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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編修訂 

次別 
日期 修改原因及重點 

1 00 2014.11.10 配合油漆工程 R11 版增訂 

2 01 2015.5.6 配合 FGES-T-UPA19 海外廠區油漆工程規範(V.0版)修訂 

3 02 2015.11.11 配合油漆工程 R12 版修訂 

4 03 2016.11.21 

配合油漆工程 R13 版修訂 

1. 增訂 CS-35~39、CHP-15、CHP-16、SGS-31~34、

SSP-13、SSP-14等 13項新不保溫油漆系統。 

2. 增訂 CIP-01、CIP-02等 2項新保溫漆系統。 

5 04 2018.2.7 統一修訂水刀表面處理須達 WJ2潔度標準。 

6 05 2018.11.19 

1. 增訂 CS-40~42、CSP-12、SGS-35~36、SSP-15、

SHP-13等 8項不保溫油漆系統。 

2. 刪除 SGS-31油漆系統。 

3. 規範名稱由「油漆施工說明書」修訂為「油漆施

工技術指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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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系統的施工說明應由塗料商依個案提供最新的版本。若規範上的附錄內容與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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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CS:(碳鋼、低合金鋼)不保溫常溫系統之鋼材表面塗裝系統 

 

CS-01 施工說明書 

CS-0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鋅粉 

底 漆 

EPOXY三聚磷 

酸鋁中塗漆 

EPOXY MIO 

中塗漆 
PU面漆 

235μm 

廠商型號 IZ-01 #1075 EP-20 UP-04 

乾 膜 厚 75μm 25μm 75μm 60μm 

溼 膜 厚 110μm 56μm 150μm 120μm 

調 薄 劑 SP-13 SP-12 SP-12 No.736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新建工程。（其焊道及補漆請用 CS-02油漆系統） 

2.若建廠廠區雨季長，施工期間平均相對濕度時常高於 85%時，本系統應避免

使用，表面粗度要求：45~60μm 

3.碳鋼材若必須經軋延、成型等加工製作，其塗裝第一道無機鋅粉底漆需選

擇 R級(IZ-01-R)施工，以防止加工鋅粉底漆龜裂。 

 

第一道漆：IZ-01無機鋅粉底漆 乾膜厚 75μm 

1.表面處理         

  a.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b.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c.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以上。 

  d.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 Sa2½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45~60μm。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將鋅粉逐漸倒入展色劑中，加入適量 SP-13 Thinner(約 5~10%)，攪拌均勻，最

好能不停攪拌然後以 80~100 Mesh篩網過濾，(注意攪拌後可使用時間約

6~8hrs)。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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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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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塗裝施工如噴塗部位有粉塵應立即清掃後再噴塗，以免造成粗糙表面。 

  e.膜厚要求 75μm條件，噴塗盡可能以交叉噴塗法，H-Beam彎角不可垂直角度噴，

因膜厚超過 100μm以上易發生龜裂，膜厚不足部位應儘速補足不可拖太久會影

響其附著力。 

  f.構件噴砂後務請於短時間約 4hrs(需視作業環境條件而定，如有必定還需縮短)

內上塗 IZ-01無機鋅粉底漆以免變色或浮銹出現影響品質。 

  g.IZ-01塗裝後，最好間隔一天後再上塗 NO.1075三聚磷酸鋁漆。 

構件溫度 -5℃ 0℃ 10℃ 20℃ 30℃ 40℃ 

最小塗裝間隔 24hrs 24hrs 18hrs 16hrs 14hrs 10hrs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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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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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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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75 環氧樹脂三聚磷酸鋁防銹漆 25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30~50%)， 

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 

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8

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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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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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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f.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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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00
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EP-20 環氧樹脂 M.I.O防銹底漆 75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須小於 10%)， 

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 

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8

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4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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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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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

到 175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四：UP-04優麗面漆 6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 (須小於 20%)，並以

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

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4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移前)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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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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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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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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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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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2施工說明書 

CS-0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單液濕氣 

硬化 PU 漆 

單液濕氣 

硬化 PU漆 

單液濕氣 

硬化 PU漆 
PU 面漆 

240μm 

（Min.） 

廠商型號 PU-700 PU-700 PU-700 UP-04 

乾 膜 厚 60μm 60μm 60μm 60μm 

溼 膜 厚 100μm 100μm 100μm 120μm 

調 薄 劑 No.736 No.736 No.736 No.736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新建工程 CS-01系統之焊道及補漆工程。 

2.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3.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二及三道漆：PU-700優麗單液型銹轉化鱗片維護防銹漆 60μm × 3道 

1.表面處理     

a.以手工或電動工具除銹，鋼板表面須達 ISO St3級(含)以上之標準。 

b.或以高壓水刀處理達 WJ2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標準。 

c.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塗裝。 

c.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須小於 5%），以攪拌機攪拌均勻，每間隔 15分

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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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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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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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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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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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80μm以上，，如有不足，

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四道漆。 

 

第四道漆：UP-04優麗面漆 6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 (須小於 20%)，並以

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

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4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移前)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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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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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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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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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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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3施工說明書 

CS-0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改質型環氧底漆 改質型環氧底漆 丙烯酸聚氨脂面漆 

450μm 

（Min.） 

廠商型號 Interzone 954 Interzone 954 Interthane 990 

乾 膜 厚 200μm 200μm 50μm 

溼 膜 厚 236μm 236μm 88μm 

調 薄 劑 GTA220 GTA220 GTA713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港口碼頭、臨海、儲槽浮頂、環境嚴苛區域(酸氣區、廢水區等)

