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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机械设备防腐蚀涂装与维护探讨
姬志超

（河北港口集团港口机械有限公司，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 要 众所周知，常见的港口机械设备有装船机、场桥等，这些是港口货物运输和起降的重要设备，其质量是

否符合要求直接影响着港口货物运输、起降工作正常与否。由于港口环境的特殊性，加之设备材料的不同，港口

机械设备总是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蚀，严重影响正常运转。对此，本文认为必须对其进行防腐涂装和维护，最大程

度地保证设备功能正常，满足使用质量和使用寿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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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口机械设备腐蚀原因

第一，同一台腐蚀设备下的其它不同凸起部位的

腐蚀破坏速度类型与难易程度有所差别，通常，设备

表面上有凸起部位的其它部位或与其它设备连接的衔

接口处则更容易受到腐蚀，其的腐蚀破坏速度类型也

相对快于表面其它突起部位，比如腐蚀设备下的各种

开关孔和缝隙处。港口机械设备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生

产的设备一般与其主要部件使用过的酸性环境介质 -

碱性空气介质般通常都是一种含有许多强烈的腐蚀性

离子气体的中性气体介质，设备材料由于要经常或者

长期地暴露工作于这种在强酸性空气介质环境中，往

往因此会导致大幅度加快材料受到的腐蚀以及老化的

速度。港口机械设备的特点是港口位于温带大陆和海

洋性气候环境下，空气湿度变动比较大，长期作业易

反复受到各种外界条件如酸、碱、盐雨腐蚀以及太阳

长时间照射后的强烈紫外线侵蚀。[1]

第二，港口机械设备本身由于设备通常要长时间

处于工作在高强度负荷下运转的工况状态下，设备外

壳最易耐受有机械应力磨损，再加上工作人员平时对

设备的表面油漆或涂装工艺处理方法等不做全面的、

有效的定期检查及维护，会极大地影响整个设备壳体

内部表面的氧化、腐蚀或老化速度。

2 港口机械设备中常用的防腐涂料

2.1 脂肪酸家族类聚丙烯酸漆和聚氨酯防腐

面漆

这种漆类涂层在防腐耐候性上具备较好的防腐资

源优势，同时在码头构件工厂防腐材料涂装中实用性

强，是现阶段港口机械运输设备常用的防腐面漆。

2.2 中间漆

我们选用天然中间漆，主要目标是为了使它们能

够同时使各个防腐板材间能够具备较好的抗粘连性，

为港口机械设备涂装构建一个更好的工厂防护防腐框

架结构。一般而言，在港口机械运输设备工厂涂料妥

善处理过程中，所用的天然中间颜料为胶云铁，此种

天然中间漆涂层能够有效减小工厂侵蚀反应因子的快

速分散反射总面积，降低防腐板材中渗透空气的比率，

提升工厂防腐涂料使用性能。

2.3 环氧磷酸锌防锈底漆

防腐底漆不但是工厂防腐涂料施工中的关键组成

部分，其防腐品质好坏也会影响到工厂防腐涂料使用

性能，可提高工厂涂料使用性能，且防腐耐磨性较低，

对于工厂涂装防腐技术设备品质要求高。

2.4 工厂防腐底漆

现阶段工厂防腐底漆常用涂层类别主要为化合物

防腐硅酸铁底漆工厂防腐底漆，其中的涂料品质、耐

腐蚀性、耐拉性及防水耐溶性较强，涂装防腐管理效

率极低。

3 现阶段我国港口机械运输设备使用防腐涂

料管理体系的主要功能组成

港口机械船设备涂层防腐制造业选用此种轻量化

的涂料，对于提升涂层防腐制造业能力总体水平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现结合我国涂层防腐制造业技术设

备发展趋势和现状，对于我国港口机械船设备选用防

腐涂料商品指标体系的主要基本功能组成部分展开了

较为详细的剖析，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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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车间装饰底漆

