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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囱内壁防腐改造施工方案

一、编制依据

1.1《大唐武安电厂烟囱防腐技术协议书及相关防腐工程文件、标书》；

1.2 盐城宏亚高空工程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环境和安全管理体系、程序文件管理手册、管理规定、记

录清单的要求。

1.3 《GB/T8923-1988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GB 50210-200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规范》；《GB 50212-1991 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327-2001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

范》；《HGJ 229《化工设备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1.4《SL/TLSGJS002.10.23 玻璃鳞片重防腐涂料施工安全技术说明》

二、工程概况

1、采用玻璃鳞片涂料(其软化点不低于 70 度)，总干膜厚度（2-3）mm;

2、整体防腐涂层体系要求涂层有效使用寿命为≥8年。

三、施工程序

1、 烟囱防腐：

施工准备→喷砂除锈处理→表面粗化处理→涂装第一道玻璃鳞片涂料底涂,以利于渗透粘结→自干

2-24 小时后→清理表面→进行质量检查→涂装第二道玻璃鳞片涂料底涂→自干 2-24 小时后→清理表面→

进行质量检查→涂装第一道玻璃鳞片涂料中涂→进行自然养护→进行质量检查→涂装第二道玻璃鳞片涂

料中涂→进行自然养护→进行质量检查→涂装第三道玻璃鳞片涂料中涂→进行自然养护→进行质量检查

→涂装第四道玻璃鳞片涂料中涂→进行自然养护→进行质量检查→涂装第一道玻璃鳞片涂料面涂→进行

自然养护→进行质量检查→涂装第二道玻璃鳞片涂料面涂→进行自然养护→进行质量检查→质量验收→

养护期结束投入使用。

四、施工准备

4.1 场地的准备：施工场地已具备三通一平。

4.2 施工技术准备：首先进行施工技术要求和规范的自审、会审，编制施工组织方案并请甲方和监理单位

审批，并向全体施工人员进行了详细的施工技术交底。

4.3 施工人员的准备：专业施工质量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员、施工人员已到场，并经过专门的技术交底

和安全培训,并经安全考核合格,可以满足施工需要。

4.4 施工机具设备、主要施工用料已按施工需要进场,并经验收、调试合格。

4.5 部分土建和安装工程已具备施工条件。

4.6 所用施工材料已进场,并经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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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施工方法

根据甲方有关规定，针对该工程具体情况，拟采用如下施工方案：

5.1、玻璃鳞片涂料

涂料产品 浓缩器、氧化塔等部位 进出料管、循环塔等部位

玻璃鳞片涂料

道数 平方用量,kg 干膜厚度,mm 干膜厚度,mm

第一道 0.35 0.20 0.20

第二道 0.35 0.20 0.20

0.88 0.50 0.50

0.88 0.50 0.50

0.88 0.50 /

0.88 0.50 /

第三道 0.53 0.30 0.30

0.53 0.30 0.30

合计 5.28 3.00 2.00

5.1.1 施工要求

1、施工准备及喷砂处理注意事项：

1) 项目部经理必须负责安全绳、安全带、安全帽、喷砂机、电动打磨机械等安全设施的质量。

2) 项目部经理必须负责所使用的玻璃鳞片涂料、辅助工具和材料等的质量。

3）项目部专职安全员必须负责对所有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每天开工前、每天完工后、每天使用安全带、

安全帽、安全绳、喷砂打磨机械前,对它们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和检测,以确保施工安全。

