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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範名稱由「管路、設備特殊耐熱油漆系統防蝕暫行辦

法」修訂為「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

法」。 

2. “抗 CUI”油漆系統修訂為“CUI 保護”油漆系統。 

3. 增訂 CSI-27系統。 

4. CSI-06 修訂為 CSI-28；CSI-10修訂為 CSI-29 

7 6 2019.7.29 1. 增訂 CSI-30~32系統。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目錄 
第一章 總則 .................................................... 1 

第一節 適用範圍： ............................................ 1 

第二節 依據法規、標準： ...................................... 1 

第二章 防蝕塗裝設計準則 ........................................ 2 

第一節 鋼材表面潔度 .......................................... 2 

第二節 需保溫鋼材表面塗裝系統(CUI 保護油漆系統) ............... 2 

第三節 CUI保護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 16 

油漆系統代號：CSI-05施工說明書 ............................ 16 

油漆系統代號：CSI-28施工說明書 ............................ 20 

油漆系統代號：CSI-07施工說明書 ............................ 23 

油漆系統代號：CSI-08施工說明書 ............................ 27 

油漆系統代號：CSI-09施工說明書 ............................ 30 

油漆系統代號：CSI-29施工說明書 ............................ 33 

油漆系統代號：CSI-11施工說明書 ............................ 36 

油漆系統代號：CSI-14施工說明書 ............................ 39 

油漆系統代號：CSI-15施工說明書 ............................ 42 

油漆系統代號：CSI-16施工說明書 ............................ 45 

油漆系統代號：CSI-17施工說明書 ............................ 48 

油漆系統代號：CSI-18施工說明書 ............................ 51 

油漆系統代號：CSI-19施工說明書 ............................ 53 

油漆系統代號：CSI-20施工說明書 ............................ 56 

油漆系統代號：CSI-21施工說明書 ............................ 60 

油漆系統代號：CSI-22施工說明書 ............................ 63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油漆系統代號：CSI-23施工說明書 ............................ 67 

油漆系統代號：CSI-24施工說明書 ............................ 70 

油漆系統代號：CSI-25施工說明書 ............................ 73 

油漆系統代號：CSI-26施工說明書 ............................ 76 

油漆系統代號：CSI-27施工說明書 ............................ 79 

油漆系統代號：CSI-30施工說明書 ............................ 81 

油漆系統代號：CSI-31施工說明書 ............................ 84 

油漆系統代號：CSI-32施工說明書 ............................ 87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1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適用範圍： 

1.1.1 CUI保護油漆系統 

(1) 適用於台塑企業各廠區中、低溫管路、設備之保溫層下鋼材經 RBMI

腐蝕評估屬潛在中、高等級風險，需作防蝕塗裝保護時採用，包括保

溫層下新建專案防蝕工程及舊設備、管路等銹蝕修謢工程。 

(2) 高溫管路、設備有間歇性操作或滯流區等，其實際操作溫度有可能落

在保溫下腐蝕溫度範圍內者，可採用 CUI保護油漆系統。 

1.1.2 惟下列情形，可由工程部門洽油漆專業廠商檢討適用之油漆系統，不受

本辦法約束。 

  1.1.2.1 操作溫度 T＜-12℃之保冷設備、配管金屬母材上及設備本體內側防

蝕油漆，應洽油漆廠商，根據內容液特性及溫度檢討訂定。 

  1.1.2.2 高鎳、鈦合金鋼等特殊材質，依製程需要個案檢討防蝕處理方式。 

1.1.3 本暫行辦法俟 ASTM G189 (Standard Guide for Laboratory Simulation 

of Corrosion Under Insulation)內有定義合格標準後，再安排各系統

進行測試，並將試合格系統納編於油漆工規範。 

 

第二節 依據法規、標準： 

本辦法依據下列法規制訂之： 

(1) 美國國家防蝕學會 NACE STANDARD SP0198-2010。 

(2) 歐洲防蝕聯盟 EFC WP 13；WP 15-2006。 

(3) 美國石油協會 API-510/570-2003。 

(4) 美國測試/材料協會 ASTM G189-2007 

(5) 美國測試/材料協會 ASTM D2485-1996 

(6) 挪威國家塗裝標準 NORSOK M-501-2012 

(7) 美國德州台塑公司油漆規範 

(8) FGES-T-UPA10 油漆工程規範 

(9) FGES-T-UUB30 管線 CUI檢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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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防蝕塗裝設計準則  

第一節 鋼材表面潔度 

2.1.1 舊設備除銹油漆：水刀+掃砂(潔度標準 WJ2)、水刀+動力工具(潔度標準

WJ2)、動力工具(潔度標準 St3級(含)以上)、噴砂(潔度標準 Sa2½級(含)

以上)…等工法進行表面處理，及採用油漆系統要求之表面粗糙度。 

2.1.2 新設備油漆：新設備油漆採噴(砂)珠除銹法，鋼材表面潔度須達 Sa2½級

(含)，及採用油漆系統要求之表面粗糙度。 

2.1.3美國 SSPC與國際 ISO及美國 NACE表面處理標準對照表(此表僅供參考) 
 

處理方式 SSPC ISO 8501-1 ISO 8501-4  NACE 

非磨料：動力

工具清潔處理 

SSPC-SP2 St2/St3   

SSPC-SP3 St2/St3   

SSPC-SP4 F1   

SSPC-SP11    

磨料噴砂清潔

處理 

SSPC SP-5 Sa3  NACE No.1 

SSPC SP-10 Sa2½  NACE No.2 

SSPC SP-6 Sa2  NACE No.3 

SSPC SP-7 Sa1  NACE No.4 

水刀表面處理 
SSPC SP-12   NACE No.5 

SSPC SP WJ-1  Wa2½ NACE WJ-1 

RC表面處理 SSPC SP-13   NACE No.6 

 

第二節 需保溫鋼材表面塗裝系統(CUI保護油漆系統) 

需保溫(冷)、防火層之碳鋼、低合金鋼、不銹鋼、雙相鋼設備及配管與

構架之塗裝。 

2.2.1 經彙整歸納 CUI溫度範圍：碳鋼、低合金鋼-溫度範圍約在-18~177℃；

不銹鋼、雙相鋼溫度範圍約在 47~205℃。 

2.2.2 碳鋼、低合金鋼、不銹鋼、雙相鋼-平常操作在 CUI溫度範圍，隨製程循

環操作條件有時會昇溫最高至 650℃時，請參考表 2.2.1各油漆系統應用

範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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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材質 保溫 
項 
次 

CUI保護油漆系統 

品    名 
膜 厚 
μm 

代號 參考表號 
應用範圍 

間歇昇溫可耐溫度 

碳 

鋼 

、 

低 

合 

金 

鋼 

、 

不 

銹 

鋼 

保 

溫 

 
冷 

 

1 Thermaline 450 x 2 200 CSI-05 2.2.1.A 
-12℃~204℃ 

Max.T≦230℃ 

2 Intertherm 228HS x 2 200 CSI-28 2.2.1.B 
-12℃~177℃ 

Max.T≦204℃ 

3 Thurmalox 218+219  275 CSI-07 2.2.1.C 
-12℃~204℃ 

Max.T≦232℃ 

4 Hi-Temp 1027 x 2 250 CSI-08 2.2.1.D 
-12℃~450℃ 

Max.T≦650℃ 

5 Intertherm 751CSA x 2 200 CSI-09 2.2.1.E 
-12℃~400℃ 

Max.T≦400℃ 

6 Interbond 1202UPC x 2 200 CSI-29 2.2.1.F 
-12℃~450℃ 

Max.T≦650℃ 

7 Thurmalox 225HD x 2 225 CSI-11 2.2.1.G 
-12℃~450℃ 

Max.T≦538℃ 

8 
Devoe HT-403 x 2 

(本系統刪除) 
250 CSI-14 2.2.1.H 

-12℃~150℃ 

Max.T≦204℃ 

9 Amercoat 90HS x 2 250 CSI-15 2.2.1.I 
-12℃~150℃ 

Max.T≦204℃ 

10 Epo-Phen x 2 250 CSI-16 2.2.1.J 
-12℃~204℃ 

Max.T≦230℃ 

11 
Pitt-Them 97-946 x 2 

(本系統刪除) 
250 CSI-17 2.2.1.K 

-12℃~150℃ 

Max.T≦204℃ 

12 
Pitt-Therm 97-724 x 2 

(本系統刪除) 
250 CSI-18 2.2.1.L 

-12℃~450℃ 

Max.T≦454℃ 

13 KEM HI-TEMP 1200 x 2 250 CSI-19 2.2.1.M 
-12℃~450℃ 

Max.T≦650℃ 

14 永記 No.1566 x 3 300 CSI-20 2.2.1.O 
-12℃~450℃ 

Max.T≦538℃ 

15 Jotatemp 650 x 2 200 CSI-21 2.2.1.P 
-12℃~450℃ 

Max.T≦650℃ 

16 永記 No.1567 x 3 300 CSI-22 2.2.1.Q 
-12℃~204℃ 

Max.T≦232℃ 

17 
KANSAI 

ESCO NB x 2 
200 CSI-23 2.2.1.R 

-12℃~150℃ 

Max.T≦204℃ 

18 
KANSAI 

EPOMARINE GX x 2 
200 CSI-24 2.2.1.S 

-12℃~150℃ 

Max.T≦204℃ 

19 Jotun Epoxy HR 200 CSI-25 2.2.1.T 
-12℃~150℃ 

Max.T≦204℃ 

20 Hempadur 85671 200 CSI-26 2.2.1.U 
-12℃~150℃ 

Max.T≦204℃ 

21 RG2400 ET 625 CSI-27 2.2.1.W 
-12℃~177℃ 

Max.T≦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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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otatemp 210 250 CSI-30 2.2.1.X 
-12℃~177℃ 

Max.T≦204℃ 

23 Jotatemp 250 250 CSI-31 2.2.1.Y 
-12℃~204℃ 

Max.T≦230℃ 

24 Jotatemp 1000 250 CSI-32 2.2.1.Z 
-12℃~538℃ 

Max.T≦650℃ 

◎CUI保護之油漆系統代號： 

 

表 2.2.1.A 油漆系統代號：CSI-05 

CSI-0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200 μm 
廠商型號 Thermaline 450 Thermaline 450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NO.213 NO.213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不可手刷塗裝。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204℃。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3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5.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表 2.2.1.B 油漆系統代號：CSI-28 