新型车间装饰底漆常用无机氧化硅酸锌，这种新

型车间装饰底漆在中等及以下低含硅酸锌使用量中的

车间底漆应用范围比较广泛。从施工性能设计角度看，

无机氧化硅酸锌底漆具有流体力学性能优异、耐热腐

蚀性能好、耐溶剂腐蚀性能强、干燥快、热加工过程

损伤小及面积小等显著性能优势，将其应用作为一种

车间装饰底漆，可以有效降低无机氧化锌以及盐酸烟

雾对员工个人健康的不利因素影响。

3.2 防锈涂层底漆

此种防锈涂层底漆常常被应用于大型港口机械运

输设备制造中的塑料框架结构上，此种防锈底漆常见

的涂层类别主要有有机胶富铁涂层底漆及化合物富氧

镀锌涂层底漆。不论是有机胶富铁涂层底漆，还是化

合物富氧镀锌涂层底漆，对富铁粉末的浓度也必须有

明确要求，分别必须达到 70%、80%以上 [2]。

3.3 面漆

常用的丙基氟碳酸酯面漆复合涂料品种类型主要

包括丙基族聚氟碳酸酯复合材料面漆、肪族聚丁基聚

丙烯酸漆和丙基聚氨酯氟碳复合材料面漆等。其中，前

一种丙基氟碳复合面漆虽然因其有着良好的保护人体空

气自洁性、耐化学有害物质的抗腐蚀性、耐候性、抗老

化沾污性等几大性能优势，近些十年来对其的应用日益

广泛；后一种丙基氟碳复合面漆虽然具有良好的人体抗

腐蚀机械性和老化腐蚀性能、耐候性，但是对室内辐射

紫外线的超强辐射伤害防护物理作用要求能力不高，若

是对辐射防护作用能力本身要求不高的则建议可考虑减

少用量使用这种复合面漆涂料类型好的氟碳面漆。

4 预处理和预涂处理

4.1 预涂

在正式开始喷漆涂装工序前要进行一次预喷涂装，

确保每次所进行涂饰漆条的涂层厚度范围均达到符合

的规范要求，涂装出来的产品漆膜必须分布均匀及附

着力均匀。在预喷涂和装料过程设计中，应该着重注

意预喷涂前材料性能无法确保及时地达到预期要求或材

料特性不能有效保证预喷涂过程质量效果的那些地方。

4.2 底漆涂装

底漆一般分类方法有无机富锌底漆、无机氢氧化

硅酸锌涂料等，其中无机富锌底漆其实也是属于另一

种无机防锈型的底漆。涂覆无机富锌底漆等涂料时，

要严格科学地要求控制其底漆膜厚度，同时必须注意

定期不间断地进行均匀搅拌，避免在漆膜密度分布变

化比较大时搅拌造成漆膜的大量沉淀，而使得整个产

品底漆膜密度的分布不均。

4.3 中间漆涂装

中间漆面的涂装与施工涂料应同时于底漆两面进

行涂装，所有的喷漆施工前都至少要在前后两者间隔

设置好一定的喷漆时间，施工油漆进行完毕前，先按

照需要及时清理油漆并擦拭干净底漆表面涂料层上易

产生锈蚀的表面灰尘、油污。用稀释剂用水来进行稀

释漆膜时，严格按规定要求和控制产品使用该稀释剂

水中的产品最大允许剂量，以免个别产品之间因产品

用水的剂量要求相差范围过大而造成产品质量倒挂等

产品质量问题。

4.4 面漆涂装

面漆的涂装工作是港口机械设备表面防腐涂装施

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要求其涂装均匀，表面要清洁、

光滑、平整。

4.5 防腐涂装施工要点

第一，在正式的现场施工前，施工人员要了解整

个涂装施工设备使用的施工环境，包括室内空气温度、

湿度、时限要求等，对各相关部位涂料性能参数要求

要能够充分地认识及了解，并确保能严格有序地遵守

有关现场技术施工规定及技术操作和安全验收规范。

第二，作业方案实施过程中，要求作业人员使用

操作区域范围内和周围施工环境干净无尘和整洁，做

好周围各种安全防尘、防潮等设施防护处理，尽量保

持能长时间在至少一个相对干净的无尘场所工作或相

对清洁和少尘的无污染环境的操作场所环境状态情况

下连续施工。如果是把空气介质料中可能含有甲醛的

或大量的灰尘物质直接地粘贴在油漆涂料表面，对漆

膜涂料外形性能及涂膜美观、性能等带来的直接腐蚀

及影响后果无疑是很严重的，所以说保持一个无尘车

间的作业或施工作业环境十分重要。

第三，作业施工时环境温度至少应为零下 5摄氏

度至零下 4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不宜超过相对湿度

80%，且要严格做好遮阳的标记工作，漆膜涂层不能在

长时间高温暴晒中作业等。[3]

5 港口机械设备防腐涂装与维护

5.1 防腐涂层保养

在进行船舶港口机械设备表面的防腐法及防腐蚀

法涂装和运行管理维护检修作业环节中，为了避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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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的防腐法涂装的腐蚀与失效，最大程度上延长其表