4）喷砂操作时要有与操作人员一定的安全距离。如在室外施工，要设置作业现场的防护栏，防止外来人

员进入，并注明“危险勿靠近”、“高压操作”等警戒标志。

5）操作人员应配备必须的劳动防护用品：头盔、护目镜、防尘口罩、耳塞或耳罩、防护服、手套、专用

鞋及呼吸器或呼吸系统、防护眼镜、口罩防尘等等。

6）何时候都严禁将喷枪或喷嘴对准工作人员或非作业对象！

7）操作者至少有 2 人一组，随观察防范事故发生并定时轮换，必须规定可以相互联系并传递信号的方法。

8）喷头操作者应能直接控制喷枪、喷杆等的控制阀，并具有安全闭锁。泵操作者应尽量缓慢升压，喷头

操作者应持稳喷枪或喷杆，防止万一喷嘴瞬间堵塞而引起的喷头突然偏向抖动。当出现堵塞或泄露事故预

兆时必须先卸压，关机后再进行检查。

4、防腐涂料施工：

1) 施工环境温度要求(5-35)℃,相对湿度不大于 85%,施工时若必须采用照明设备,应使用安全电压防爆

照明电气。

2) 基层处理:凡底材(混凝土)表面存在影响涂层有效防腐质量的不良物质，包括：锈蚀物、油垢、尘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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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汽、氧化铁、酶烂风化物、酸碱盐残留、其它类旧漆膜和表面脱落层物质，必须采用适宜的工具和方法

彻底清除，达到满足以上要求。混凝土(含耐酸砂浆)要求干燥,含水率小于 16%。

烟囱内壁，确保阴角 R≥10mm,阳角 R≥5mm。

3) 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作业指导书、产品包装标签(合格证)等。将漆基搅拌均匀，颠覆翻桶 2次以上，

达到漆液的充分均匀。

4) 按比例要求配制涂料,调配的涂料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使用完毕,最长时间不宜大于 3h,施工时若发现

涂料产生明显增稠和凝胶,不得继续使用。

5) 各涂层的用量和厚度,按 5.1 的要求执行。

6) 非特别重要情况下，不允许加入任何物质兑稀。

7) 特别情况下应在涂料的漆基和固化剂混合后加入专用兑稀物质，过多兑稀物质将导致抗流挂和膜厚的

降低、附着力的下降、漆膜层针孔的增加！

8) 该涂料不允许在低于冰点或其以下和高于 35℃的温度施工。特殊状况应磨粗表面，再复涂，以确保漆

膜间的附着力。

9) 必要时可采用中间漆贴布加强,但应考虑使用玻纤布对材料用量的增大是有影响的。纤维布要求搭接

大于 10cm,粘贴顺序为从低向高、逆水法而上。

10) 桶壁残余的涂料不应未经充分调和即刮入使用，避免固化不良。

11) 涂装底涂料：底涂料可按产品技术要求尽可能采用低粘度的涂料，以利于对底材更好的渗透，促进

整体涂层体系对底材粘结强度的提高。

具体涂装道数和厚度，以符合并满足该工程防腐质量的技术要求为准。

12) 修补底涂料：对安装过程的焊点、底漆磨损处进行清除焊渣补涂 1-2 道配套底漆。

13) 涂装涂料：

涂料的涂装可采用刷、辊涂施工，具体方法的选择应以符合并满足最终形成设计要求优良衬里体系厚

度的质量要求为前提。

一般干膜厚度在（0.5-2.0）mm 的，适用辊、刷、抹涂，并要求分层分次覆盖进行，顺水法从底向高、

从下向上粘贴无蜡玻璃纤维布，要求搭接不小于 10cm；

干膜厚度在（2.0-5.0）mm 的，适用刮、抹涂，并要求分层分次覆盖进行，贴布要求同前。

贴布选择：

a 在含氟介质时，宜选用涤纶布；

b 在含碱介质或次氯酸盐时，选用丙纶布或尼龙布或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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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耐酸性介质时，一般选用中碱无蜡玻纤布。