CSI-2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醛耐熱漆 環氧酚醛耐熱漆 

200 μm 
廠商型號 Intertherm228HS Intertherm228HS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GTA220 GTA22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77℃。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5.表面粗度要求：40μm ~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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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C 油漆系統代號：CSI-07 

CSI-0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改質矽基樹脂漆 改質矽基樹脂漆 

275 μm 
廠商型號 Thurmalox 218 Thurmalox 219 

乾 膜 厚 138 μm 138 μm 

使用調薄劑 NO.162 NO.162 

註：1.本系統使用於保養維修工程，不適用於新建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204℃。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32℃；使用溫度須達 93℃以上才能

完全固化應用於潮濕狀況。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77℃。 

5.表面粗度要求：38~50μm。 

 

表 2.2.1.D 油漆系統代號：CSI-08 

CSI-0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惰性多分子矩陣塗料 惰性多分子矩陣塗料 

250 μm 

廠商型號 Hi-Temp 1027 Hi-Temp 1027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註 6) 

NO.5、NO.6、NO.7 

NO.10、NO.11 

NO.5、NO.6、NO.7 

NO.10、NO.11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65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260℃。 

5.表面粗度要求：38~63μm。 

6.線上施工件表面溫度<66℃時使用調薄劑 NO.10、NO.11，線上施工件

表面溫度 66~204℃時使用調薄劑 NO.5、NO.6；線上施工溫度≧204℃

時使用調薄劑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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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E 油漆系統代號：CSI-09 

CSI-0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有機共聚合塗料 

 

無機+有機共聚合塗料 

 
200 μm 

廠商型號 Intertherm 751CSA Intertherm 751CSA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GTA007 GTA007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0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40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5.表面粗度要求：50μm以上。 
 

表 2.2.1.F 油漆系統代號：CSI-29 

CSI-2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鈦改性無機耐熱漆 

 

鈦改性無機耐熱漆 

 
200 μm 

廠商型號 Interbond 1202 UPC Interbond 1202 UPC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GTA007 GTA007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65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5.表面粗度要求：50 ~ 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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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G 油漆系統代號：CSI-11 

CSI-1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有機共聚合塗料

物 

 

無機+有機共聚合塗料 

225 μm 
廠商型號 Thurmalox 225HD Thurmalox 225HD 

乾 膜 厚 113 μm 113 μm 

使用調薄劑 NO.180 NO.180 

註：1.本系統使用於保養維修工程，不適用於新建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538℃；使用溫度須達 149℃以上才

能完全固化應用於潮濕狀況。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93℃。 

5.表面粗度要求：38~76μm。 

 

表 2.2.1.H 油漆系統代號：CSI-14 

CSI-1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250 μm 
廠商型號 Devoe HT-403 Devoe HT-403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T-10 T-10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碳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5.表面粗度要求：63~88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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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I 油漆系統代號：CSI-15 

CSI-1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250 μm 
廠商型號 Amercoat 90HS Amercoat 90HS 

乾 膜 厚 125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Amercoat 65 Amercoat 65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碳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5.表面粗度要求：25~75μm。 
 

表 2.2.1.J 油漆系統代號：CSI-16 

CSI-1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高溫酚醛型環氧樹脂 高溫酚醛型環氧樹脂 

250 μm 
廠商型號 Epo-Phen Epo-Phen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R7K15 R7K15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204℃；使用於溫度 150℃以上時，總

膜厚須不超過 225μm。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3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5.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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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K 油漆系統代號：CSI-17 

CSI-1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250 μm 
廠商型號 Pitt-Them 97-946 Pitt-Them 97-946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97-727 or 97-737 97-727 or 97-737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不銹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4℃。 

5.表面粗度要求：50μm以上。 
 

表 2.2.1.L 油漆系統代號：CSI-18 

CSI-1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矽基樹脂 無機矽基樹脂 

250 μm 
廠商型號 Pitt-Therm 97-724 Pitt-Therm 97-724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不需要 不需要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不銹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不可手刷塗裝。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45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4℃。 

5.表面粗度要求：50μ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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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M 油漆系統代號：CSI-19 

CSI-1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耐高溫矽質塗料 耐高溫矽質塗料 

250 μm 
廠商型號 

Heat Flex 

Hi-Temp 1200 

Heat Flex 

Hi-Temp 1200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R6K30 R6K3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50℃，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65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260℃。 

5.表面粗度要求：40~63μm。 

 

表 2.2.1.O 油漆系統代號：CSI-20 

CSI-2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耐高溫防蝕漆 無機耐高溫防蝕漆 無機耐高溫防蝕漆 

300 μm 
廠商型號 永記 No.1566 永記 No.1566 永記 No.1566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詳註 6 詳註 6 詳註 6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538℃。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220℃。 

5.表面粗度要求：30~50μm。 

6.常溫~100℃採用 1564X，101℃~220℃採用 1564S。 

7.加熱條件須確保始可應用潮濕狀況；60℃以下 7天可達 80%硬化、60℃~100℃ 3天可

達 100%硬化、101℃~150℃ 1天以上可達 100%硬化、151℃~200℃ 1 小時以上可達 100%

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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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P 油漆系統代號：CSI-21 

CSI-2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惰性多分子矩陣塗料 惰性多分子矩陣塗料 

200 μm 
廠商型號 Jotatemp 650 Jotatemp 650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Jotun No.7 Jotun No.7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4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65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400℃。 

5.表面粗度要求：35~50μm。 

6.調薄劑:底材溫度 100-450℃使用 Jotun NO 21，底材溫度低於 100℃使用 Jotun NO 7 

 

表 2.2.1.Q 油漆系統代號：CSI-22 

CSI-2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高溫防蝕塗料 高溫防蝕塗料 高溫防蝕塗料 

300 μm 
廠商型號 永記 No.1567 永記 No.1567 永記 No.1567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SP-12 SP-12 SP-12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204℃。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32℃。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5.表面粗度要求：30~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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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R 油漆系統代號：CSI-23 

CSI-2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改良型環氧樹脂 改良型環氧樹脂 

200μm 
廠商型號 ESCO NB ESCO NB 

乾 膜 厚 100μm 100μm 

使用調薄劑 Tect EP Thinner Tect EP Thinner 

註：1.本系統使用於碳鋼剛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5.表面粗度要求：40~70μm。 

 

表 2.2.1.S 油漆系統代號：CSI-24 

CSI-2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改良型環氧樹脂 改良型環氧樹脂 

200μm 
廠商型號 EPOMARINE GX EPOMARINE GX 

乾 膜 厚 100μm 100μm 

使用調薄劑 Tect EP Thinner Tect EP Thinner 

註：1.本系統使用於不銹鋼構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5.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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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T 油漆系統代號：CSI-25 

CSI-2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荃環氧耐高溫漆 酚荃環氧耐高溫漆 

200 μm 
廠商型號 Epoxy HR Epoxy HR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Jotun NO 23 Jotun NO 23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及預塗。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5.表面粗度要求：35~50μm。 

 

表 2.2.1.U 油漆系統代號：CSI-26 

CSI-2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荃耐熱漆  環氧酚荃耐熱漆  

200 μm 
廠商型號 Hempadur 85671 Hempadur 85671 

乾 膜 厚 100 μm 100 μm 

使用調薄劑 08450 0845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5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5.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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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W 油漆系統代號：CSI-27 

CSI-27 第一道漆 總膜厚 

廠商名稱 Polyguard 

625 μm 

塗料型號 RG2400 ET 

乾 膜 厚 625 μm 

濕 膜 厚 625 μm 

使用調薄劑 無須使用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表面潔度要求無法達到Sa2½、

WJ2、St3要求時採用。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77℃。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177℃。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70℃。 

5.表面粗度要求：無要求。 

 

表 2.2.1.X 油漆系統代號：CSI-30 

CSI-3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荃環氧耐高溫漆 酚荃環氧耐高溫漆 

250 μm 
廠商型號 Jotatemp 210 Jotatemp 210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 Jotun Thinner NO.23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及預塗。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177℃。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4℃。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90℃。 

5.表面粗度要求：35~8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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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Y 油漆系統代號：CSI-31 

CSI-3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玻璃鱗片增強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玻璃鱗片增強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250 μm 廠商型號 Jotatemp 250 Jotatemp 250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 Jotun Thinner NO.23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及預塗。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204℃。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3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5.表面粗度要求：50~85μm。 

 

表 2.2.1.Z 油漆系統代號：CSI-32 

CSI-3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陶瓷惰性共聚物 

耐高溫漆 

無機陶瓷惰性共聚物 

耐高溫漆 

250 μm 廠商型號 Jotatemp 1000 Jotatemp 1000 

乾 膜 厚 125 μm 125 μm 

使用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7 Jotun Thinner NO.7 

註：1.本系統僅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及預塗。 

2.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12℃~538℃。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65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250℃。 

5.表面粗度要求：35~85μm。 

6.調薄劑:使用 Jotun 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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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CUI保護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1. 各系統的施工說明應由塗料商依個案提供最新的版本。若規範上的內容與塗

料之產品資料表 PDS (product data sheet)說明有出入時，應以 PDS為準。 

2. 施工安全、防護隔離、防爆區內嚴禁高溫施作等相關規定，皆須依台塑關係

企業相關規範規定。 

 
油漆系統代號：CSI-05施工說明書 

 

CSI-0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醛底漆 環氧酚醛面漆 

廠商型號 Thermaline 450 Thermaline 450 

20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42μm 142μm 

 

第一道漆- Thermaline 450胺固化環氧酚醛  100μm 

A. 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SIS Sa2½級(含)以上。 

           - 超高壓水刀(25000 psi)處理，須達 WJ-2等級(含)以上。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噴砂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以噴砂作為表面楚理方法時，噴砂前則必須以