面防腐法和涂装的系统使用寿命，应当要着重注意做

好设备各相关主要部件日常的检查和维修及保养等检

查监督工作。保养工作主要采取措施有：

第一，保持所有船用与港口机械设备表面全部清

洗消毒干净，及时地、彻底地清理并擦拭干净，使该

台设备表面上产生附着的各类金属粉尘、油污、水渍

土泥等一切有害的脏物排出。

第二，运输具有较强烈化学腐蚀性货物时，要记

得立即换用优质的淡水桶车进行机械桶清洗，防止盐

水、雨水渍液等有机污染物再次渗入，同时注意还要

时刻做好开封好的疏水口阀孔工作，避免使机械设备

车库内遭到长期高温积水而腐蚀生锈。

第三，对全国各类工矿港口机械设备车轴的腔内

的腐蚀与防锈保护状况均要进行全面定期地检查，尤

为重要的是对大型非封闭性钢结构设备的内部的防锈

保护检查及维护修理工作，要把避免其严重锈蚀损失

作为企业日常生产重点检查和维护的项目内容。

第四，在对各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进行日常保养

检修等操作时，要做好对设备的防腐保护处理与涂层

结构上表面的防锈涂层保护处理的协调工作，减少因

为外力损伤对其表面的防腐和保护处理涂层破坏而造

成其他机械设备的损伤，若是发现机械结构有损等情

况则应当注意按照规定及时地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结构

表面腐蚀修补保护作业。

第五，闲置了多年后的一些老港口机械设备零件

等产品应当定期地妥善整理封存或保管利用起来，采

取一系列安全有效且经济的设备表面氧化防腐及维护

更新措施，避免陈旧老机械表面过早氧化或生锈、损坏。

5.2 防腐涂装维修

防腐漆的涂装基材表面上如同时出现过下述任何

两种的锈蚀处理情况时，均要考虑立即进行相应的基

材表面的锈蚀处理。两种防锈失效情况一般还包括：

局部金属出现严重锈蚀、老化变形等；基底涂层表面

一般会比较干燥均匀而完好，基材涂层内部还未干燥

完全时会出现一些表面的锈蚀，但内部也有另外一些

表面老化的生锈等现象。当基底防腐漆涂层局部已出

现严重老化、锈蚀严重等防锈的情况时，应立即重新

进行彻底涂刮并清除表面已经锈蚀了的那部分旧漆底

涂层，然后可先重新对表面该防腐基材表层涂料进行

彻底防腐除锈剂的表面处理，再进行重新涂抹防腐涂

层。涂装的前工维护防锈方法主要受机械施工和设备

状态以及喷涂现场所在的作业环境、自身施工技术条

件情况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一般我们都建议可用

专业机械动力工具、手工工具反复地对喷涂基材进行

打磨除锈，让涂装新的钢材表层能够露出来一层金属

光泽。必要时，可以选择先直接采用静电喷砂除锈剂

的工艺方法进修并对废旧的镀锌钢涂层加以处理。当

新旧锌防腐镀锌涂层表面仍没有见到任何明显受之腐

蚀损坏的迹象时，先要应用中性强碱液进行表面清洗

以去除锈蚀涂层表面土壤中残余的化学有害腐蚀粉尘、

盐分、油污，再用中性普通的淡水溶液进行冲洗处理。

清洗干净表面污渍后，自然干燥，这是整个干燥过程

都要认真地做好的工作。待清洁表面完全干燥后，要

对一些已附着表面的结合不太完整牢固的新老旧漆防

锈涂层表面逐一地清理并打磨清洗干净，之后再对这

些新旧除锈涂层面逐个地进行表面清理打磨抛光处理，

从而提高它们对于其他新老旧防腐漆涂料面层的表面

附着力。做好这些前期防锈保养的工作准备后，在产

品表面上还要定期进行防锈涂装工作。

6 结语

综上所述， 港口机械涂装设备因为受工作现场环

境的空气流通环境温度、光照等等多种要素的直接影

响，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机械设备侵蚀等等不良状况，

因此必须定期展开这些防腐材料涂装设备施工，以有

效提升这些构件建筑材料表层的机械设备防腐侵蚀能

力，延长这些港口机械涂装设备的使用寿命。对于除

了港口机械涂装设备以外，其它的防腐材料涂装设备

施工与使用维护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

注意控制作业现场环境的工作温度和通风湿度，控制

防腐涂膜层的厚度和均匀性，确保防腐涂装设备施工

维护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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