14) 涂装封闭面涂料：

面涂料的涂装一般至少涂装 1-2 道，并要求采用惰性色和惰性颜料。

封闭面涂料，尽最大可能减低整体涂层的针孔，增强致密性和屏蔽性，保护防腐层避免受环境和使用

过程的影响和破坏。

15) 防腐涂层系统在受到损坏时（如开裂、起泡、脱落、空鼓等），应及时从损坏的各个方向清除切割涂

层至非损坏部位（5-10）cm，分多层多次采用防腐涂层材料修补，达到规定的厚度。修补的材料不能涂装

于封闭面涂料表面。

16) 冬春季温度较低，不利于涂层的良好硬化（干燥），视需要干燥、投入使用时间相应延长 2-4 倍，以

保护涂层的质量。

17) 整体涂层体系的养护

整体涂层施工完毕，常温（25 度左右）保养 7-15 天投入使用，如提前使用则可采用输入过热蒸汽促

进硬化。

为充分发挥重防腐涂层长期的使用效果，还必须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对已使用的重防腐涂层进行全面的

检查和局部的修补。

18) 涂料可经刮、辊涂施工，并严格控制用量和干膜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和/或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最低

要求）、谨防流挂，涂料施工的检验规则请参见相关规定。

19) 涂料成膜后应检查成膜均匀，无任何针孔起皱或其他弊病，反之应采取方法消除并达到要求 。

20) 该涂料属易燃液体，闪点<61℃，危规编号：32198，遇明火、热源、氧化剂有引起着火、燃烧的危

险。

21) 对烟囱内部冲刷比较厉害及出口、接口、凸起、长期浸泡、或无法满足“阴角 R≥10mm,阳角 R

≥5mm”的部位，可以采用玻璃鳞片涂料粘贴 2 层玻璃纤维布成 FRP(玻璃钢)加强处理,增强耐磨抗冲刷效

果。

5、防腐涂料质量验收：

1) 底涂：涂层表面平整、无流挂、无起泡、无可见针孔、无开裂、无漏涂,硬化良好；

2) 中涂：涂层表面平整、无流挂、无起泡、无可见针孔、无开裂、无漏涂、厚度均匀,硬化良好；

3) 面涂：涂层表面平整、无流挂、无起泡、无可见针孔、无开裂、无漏涂、厚度均匀,硬化良好。

6、提交竣工资料：

由工程项目部按《投标技术文件》的要求,提供工程竣工验收资料,此不再累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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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环境卫生、安全措施

6.1 环境卫生措施：为严格遵守公司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安全管理体系，塑造安全文明环境，做

到文明施工，保护环境，现场废旧油漆桶，应统一回收，集中存放，废弃的化工物品废渣，不得焚烧，应

统一收入或在指定地填埋。

6.2 安全措施：严格执行公司安全管理规定的要求。

1、对职工进行上岗前安全教育，使之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观念，并严格督促，时常检查。

2、在施工期间，要遵守甲方的厂纪、厂规，严格执行甲方就该工程对我方提出的要求的制度，加强现场

施工管理。

3、工作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严禁带烟，火种及易燃、易爆物品。

4、进入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必须配备工作服、工作鞋、手套、口罩、安全帽等常用的安全防护用品。

5、易燃、易爆物品必须隔离存放于专用库房，避免日光暴晒，存放处严禁烟头、烟火。

6、现场和材料库应禁止一切烟火,由专人负责材料进出和安全管理,配备消防设备。

7、如需用电动工具和电动器材，必须做好防爆工作，电源线、接头线必须按规定连接，禁止乱接、乱拉

临时线。

8、施工必须按规程操作，严禁习惯性违章作业。

9、服从监理人员的指挥和劝戒。

10、现场必须备有防护药品和用具。

11、施工人员禁止酒后上岗。

12、施工人员禁止上岗前服用抗感冒药及其它一些易使人奢睡的药品。

13、施工人员禁止穿着非劳保用品工作服和非劳动保护鞋从事高空作业,禁止穿着皮鞋从事高空作业。

14、禁止妇女、残疾人员、眼睛或耳朵不灵敏者从事高空作业。

15、禁止使用简陋的各种安全材料和保护设备进行高空作业。

七、工程质量保证体系

7.1 贯彻质量手册

7.1.1 认真贯彻实施 ISO9000 族标准，严格按公司《管理手册》和《程序文件》要求建立符合

GB/T19001-ISO9001:2000 标准的质量体系，并保证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