HPFWW高壓淡水清洗 (5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

等外來物質。 

b. 噴砂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以噴砂作為表面楚理方法時，生銹腐蝕及漆膜

缺陷處，須達 SIS Sa2½級 (含) 以上等級，其餘區域必須掃砂處理至 AS2-3 

重掃砂等級，以去除被漆膜包覆之腐蝕、生銹、起泡、附著度不佳之舊漆膜、、、

等影響漆膜性能之區域。 

d. 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e.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  以上。 

f. 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8501-1 Sa2½ (含)以上粗度及清潔度。 

g.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水刀處理:  

a. 為確保使用安全，應先全面施以 10000psi壓力之高壓水清洗確認，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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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之油污、鹽份、起泡、包銹、粉塵、、、等，污染物。 

b. 高壓清洗後如有破損洩漏、腐蝕嚴重恐造安全疑慮時，應立即報告業主，尋

求意見協助，進行必要之維修。 

c. 高壓清洗時，應避免對舊漆漆膜產生螺旋狀之溝槽破壞，造成積水於遭破壞

之漆膜內。 

d. 然後針對銹蝕、龜裂、漆膜剝離、黑皮、、、等區域，以 25000psi 之超高

壓水刀處理之 WJ2(含)規範標準等級以上。檢查與補漆前，如發現清潔度或

浮銹等級未達規範標準時，則必須以超高壓水刀或動力工具作再處理以去除

浮銹、黑皮等，以達到規範標準 WJ2 ，但是表面需暴露或研磨粗糙，粗糙

度爲 50-75μm。 

e. 以水刀作為表面處理時，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針對銹蝕區域、漆膜剝離、起

泡、龜裂、、等，處理完成之區域，以 Thermaline 450 底漆針對上述區域

進行補漆。 

b. 表面處理檢查交驗過後，須於兩小時內進行補漆，避免銹蝕氧化繼續反應產

生，影響漆膜之性能效果。 

c.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4:1。 

d. 混合後於 24℃時，可使用時間 3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e. 添加調薄劑#2（須小於 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  )噴嘴

尺寸：0.88~1.04mm (0.035"-0.041 ")，施工時噴嘴與底材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損耗。 

g.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 施工部位，

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

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粉塵、油污、鹽份、

水、、等，外來物質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

質。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 待表面處理以及局部補漆完成一定完整區域面積後，必須量測底漆膜厚，並

針對原銹蝕補漆區域補噴一道底漆以達規範膜厚 100μm。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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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一定完整區域係指鷹架搭設完整可施工之區域範圍或明顯可區隔之

區域而言。 

 要獲得單層最大膜厚，無氣噴塗為最佳施工方式，底漆 Thermaline 450  

如以手工刷塗或滾塗施工，則需多道施工方能達到 100μm之規範膜厚。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膜厚測試：第一道底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

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面漆)。 

 

第二道漆：Thermaline450 胺固化環氧酚醛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霧附著

於鋼構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面漆。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針對銹蝕區域、漆膜剝離、起

泡、龜裂、、等，處理完成之區域，以 Thermaline 450 底漆針對上述區域

進行補漆。 

b. 表面處理檢查交驗過後，須於兩小時內進行補漆，避免銹蝕氧化繼續反應產

生，影響漆膜之性能效果。 

c.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4:1。 

d. 混合後於 24℃時，可使用時間 3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e. 添加調薄劑#2（須小於 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  )噴嘴

尺寸：0.88~1.04mm (0.035"-0.041 ")，施工時噴嘴與底材距離以 3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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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損耗。 

g.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 施工部位，

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

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粉塵、油污、鹽份、

水、、等，外來物質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

質。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 待表面處理以及局部補漆完成一定完整區域面積後，必須量測底漆膜厚，並

針對原銹蝕補漆區域補噴一道底漆以達規範膜厚 100μm。 

註: 

 所謂一定完整區域係指鷹架搭設完整可施工之區域範圍或明顯可區隔之

區域而言。 

 要獲得單層最大膜厚，無氣噴塗為最佳施工方式，底漆 Thermaline 450  

如以手工刷塗或滾塗施工，則需多道施工方能達到 100μm之規範膜厚。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50kg/c㎡  (5.0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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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8施工說明書 

 

CSI-2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醛耐熱漆 環氧酚醛耐熱漆 

200μm 
廠商型號 Intertherm228HS Intertherm228HS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43μm 143μm 

 

第一道漆- Intertherm228HS 環氧酚醛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碳鋼表面處理，噴砂須達 ISO8501-1 Sa2½級(含)以上。 

超高壓水刀(25000 psi)處理，須達 WJ2級(含)以上。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SPC SP11等級(含)以上。 

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d. 鍍鋅、不銹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達至 Sa1.0或 SSPC-SP7等級。並

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chor Pattern)須達 40μm以上。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Intertherm228HS 底

漆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6: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9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GTA220（5~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 cm2).,  噴

嘴尺寸： 0.43~0.53mm (0.017"-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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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a.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二道漆- Intertherm228HS環氧酚醛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Intertherm228HS底漆

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6: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9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GTA220（5~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 cm2).,  噴

嘴尺寸： 0.43~0.53mm (0.017"-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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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b.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c.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d.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油漆儲存: 

a. 油漆必須儲存在乾燥及有遮蔽處並遠離火源。在 25℃情況下， 一般有 12

個月之保存期限。 

b. 如儲存於超過 35℃之溫度以及陽光直接照射處，可能造成油漆攪拌後到開

始使用之時間(Pot life)減少，以及造成漆膜容易垂流。 

c. 漆料使用應保持先進先出原則，換言之，應以先到貨先使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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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07施工說明書 

 

CSI-0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改質矽基樹脂漆 改質矽基樹脂漆 

廠商型號 Thurmalox 218 Thurmalox 219 

275μm 乾膜厚 138μm 138μm 

濕膜厚 226μm 238μm 

 

第一道漆- Thurmalox 218 改質矽基樹脂漆  138μm 

A. 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SSPC-SP10級(含)以上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SPC-SP11等級(含)以上。 

  噴砂處理: 

a. 為達到塗料最長時間的防蝕效能, 工件表面必須乾淨, 乾燥, 且無粉塵、鹽

份、風砂、油污、焊渣、銹皮、舊漆膜、腐蝕物質或其他外來物質。 

b. 於保養維修工程時, 為降低工件表面殘留高濃度之溶解鹽類, 噴砂前可以

2000psi以上之高壓淡水加上鹽分去除劑清洗工件表面。 

c. 噴砂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d. 噴砂材（砂）須以非金屬類噴砂材料,如氧化鋁、石榴石或 

e. 陶瓷粒等作為噴砂介質, 以避免氯籬子殘留於工件表面。壓縮空氣中不可以

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介於 5~7 kg/c㎡  之間。 

f. 噴砂等級須達到 SSPC-SP10 (含) 以上清潔度，表面粗度要求為 38~50 μm。 

g.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以 Thurmalox 218底漆進行塗裝。表

面處理檢查交驗過後，須於兩小時內進行塗裝，避免銹蝕氧化繼續反應產生，

影響漆膜之性能效果。塗裝前若有閃銹(Flash rust)發生, 需重新噴砂至規

範等級。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4:1。 

c. 混合後於 24℃@50% RH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可添加調薄劑 NO. 162（須小於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至

均一顏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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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空氣壓力至泵浦須達 100psi (7 kg/c㎡  ), 泵

浦運轉壓力介於 80~90psi(5.6~6.3 kg/c㎡  ) 。噴槍型號: Graco 205-591, 

208-663, 噴嘴型號: Reverse-A-Clean®163-610, 163-315，施工時噴嘴與

底材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及減少油漆損耗。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 施工部位，

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等表

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粉塵、油污、鹽份、水、、等，外來物質附著後，

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h.  待表面處理以及塗裝作業完成一定完整區域面積後，必須量測底漆膜厚，

以達規範膜厚 138μm。 

註: 

 所謂一定完整區域係指鷹架搭設完整可施工之區域範圍或明顯可區隔之

區域而言。 

 要獲得單層最大膜厚，無氣噴塗為最佳施工方式，底漆 Thurmalox 218

如以手工刷塗或滾塗施工, 則需多道施工方能達到 138μm之規範膜厚。 

 為因應現場施工程序以及底漆與面漆塗裝間隔，建議底漆應分二次噴塗，

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50~75μm(濕膜厚約 82~123μm)，其間隔時間以

漆膜表面觸乾時間為準。一次是在表面處理完成、經檢查合於規範標準

後，所進行之底漆塗裝作業., 另一次，在於上述之一定完整區域範圍內，

所有表面處理、檢查通過之區域，進行第二次底漆塗裝作業(如第一次與

第二次之塗裝間隔過久，如有粉塵，鹽霧等汙染，則必須以 3000psi水

壓水沖洗表面)，以達規範膜厚 138μm，並於底漆第二次塗裝完成檢查底

漆厚度合格後，儘速進行面漆塗裝作業。 

 於高溫鋼材表面, 進行線上施工時. 關於溫度與塗裝間隔時間的問題, 請

與原廠塗料代理商旭輝防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繫。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77℃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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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 kg/c㎡  (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第一道底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38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

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面漆)。 

 

第二道漆：Thurmalox 219 改質矽基樹脂漆  138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霧附著

於鋼構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 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面漆。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2:1。 

b. 可添加調薄劑 NO. 162（須小於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至

均一顏色為止。 

c. 混合後於 24℃@50% RH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空氣壓力至泵浦須達 100psi (7  kg/c㎡  ), 泵

浦運轉壓力介於 80~90psi(5.6~6.3 kg/c㎡  ) 。 噴槍型號: Graco 205-591, 

208-663, 噴嘴型號: Reverse-A-Clean®163-610, 163-315，施工時噴嘴與

底材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及減少油漆損耗。 

e.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其間隔

時間須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

增進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77℃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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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 kg/c㎡  (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00~300μm之間，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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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08施工說明書 

 

CSI-0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惰性多分子矩陣塗料 惰性多分子矩陣塗料 

廠商型號 Hi-Temp 1027 Hi-Temp 1027 

250μm 乾膜厚 125 μm 125 μm 

濕膜厚 260μm 260μm 

 

第一、二道漆- Hi-Temp 1027 惰性多分子矩陣塗料 每道 125μm 

A. 表面處理:  

碳鋼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SSPC SP-6級(含)以上。 

 - 超高壓水刀(25000 psi)處理，須達 WJ-2等級(含)以上。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 手工除秀須達 SSPC SP-2等級(含)以上。 