新建工程及其焊道與補漆工程。 

2.新建工程之碳鋼底材油漆系統。 

3.保養維修之碳鋼、鍍鋅、不銹鋼底材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4.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第一、二道漆- Interzone954改質型環氧底漆各 200μm 

1.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Sa2½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 超高壓水刀(30000 psi)處理，須達 WJ2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 

           40~75μm。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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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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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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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時，生銹 

         腐蝕及漆膜缺陷處，須達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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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以上。 

      f. 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 8501-1 Sa2½ (含)以上清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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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 

         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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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水刀處理: 

      a. 為確保使用安全，應先全面施以 50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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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嚴重恐造成安全疑慮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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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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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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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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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zone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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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主劑 (A劑) 與硬  

       化劑(B劑)比例 4: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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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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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psi(176 kg/cm2) 

       噴嘴尺寸： 0.53~0.66mm (0.02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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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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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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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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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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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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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zone954 如

以手工刷塗或滾塗施工, 則需多道施工方能達到 4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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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μm(濕膜厚約 235 

 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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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污染，則必須以 5000psi 

 大水量高壓水沖洗表面)，以達規範膜厚 4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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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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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於碼頭潮間帶之樁基、設備，可以在施工 30分鐘後浸於水中，  

    仍繼續反應乾硬，而不影響其漆膜性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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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道底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4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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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漆：Interthane990保優麗面漆  50μ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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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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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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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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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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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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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尺

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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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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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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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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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4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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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4施工說明書 

CS-0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單液濕氣硬化 PU漆 EPOXY高固型物漆 PU 面漆 

320μm 

（Min.） 

廠商型號 PU-700 EP-999 UP-450 

乾 膜 厚 100μm 160μm 60μm 

溼 膜 厚 167μm 200μm 105μm 

調 薄 劑 No.736 SP-12 No.736 

註：系統適用於： 

1.本系統不適用於新建工程及更新塗裝(Recoating)。 

2.本系統之焊道與補漆請用 CS-05油漆系統 

3.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PU-700優麗單液型銹轉化鱗片維護防銹漆乾膜厚 100μm 

1.表面處理         

  a.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b.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c.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以上。 

  d. 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 Sa2½級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標準。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須小於 5%），以攪拌機攪拌均勻，每間隔 

    15分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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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 

連接段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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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f.為防止垂流應分二次噴塗，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50μm(濕膜厚約 85 

μm)，其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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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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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999 EPOXY高固型物漆塗料 16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須小於 10%)， 

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 

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 

噴嘴尺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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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 

連接段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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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為防止垂流應分二次噴塗，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80μm(濕膜厚約 100μm)，

其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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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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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60

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UP-450優麗面漆  6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 

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 (須小於 10%)， 

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4小時)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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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 

連接段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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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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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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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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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5施工說明書 

CS-0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單液濕氣硬化 PU漆 EPOXY高固型物漆 PU 面漆 

320μm 

（Min.） 

廠商型號 PU-700 PU-700 EP-999 UP-450 

乾 膜 厚 60μm 60μm 140μm 60μm 

溼 膜 厚 100μm 100μm 175μm 105μm 

調 薄 劑 No.736 No.736 SP-12 No.736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本系統不適用於新建工程及更新塗裝(Recoating)。 

2.CS-04、CS-21系統之焊道及補漆工程。 

2.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3.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及第二道漆：PU-700優麗單液型銹轉化鱗片維護防銹漆 60μm × 2道 

1.表面處理    

a.以手工或電動工具除銹，鋼板表面須達 ISO St3級(含)以上之標準。 

b.或以高壓水刀處理達 WJ2級標準；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標準。 

c.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塗裝。 

c.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須小於 5%），以攪拌機攪拌均勻，每間隔 15分

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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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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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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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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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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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μm以上，第一、第二道漆乾膜總厚

度量測須達到 1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三

道漆。 

 

第三道漆：EP-999 EPOXY高固型物漆  14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須小於 10%)， 

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 

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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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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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為防止垂流應分二次噴塗，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70μm(濕膜厚約 85μm)，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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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 

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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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6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四道漆：高固型 UP-450優麗面漆  6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

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 (須小於 10%)， 

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

(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4小時)。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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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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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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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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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四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

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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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6施工說明書 

CS-06 第一道 第二道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100%固形物 PU面漆 PU面漆 

350μm 

（Min.） 

廠商型號 Corrocote Ⅱ PW Acrylathane 

乾 膜 厚 270μm 80μm 

溼 膜 厚 270μm 145μm 

調 薄 劑 不需添加調薄劑 VR-3 

註：本系統適用於： 

1.大面積且須採用專用機台噴塗作業之新建工程(其焊道及補漆請用

CS-07油漆系統)。 

2.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3.若需使用調薄劑請依原廠 PDS建議型號及比例添加。 

 

第一道漆：Corrocote II PW 100%固形物 PU漆，乾膜厚度 270μm 

1. 表面處理 

a. 噴砂前須磨除金屬表面的尖銳、突出物或焊渣等。 

b. 噴砂前金屬表面的油脂或污染物質必須清除；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c. 噴砂用研磨材料需乾燥且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d. 噴砂潔淨度須達 ISO Sa2½級，粗糙度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以上。 

e. 研磨材料顆粒大小材質或形狀以能滿足 d項要求為條件。 

f. 壓縮空氣中不可含有油、水或水氣。 

2.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塗料之品名及數量。 

b. 使用桶裝專用開啟板手打開密封蓋，並分別在 A劑(isocyanate)及 B劑(polyol)