7.1.2 认真按公司《质量手册》建立的质量体系运行，做到组织保证、施工过程的保证、质量检验的保证、

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组织两级专职质量检查人员统一领导管理，形成一个有权威性的检查管理机构。

并在各班组配备自检员，组成强有力的质量检查和管理网络，以适应正常施工和保证工程质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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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明确管理职责，执行岗位质量工作标准，形成一套有目标、有检查、有考核的标准化管理。

7.1.4 对特殊过程和关键工序设置质量管理点，对其进行过程控制，实施预测预控，防患于未然。

7.2 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制度

工程项目质量监督检查实行施工单位自检→社会监理专检→政府质量监督站检查的三级监督检查制

度。

7.3 施工单位三级检查制度

在施工中坚持严格执行三级检查制度，即班组→工程队→项目部三级检查制度。

7.4 开展创精品工程活动

7.4.1 为确保本工程的整体工程质量，各班组都要以分部工程开展创精品工程活动。

7.4.2 工程开工前应制定创精品工程规划。

7.4.3 组织和发动全体职工投身到创精品工程活动中来。

7.4.4 认真执行创精品工程的管理程序和方法，组织好从制定计划，中间检查，直到竣工评定验收的创精

品工程活动。

7.5 推选质量承包，引入竞争激励机制

对工程质量认真检查评比，严格考核，奖优罚劣，实施质量否决权。

7.6 贯彻执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7.6.1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施工验收规范及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7.6.2 自觉地接受工程监理公司和质量监督站的检查、监督，做到令行禁止。

7.7 工程管理制度

7.7.1 原材料及成品、半成品是工程（产品）的基本组成成分，是工程（产品）质量最基本保证条件。

7.7.2 工程（产品）所用的进货物资，按工程（产品）质量的重要分级原则，确定检验方法。

7.7.3 物资（含半成品）进场后，应按规格、品种、牌号堆放，并按《管理手册》的规定进行标识、抽样

检验，出检验报告，检验结果与合格证相符者方可使用，未经进货检验或未经检验合格的物资不得投入使

用。

7.7.4 原材料及成品半成品的采购及加工制造必须有合格证，无合格证的原材料及成品半成品不得采购。

内部加工制造的成品和半成品无合格证的不得出厂，不允许用在工程上。

7.8 施工质量管理

7.8.1 施工方案、技术交底必须经技术主管批准后方可实施。

7.8.2 施工方案、技术交底，施工人员必须遵守，未经批准，任何人不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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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加强文明施工，加强对产品保护，爱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对故意破坏产品，破坏产品外观质量者，

要给以重罚。

7.8.4 加强施工管理，施工人员必须按施工程序施工。上道工序不合格，不得交下道工序施工。

7.8.5 要求持证上岗操作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无证人员不得上岗操作。

7.8.6 施工管理人员应及时收集各种质量记录，质量记录要求完整、准确，不得弄虚作假或与工程进度不

同步。

7.8.7 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部颁布的现行标准、操作规程，按图纸及技术文件组织施工，任何人

不得随意修改或不执行。

7.9 技术质量管理

7.9.1 工程开工前必须进行图纸会审，要做好会审记录，图纸会审记录是竣工交工资料之一，不得缺少。

7.9.2 工程开工前技术负责人，要向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做好交底记录，不进行技术交底的不准开工。

7.9.3 重大质量事故处理，要经技术部门或技术负责人核发，不经技术审批的，不得私自处理。

7.10 检验、试验设备及计量器具管理

严格按《质量手册》“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的控制”及相关的程序文件对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的

检定、使用等进行监督控制，确保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7.11 质量管理与质量检查机构

7.11.1 本工程项目经理部下设质安科，在项目经理的领导下，负责质量管理与质量检查工作。

7.11.2 质安科设科长 1 名，质安员 1 名，负责质量管理与质量检查工作，对内进行业务指导，对外进行业

务联系工作，参加甲乙方质量工作例会。

向甲方提供：

1) 总体进度网络计划图及施工计划;

