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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高分子聚合物技术

在水电行业中，高分子聚合物技术具有一系
列性能优势，包括抗汽蚀性、极佳的耐腐蚀
侵蚀性以及提效性。与传统方案相比，它可
大大节省成本及时间。

传统修复所面临的挑战
焊接是传统的修复方案之一。它是以同种材
料来填补损失的材料。然而使用同样的材料
则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再次发生而并非从根本
解决问题。持续的金属损失会造成频繁的停
产。

根据美国农垦局水轮机修复指南(Volume 
2-5, 1989 p. 7)，通过动火作业来填补损失
金属的另一缺点是执行修复的程序。

”大范围的焊接修复会造成水轮机转轮变
形，加速汽蚀损坏，并会造成水轮机效能的
损失。另外，大范围的修复导致转轮出现
残余应力，从而在高应力区域出现结构开
裂。”

动火作业是逐渐进行的，在修复施工前，先
对整个区域进行预热。并且在维修施工过程
中为了避免过度的热变形，需要漫长的冷却
时间。 

在选择修复所使用的金属（金属板或焊条）
时要特别注意，因为不同的金属材料会出现
局部的电偶腐蚀，从而造成更多的修复。

尖端的高分子聚合物技术-涂层及修复复合
材料
传统的修复技术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冷施
工保护涂层及修复复合材料则是一个更受欢
迎的选择。贝尔佐纳膏状级材料可以重建基
材，同时贝尔佐纳涂层级材料对表面进行保
护。这种方法不仅完全阻止了腐蚀同时也确
保了设备得到长久保护。

遭受侵蚀腐蚀及汽蚀的区域(如图1、2)可
以通过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双组份 
复合材料进行修复。因此，无需使用同类 

Fig 1: 因汽蚀受损的固定导叶 Fig 2: 恶化的水轮机转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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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材料更换受损金属，同类修理让基材
容易遭受进一步的损坏。贝尔佐纳技术无需
使用特殊工具及设备，同时因为施工可用手
涂或喷涂，简便快捷，避免了漫长的停机。
这些涂层和复合材料可在常温下固化，避免
了动火作业。  

延长设备寿命
高分子聚合物技术与传统修复方式相比的另
一优势是它可以大大延长设备寿命并提高其
效能。贝尔佐纳(Belzona)通过应用涂层减少
基材表面摩擦而造成的抗流动性。贝尔佐纳
(Belzona) 1341是一种与水分子具有低电子
亲和能及疏水性能的环氧涂层（一种疏水，
或“排水”材料）。用毛刷或热无气喷涂进
行施工，便可形成极度平滑的表面，从而减
少水泵表面流体层的摩擦及内部湍流，这种
层流的形成大大提高了水力效率。

贝尔佐纳(Belzona) 2141也可以与贝尔佐纳
耐侵蚀腐蚀涂层一同使用，对局部区域进行
抗汽蚀保护。

汽蚀
对与暴露在汽蚀环境中的区域，使用坚硬的
材料和特殊合金是常用的方法。但是这些材
料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在长期不断的攻击下
最终仍然会失效。为了解决汽蚀问题，贝尔
佐纳(Belzona)研发了贝尔佐纳(Belzona) 
2141。该双组分弹性聚氨酯聚合物可使用毛
刷在汽蚀受损区域进行敷涂施工。该弹性体
可以抵御汽蚀冲击。

为了测定对流体处理设备汽蚀区域的关键条
件表现，贝尔佐纳(Belzona) 2141的研发经
历了漫长的过程。贝尔佐纳弹性聚氨酯高分
子材料具有极佳的粘合力和可吸收并消散微
射流冲击力的弹性。

几十年的现场应用实例证明了该系统的极佳
性能及其耐久的使用寿命。

历经验证的侵蚀、腐蚀、汽蚀防护
尖端的应用技术及不断发展的科技使得高分
子聚合物方案成为流体设备维修和保护的一
贯选择。这些涂层及复合材料在水电行业历
经几十年的实际验证，可以减少汽蚀、防止
腐蚀侵蚀。