噴砂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以噴砂作為表面楚理方法時，噴砂前則必須以 

高壓淡水清洗 (5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

物質。 

b. 噴砂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以噴砂作為表面楚理方法時，生銹腐蝕及漆膜

缺陷處，須達 SIS Sa2½級 (含) 以上等級，其餘區域必須掃砂處理至 Sa2-3 

重掃砂等級，以去除被漆膜包覆之腐蝕、生銹、起泡、附著度不佳之舊漆膜、、、

等影響漆膜性能之區域。 

d. 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e.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  以上。 

f. 粗糙度 38~50μm。 

g.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水刀處理: 

a. 為確保使用安全，應先全面施以 10000psi壓力之高壓水清洗確認，以去除

表面之油污、鹽份、起泡、包銹、粉塵、、、等，污染物。 

b. 高壓清洗後如有破損洩漏、腐蝕嚴重恐造安全疑慮時，應立即報告業主，尋

求意見協助，進行必要之維修。 

c. 高壓清洗時，應避免對舊漆漆膜產生螺旋狀之溝槽破壞，造成積水於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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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漆膜內。 

d. 然後針對銹蝕、龜裂、漆膜剝離、黑皮、、、等區域，以 25000psi 之超高

壓水刀處理之 WJ2(含)規範標準等級以上。 檢查與補漆前，如發現清潔度

或浮銹等級未達規範標準時，則必須以超高壓水刀或動力工具作再處理以去

除浮銹、黑皮等，以達到規範標準 WJ2 或 St.3。 

e. 以水刀作為表面處理時，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不銹鋼規範標準 

a. 所有種類的不銹鋼必須用含有鹼性清潔劑的高壓或低壓水清洗，移除鹽份、

油脂或其他的汙染物質。 

b. 不銹鋼表面若有些微銹，必須移除，採用不含氯鹽的研磨材料。輕微的掃砂

後，進行水洗。 

c. 小區域的清潔可採用不含氯離子的 MEK清潔。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針對銹蝕區域、漆膜剝離、起

泡、龜裂、、等，處理完成之區域，以 Hi-Temp1027底漆針對上述區域進行

補漆。 

表面處理檢查交驗過後，須於兩小時內進行補漆，避免銹蝕氧化繼續反應產

生，影響漆膜之性能效果。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攪拌後應將塗料罐蓋緊，防空氣進入 。 

d. 添加調薄劑 Thinner #5，#6，#10，#11應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1500psi，噴嘴尺寸： 

0.015"-0.021 "，施工時噴嘴與底材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

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損耗。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間

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粉塵、油污、鹽份、

水、、等，外來物質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

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h. 待表面處理以及局部補漆完成一定完整區域面積後，必須量測底漆膜厚，並

針對原銹蝕補漆區域補噴一道底漆以達規範膜厚 2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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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所謂一定完整區域係指鷹架搭設完整可施工之區域範圍或明顯可區隔之

區域而言。 

 要獲得單層最大膜厚，無氣噴塗為最佳施工方式，底漆 Hi-Temp1027 如

以手工刷塗或滾塗施工，則需多道施工方能達到 250μm之規範膜厚。 

 為因應現場施工程序以及底漆第一層、第二層塗裝間隔，建議底漆應

分二次噴塗，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125μm~150μm，其間隔時間須大

於 30分鐘。一次是在表面處理完成、經檢查合於規範標準後，所進行之

底漆塗裝作業.，另一次，在於上述之一定完整區域範圍內，所有表面處

理、檢查通過並已補漆完成之區域，進行第二次底漆塗裝作業(如第一次

與第二次之塗裝間隔過久，如有粉塵，鹽霧、、、等汙染，則必須以 3000psi

水壓水沖洗表面)，以達規範膜厚 250μm，並於底漆第 二次塗裝完成檢

查底漆厚度合格後，儘速進行面漆塗裝作業。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2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查油漆之附著度測試須達 ASTM D3359 X字切割，達 5A標準。 

c. 膜厚測試：第一道底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

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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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09施工說明書 

 

CSI-0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有機共聚合塗料 無機+有機共聚合塗料 

200μm 
廠商型號 Intertherm 751 CSA Intertherm 751 CSA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64μm 164μm 

 

A. 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噴砂處理（Sa2½ 或 SSPC SP10）或水刀處理(SSPC SP12 - WJ2) + MBX 

動力工具 (SSPC SP11)。 

a. 表面處理前，該結構各個部位區域鐵工必須完成，如有液體洩漏，應先完成

抓漏與補漏之程序。 

b. 若有鐵工缺陷必須先改善完成，如焊珠、焊渣…等。 

c. 噴砂前底材必須是乾淨且沒有任何鹽及油之污染並增加施工前之檢查,根據

SSPC SP1去除表面之油、脂.,以及鹽份測試。 

d. 如以水刀除銹則無上述 “c”項之檢查。 

e. 高壓空氣機必須配備油水分離器，並確認其可發揮應有之功能，避免油&水

污染已處理完成之準備上漆表面。 

f. 表面處理前，需根據 SSPC-SP1規定以溶劑或中性清潔劑去除表面之油、脂。 

g. 表面處理 – 主要去除其鋅白(氧化鋅)、黑皮、鐵銹、全部之舊漆膜、油、

水、鹽等一切外來物，以達到 Sa2½/SSPC SP10之規範標準。並建立其表面

粗糙度需達 50 µm 以上。 

h. 水刀除銹後之浮銹，須符合 SSPC SP12 WJ2。如浮銹超出標準，則需以 MBX

動力工具或其他方式磨除，以符合業主要求之施工規範標準。 

i. 如無法一次完成交驗，則受檢區域需為一完整區塊，以利區隔施工範圍，且

噴漆或手刷補漆範圍不可超過表面處理交驗通過之範圍區域。 

j. 完成後需立即噴漆(2小時內)，若無法即時噴漆或因天氣因素無法塗裝則視

同未交驗通過，必須再次表面處理整修再補交驗，下底漆前工件表面的潔度

與粗度必須符合約定的表面處理標準。 

k. 檢查前表面粉塵、碎屑、油污及外來物質必須清除乾淨，並達到 ISO 8503-2

之規範要求清潔度。 

l. 表面鹽份(氯化鈉&硫化鈉)含量，(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

μs/cm 

m. 若相關人員對上述提到各種表面處理結果有認知上的差異時，以規範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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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準。 

 

B. 塗裝施工: 

第一次 Stripe coat 手刷補漆+第一道漆： 

a. 表面處理檢查交驗過後，須於兩小時內進行補漆或噴漆，避免表面再度銹蝕；

氧化繼續反應產生，影響漆膜之抗蝕性能效果。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針對前一日工作天，除銹補漆區域進行自我檢查，確定無漏塗之區域。如有

漏塗區域應立即補漆，避免新的銹蝕產生。 

d. 如相隔天數過久新銹或鋅白已產生，則該區域需重新作表面處理，處理至工

件表面的潔度與粗度符合約定的表面處理標準。 

e. 針對焊道、板邊、孔邊、法蘭、螺絲、螺帽、加強環、支架等噴漆不易到達

處或易生銹區域進行手刷補漆，以先補足漆膜厚度噴塗減薄問題。 

f. 如除銹補漆區域範圍很大，為保護已完成區域確保進度，可考慮以噴漆進行

補漆。 

全面清潔或高壓水洗： 

a. 若該區域完成補漆或噴漆動作及檢查後，必須作全面清潔及高壓淡水水洗。 

b. 補噴漆前若有雨水、冷凝水及其他液體，必須以乾空氣或溶劑去除，直到不

再發現為止。 

c. 任何漆粉、垂流、垂珠、積漆等漆膜缺陷，必須以砂紙或適當工具處理修整

去除。 

第二次 Stripe coat 手刷補漆+第二道漆： 

a. 除銹補漆區域進行自我檢查，確定無生銹之區域。如有生銹區域應立即標示，

並磨除覆檢通過補漆。 

b. 與第一次相同，針對焊道、板邊、孔邊、法蘭、螺絲、螺帽、加強環、支架

等噴漆不易到達處或易生銹區域再一進行手刷補漆，以先補足漆膜厚度噴塗

減薄問題。 

全面噴塗第二道漆至規範膜厚 200μm: 

a. 全面噴塗區域需無油、脂、砂、碎屑、粉塵…等一切外來物。 

b. 混合比例必須正確及充分攪拌。 

c.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  )噴嘴

尺寸： 0.38~0.53mm (0.015"-0.021 ")，施工時噴嘴與底材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損耗。 

d. 噴塗時，盡量不要添加過量稀釋劑以利膜厚建立，如欲添加請勿超過 5%。 

e. 全面噴漆時，需注意漆帶不可接觸到剛噴塗完成的表面(由上而下噴漆)。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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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途中，如有漆粉污染，必須以乾淨掃把立即掃除。 

f. 其他噴漆設備細節及覆塗時間請參閱產品型錄及油漆施作細節。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施工環境: 

a. 油漆允許於構件表面溫度 0℃~150℃範圍內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小於 85﹪。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及個人防護器具等應符合台塑工安規定。 

D. 完工檢查（全面噴漆後/驗收檢查）： 

a. 檢查膜厚是否達到規範標準。如未達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或補噴。 

b. 檢查是否有垂流、針孔、漆粉等漆膜外觀之檢查，如有需改善。 

c. 檢查油漆之附著度測試須達 ASTM D3359 X字切割，達 5A標準。 

d. 針對完檢的缺失進行完善的修補。 

e. 檢查完成,如有缺失環球將會填寫重要訊息告知單告知檢查結果及改善建議，

並於隔日遞交給業主 與承攬商，以作為修補之依據。 

f. 針對告知單之缺點，施工方如一直未改善，則環球將逕交完檢報告及異常報

告給業主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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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9施工說明書 

 

CSI-2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鈦改性無機耐熱漆 鈦改性無機耐熱漆 

200μm 
廠商型號 Interbond 1202 UPC Interbond 1202 UPC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56μm 156μm 

 

第一道漆- Interbond 1202 UPC 鈦改性無機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碳鋼表面處理，噴砂須達 ISO8501-1 Sa2½級(含)以上。 

超高壓水刀(25000 psi)處理，須達 WJ2級(含)以上。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SPC SP11等級(含)以上。 

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d. 鍍鋅、不銹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達至 Sa1.0或 SSPC-SP7等級。並

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chor Pattern)須達 50μm以上。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Interbond 1202 UPC 底

漆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54: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75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GTA007（5~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005psi(141 kg/ cm2).,  噴

嘴尺寸： 0.38~0.48mm (0.015"-0.019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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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a.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二道漆- Interbond 1202 UPC 鈦改性無機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Interbond 1202 UPC 底

漆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54: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75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GTA007（5~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005psi(141 kg/ cm2).,  噴

嘴尺寸： 0.38~0.48mm (0.015"-0.019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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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b.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c.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d.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油漆儲存: 

a. 油漆必須儲存在乾燥及有遮蔽處並遠離火源。在 25℃情況下， 一般有 12

個月之保存期限。 

b. 如儲存於超過 35℃之溫度以及陽光直接照射處，可能造成油漆攪拌後到開

始使用之時間(Pot life)減少，以及造成漆膜容易垂流。 

c. 漆料使用應保持先進先出原則，換言之，應以先到貨先使用原則。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36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油漆系統代號：CSI-11施工說明書 