2) 每周完成工程量等统计报表;

3) 质量、安全事故报告;

4) 竣工资料 6 套;

5) 其它有关技术经济资料。

7.11.3 施工队负责质量检查的人员都是检查科的成员，业务受检查科统一领导。

7.11.2 施工班组设质量自检员 1 名，负责本班组质量检查和工序交接质量检查，协助专职检查员工作，形

成质量检查网络，使质量处于受控状态。

八、职业健康管理保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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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建立施工安全管理机构

根据国家安全生产规定和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在本工程成立以项目经理为主任的安全生产委员

会，其成员由项目经理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职安全员组成。各施工队配备一名专兼职安全员。

8.2 安全生产责任制

8.2.1 各级施工管理人员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思想，坚持管施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

8.2.2 项目经理为本工程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安全生产和全面领导，指挥和协调。

8.2.3 各施工队队长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项目经理负责，定期报告工作，负责领导、督促、检查、

落实各项安全工作。

8.2.4 项目经理部专职安全员，在项目经理领导下，负责：

1) 本工程安全生产日常工作，督促、检查所属各施工队安全生产工作，对安全隐患发出整改指令，重大

隐患报告项目经理;

2) 协调交叉作业时的安全工作。按照公司的安全管理规定，有权处罚施工中违规违制的单位和个人，对

在安全生产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提出奖励建议。

3) 对施工过程所使用的各种安全保护设施、安全保护设备、安全保护装置,包括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绳、

吊篮、电气控制装置、安全电压安全灯、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

理措施和要求、涂料施工工艺涉及的安全要求、高压水枪的安全使用工艺、高压水枪的质量、高压水枪的

辅助装置的质量及安全等各方面安全工作进行必要的安全监督,提出科学合理的使用和管理建议。

4)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安全会议,必要时对违章作业人员和违章作业部门、违章作业部门经理等进行安全处

罚。

5) 针对违章作业,可以勒令停工作业,限期监督整改到位,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允许开工。

6) 切实履行安全员安全监督的职责。

8.2.5 施工队设兼专职安全员，负责本单位的安全工作，检查施工现场安全情况，协调各作业班组的安全

工作。

8.2.6 项目经理部各部门及施工队各级干部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抓好安全工作。

8.3 建立安全生产例会制度

8.3.1 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总结上月安全工程，布置下月安全工作，研究解决安

全生产的重大问题。

8.3.2 项目经理部专职安全员每周召集一次由各施工队安全员参加的例会，上传下达安全生产指示，协调

各单位之间的安全工作。



盐城宏亚高空工程有限公司烟囱防腐改造施工方案

8.3.3 施工队安全员每周召开一次例会，解决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情况，检查布置安全生产工作。

8.3.4 单位工程、单项工程开工前召开安全交底会。

8.3.5 班组每天工作前召开班前会进行安全交底。

8.4 安全管理制度

在本工程项目施工中，必须遵守国家和当地政府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同时必须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各项

安全生产制度：

8.5 文明施工措施

8.5.1 班组必须严格填写安全检查表

1、脚手架安全检查表；

2、“四口”、“临边”安全检查表；

3、施工用电安全检查表；

4、施工机具安全检查表；

5、要害部位安全检查表；

6、施工安全防火安全检查表

8.5.2 重点文明施工安全措施

①施工用电：按照安全规定用电，使用合格的配电箱、闸刀箱。严禁线路破损、一闸多用和违反用电规定。

②高处作业：凡高处作业都应有安全网保护，搭设好平台或跳板，必要时使用安全带。作业人员进行体检，

患有不宜高处作业疾病的人员禁止登高作业。

③防火防爆：在关键设备等重要部位严格执行动火制度，经审批办证，采取措施后方准动火作业。易发生

火险的部位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严禁在施工现场使用电炉和冬季烤火。

④防暑防寒。夏季施工现场应有清凉饮料或充足的开水，设置职工休息棚，冬季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⑤防大风：各种施工临时房屋应牢固，各种材料要采取覆盖等防风措施。