安裝氣動或電動攪拌器，攪拌 15~25分鐘。 

c. 攪拌同時亦分別裝置 1000W以上的加熱帶，加熱至 50℃±5℃，整個施工過程永保

此溫度變。 

d. 開啟桶子另一密封蓋子，分別安裝氣動供料幫浦，並將供料管連接至主機進料系

統。 

e. 主機系統採用 1:1體積比,雙組份無氣高壓噴塗機,壓力至少能供應 1500psi輸出

壓力，採用油壓、氣壓系統皆可。 

f. 主機加熱系統全部調整溫度 50℃±5℃。 

g. 採用噴槍 Binks 43P 或 GRACO AP槍等皆可。 

h. 為了讓整個噴塗系統均勻化，可採用回流裝置，作為噴塗前準備，使塗裝品質更

均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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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施工時壓設定在 1500PSI以上輸出壓力，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50~80㎝較佳，噴塗

時須以濕膜計量測濕膜厚度，濕膜厚度即是乾膜厚度，因為塗膜乾硬非常快，所

以量測時應非常快速。 

j. 本系統塗裝吐出量大，乾硬又快，一次塗裝及可再塗裝時間短，所以操作者應接

受專業訓練後始可操作。 

3. 塗裝環境 

a. 塗裝環境溫度-40℃~65℃。 

b. 被處理物的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溼度必須低於 85%。 

d. 本塗裝系統是屬於高膜厚，一次塗裝系統，因此塗裝動線規劃應事前釐訂清楚，

並排除動線上的障礙物，使動線流暢。 

e. 通風、除塵、照明及施工架等皆應符合工業安全規定。 

4.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外觀，起泡、針孔及顏色不均勻等是不容許存在，但些微的垂流

是可被容許的。 

b. 用磁性膜厚計量測膜厚，厚度至少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盡速予以補足厚度，

才可以上第二道面漆。 

c. 附著力測試至少要有 1500psi以上。 

d. 針孔檢測，每μm需有 4伏特即 270μm要有 1080伏特耐電壓，不容有火花現象

產生。 

 

第二道漆：Acrylathane pu 面漆 80μm 

1. 表面處理 

   被塗裝表面必須是無油汙、灰塵、水分或污染物質。 

2.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及數量。 

b. 先個別攪拌均勻。1份 A劑配 4份 B劑，體積比，用氣動或電動攪拌器攪拌，充

分攪拌混合由漆料均勻度可得知攪拌混合程度，添加調薄劑 VR-3，用量不得超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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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7施工說明書 

CS-07 第一道 第二道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100%固形物 EPOXY-PU面漆 PU 面漆 

350μm 

（Min.） 

廠商型號 Corrocote Ⅱ EC-120 Acrylathane 

乾 膜 厚 270μm 80μm 

溼 膜 厚 270μm 145μm 

調 薄 劑 不需使用(若需要調薄時用 VR-4) VR-3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手刷塗裝作業之小面積。 

2.為 CS-06系統之焊道及補漆工程。 

3.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4.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5.若需使用調薄劑請依原廠 PDS建議型號及比例添加。 

 

第一道漆：Corrocote II EC-120 100%固形物 EPOXY-PU漆，乾膜厚度 270μm 

1. 表面處理 

a. 噴砂前須磨除金屬表面的尖銳、突出物或焊渣等。 

b. 噴砂前金屬表面的油脂或污染物質必須清除；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c. 噴砂用研磨材料需乾燥且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d. 噴砂潔淨度須達 ISO Sa2½級，粗糙度 50~75μm。 

e. 研磨材料顆粒大小材質或形狀以能滿足 d項要求為條件。 

f. 壓縮空氣中不可含有油、水或水氣。 

 

2.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塗料之品名及數量。 

b. 先將 A劑與 B劑分別攪拌均勻。 

c. 將體積比 1份的 B劑到入 2份的 A劑中，用電動攪拌器或氣動攪拌器攪拌 3-5分

鐘，添加調薄劑 VR-4，用量不得超過 30%體積比。 

d. 採用滾塗、刷塗或無氣噴塗皆可。 

e. 被處理物形狀複雜，不易施工的部位或死角，應先以手工進行刷塗補漆。 

f. 注意可再塗裝時間在 20℃時為 6小時，若溫度高於 20℃時可再塗時間就會縮短，

因此應注意可再塗裝時間，所以 270μm最好在短時間內完成，但以不垂流為原

則。 

 

3. 塗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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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塗裝環境溫度 0℃~50℃。 

b. 被處理物的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3℃以上。 

c. 相對溼度必須低於 85%。 

d. 通風、除塵、照明及施工架等皆應符合工業安全規定。 

 

4.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外觀不可有粗糙、起泡、針孔、顏色不均勻及垂流等缺陷，如有

缺陷應立即處理或修補 

b. 附著力測試需達 800psi以上。 

c. 膜厚測試乾膜厚度量測需達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二道漆：Acrylathane pu 面漆 80μm 

1. 表面處理 

被塗裝表面必須是無油汙、灰塵、水分或污染物質。 

2. 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及數量。 

b. 先個別攪拌均勻。 

c. 1份 A劑配 4份 B劑，體積比，用氣動或電動攪拌器攪拌，充分攪拌混合由漆料

均勻度可得知攪拌混合程度，添加調薄劑 VR-3，用量不得超過 15%。 

d. 塗裝方式可採用刷塗，滾塗或無氣噴塗等方式，最好是採用後者。 

e. 注意可再塗裝時間，在 20℃為 24小時內，若溫度高於 20℃時其可再塗裝時間即

較短，所以 80μm厚度最好一次完成，但以不垂流為原則。 

3. 塗裝環境 

a. 塗裝環境溫度 0℃~50℃。 

b. 被處理物的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3℃以上。 

c. 相對溼度必須低於 85%。 

d. 通風、除塵、照明及施工架等皆應符合工業安全規定。 

4.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外觀不可有粗糙、起泡、針孔、顏色不均勻及垂流等缺陷，如有