 

CSI-1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有機共聚和塗料 無機+有機共聚和塗料 

廠商型號 Thurmalox 225HD Thurmalox 225HD 

225μm 乾膜厚 113μm 113μm 

濕膜厚 226μm 226μm 

 

第一道漆- Thurmalox 225HD 無機＋有機共聚和塗料 113μm 

A. 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SSPC-SP10級(含)以上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SPC-SP11等級(含)以上。 

噴砂處理: 

a. 為達到塗料最長時間的防蝕效能，工件表面必須乾淨，乾燥，且無粉塵、鹽

份、風砂、油污、焊渣、銹皮、舊漆膜、腐蝕物質或其他外來物質。 

b. 於保養維修工程時，為降低工件表面殘留高濃度之溶解鹽類，噴砂前可以

2000psi以上之高壓淡水加上鹽分去除劑清洗工件表面。 

c. 噴砂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d. 噴砂材（砂）須以非金屬類噴砂材料,如氧化鋁、石榴石或陶瓷粒等作為噴

砂介質，以避免氯籬子殘留於工件表面。 

e.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介於 5~7kg/c㎡  之間。 

f. 噴砂等級須達到 SSPC-SP10 (含) 以上清潔度，表面粗度要求為 38~76 μm。 

g.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以 Thurmalox 225HD底漆進行塗裝 

* 表面處理檢查交驗過後，須於兩小時內進行塗裝，避免銹蝕氧化繼續反應

產生，影響漆膜之性能效果。塗裝前若有閃銹(Flash rust)發生，需重新噴

砂至規範等級。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9:1。 

c. 混合後於 24℃@50% RH時，可使用時間 4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可添加調薄劑 NO. 180（須小於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至

均一顏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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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介於 2500～3000psi(176~211 

kg/c㎡  ) 。噴嘴尺寸： 0.43~0.58mm (0.017"-0.023 ")，施工時噴嘴與

底材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及減少油漆損耗。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 施工部位，

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等表

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粉塵、油污、鹽份、水、、等，外來物質附著後，

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h. 待表面處理以及塗裝作業完成一定完整區域面積後，必須量測底漆膜厚，以

達規範膜厚 113μm。 

註: 

 所謂一定完整區域係指鷹架搭設完整可施工之區域範圍或明顯可區隔之

區域而言。 

 要獲得單層最大膜厚，無氣噴塗為最佳施工方式，底漆 Thurmalox 225HD

如以手工刷塗或滾塗施工，則需多道施工方能達到 113μm之規範膜厚。 

 為因應現場施工程序以及底漆與面漆塗裝間隔，建議底漆應分二次噴塗，

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50~63μm(濕膜厚約 100~126μm)，其間隔時間以

漆膜表面觸乾時間為準。一次是在表面處理完成、經檢查合於規範標準

後，所進行之底漆塗裝作業.，另一次，在於上述之一定完整區域範圍內，

所有表面處理、檢查通過之區域，進行第二次底漆塗裝作業(如第一次與

第二次之塗裝間隔過久，如有粉塵，鹽霧、、、等汙染，則必須以 3000psi

水壓水沖洗表面)，以達規範膜厚 113μm，並於底漆第二次塗裝完成檢查

底漆厚度合格後，儘速進行面漆塗裝作業。 

  於高溫鋼材表面，進行線上施工時. 關於溫度與塗裝間隔時間的問題，

請與原廠塗料代理商旭輝防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連繫。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常溫~93℃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  (2.85Mp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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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膜厚測試：第一道底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13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

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面漆)。 

第二道漆：Thurmalox 225HD 無機＋有機共聚和塗料 113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霧附著

於鋼構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面漆。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9:1。 

b. 可添加調薄劑 NO. 180（須小於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至

均一顏色為止。 

c. 混合後於 24℃@50% RH時，可使用時間 4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介於 2500～3000psi(176~211 

kg/c㎡  ) 。噴嘴尺寸： 0.43~0.58mm (0.017"-0.023 ")，施工時噴嘴與

底材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及減少油漆損耗。 

e.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其間隔

時間須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

增進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常溫~93℃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  (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00~250μm之間，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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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14施工說明書 

 

CSI-1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廠商型號 Devoe HT-403 Devoe HT-403 

25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濕膜厚 179μm 179μm 

 

第一道漆- Devoe 環氧樹脂耐熱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chor 

Pattern)須達 63~88μm。 

d.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

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Devoe HT-403底漆進行

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劑)

比例 4: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T-10(不超過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3000psi(211 kg/c㎡  )噴嘴

尺寸(孔徑)： 0.89mm (0.03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

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無氣噴塗施工，漆帶建議使用 3/8
”
且長度以不超過 30米為原則。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h. Devoe HT-403 單道塗層乾膜膜厚，盡量依規範膜厚執行，最高單層以不超過

250μm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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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塗

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需達到 125~150μm間。 

 

第二道漆- Devoe 環氧樹脂耐熱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 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4 天,如果超過 3 天，則需用#40~80 番

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打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劑)

比例 4:1(體積比)。 

b.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c. 添加調薄劑 T-10(不超過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3000psi(211 kg/c㎡  )噴嘴

尺寸(孔徑)： 0.89mm (0.03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

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 無氣噴塗施工，漆帶建議使用 3/8
”
且長度以不超過 30米為原則。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g. Devoe HT-403 單道塗層乾膜膜厚，盡量依規範膜厚執行，最高單層以不超過

250μm為原則。 

C. 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b.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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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塗

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5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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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15施工說明書 

 

CSI-1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醛儲槽內襯塗料 環氧酚醛儲槽內襯塗料 

廠商型號 Amercoat 90HS Amercoat 90HS 

25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濕膜厚 195μm 195μm 

 

A. 表面處理： 

a. 水刀處理 WJ-2/(乾/溼)噴砂處理 Iso- Sa2½/動力工具處理至 St3或 SP11 

b. 表面處理前，該結構各個部份區域鐵工必須完成，如有液體洩漏，應先完成

抓漏及止漏之程序。 

c. 若有鐵工缺陷必須先改善完成，如焊珠、焊渣…等。 

d. 噴砂前底材必須是乾淨且沒有任何鹽分及油污染並增加施工前之檢查，根據

SSPC SP1去除表面之油脂、以及鹽分測試其結果，(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

份檢測標準≦46.3μs/cm。 

e. 高壓空氣機必須配備油水分離器，並確認其可發揮應有之功能，避免油、水

污染已處理完成之準備上漆表面。 

f. 表面處理：主要去除黑皮、鐵銹、鬆動漆膜、油、水、鹽等一切外來物，以

達到 SSPC SP12 WJ2或 Sa2½或動力工具處理至 St3或 SP11標準並建立其表

面粗糙度需達 40μ。 

g. 如無法一次完成交驗，則受檢區域需為一完整區塊，以利區隔施工範圍，且

噴漆或手刷補漆範圍不可超過表面處理交驗通過之範圍區域。 

h. 完成後需立即噴漆，若無法及時噴漆或因天氣因素無法塗裝則視同未交驗通

過，必須再次表面處理整修再補交驗，下底漆前工件表面清潔度及粗度需達

符合約定之表面處理標準。 

i. 檢查前表面粉塵、碎屑、油汙及外來物值必須清除乾淨。(保溫下)被塗物表

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NO.1檢查要點(表面處理後，手刷補漆/噴漆前)： 

a. 檢查是否有焊珠、焊渣、尖銳之毛邊、漆膜翹皮、舊漆膜附著度不佳…等缺

陷。 

b. 受檢欲噴漆部分需無油汙、無黑皮、無銹、無粉塵…等一切外來物。 

c. 檢查其表面之粗糙度與清潔度，是否符合企業規範標準之要求。 

d. 檢查通過，視交驗通過補漆之面積大小自行決定並立即進行手刷補漆或噴漆，

將檢查符合之區域完成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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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檢查受檢區域需為一完整區塊，當天處理完成之表面須在當日塗裝完畢且符

合清潔度之要求，如當日無法上漆須在下次上漆前完成清潔並符合規範要求，

並在工作日誌上紀錄當日最後施作漆面之開始與完成時間。 

f. 手刷補漆這個動作需依其膜厚及施工技術來決定次數，以達規範之膜厚。 

g. 抽測表面之鹽分含量其必須小於 42μg/c㎡   or 50ppm。 

 

第一道 Amercoat 90HS：125μ 

a. 確認油漆品名及數量。 

b. 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機塗裝 

c. 添加調薄劑 Amercoat 65(需小於 8％)，攪拌機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噴塗機時，壓力比為 60:1，噴嘴尺寸 0.021 in~0.027 in，施工時

噴塗之物件與噴嘴以 30~50㎝為佳。 

e. 施作之人員應使用濕膜以隨時檢查，作為控制膜厚噴塗之參考，以確認可達

規範之膜厚。 

f. 針對焊道、板邊、板角、孔邊、孔縫、法蘭、鏍絲、鏍帽、加強材、支架等

噴漆不易到達之死角部分或易生銹區域在進行一次手刷補漆。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應立即請洗乾淨。 

A. 除銹底漆區域檢查：  

a. 針對前一日工作天，除銹補漆區域進行自我檢查，確定無漏塗之區域。如有

應立即補漆，避免新的銹蝕產生。 

b. 如相隔天數過久或新銹已產生，則該區域需重新做表面處理，處理至工件表

面的清潔度與粗糙度符合約定之表面處理標準。 

c. 如前一天工作天，除銹補漆區域範圍很大，為保護已完成區域確保進度，可

考慮以噴漆進行補漆。 

d. 針對焊道、板邊、角、孔邊、孔隙、法蘭、鏍絲、鏍帽、加強材、支架等噴

漆不易到達之死角部分或易生銹區域進行手刷補漆。 

B. NO.2檢查要點(手刷補漆後/全面洗水清潔前)： 

a. 檢查所有已除銹完成之區域，是否全部補漆完成，如有遺漏，需標示出來，

並立即補漆，未完成檢查補漆前禁止後續水洗動作。 

b. 檢查所有補漆部份，是否已完成，並達到 125μ膜厚。 

c. 檢查漆膜之完整性，是否有漏塗之區域 

d. 檢查完成之區域，漆膜是否有異常如未乾、翹皮、剝落、起泡、龜裂、針孔…

等，異常情況產生，如有發現，需標示，並立即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C. 全面清潔或全面高壓水洗： 

a. 若該區域完成補漆或噴漆動作及檢查後，必須全面做清潔及高壓淡水水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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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補噴漆前若有雨水、冷凝水、油汙及其他液體，必須以乾空氣或溶劑去除。 

c. 任何漆粉、垂流、起泡、龜裂、針孔、剝落等漆膜缺陷，必須以砂紙或適當

工具處理、整修。 

d. 若表面鹽分出過標準 42μg/ c㎡ or 50ppm，則必需全面低壓淡水清洗以去

除表面含鹽量到規範標準。 

D. NO.3檢查要點(全面清潔後)： 

a. 表面檢查是否無油脂、水、砂、碎屑、粉塵等一切外來物，如有則需再次清

潔。 

b. 檢查漆膜表面是否有嚴重漆粉、垂流、起泡、龜裂、針孔、剝落、膜厚不均

等漆膜缺陷。 

c. 表面含鹽量是否高於標準值。 

 