经过严格的实验室测试，由极富经验并经过
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贝尔佐纳施工，以确保
最高质量和水准。

一种双组份聚氨酯高分子材料，
作为金属及橡胶组件的涂层而专
门设计。具备伸缩性的弹性材料
是对极高的局部压力区而需要耐
磨损、抗汽蚀、耐侵蚀腐蚀涂层
保护的最佳选择。作为流体级材
料，便于混合，无需特殊工具进
行施工，可常温固化也避免了动
火作业。

 » 在浸泡条件下保持长久的粘
合力

 » 高 弹 性 、 高 撕 裂 强 度 ， 断
裂伸长率的典型值为530% 
(ASTM D412)

 » 通过ASTM D3623的阴极剥
离测试

 » 根据ASTM G32的汽蚀侵蚀超
声振动测试方法进行的独立
测试表明，其性能优于不锈
钢297%，优于E级钢1,394%
。

施工
贝尔佐纳(Belozna) 2141可以
通过浇注/成型，或刷涂单层或
双层系统施工在大多数基材表面
上，如金属、合金、天然及合成
橡胶、玻璃纤维和复合材料

BELZONA 2141 
(ACR-FLUID ELASTOMER)

正在进行贝尔佐纳(Belzona) 1341施工的水轮
机转轮

贝尔佐纳(Belzona) 2141可与贝尔佐纳 
(Belzona)侵蚀腐蚀防护涂层一同使用，保护

局部需要汽蚀防护的区域。

进行喷砂处理后的混流式水轮机转轮

使用膏状级材料在受侵蚀的区域进行填充重建
后的水轮机转轮

水轮机转轮修复完成，可恢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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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佐纳(BELZONA)快速翻新水轮机
贝尔佐纳(Belzona)为水电厂成功修复混流式水轮机

贝尔佐纳 (Belzona) 1341最初
在1989年研发成功，当时是为
了满足市场需求，一方面延长流
体处理系统的使用寿命，另一方
面可以减少常规维护的需要。

最终，设计成一种延缓腐蚀、侵
蚀并可以提高流体流动的疏水涂
层。

贝尔佐纳 (Belzona) 1341涂层
比抛光后的不锈钢光滑15倍。该
产品含有陶瓷填料，使得材料耐
腐蚀侵蚀，可以保护设备并延长
使用寿命。

抛光不锈钢与贝尔佐纳(Belzona) 
1341 的表面粗糙度比较（表面检
测，利兹大学，1989年）

这种环氧高分子涂层含有陶瓷和
氧化铝的特殊填料，因此具有极
佳的耐磨性。

BELZONA 1341 
(SUPERMETALGLIDE) 

Belzona Polymeric E�ciency Coating (Ra 0.078 um)

Polished Stainless Steel (Ra 1.19 um)

类型 贝尔佐纳
(BELZONA)材料

描述

金属修复/重建级复合
材料

Belzona 1111 
(Super Metal)

陶瓷钢增强聚合物系统，可完全机加工修复的复
合材料

Belzona 1121 
(Super XL-Metal)

用于大面积修复的慢速固化复合材料

Belzona 1311 
(Ceramic R-Metal)

用于重建及保护因侵蚀腐蚀而受损的金属部件的
修复复合材料

侵蚀腐蚀防护涂层 Belzona 1321 
(Ceramic S-Metal)

保护金属表面不受侵蚀腐蚀损坏的高强度涂层

Belzona 1341 
(Supermetalglide)

用于提高流体处理设备效率的疏水光滑涂层系统

Belzona 2141 
(ACR-Fluid Elastomer)

用于保护受汽蚀侵蚀损坏区域的弹性聚氨酯高分
子涂层

Belzona 5811 
(Immersion Grade)