缺陷應立即處理或修補。 

b. 附著力測試需達 800psi以上。 

膜厚測試：第一及第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需達 3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速予以補

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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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08施工說明書 

CS-0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鋅粉底漆 煤焦油柏油漆 
320μm 

（Min.） 
乾 膜 厚 75μm 245μm 

溼 膜 厚 110μm 438μm 

調 薄 劑 SP-13 SP-12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新建工程。 

2.表面粗度要求：45~60μm。 

 

第一道漆：IZ-01無機鋅粉底漆 乾膜厚 75μm 

1.表面處理         

  a.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b.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c.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以上。 

  d.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 Sa2½級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45~60μm。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將鋅粉逐漸倒入展色劑中，加入適量 SP-13 Thinner(約 5~10%)，攪拌均勻，最

好能不停攪拌然後以 80~100 Mesh篩網過濾，(注意攪拌後可使用時間約

6~8hrs)。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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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塗裝施工如噴塗部位有粉塵應立即清掃後再噴塗，以免造成粗糙表面。 

  e.膜厚要求 75μm條件，噴塗盡可能以交叉噴塗法，H-Beam彎角不可垂直角度噴，

因膜厚超過 100μm以上易發生龜裂，膜厚不足部位應儘速補足不可拖太久會影

響其附著力。 

  f.構件噴砂後務請於短時間約 40hrs內上塗 IZ-01無機鋅粉底漆以免變色或浮銹

出現影響品質。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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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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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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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6煤焦油柏油漆 245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含鹽量不可超 92.59μs/cm。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 SP-12 永保新調薄劑 (須小於 10%)，並以電

/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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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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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為防止垂流應分二次噴塗，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125μm(濕膜厚約 180μm)，

其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 

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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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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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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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14施工說明書 

CS-1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保麗優面漆 

廠商型號 Interseal 670HS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990 
30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50μm 

濕膜厚 153μm 153μm 88μm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新建工程及其焊道與補漆工程。 

2.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3.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施工程序: 

1. 開工會議:  

a.由業主協調聯繫業主、承攬商、施工廠商、油漆供應商...等,相關人員，於施工

前進行現場會勘以及召開開工會議。 

b.開工會議中，針對各項施工細節及其相關問題之充分討論。(如施工範圍、安全

衛生環保、施工設備,油漆材料說明...等相關細節)。 

c.油漆供應商 環球將提供施工規範, 產品說明書與其安全物質資料表, 檢查&施

工程序說明與流程圖, 各類所須之空白表格...等資料。 

d.確定各方聯絡對口單位及負責人員之聯絡方式與交換名片。 

e.其他。 

 

2.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ISO Sa2½級(含)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超高壓水刀(25000 psi)處理，須達 WJ2以上潔度。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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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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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清除表面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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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以噴砂作為表面處理方法時，生銹腐蝕及漆膜缺

陷處，須達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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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以上。 

f.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8501-1 Sa2½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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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

超過 92.59 μs/cm。 

 

B.水刀處理: 

a. 為確保使用安全，應先全面施以 50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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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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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

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3.塗裝施工: 

A、第一道漆及第二道漆- Interseal 670HS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Interseal 670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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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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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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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GTA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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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psi(176 kg/cm2)噴嘴尺寸： 

0.45~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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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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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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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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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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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pa)以上。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5μm以上(二道 2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B、第三道漆：Interthane 990保優麗面漆  50μm 

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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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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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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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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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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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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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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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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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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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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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0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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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CS-18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CS-1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衛鋼寶水性無

機鋅粉漆 

衛鋼寶水性無

機鋅粉漆 

衛鋼寶水性無

機面漆 

 

240μm 

（Min.） 廠商型號 WELLGUARD-W WELLGUARD-W WELLGUARD-WF 

乾 膜 厚 80μm 80μm 80μm 

溼 膜 厚 130μm 130μm 281μm 

註：本系統適用於： 

1.無機塗料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不可與有機塗層混用。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40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40℃。 

4.表面粗度要求：30~60μm。 

 

1. 表面處理：乾式噴砂處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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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污染處理完成之上漆表面。  

b. 表面處理 – 生銹區域須達到 Sa2½之規範標準。  

鋅白區域-需打除，其他區域如遇到有表面汙垢、包銹、鋅白或附著

不良(假性附著)之舊漆膜及油汙，必須全部清除。  

粗糙度要求 - 30μm ~ 60μm。  

c. 噴砂完成後需即時檢查，用配有油水分離器的高壓空氣把表面附著砂粒、

灰塵去除乾淨，若有瑕疵或是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d. 噴砂後，清理周邊環境，保持乾淨。 

  

第一、二道漆： 

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 WELLGUARD-W 80μm ×2道 

1. 乾式噴砂處理後，第一道底漆滾塗/刷塗前 ： 

a. 檢查是否有舊漆膜翹起附著不良或假性附著之缺陷。  

b. 施工區域需無油垢、無黑皮、無銹、無粉塵…等一切外來汙染物質。  

c.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若有油垢或不足處，

請即刻噴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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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檢查其表面之粗度(25μm以上)與清潔度(Sa2½或無鋅白)，確認符合企業