第二道 Amercoat 90HS：125μ 

a. 確認油漆品名及數量。 

b. 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機塗裝 

c. 添加調薄劑 Amercoat 65(需小於 8％)，攪拌機攪拌均。 

d. 使用無氣噴塗機時，壓力比為 60:1，噴嘴尺寸 0.021 in~0.027 in，施工時

噴塗之物件與噴嘴以 30~50㎝為佳。 

e. 施作之人員應使用濕膜以隨時檢查，作為控制膜厚噴塗之參考，以確認可達

規範之膜厚。 

f. 針對焊道、板邊角、孔邊、孔縫、法蘭、鏍絲、鏍帽、加強材、支架等噴漆

不易到達之死角部分或易生銹區域在進行一次手刷補漆。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應立即請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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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16施工說明書 

 

CSI-1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CUI保護酚醛型環氧塗料 CUI保護酚醛型環氧塗料 

廠商型號 EPO-PHEN(HI-TEMP) EPO-PHEN(HI-TEMP) 

25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濕膜厚 179μm 179μm 

使用調薄劑 R7K15 R7K15 

 

第一道漆- EPO-PHEN(HI-TEMP) CUI保護酚醛型環氧塗料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粗糙度須達 50~75μm以上。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碳鋼底材新品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NACE No.2/SSPC-SP-10/ ISO 8501-1- 

Sa2½) 粗糙度須達 50~75μm。 

d. 如以噴砂做表面處理，其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  以上。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EPO-PHEN(HI-TEMP)  

第一道漆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A:B:=4:1。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

用時間越長，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c. 添加調薄劑 R7K15(0~15%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幫浦設備最小 45:1，噴塗出口壓力最小

3600psi(253 kg/c㎡  ) ，噴嘴尺寸： 0.48~0.53mm (0.019"-0.021")，軟

管: 9.5mm~12.7mm(3/8"-1/2")。 

e. 使用傳統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塗霧化壓力須於 65~75 psi 

(4.5~5.2 kg/c㎡  ) ，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15~20psi(1.~1.4 kg/c㎡  ) ，流

體噴嘴：66/65，空氣噴嘴：63PH-1。 

f.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且噴槍必須與被噴漆表面保持 90

°的角度，每個噴漆行程必須保持 50%的重複覆蓋，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

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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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間

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

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h. 可塗覆間隔 25℃時:最小 16小時; 最大 30天。如超過最大塗覆間隔，其施

作程序須依:表面清洗外來物→再度創造表面粗度 50~75μm。 

i.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如二甲苯)。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室外風速達 1.5m/s

以上時，除非有適當防護措施，否則不得進行油漆施工。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移除，並做修復補漆處理。 

b. 檢查漆膜之完整性與附著性。  

c. 檢查手刷補漆是否有遺漏。  

d.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第二道漆- EPO-PHEN(HI-TEMP) CUI保護酚醛型環氧塗料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c. 尤其冬季常發生鹽霧附著於被塗物表面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

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面漆。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A:B:=4:1。 

b. 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c. 添加調薄劑 R7K15(0~15%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幫浦設備最小 45:1，噴塗出口壓力最小

3600psi(253 kg/c㎡  ) ，噴嘴尺寸： 0.48~0.53mm (0.019"-0.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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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 9.5mm~12.7mm(3/8"-1/2") 

e. 使用傳統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塗霧化壓力須於 65~75 psi 

(4.5~5.2 kg/c㎡  ) ，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15~20psi(1.~1.4 kg/c㎡  ) ，流

體噴嘴：66/65，空氣噴嘴：63PH-1 

f.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且噴槍必須與被噴漆表面保持 90

°的角度，每個噴漆行程必須保持 50%的重複覆蓋，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

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g.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間

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

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h. 可塗覆間隔 25℃時:最小 16小時; 最大 30天。如超過最大塗覆間隔，其施

作程序須依:表面清洗外來物→再度創造表面粗度 50~75μm。 

i.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如二甲苯)。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室外風速達 1.5m/s

以上時，除非有適當防護措施，否則不得進行油漆施工。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移除，並做修復補漆處理。 

b. 檢查漆膜之完整性與附著性。  

c. 檢查手刷補漆是否有遺漏。  

d.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48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油漆系統代號：CSI-17施工說明書 

 

CSI-1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廠商型號 Pitt-Them 97-946 Pitt-Them 97-946 

25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濕膜厚 174μm 174μm 

 

第一道漆- Pitt-Them 97-946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不銹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或以動力工具將欲塗裝區域磨粗，粗糙度

須達 25~50μm以上。 

c. 如以掃砂做表面處理，其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d.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  以上。 

e.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Pitt-Them 97-946底漆進

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1桶:1桶。 

c. 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4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97-727(冬天)或 97-737(夏天)（須小於 5%），以動力攪拌機充

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1500psi(105 kg/c㎡  )噴嘴

尺寸： 0.425~0.525mm (0.017"-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間

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

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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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2℃~54℃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  (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第二道漆：Pitt-Them 97-946酚醛系環氧樹脂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霧附著

於鋼構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面漆。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A劑) 與硬化劑(B

劑)比例 1:1。 

b. 添加調薄劑 97-727(冬天)或 97-737(夏天)（須小於 5%），以動力攪拌機充

份混合，攪拌均勻。 

c. 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4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1500psi(105 kg/c㎡  )噴嘴

尺寸： 0.425~0.525mm (0.017"-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 

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其間隔

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

後續之油漆噴塗，增進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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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構件溫度允許於 2℃~54℃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  (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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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18施工說明書 

 

CSI-1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矽基樹脂 無機矽基樹脂 

廠商型號 Pitt-Them 97-724 Pitt-Them 97-724 

25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濕膜厚 357μm 357μm 

第一道漆- Pitt-Them 97-724矽酸酯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不銹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或以動力工具將欲塗裝區域磨粗，粗糙度

須達 25~50μm以上。 

c. 如以掃砂做表面處理，其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d.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  以上。 

e.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Pitt-Them 97-724底漆進

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1500psi(105 kg/c㎡  )噴嘴

尺寸： 0.275~0.375mm (0.011"-0.015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間

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

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以 97-727 PPG Xylol thinner 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4℃~54℃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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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  (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第二道漆：Pitt-Them 97-724矽酸酯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霧附著

於鋼構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面漆。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c.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1500psi(105 kg/c㎡  )噴嘴

尺寸： 0.275~0.375mm (0.011"-0.015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 

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d.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其間隔

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

後續之油漆噴塗，增進施工品質。 

e.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以 97-727 PPG Xylol thinner 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4℃~54℃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e.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f.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g.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  (2.85Mpa)以上。 

h.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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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19施工說明書 

 

CSI-1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耐高溫矽質塗料 耐高溫矽質塗料 

廠商型號 
Heat Flex  

Hi-Temp 1200 

Heat Flex  

Hi-Temp 1200 

25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濕膜厚 219μm 219μm 

使用調薄劑 R6K30 R6K30 

第一道漆- Heat Flex Hi-Temp 1200 CUI保護耐高溫矽質塗料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粗糙度須達 40~63μm。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碳鋼底材新品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Sa2½)或以動力工具(SSPC-SP 11)將欲

塗裝區域磨粗，粗糙度須達 40~63μm。 

d. 如以噴砂做表面處理，其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kg/c㎡  以上。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

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Heat Felx Hi-Temp 1200

第一道漆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及調薄劑之品名、數量。 

c. 請依照設備表面溫度(如果超過常溫)需添加調薄劑 R6K30(5%以內)，以動力

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 幫浦設備最小 30:1，噴塗出口壓力最小

2700psi(189 kg/c㎡  ) ，噴嘴尺寸： 0.43~0.48mm (0.017"-0.019")，軟

管: 9.5mm(3/8")。 

e. 使用傳統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 噴塗霧化壓力須於 50psi(3.4 kg/c

㎡  )，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20~30psi(1.4~2.06 kg/c㎡  )，流體噴嘴：

0.045"-0.055"，空氣噴嘴：20cfm。 

f.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且噴槍必須與被噴漆表面保持 90°

的角度，每個噴漆行程必須保持 50%的重複覆蓋，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

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g.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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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 其間

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

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h. 可塗覆間隔 25℃時:最小 2小時; 最大 14天。如超過最大塗覆間隔，其施

作程序須依:表面清洗外來物→再度創造表面粗度 40~63μm。 

i.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如二甲苯)。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2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室外風速達 1.5m/s

以上時，除非有適當防護措施，否則不得進行油漆施工。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移除，並做修復補漆處理。 

b. 檢查漆膜之完整性與附著性。  

c. 檢查手刷補漆是否有遺漏。  

d.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第二道漆- Heat Flex Hi-Temp 1200 CUI保護耐高溫矽質塗料 125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c. 尤其冬季常發生鹽霧附著於被塗物表面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

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面漆。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請依照設備表面溫度(如果超過常溫)需添加調薄劑 R6K30(5%以內)，以動力

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c.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 幫浦設備最小 30:1，噴塗出口壓力最小

2700psi(189 kg/c㎡  )，噴嘴尺寸： 0.43~0.48mm (0.017"-0.019")，軟

管: 9.5mm(3/8")。 

d. 使用傳統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 噴塗霧化壓力須於 50psi(3.4 kg/c

㎡  )，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20~30psi(1.4~2.06 kg/c㎡  )，流體噴嘴：

0.045"-0.055"，空氣噴嘴：20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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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且噴槍必須與被噴漆表面保持 90

°的角度，每個噴漆行程必須保持 50%的重複覆蓋，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

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其間隔

時間須大於 30分鐘，等表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

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g. 可塗覆間隔 25℃時:最小 2小時; 最大 14天。如超過最大塗覆間隔，其施