⑥现场材料及半成品要堆放整齐，场内应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保证场内无积水，雨天道路保持畅通，弃土

按甲方指定路线运至弃土场院，并不得沿路抛洒。现场不得丢弃快餐盒、饮料瓶等垃圾。

8.6 安全标志牌

在施工现场各作业场所及要害部位悬挂各类相应的安全标志牌。

9、施工进度计划

9.1 计划投入的机械设备和检测仪器表：

(详细参见《投标技术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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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名称 数量

空压机

砂轮机

轴流风机

干粉灭火器

涂层检测仪器

安全绳

辊刷

9.2 计划投入的施工和管理人员表

人员 数量

行政管理人员 2人(项目经理 1人、负责技术质量安全副经理 1人)

技术人员 1 人

安全员 1人(每班 1 人)

质量检查员 1人(每班 1 人)

材料员 1 人

施工人员

辅助工

9.3 工期、进度安排及保证措施

1) 工期：

本次工期为 天，我方拟采取各作业面交替施工、平行作业的施工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可以

把施工工期压缩在 天以内。

2) 进度安排及保证措施：

根据施工现场和当天的实际施工情况以及现场的设备安装情况，及时调整和安排施工，合理有序安排

各项施工作业，人员、机械轮流作业，歇人不歇机，努力提高机械设备的利用率，可以采取分组分队和轮

班突击施工，保证整个工程的合理进度和施工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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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施工检查 涂装检查计划

涂装检查计划

序 分

类

检查名

称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1 涂

装

前

涂料 涂料的粘度、状态和调配需要

参见第三章第 3 节要求。

按厂方的技术说明书、合格证、施工说明等技术文

件的要求调配均匀。

2 表面处

理

底材表面的满足规定要求的状

态

参见第三章第1节、第2节要求。

1）各种基材相应的表面处理标准涂料所需的表面

处理的要求，主要为除锈、除油等级。

2)已实际干燥大于 7 天的硬化涂层和旧有涂层表面

确认是否采用了砂磨、打毛和清洗等表面清理。

3 环境条

件

底材表面的温湿度 按施工说明文件的要求，检查温度、湿度和高于露

点温度 3℃等是否符合要求。

4 涂

装

过

程

环境条

件

底材表面的温湿度可按 1次/4h

或业主的要求检查。

按施工说明文件的要求，检查温度、湿度和高于露

点温度 3℃等是否符合要求。

5 湿膜厚

度

每 1道涂层的湿膜厚度 采用湿膜厚度测试轨或直接以干膜厚加以换算。

6 涂覆过

程

涂层的层数、平方用量、层间间

隔时间。

参见第三章第 4 节要求。

应满足设计或产品技术要求和使用体系的要求。

7 干燥过

程

涂料的表干、实干时间 规范指导涂装的间隔时间。

8 涂

装

完

毕

涂膜表

面

表面状态，包括色泽、有无缺陷

等。

参见第三章第 5 节要求。

按涂装工程对涂层表面的设计要求，必须改正较大

的流挂、橘皮、起泡、光泽、和色差等表面缺陷。

9 干膜总

厚度

检查干膜总厚度是否满足规定

的要求。

按涂装工程对涂层表面的设计要求，采用标准的测

厚仪器进行，确保有效的防腐性能。

10 附着力 检查涂层与底材、涂层与涂层之

间的粘结强度。

按涂装工程对涂层体系的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和规

范的仪器进行，确保有效的防腐性能。具体可采用划格、

划×和其它形式。

11 漏涂或

不连续

性

涂层表面是否存在漏涂、厚度不

均匀、不连续等不良状态。

采用目视或相应的符合干膜厚度要求的低电压或电

火花涂层检漏仪器进行。

12 保养时

间

涂层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养护。 必须满足涂料产品技术的要求。

13 使用注

意事项

涂料技术文件是否涵盖了应涂

层使用必须的必要的使用注意

事项。

确保有效的、长期的防腐性能，以及延长涂层的装

饰性能。

14 施工记

录

检查涂料施工记录是否完整、齐

全。

为有效保证涂料的规范施工、避免施工质量隐患和潜

伏问题,明确质量管理职责。

有利于涂装质量问题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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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施工检查质量控制记录