標準。  

★金屬表面溫度不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低於 5℃，或相

對濕度大於 85%，不宜施工。 

★施工前必須確保表面無油污始能施工。 

2. 塗裝施工：  

a. 師傅自行量測膜厚。(乾膜 80μm，儘量控制底漆之膜厚為 80μm，以降低

日後修補之工時。）  

b. 針對不易滾塗或刷塗的地方，可用毛刷或針筒填滿，如板邊、螺絲、死角、

焊道，處理螺絲間隙防銹時，將塗料用針筒注入，使間隙被塗料填滿，約

經 24小時，塗料重合為陶瓷體，即能發揮防銹功效。處理焊縫防銹時，

以處理過的塗料刷塗焊縫，並深入焊縫底層，使焊縫表面全部為塗料所保

護。待塗層手觸乾燥時(視氣溫、濕度而定，約 10-30分鐘後)，再用未調

稀過的塗料，做第二層塗裝，即能發揮防銹功效。 

c. 如因施工環境氣溫較高或施工間隔時間較長，可使用調薄劑至 B液重量率

8%。調薄劑可用蒸餾水、自來水或乾淨軟水，但不可使用礦泉水、地下水。

防銹漆調和完成後，才可加入清水調薄。加水量每加侖可調入清水 100

毫升，若氣溫過份炎熱，加水量可酌增至 240毫升。 

3. 塗裝環境 

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濕

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b. 滾塗時，濕度必須小於 85％。  

c. 滾塗表面鋼板時，溫度需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 5℃以上。  

d.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乾式噴砂處理後，不足處，請即刻修補。修補後即時

檢查，檢查後始可滾塗第一道底漆。循環 2.a→2.b之施工方式，直至第一

道漆全面完成。  

4. 每一道油漆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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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施工單位需適當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e. 檢查底漆膜厚每道應達到規範標準 80μm，（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

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f. 檢查所有區域是否有漏塗或生銹的地方，如果有需要，則以動力工具除銹，

清潔後補漆。  

g. 量測前一道漆之乾膜厚，以作為下一道漆滾塗/刷塗/噴塗前之參考依據。  

h.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i.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控制噴塗底漆時間，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

若有油垢或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5. 滾塗/刷塗底漆需注意事項：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刷塗師傅自行以濕膜卡量測膜厚。(溼膜 130 μm→乾膜 80 μm，儘量控制

每層底漆之乾膜厚為 80 μm，以降低日後修補之工時。）  

c. 檢查每道乾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80μm，（尤其是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未

達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d. 量測底漆之乾膜厚，以作為水性無機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之參考依據，

底漆須達到規範標準後始可全面滾塗/刷塗/噴塗面漆。  

 

第三道漆：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 WELLGUARD-WF 80μm 

1. 第一道底漆完成後，第二道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 ：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不可放置過久，滾塗/刷塗/噴塗面漆前確認表面無油

汙，若有油垢或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c. 油漆攪拌必須使用電動或氣動攪拌機。 

d. 遇中午休息時間，噴槍需清洗，避免噴嘴阻塞。 

2. 塗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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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

(濕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3. 施工方法 

a.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施工方法應以多次薄塗的施工方法，逐步增加漆膜至

80μm，並避免一次厚塗，導致漆膜出現垂流、裂痕等現象，影響漆膜品

質。 

4. 面漆全面完成，乾燥後，施工承攬商完成自主檢查表。  

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d. 施工單位需適當適量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5. 完檢：  

a. 檢查總膜厚 2道底漆加 1道面漆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240μm，（尤其是噴

漆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b.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c. 檢查油漆之附著度。  

d. 針對已告知之缺點，如未改善，工班應全力配合，盡速修補。 

6. 注意事項： 

a. 塗料儲存方式：  

(a)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及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必須儲存在乾燥及陰涼

處。(在 25℃情況下，一般保存期限 12個月)  

(b)底漆開封混合後，在 25℃下持續攪拌，可使用 3小時，使用期限將隨

氣溫升高而縮減，勿密封，勿留至隔日使用。 

(c)水性無機陶瓷面漆開封後請盡速使用完畢，避免長期存放。  

b. 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調配方式：  

一粉一液混合時，請將 A粉慢慢加入 B液中，持續攪拌，再以 40~80Mesh

篩網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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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CS-20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CS-2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富鋅底漆 環氧雲鐵中間漆 PU面漆  

270μm 

（Min.） 
廠商型號 960PR K9302 MA366 

乾 膜 厚 80μm 140μm 50μm 

溼 膜 厚 105μm 180μm 92μm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新建工程及其焊道與補漆工程。 

2.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3.表面粗度要求：40-70μmμm。 

 

第一道漆：960PR環氧富鋅底漆 80μm 

1.表面處理     

a、構件必須全面噴砂至 ISO Sa2½級以上之標準，表面粗糙度 40~70μm。 

b、被塗物表面必須 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塗裝。 

c、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須小於 5%），以攪拌機攪拌

均勻，每間隔 15分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

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d、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e、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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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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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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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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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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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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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302環氧雲鐵中間漆 14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

劑用量。 

c、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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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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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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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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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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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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20μm以上，，如有不足，

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MA366PU面漆 50μm 

1.表面處理: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

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3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

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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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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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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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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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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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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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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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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21 施工說明書(-10℃＜T≦90℃，T：指操作溫度) 

 