作程序須依:表面清洗外來物→再度創造表面粗度 40~63μm。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如二甲苯)。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2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室外風速達 1.5m/s

以上時，除非有適當防護措施，否則不得進行油漆施工。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移除，並做修復補漆處理。 

b. 檢查漆膜之完整性與附著性。  

c. 檢查手刷補漆是否有遺漏。  

d.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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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0施工說明書 

 

CSI-2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  名

稱 

無機耐高溫 

防蝕塗料 

無機耐高溫 

防蝕塗料 

無機耐高溫 

防蝕塗料 

廠商  型

號 
NO.1566 NO.1566 NO.1566 

30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96μm 196μm 196μm 

調薄劑 
視構件表面溫

度選用 

視構件表面溫

度選用 

視構件表面溫

度選用 

 

第一道漆- NO.1566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chor Pattern)須達 30~50μm以上。 

d.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

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NO.1566進行噴塗    作

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比例 5.7 kg : 0.03 kg。 

d. NO.1566可分為常溫(0℃≦T≦100℃)及高溫(100℃≦T≦220℃)施工，常溫

狀態使用調薄劑 NO.1564X，高溫狀態使用調薄劑 NO.1564S，請依目錄資料

指示使用。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 c㎡  )

噴嘴尺寸： 0.63~0.68mm (0.025"-0.027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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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請注意 NO.1566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200μm。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22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80~150μm間。 

 

第二道漆- NO.1566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 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

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無塗裝間隔限制。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NO.1566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比例 5.7 kg : 0.03 kg。 

d. NO.1566可分為常溫(0℃≦T≦100℃)及高溫(100℃≦T≦220℃)施工，常溫

狀態使用調薄劑 NO.1564X，高溫狀態使用調薄劑 NO.1564S，請依目錄資料

指示使用。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  )噴

嘴尺寸：0.63~0.68mm (0.025"-0.027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請注意 NO.1566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20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22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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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60~25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三道漆- NO.1566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 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

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無塗裝間隔限制。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NO.1566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比例 5.7 kg : 0.03 kg。 

d. NO.1566可分為常溫(0℃≦T≦100℃)及高溫(100℃≦T≦220℃)施工，常溫

狀態使用調薄劑 NO.1564X，高溫狀態使用調薄劑 NO.1564S，請依目錄資料

指示使用。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  )噴

嘴尺寸：0.63~0.68mm (0.025"-0.027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請注意 NO.1566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20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22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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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60~35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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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1施工說明書 

 

CSI-2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厚漿惰性共聚物耐高溫漆 厚漿惰性共聚物耐高溫漆 

廠商型號 Jotatemp 650 Jotatemp 650 

20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32μm 132μm 

調薄劑 Jotun NO 21/ Jotun NO 7 Jotun NO 21/ Jotun NO 7 

 

第一道漆-  Jotatemp 650 厚漿惰性共聚物耐高溫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可接受采用動力工具進行表面清理，但清理等級不得低於 St 2且無氧化皮

殘留（ISO 8501-1:2007)；粗糙度為 35-50μm。改善表面處理等級（噴砂清

理至 Sa2½)可以提高塗層的性能質量. 

d.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

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Jotatemp 650底漆進

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Jotatemp 650是單組份。 

d. 添加調薄劑 5%(底材溫度 100-400℃使用 Jotun NO 21,底材溫度低於 100℃

使用 Jotun NO 7），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 c㎡  )

噴嘴尺寸： 0.38~0.53mm (0.015"-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40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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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 

 

第二道漆- Jotatemp 650厚漿惰性共聚物耐高溫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 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為 6 小时（23℃時）。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立即以 Jotatemp 650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Jotatemp 650是單組份。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NO 21/7（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c㎡  )噴

嘴尺寸：0.38~0.53mm (0.015"-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請注意 Jotatemp 650單道允許最高膜厚為 15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40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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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0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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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2施工說明書 

 

CSI-2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高溫防蝕 

塗料 

高溫防蝕 

塗料 

高溫防蝕 

塗料 

廠商型號 NO.1567 NO.1567 NO.1567 

30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66μm 166μm 166μm 

調薄劑 SP-12 SP-12 SP-12 

 

第一道漆- NO.1567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不銹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或以動力工具將欲塗裝區域磨粗，粗糙度

須達 25~50μm以上。 

d. 如以掃砂做表面處理，其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

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NO.1567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92:8(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SP-12（5~2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 c㎡  )

噴嘴尺寸： 0.63~0.68mm (0.025"-0.027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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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80~130μm間。 

 

第二道漆- NO.1567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 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

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天，如果超過 3天，則需用#40~80

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NO.1567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92:8(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SP-12（5~2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 ㎡  )噴嘴

尺寸：0.63~0.68mm (0.025"-0.027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請注意 NO.1567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15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65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80~23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三道漆- NO.1567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天，如果超過 3天，則需用#40~80

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NO.1567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92:8(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SP-12（5~2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 ㎡  )噴嘴

尺寸：0.63~0.68mm (0.025"-0.027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請注意 NO.1567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15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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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30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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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3施工說明書 

 

CSI-2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改良型環氧樹脂 改良型環氧樹脂  

 

200μm 
廠商型號 ESCO NB ESCO NB 

乾 膜 厚 100μm 100μm 

溼 膜 厚 200μm 200μm 

 

第一道漆：Modified Epoxy (ESCO NB)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構件如有油/油脂、汙染時，需根據 ISO8504:2000標準進行清理。 

b、 需以清水除去表面之可溶性鹽份至業主需求，(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

標準≦46.3μs/cm。 

c、 以洗滌劑或溶劑去除表面之油脂/油污(SSPC-SP-1) 。 

d、 以磨料清理(ISO 8501-1:2007 Sa2½或 SSPC SP-10)或是動力工具清理

(ISO8501-1 St3 或 SSPC SP3)清除所有鐵銹，腐蝕面以及其他鬆脫材質。 

e、 表面粗糙度 40－70μm。 

f、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B.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各塗料應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後再均勻調勻主劑與硬化劑。 

c、 主劑與硬化劑比例 9:1。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 (重量之 0-10%), 

噴塗壓力須控制於不低於 10Mpa，噴嘴尺寸：0.019"-0.023 "，施工時噴嘴

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

質。 

e、 使用毛刷刷塗或滾塗塗裝，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 (重量之 0-10%)，

若需要則以電動攪拌器攪拌均勻稀釋劑。 

*過多稀釋劑將造成垂流以及熟成較慢。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等表面

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

施工品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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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i、 漆帶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漆帶，另噴槍連接

段則可採用 1/4英吋之漆帶(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以上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 

c、 膜厚測試：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

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Modified Epoxy (ESCO NB)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新建構件如有油/油脂、汙染時，需根據 ISO8504:2000標準進行清理。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c、 以洗滌劑或溶劑去除表面之油脂/油污(SSPC-SP-1)。 

d、 以磨料清理(ISO 8501-1:2007 Sa2½或 SSPC SP-10)或是動力工具清理

(ISO8501-1 St3 或 SSPC SP3)清除所有鐵銹,腐蝕面以及其他鬆脫材質。 

e、 構件須全面噴砂至 ISO(SIS) Sa2½以上之標準，表面粗糙度 40－70μm。 

f、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B.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各塗料應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後再均勻調勻主劑與硬化劑。 

c、 主劑與硬化劑比例 9:1。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 (重量之 0-10%), 

噴塗壓力須控制於不低於 10Mpa，噴嘴尺寸：0.019"-0.023 "，施工時噴嘴

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

質。 

e、 使用毛刷刷塗或滾塗塗裝，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 (重量之 0-10%)，

若需要則以電動攪拌器攪拌均勻稀釋劑。 

*過多稀釋劑將造成垂流以及熟成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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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

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等表面

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

施工品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h、 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i、 漆帶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漆帶，另噴槍連接

段則可採用 1/4英吋之漆帶(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以上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 

c、 膜厚測試：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70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油漆系統代號：CSI-24施工說明書 

 

CSI-2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改良型環氧樹脂 改良型環氧樹脂 

200μm 
廠商型號 EPOMARINE GX EPOMARINE GX 

乾 膜 厚 100μm 100μm 

溼 膜 厚 238μm 238μm 

 

第一道漆：Modified Epoxy (EPOMARINE GX)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構件如有油/油脂、汙染時，需根據 ISO8504:2000標準進行清理。 

b、 需以清水除去表面之可溶性鹽份至業主需求，(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

標準≦46.3μs/cm。 

c、 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d、 被塗物表面必須鍍鋅層完整均勻，且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e、 表面應以動力工具或手動工具除繡且粗化。 

B.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各塗料應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後再均勻調勻主劑與硬化劑。 

c、 主劑與硬化劑比例 9:1。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夏季可使用

Tect EP Thinner Slow Dry (重量之 0-10%), 噴塗壓力須控制於不低於 10Mpa，

噴嘴尺寸：0.019"-0.023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

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 使用毛刷刷塗或滾塗塗裝，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夏季可使用 Tect 

EP Thinner Slow Dry (重量之 0-10%),若需要則以電動攪拌器攪拌均勻稀

釋劑。*過多稀釋劑將造成垂流以及熟成較慢。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更

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等表

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

漆施工品質。 

g、 漆帶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漆帶，另噴槍連接

段則可採用 1/4英吋之漆帶(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 未用完的漆液須密閉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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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以上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e、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f、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g、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 

h、 膜厚測試：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

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Modified Epoxy (EPOMARINE GX)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新建構件如有油/油脂、汙染時，需根據 ISO8504:2000標準進行清理。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 

c、 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d、 被塗物表面必須鍍鋅層完整均勻，且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e、 表面應以動力工具或手動工具除繡且粗化。 

B.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各塗料應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後再均勻調勻主劑與硬化劑。 

c、 主劑與硬化劑比例 9:1。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夏季可使用

Tect EP Thinner Slow Dry (重量之 0-10%), 噴塗壓力須控制於不低於 10Mpa，

噴嘴尺寸：0.019"-0.023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

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 使用毛刷刷塗或滾塗塗裝，需添加稀釋劑 Tect EP Thinner，夏季可使用 Tect 

EP Thinner Slow Dry(重量之 0-10%)，若需要則以電動攪拌器攪拌均勻稀

釋劑。 *過多稀釋劑將造成垂流以及熟成較慢。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更

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防止垂流發生，等表

面觸乾且確認漆膜表面無砂塵附著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

漆施工品質。 

g、 漆帶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漆帶，另噴槍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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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則可採用 1/4英吋之漆帶(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 未用完的漆液須密閉儲存。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以上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 

c、 膜厚測試：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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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5施工說明書 