涂装质量控制记录

记录/日期：

涂装区域： 涂装日期： 温 度： 湿度：

露 点： 气象条件：

序 涂装物体编号

1 涂装部位名称

2 面积，m2

3 施工阶段 底中面 底中面 底中面 底中面

4 表面处理等级

5 涂料品牌

6 颜色

7 涂装方式

8 涂装道数，道

9 表干时间，h

10 实干时间，h

11 每道湿膜厚，μm

12 每道干膜厚，μm

13 每道间隔时间，h

14 总涂层数，道

15 总干膜厚度，μm

16 干膜厚度测定合

格百分率，%

17 使用的稀料名称

18 使用的稀料用量

19 涂料总用量，

kg/m2

20 涂装定额工时

21 涂料的调配比例

22 涂料调配操作者

23 涂料施工操作者

24 涂层质量检查员

26 施工说明

附相关技术资料： 共计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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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检查标准的引用（通用国际标准部分）

检查标准的引用

检查要点 标准 说明

未涂车间底漆

的钢板

国际标准

ISO8501-1（下同）

照片标准加文字。

适用于未涂车间底漆仍有氧化皮的钢板 ABCD 级。

已涂车间底漆

的钢板

1 钢板表面处理标准

2 涂漆前的表面

与 ISO 标准有关但极其复杂的附加部分包括涂用车间底漆、

焊接、烧灼及锈蚀的部位（铁红车间底漆不在内）。

原来已有涂层

的表面

1 锈蚀等级欧洲标准

2 美军 ASTM-D610

3JB/T7706-1995 和

GB6753.6-1998 和

TB/T2879.4-1998

1)照片标准，等级从 Re0（无剥落）至 Re9（完全剥落），等级从

10（无剥落）至 0（完全剥落），类似 ASTM 的关于气泡、开裂、

锈蚀的标准。

2)已实际干燥大于 7 天的硬化涂层和旧有涂层表面确认是否采用

了砂磨、打毛和清洗等表面清理。

油/脂 最常用非标的滴水和肉眼观察。

表面处理等级

1 ISO8501-1 照片加文字，等级 St2，St3，Sa3，Sa2，Sa2.5，Sa1。

2 SSPC-SP 原则与 ISO 相同，但等级有区别（-5-10-6-7-3-2）。

3 日本 SPSS-1975 是 ISO 的补充，包括在焊接、烧灼及锈蚀的部位及有车间底漆的

二次表面处理（铁红车间底漆不在内）。

4 旧钢板原有涂层钢板

表面喷砂 SNAME

照片标准，供旧钢板、原有涂层钢板表面喷砂指导。

粗糙度 1 ISO/DIS8503 眼观、手摸、检查粗糙度等作为参考。包括粗糙度比较仪，检验

胶带和针规。2 ASTMD4417

干膜厚 1 ISO2808 仅提供干膜仪的种类和测试方法，未规定量的确定和如何测试。

2 DS/R454 SSPC-PA2 该标准提供了测试的数据，取数的方法和使用举例，包括“80-20”

和“90-10”法（SSPC-PA2 由前标准派生）。

附着力 1 ISO2409 划十字法不宜用于 200 微米以上的膜厚。

2 ASTMD3359-78 划×形测定法，与划十字类似。

多孔 使用电火花测试。电压为直流 9 伏，高压为 67-90 伏反而不准，

且若存在针孔易损伤涂膜。用于测试 250 微米膜厚以下涂料的气

孔。

外观 ISO2813 对光泽的要求一般在实际中很难达到，由于喷涂时的尘土、冷凝

等现象都很容易降低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