件或安装定制卡具也是一种可行的
选择。然而，这些方法往往成本高昂且十分
耗时，有时可能会迫使维修经理采用临时
性的修复，如使用防护套或普通油漆等。

虽然完成了修复，但这些方法无法提供绝
佳的持久保护，既不能避免停工，也不能最
大限度地减少未来维护成本。  由于业务
的特性和高收益的利害关系，资产所有者
一直寻求既不会造成停工又能维护设备完
整性的替代方案。

原位修复确保快速恢复使用

受腐蚀的钻井平台桩腿穿孔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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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佐纳表面兼容性材料在水下同
样可以涂覆和固化。

膏状修复材料：

 » 贝尔佐纳 1212，用于紧急修复

 » 贝尔佐纳 1161（超级水下金属），
用于大面积修复

涂层保护：

 » 贝尔佐纳 5831（ST-阻隔涂
层），用于进一步保护

弹性密封：

 » 贝尔佐纳 2000 系列高分子弹
性橡胶，用于橡胶修复和密封
应用

 » 贝尔佐纳 3411（封装膜），用于
法兰腐蚀防护

用于飞溅区与海上结构物的贝尔佐纳原位
修复材料
行业需要具备成本效益且能够最大限度减
少停工时间的永久性修复方案，为满足这一
需求，贝尔佐纳成功研发了一系列原位修复
材料。例如，表面兼容性修复材料和涂层可
替换污染物并与潮湿基材实现强固粘合。贝
尔佐纳粘合剂无需高温作业即可实现增强
板与设备的稳固粘接，可替代焊接，用于恢
复结构完整性。而且，弹性材料是密封应用
和修复受损橡胶基材的理想之选。

贝尔佐纳提供一系列定制化解决方案，从涂
层和点蚀坑填补材料到包扎材料和冷板粘
接技术，这些方案通过了大量的严苛测试，
具备经验证的长久使用寿命。

贝尔佐纳修复材料施工简便而安全，是海上
结构物修复的首选方案。预制套件可在海上

存放，便于在需要进行堵漏、法兰修复和其
他日常维护之时使用。对于一些复杂工程，
我们可提供由NACE 和 FROSIO 认证的监
理，提供全面培训、监理和检测服务。

请访问 belzona.com 观看在钻井平台和浮
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等上进行贝尔佐纳施
工的 3D 图解说明。

为何选择贝尔佐纳？
石油和天然气公司选择贝尔佐纳解决方案
的原因在于，贝尔佐纳解决方案具备以下优
点：
• 减少资本支出
• 降低维护成本
• 提高效率和安全性
• 减少停工时间
• 简化维护程序
• 延长机械和设备寿命 

吃水线上方和下方修复

甲板修复管道修复

吃水线区修复立管修复和内衬密封

焦点：海上平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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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 不断接触海水造成表面劣化
 » 管道完整性丧失
 » 飞溅区管壁变薄
 » 立管涂层受损和剥离

贝尔佐纳解决方案
贝尔佐纳提供全方位的修复系统，
可恢复受腐蚀的金属并原位修复
内衬，密封立管水线的氯丁橡胶，
从而避免进一步渗水。

推荐产品
 » 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用于修复变薄和穿孔管壁
 » 贝尔佐纳 5831（ST-阻隔涂

层），用于腐蚀防护
 » 贝尔佐纳 2100 高分子弹性

橡胶，用于密封立管水线区

在处理近海采油钻井平台上的修复和/或维
护问题中，资产所有者一直寻求一种无需停
产或者不会减产的解决方案。

4 英寸和6 英寸钻井平台立管上出现的腐蚀
已经开始导致管壁变薄，影响立管的结构完
整性。之前，经营者一直在寻求一种全方位
解决方案，希望在无需停工的情况下完成管
道修复。

最终，该经营者选择使用符合 ISO/ASME 
标准的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复合修复
材料，因为该材料专门适用于恢复减薄或
穿孔金属基材的强度，而且支持原位修复
并可最大限度减少停工时间。在使用贝尔

佐纳 SuperWrap II 进行增强修复之前，
需先将立管管壁恢复到原始壁厚。由于点
蚀严重，因此选用了贝尔佐纳 1121（超级 
XL 金属）填补点蚀区域，将管道恢复至原
始廓形。遵照工程设计，通过四次（8 层）
包扎，完成了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的
施工。固化期间，使用贝尔佐纳 9382 对
修复区域进行了进一步加固。经过 24 小
时固化后，在涂覆聚氨酯表面涂层之前，
对固化的包扎材料表面进行了清洗、打
磨并使用贝尔佐纳 1121 为管道进行了复
涂。

该系统施工仅用了 7 小时，固化用时 24 小
时，钻井平台未出现生产中断。 

立管修复和防护
为钻井平台提供长久安全保护
使用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为立管提供保护

使用贝尔佐纳 9382 加固修复区域

使用贝尔佐纳 1121 进行点蚀填补

施工完成

使用贝尔佐纳 1982 进行四次包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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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贝尔佐纳冷粘接技术成功修复了
北海钻井平台上一块严重劣化的甲板。日常
运行和风化作用使该甲板变得非常薄弱。原
始厚度为 8mm 的钢甲板在多个位置已出
现穿孔，并且由于甲板下安装了被动消防保
护装置，因此无法选用焊接工艺进行修复。

一支接受过贝尔佐纳全面培训的施工团队
制定、批准并实施了以下施工程序。施工人
员准备了钢板，并在钢板上钻孔，便于安装
调平螺栓和浇注口，并将其放置于经过喷砂
处理的甲板上。施工人员利用调平螺栓实现
了精确调平。接着，使用环氧树脂膏状材料
对钢板边缘进行密封。然后，使用真空泵将

流体环氧树脂浇注进孔隙中进行密封并将
补强板粘接在甲板上，实现充分接触。

独立测试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贝尔佐
纳粘接方法实现了可与焊接板相媲美的强
度。而且，修复后的甲板具有极佳的抗冲击
负荷能力，独立工程设计师们认为“它足够
耐用，可有效应对严酷的堆场作业工况”。
此外，这一施工不仅未干扰日常生产，而且也
未对下方机舱中的被动消防保护装置造成
任何影响。此后，每年均对这一施工进行了
检查，在近 12 年来，这一修复区域仍然完好
无损。 

成功维护北海钻井平台甲板
流体环氧树脂浇注材料确保良好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受腐蚀的钻井平台甲板 特写镜头：受腐蚀的钻井平台甲板

粘接在甲板上的增强板 2015 年，在施工第 11 年后对甲板进行了检查， 
发现：贝尔佐纳钢板粘接施工仍保持完好

自 1952 年以来，贝尔佐纳一直致力
于为以下领域提供持久的修复解决
方案：
 » 管道
 » 工艺容器与储罐
 » 废气处理系统
 » 泵与压缩机
 » 钻井平台甲板
 » 飞溅区

请访问 Belzona.com 了解更多有关
贝尔佐纳全方位解决方案的信息，及
贝尔佐纳如何帮助您最大限度减少
停工时间和延长免维护工作期。

贝尔佐纳致力于通过其全球经销商
网络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产品供应和
施工服务，帮助客户便捷获得贝尔佐
纳材料及专业的施工、监理和检修服
务。满足全球目标行业和市场的专业
修复和维护需求是贝尔佐纳的使命。

知识与经验

请联系您当地的贝尔佐纳代表，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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