 

CSI-2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荃環氧耐高溫漆 酚荃環氧耐高溫漆 

廠商型號 Epoxy HR Epoxy HR 

20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60μm 160μm 

調薄劑 Jotun NO 23 Jotun NO 23 

 

第一道漆- Epoxy HR酚荃環氧耐高溫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chor Pattern)須達 30~50μm。 

d.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

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Epoxy HR 底漆進行噴

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6.5: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24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NO 23（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 c㎡  )噴

嘴尺寸： 0.46~0.69mm (0.018"-0.027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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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 

 

第二道漆-  Epoxy HR環氧酚荃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7天（23℃時）,如果超過 7天，則需

用#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Epoxy HR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6.5: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24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NO 23（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c㎡  )噴嘴

尺寸： 0.46~0.69mm (0.018"-0.027")，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請注意 Epoxy HR單道允許最高膜厚為 20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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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0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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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6施工說明書 

 

CSI-2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荃耐熱漆  環氧酚荃耐熱漆  

廠商型號 Hempadur 85671  Hempadur 85671  

20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濕膜厚 147μm 147μm 

調薄劑 08450 08450 

 

第一道漆- Hempadur 85671環氧酚醛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b.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c.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chor Pattern)須達 50~75μm以上。 

d.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

準≦46.3μs/cm。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Hempadur 85671 底漆

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8.8 : 1.2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主劑與硬化劑，攪拌均勻。 

e.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8.8 : 1.2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f. 需加調薄劑 08450時最多不要超過 1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加入

更多的調薄劑 08450是必要的，如此是有助於油漆之流平及儘量減低油漆乾

噴的機會。 

g. 油漆充分攪拌均勻後，在 25℃時，噴塗前應有 10分鐘的誘導時間，溫度愈

低誘導時間愈長，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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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攪拌後的溫度 15℃ 20℃ 25℃ 30℃ 

誘導時間 25分鐘 15分鐘 10分鐘 5分鐘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00bars(2900psi)噴嘴尺

寸： 0.46~0.53mm (0.018"-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i.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150μm間。 

 

第二道漆- Hempadur 85671環氧酚醛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保溫下)被塗物表面鹽份檢測標準≦46.3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

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乾

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為 36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21天，如果在 20℃時超過 21天，則需用#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

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Hempadur 85671進行塗裝

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8.8 : 1.2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時間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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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主劑與硬化劑，攪拌均勻。 

e.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8.8 : 1.2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f. 需加調薄劑 08450時最多不要超過 1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加入

更多的調薄劑 08450是必要的，如此是有助於油漆之流平及燼量減低油漆乾

噴的機會。 

g. 油漆充分攪拌均勻後，在 25℃時，噴塗前應有 10分鐘的誘導時間，溫度愈

低誘導時間愈長，如下表: 

油漆攪拌後的溫度 15℃ 20℃ 25℃ 30℃ 

誘導時間 25分鐘 15分鐘 10分鐘 5分鐘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00bars(2900psi)噴嘴尺

寸： 0.46~0.53mm (0.018"-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i. 請注意 Hempadur 85671單道塗層乾膜厚度不宜超過 150μm。 

j.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00~30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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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27施工說明書 

 

CSI-27 第一道漆 總膜厚 

廠商名稱 Polyguard 

625 μm 

塗料型號 RG2400 ET 

乾 膜 厚 625 μm 

濕 膜 厚 625 μm 

使用調薄劑 無須使用 

 

第一道漆- RG2400 ET 500μm  

A.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可以動力工具，去除其鋅白(氧化鋅)、黑

皮、鐵銹、焊渣、舊漆膜、粉塵、風沙、油污、水份、鹽份等雜質，標準需

達SSPC-SP3等級(含)以上。 

b. 新購件表面處理，需根據ISO8504:2000標準以溶劑或中性清潔劑去除表面之

油脂。 

c.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即以RG2400 ET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若以手工塗抹時，可使用PVC手套抓取RG2400 ET凝膠直接均勻塗抹至構件上，

至肉眼無法看見基材表面即可。 

d. 若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機工作壓力須高於6000psi(422 kg/cm2)

以上；噴嘴尺寸建議在0.017"~0.019"，但可依施工狀況調整；施工時噴嘴與

工件距離以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 噴塗時無須使用調薄劑。 

f. 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邊緣、焊道、鏍帽、死角等不易 施工部位，可

於噴塗後以手工進行補強，以增進施工品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0℃~70℃施工。 

b. 構件溫度不需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但塗抹前需以乾布擦拭去

凍霜。  

c. 無相對溼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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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及個人防護器具等應符合台塑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驗收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過薄等缺陷，如有問題應立即予以處理。 

本防蝕凝膠無針孔、氣泡等問題 

b.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5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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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30施工說明書 

 

CSI-3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250μｍ 

廠商型號 Jotatemp 210 Jotatemp 210 

乾膜厚 125 μｍ 125 μｍ 

濕膜厚 208 μｍ 208 μｍ 

使用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 Jotun Thinner No.23 

註：1. 本系統僅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及預塗。 

  2. 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 - 12 °C ~ 177 °C。 

  3. 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 204 °C。 

  4. 本系統線上施作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 90 °C。 

  5. 表面粗度要求： 30~85μｍ。 

 

第一道漆 -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Jotatemp 210 

A. 表面處理 :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噴砂前則必須以 HPFWW高壓淡水

清洗 (5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d. 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至 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需達 30~85

μm。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被塗物表面鹽分檢測標準≦46.3

μs/cm。 

B. 塗裝施工 :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螺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Jotatemp 210進行噴

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4:1 (體積比例)。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4 hrs，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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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100psi (150 kg/ cm2) 噴

嘴尺寸：0.46~0.69mm (0.018"-0.027")，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90℃ 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 

 

第二道漆 -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Jotatemp 210 

A. 表面處理 :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46.3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

著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

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7 天(23℃時)，如果超過 7 天，則需

用#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Jotatemp 210進行塗裝作

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4:1 (體積比例)。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4 hrs，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 cm2)噴嘴

尺寸：0.46~0.69mm (0.018"-0.027")，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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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90℃ 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總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50μm。 

 
  



台塑企業規範 
管路、設備保溫層下方油漆防蝕暫行辦法 

 

 

總管理處規範組 84 2019年 7月 29日第 6次修訂 

油漆系統代號：CSI-31施工說明書 

 

CSI-3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玻璃鱗片增強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玻璃鱗片增強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250μｍ 
廠商型號 Jotatemp 250 Jotatemp 250 

乾膜厚 125 μｍ 125 μｍ 

濕膜厚 179 μｍ 179 μｍ 

使用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 Jotun Thinner No.23 

註：1. 本系統僅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及預塗。 

  2. 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 - 12 °C ~ 204 °C。 

  3. 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 230 °C。 

  4. 本系統線上施作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 150 °C。 

  5. 表面粗度要求： 50~85μｍ。 

第一道漆 - 玻璃鱗片增強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Jotatemp 250 

A. 表面處理 :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噴砂前則必須以 HPFWW高壓淡水

清洗 (5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d. 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至 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需達 50~85

μm。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被塗物表面鹽分檢測標準≦46.3

μs/cm。 

B. 塗裝施工 :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螺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Jotatemp 250進行噴

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5:1 (體積比例)。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2 hrs，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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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 cm2)噴嘴

尺寸：0.48~0.53mm (0.019"-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 

 

第二道漆 - 玻璃鱗片增強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Jotatemp 250 

A. 表面處理 :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46.3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

著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

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Jotatemp 250自身覆塗時，其最大覆塗間隔為 1天（23℃時）。如果超過 1

天，則需要用#40~80番之砂紙打磨（打毛）表面，以利後續塗層之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Jotatemp 250進行塗裝作

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5:1 (體積比例)。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2 hrs，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23（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 cm2)噴嘴

尺寸：0.48~0.53mm (0.019"-0.02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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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總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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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SI-32施工說明書 

 

CSI-3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陶瓷惰性共聚物 

耐高溫漆 1000 

無機陶瓷惰性共聚物 

耐高溫漆 1000 

250μｍ 
廠商型號 Jotatemp 1000 Jotatemp 1000 

乾膜厚 125 μｍ 125 μｍ 

濕膜厚 167 μｍ 167 μｍ 

使用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7 Jotun Thinner No.7 

註：1. 本系統僅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手刷塗裝只可應用於小區域及預塗。 

2. 本系統適用溫度範圍： - 12 °C ~ 538 °C。 

  3. 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 650 °C。 

  4. 本系統線上施作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 250 °C。 

  5. 表面粗度要求： 30~85μｍ。 

  6. 調薄劑：使用 Jotun Thinner No.7 

 

 

第一道漆 -  Jotatemp 1000 Ceramic 無機陶瓷惰性共聚物耐高温漆 1000 

A. 表面處理 :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噴砂前則必須以 HPFWW高壓淡水

清洗 (5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d. 可接受採用動力工具進行表面處理，但動力表面處理等級不得低於 St2且無

氧化皮殘留 (ISO 8501-1); 表面粗糙度為 30~85 μm。提升表面處理等級(噴

砂清潔處理至 SA2½)可以提高塗層的性能質量。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被塗物表面鹽分檢測標準≦46.3

μs/cm。 

B. 塗裝施工 :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需針對管(件)及型鋼構件之角、孔、

邊緣、焊道、螺帽、死角等不易施工部位，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預塗施工

Stripe 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Jotatemp 1000 Ceramic

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112.5 : 1 (體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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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6 hrs，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7（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 cm2)噴嘴

尺寸：0.43~0.58mm (0.017"-0.023")，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2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 

 

第二道漆 -  Jotatemp 1000 Ceramic 無機陶瓷惰性共聚物耐高温漆 1000 

A. 表面處理 :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b.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46.3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

著於構件上，因此如發現此現象時，必須以高壓水沖洗乾淨並於被塗物表面

乾燥無水份後，立即噴塗。 

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最短塗裝間隔 6小時 (23℃)。 

B. 塗裝施工 :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Jotatemp 1000 Ceramic

進行塗裝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A劑)與硬化劑(B劑)

比例 112.5 : 1 (體積比例)。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6 hrs，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7（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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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 cm2)噴嘴

尺寸：0.43~0.58mm (0.017"-0.023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25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針孔、起泡等缺陷，如有問題應

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總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50μ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