CS-2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膜厚 油漆 

名稱 

無機鋅粉 

底漆 

環氧樹脂三聚磷

酸鋁防銹底漆 

環氧樹脂 MIO 

防銹底漆 
PU面漆 

廠商 

型號 
IZ-01 #1075 EP-20 UP-04 

240μm 乾膜厚 75μm 25μm 80μm 60μm 

濕膜厚 110μm 56μm 160μm 120μm 

調薄劑 NO.1012 SP-12 SP-12 NO.736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工程，維修工程建議使用 CS-05油漆系統。 

2.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IZ-01無機鋅粉底漆 75μm (兩液型) 

1.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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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珠/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

糙度(angle pattern)須達 25~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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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μs/cm。 

2. 塗裝施工:  

a. 無機鋅粉底漆只能以噴塗方式進行塗裝工作。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展色劑(A劑)與鋅粉(B劑)

比例 35:65(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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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012（10~2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噴塗過程中需持續攪拌，以防鋅粉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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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h. 請注意 IZ-01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100μm。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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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μm。 

第二道漆- NO.1075環氧樹脂三聚磷酸鋁中塗漆 25μm(兩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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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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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塗裝間隔 6 mons，因鋅粉底漆會產生鋅白，如果超

過塗裝間隔或產生鋅白則需用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或使用掃砂方式

清除鋅白，及以利增加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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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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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7.7(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 hrs，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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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SP-1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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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0.48mm (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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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075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10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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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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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20環氧樹脂 MIO防銹底漆 8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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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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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最高塗裝間隔 3 mons，如超過最高塗裝間隔，則需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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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20進行塗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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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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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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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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0.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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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請注意 EP-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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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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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四道漆- UP-04 PU面漆 60μm (兩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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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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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道與第三道間最高塗裝間隔 2 mons，如超過最高塗裝間隔，則需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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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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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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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3(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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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736（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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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0.4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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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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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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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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22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CS-2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保麗優面漆 

廠商型號 Interseal 670HS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990 
300μm 

乾膜厚 135μm 135μm 50μm 

濕膜厚 165μm 165μm 88μm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新建工程及其焊道與補漆工程。 

2.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3.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施工程序: 

1. 開工會議:  

a.由業主協調聯繫業主、承攬商、施工廠商、油漆供應商、、等,相關人員，於施

工前進行現場會勘以及召開開工會議。 

b.開工會議中，針對各項施工細節及其相關問題之充分討論。(如施工範圍、安全

衛生環保、施工設備,油漆材料說明……等相關細節)。 

c.油漆供應商 環球將提供施工規範, 產品說明書與其安全物質資料表, 檢查&施

工程序說明與流程圖, 各類所須之空白表格,…….等資料。 

d.確定各方聯絡對口單位及負責人員之聯絡方式與交換名片。 

 

2.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ISO Sa2½級(含)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超高壓水刀(25000 psi)處理，須達 WJ2以上潔度。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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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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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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鏽腐蝕及漆膜缺

陷處，須達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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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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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以上。 

f.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8501-1 Sa2½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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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

可超過 92.59 μs/cm。 

 

B.水刀處理: 

a.為確保使用安全，應先全面施以 50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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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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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3.塗裝施工: 

 

第一道漆及第二道漆- Interseal670HS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135μm 

a.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Interseal670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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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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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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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添加調薄劑 GTA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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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psi(176 kg/cm2)噴嘴尺寸： 

0.45~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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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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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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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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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pa)以上。 

c.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35μm以上(二道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B、第三道漆：Interthane990保優麗面漆  50μm 

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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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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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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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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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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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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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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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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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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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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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CS-25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CS-2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衛鋼寶水性無

機鋅粉漆 

衛鋼寶水性無

機鋅粉漆 

衛鋼寶水性無

機面漆 

 

320μm 

（Min.） 廠商型號 WELLGUARD-W WELLGUARD-W WELLGUARD-WF 

乾 膜 厚 120μm 120μm 80μm 

溼 膜 厚 195μm 195μm 281μm 

註：本系統適用於： 

1.無機塗料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不可與有機塗層混用。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40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40℃。 

4.表面粗度要求：30~60μm。 

 

1. 表面處理：乾式噴砂處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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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污染處理完成之上漆表面。  

b. 表面處理 – 生銹區域須達到 Sa2½之規範標準。  

鋅白區域-需打除，其他區域如遇到有表面汙垢、包銹、鋅白或附著

不良(假性附著)之舊漆膜及油汙，必須全部清除。  

粗糙度要求 - 30μm ~ 60μm。  

c. 噴砂完成後需即時檢查，用配有油水分離器的高壓空氣把表面附著砂粒、

灰塵去除乾淨，若有瑕疵或是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d. 噴砂後，清理周邊環境，保持乾淨。 

  

第一、二道漆： 

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 WELLGUARD-W 120μm ×2道 

1. 乾式噴砂處理後，第一道底漆滾塗/刷塗前 ： 

a. 檢查是否有舊漆膜翹起附著不良或假性附著之缺陷。  

b. 施工區域需無油垢、無黑皮、無銹、無粉塵…等一切外來汙染物質。  

c.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若有油垢或不足處，

請即刻噴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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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檢查其表面之粗度(25μm以上)與清潔度(Sa2½或無鋅白)，確認符合企業