隔离涂层，用于保护运行在浸泡条件并与水溶液
接触的金属及非金属表面

SYSTEM SELECTOR

一个混流式水轮机在 15年前曾敷涂过贝尔
佐纳(Belzona)涂层，现在对其进行翻新施
工。除了在部分严重汽蚀区域，原有涂层基
本保持完好。在最初进行施工时，贝尔佐纳
(Belzona) 2141还未研发出来。客户对贝尔
佐纳(Belzona)的涂层性能非常满意，因此希
望对设备进行翻新，以维持侵蚀腐蚀防护性
能。

贝尔佐纳(Belzona)，是一种高性能隔离涂层
可以敷涂在转轮的顶部及底部，因为这些区域
仅需要腐蚀防护。贝尔佐纳(Belzona) 2141
和贝尔佐纳(Belzona) 1341使用在转轮的中
间部位，因为这个区域受汽蚀侵害。通过使用
弹性橡胶克服汽蚀问题，同时使用光滑疏水涂
层保护金属不受侵蚀腐蚀侵害，该系统是长期
保护转轮的理想方案。

停工期的代价对于该客户来说是非常昂贵的，
因此维护工作必须简单快捷。该设备得到了
及时的修复，在最短时间内就恢复了使用，
因此贝尔佐纳(Belzona)的解决方案，不仅
省时，而且具备成本效益。之前的贝尔佐纳
(Belzona)应用维持了15年之久而不需要补修
工作。这次新的施工包含了抗汽蚀弹性材料，
因此应该维持更久。

涂装前的转轮表面喷砂处理

施工完成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11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11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12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12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31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31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32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32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34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1000/134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2000/214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2000/214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5000/5811.aspx
http://www.belzona.com/en/products/5000/581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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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修复？-贝尔佐纳(BELZONA)可以
迎接这一挑战！
贝尔佐纳(Belzona)高分子聚合物技术避免混流式水轮机昂贵的
部件更换

贝尔佐纳(Belzona)为设备与结
构可解决下列问题：

 » 老化的压力水管及水轮机的
尾水管

 » 受到腐蚀侵蚀的水转机蜗壳
 » 侵蚀腐蚀汽蚀受损的水轮机
 » 变压器油泄漏
 » 泄漏的屋顶
 » 路面防滑
 » 混凝土剥落
 » 受损的地面
 » 老化的墙体
 » 泄漏的管道

贝尔佐纳(Belzona)并非仅为产
品厂商，我们还通过全球经销商
网络，提供全套的供应及施工服
务。经销商网络可为客户提供高
质的产品，专业的施工服务及检
测监理服务。满足全球客户在工
业领域的维护及修复需求是我们
的使命。

水电行业的主要应用区域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Belzona representative:

一家水电厂的混流式水轮机因水中废墟物的
冲击及侵蚀腐蚀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坏。由于
混流式水轮机会受到高压水流的影响，客户
需要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可以耐久腐蚀侵
蚀以及承受水中异物的冲击。

更换整个水轮机造成漫长的停机时间而且费用
昂贵，因此客户指定了贝尔佐纳的解决方案。

先将活动导叶和固定导叶进行喷砂处理，然
后使用持久耐腐蚀的复合修复材料贝尔佐纳

(Belzona) 1111进行表面重建。最后敷涂贝尔
佐纳(Belzona) 1341，一种疏水光滑高分
子涂层，对水轮机转轮进行侵蚀腐蚀防护，
同时光滑的表面提高流体流动。在对导叶及
转轮进行翻新和涂装后，客户发现其出水量
提高了10-15%。在使用3年后，仅对几处因水
中异物而造成轻微受损的维修。在2006年洪
水过后，也只进行了少量修补工作。客户表
示非常满意。

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 1111重建叶片 敷涂完贝尔佐纳(Belzona) 1341的叶片

受损的导叶叶片 喷砂处理后的叶片

ZINH(CN)11/17www.belzona.cn/hydropower

请点击此处联系您当地的贝尔佐纳代表

http://www.belzona.com/en/focus/composite_repairs.aspx
http://www.belzona.com/en/contac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