標準。  

★金屬表面溫度不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低於 5℃，或相

對濕度大於 85%，不宜施工。 

★施工前必須確保表面無油污始能施工。 

2. 塗裝施工：  

a. 刷塗師傅自行量測膜厚。(乾膜 120μm，儘量控制底漆之膜厚為 120μm，

以降低日後修補之工時。）  

b. 針對不易滾塗或刷塗的地方，可用毛刷或針筒填滿，如板邊、螺絲、死角、

焊道，處理螺絲間隙防銹時，將塗料用針筒注入，使間隙被塗料填滿，約

經 24小時，塗料重合為陶瓷體，即能發揮防銹功效。處理焊縫防銹時，

以處理過的塗料刷塗焊縫，並深入焊縫底層，使焊縫表面全部為塗料所保

護。待塗層手觸乾燥時(視氣溫、濕度而定，約 10-30分鐘後)，再用未調

稀過的塗料，做第二層塗裝，即能發揮防銹功效。 

c. 如因施工環境氣溫較高或施工間隔時間較長，可使用調薄劑至 B液重量率

8%。調薄劑可用蒸餾水、自來水或乾淨軟水，但不可使用礦泉水、地下水。

防銹漆調和完成後，才可加入清水調薄。加水量每加侖可調入清水 100

毫升，若氣溫過份炎熱，加水量可酌增至 240毫升。 

3. 塗裝環境 

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濕

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b. 滾塗時，濕度必須小於 85％。  

c. 滾塗表面鋼板時，溫度需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 5℃以上。  

d.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乾式噴砂處理後，不足處，請即刻修補。修補後即時

檢查，檢查後始可滾塗第一道底漆。循環 2.a→2.b之施工方式，直至第一

道漆全面完成。  

4. 每一道油漆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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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施工單位需適當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e. 檢查底漆膜厚每道應達到規範標準 120μm，（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

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f. 檢查所有區域是否有漏塗或生銹的地方，如果有需要，則以動力工具除銹，

清潔後補漆。  

g. 量測前一道漆之乾膜厚，以作為下一道漆滾塗或刷塗前之參考依據。  

h.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i.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控制噴塗底漆時間，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

若有油垢或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5. 滾塗/刷塗底漆需注意事項：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刷塗師傅自行以濕膜卡量測膜厚。(溼膜 195 μm→乾膜 120 μm，儘量控

制每層底漆之乾膜厚為 120μm，以降低日後修補之工時。）  

c. 檢查每道乾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120μm，（尤其是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

未達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d. 量測底漆之乾膜厚，以作為水性無機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之參考依據，

底漆須達到規範標準後始可全面滾塗/刷塗/噴塗面漆。  

 

第三道漆：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 WELLGUARD-WF 80μm 

1. 第一道底漆完成後，第二道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 ：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不可放置過久，滾塗/刷塗/噴塗面漆前確認表面無油

汙，若有油垢或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c. 油漆攪拌必須使用電動或氣動攪拌機。 

d. 遇中午休息時間，噴槍需清洗，避免噴嘴阻塞。 

2. 塗裝環境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52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

(濕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3. 施工方法 

a.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施工方法應以多次薄塗的施工方法，逐步增加漆膜至

80μm，並避免一次厚塗，導致漆膜出現垂流、裂痕等現象，影響漆膜品

質。 

4. 面漆全面完成，乾燥後，施工承攬商完成自主檢查表。  

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d. 施工單位需適當適量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5. 完檢：  

a. 檢查總膜厚 2道底漆加 1道面漆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320μm，（尤其是噴

漆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b.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c. 檢查油漆之附著度。  

d. 針對已告知之缺點，如未改善，工班應全力配合，盡速修補。 

6. 注意事項： 

a. 塗料儲存方式：  

(a)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及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必須儲存在乾燥及陰涼

處。(在 25℃情況下，一般保存期限 12個月)  

(b)底漆開封混合後，在 25℃下持續攪拌，可使用 3小時，使用期限將隨

氣溫升高而縮減，勿密封，勿留至隔日使用。 

(c)水性無機陶瓷面漆開封後請盡速使用完畢，避免長期存放。  

b. 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調配方式： 

一粉一液混合時，請將 A粉慢慢加入 B液中，持續攪拌，再以 40~80Mesh篩網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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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CS-27施工說明書 

CS-2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富鋅底漆 環氧雲鐵中間漆 PU面漆  

320μm 

（Min.） 
廠商型號 960PR K9302 MA366 

乾 膜 厚 80μm 190μm 50μm 

溼 膜 厚 105μm 244μm 92μm 

註：本系統適用於： 

1.新建工程及其焊道與補漆工程。 

2.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3.表面粗度要求：40-70μm。 

 

第一道漆：960PR環氧富鋅底漆 80μm 

1.表面處理     

a、構件必須全面噴砂至 ISO Sa2½級以上之標準，表面粗糙度 40~70μm。 

b、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塗裝。 

c、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須小於 5%），以攪拌機攪

拌均勻，每間隔 15分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視天候、施工環境及

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d、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e、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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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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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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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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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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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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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302環氧雲鐵中間漆 19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

劑用量。 

c、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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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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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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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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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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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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

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MA366PU面漆 5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化

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3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

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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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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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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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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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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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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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CS-28施工說明書 

CS-2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High Build Epoxy 

Zinc Rich 塗料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Polyurethane 

Resin塗料 

廠商型號 SD ZINC 500 EPOMARINE HB RETAN 6000HB 

240μm 
乾膜厚 75μm 115μm 50μm 

濕膜厚 135μm 215μm 110μm 

調薄劑 SD ZINC THINNER TECT EP THINNER RETAN THINNER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20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4.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以上。 
 

第一道漆- SD ZINC 500 High Build Epoxy Zinc Rich 塗料 75μm  

5.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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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50~7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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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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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 ZINC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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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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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SD ZINC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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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 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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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塗裝環境: 

a. 環境溫度應高於 5℃ 

b.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在密閉空間中，應提供足夠的通風以確保正常

乾燥。 

e. 此產品可應用於裸材表面溫度：150℃以下。 

f.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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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μm間。 

 

第二道漆- EPOMARINE HB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115μ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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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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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如果超過 6個月，則需用

#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6. 塗裝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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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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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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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T EP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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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cm2)噴嘴

尺寸： 0.38~0.5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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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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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塗裝環境:  

a. 環境溫度應高於 5℃ 

b.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在密閉空間中，應提供足夠的通風以確保正常

乾燥。 

e. 此產品可應用於裸材表面溫度：150℃以下。 

f.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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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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漆- RETAN 6000HB POLYURETHANE RESIN 塗料 50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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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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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RETAN 6000HB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漆膜表面磨過

打粗，以利其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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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N 6000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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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體積比)。 

c. 添加調薄劑 RETHAN THINNER（0~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建議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環境溫度應高於 5℃ 

b.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在密閉空間中，應提供足夠的通風以確保正常

乾燥。 

e. 此產品可應用於裸材表面溫度：150℃以下。 

f.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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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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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CS-29施工說明書 

CS-2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High Build Epoxy 

Zinc Rich 塗料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Polyurethane 

Resin塗料 

廠商型號 SD ZINC 500 EPOMARINE HB RETAN 6000HB 

320μm 
乾膜厚 75μm 195μm 50μm 

濕膜厚 135μm 365μm 110μm 

調薄劑 SD ZINC THINNER TECT EP THINNER RETAN THINNER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20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4.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以上。 

 

第一道漆- SD ZINC 500 High Build Epoxy Zinc Rich 塗料 75μm  

1.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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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50~7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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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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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 ZINC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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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5(體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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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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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 ZINC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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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 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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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環境溫度應高於 5℃。 

b.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在密閉空間中，應提供足夠的通風以確保正常

乾燥。 

e. 此產品可應用於裸材表面溫度：150℃以下。 

f.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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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μm間。 

 

第二道漆- EPOMARINE HB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195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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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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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如果超過 6個月，則需用

#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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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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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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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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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T EP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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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cm2)噴嘴

尺寸： 0.38~0.5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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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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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環境溫度應高於 5℃。 

b.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在密閉空間中，應提供足夠的通風以確保正常

乾燥。 

e. 此產品可應用於裸材表面溫度：150℃以下。 

f.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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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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漆- RETAN 6000HB POLYURETHANE RESIN 塗料 50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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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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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RETAN 6000HB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漆膜表面磨過

打粗，以利其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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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N 6000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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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體積比)。 

c. 添加調薄劑 RETHAN THINNER（0~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建議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環境溫度應高於 5℃。 

b. 構件溫度允許於-5℃~150℃施工。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在密閉空間中，應提供足夠的通風以確保正常

乾燥。 

e. 此產品可應用於裸材表面溫度：150℃以下。 

f.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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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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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0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3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鋅粉漆 環氧樹脂高固中層漆 聚胺基甲酸酯面漆 

廠商型號 
Hempel’s 

Galvosil 15700 

Hempadur Mastic 

45880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325μm 乾膜厚 75μm 200μm 50μm 

濕膜厚 117μm 250μm 98μm 

調薄劑 08700 08450 0808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90℃。 

3.無機鋅粉底漆 15700不可噴塗過厚(150μm)，否則會有龜裂的危機存在。 

4.無機鋅粉漆應完全硬化，方可噴塗第二道漆。無機鋅粉漆完全硬化之測試方

法，依油漆廠商建議測試。 

5.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6.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第一道漆- Hempel’s Galvosil 15700 無機新粉漆 75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HPFWW高壓淡水清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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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50~75μm 以上或 ISO 8503-1 Medi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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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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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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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el’s Galvosil 

15700無機鋅粉漆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注意液體(15709)與鋅粉

(97170)之比例 3.1 : 6.9 (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80 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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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液體(15709)與鋅粉(97170)，攪拌均勻。 

e.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液體(15709)與鋅粉(97170)必須依重量比 3.1 : 6.9

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補漆或噴塗時應盡量隨時攪拌以避免鋅粉沉澱，而影

響油漆品質。 

f. 噴塗時需加約 30%的調薄劑 0870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需加入

更多的調薄劑 0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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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有效使用時間內用完，在 25℃時有效使用時間

為 180分鐘。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不可過高，最好保持在 100bars 

(1450psi)的噴嘴壓力，當油漆可以霧化即可。噴嘴尺寸： 0.48~0.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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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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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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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機鋅粉漆的皮膜是靠濕氣硬化而成的，噴完後相對濕度最少要維持在 65%

以上，若是天候條件不利硬化，可藉淋水加速其硬化之速度，因為油漆皮

膜未完全硬化之前不可噴塗後續之塗層。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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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發現應在油漆完全硬化之

前立即予以處理。(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度量測須達到 60~150μm 間。注意乾膜厚度不可

超過 150μm，否則會有龜裂的情形發生之危險。 

 

第二道漆- Hempadur Mastic 45880 環氧樹脂高固成份中層漆漆 2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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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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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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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覆塗間隔為第一道無機鋅粉漆 15700完全硬化

時，,無最大覆塗間隔，但必須確定第一道漆之漆面是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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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ic 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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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有效使用時間為 45分鐘，若採用刷塗時則有效使

用時間為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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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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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f. 噴塗時應先加約 50%的調薄劑 08450與油漆充分混合後進行霧噴動作,如此

可將多孔性的無機鋅粉漆皮膜內的空氣逼出後，再配合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進行正式噴塗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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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減低

油漆乾噴的機會。 

g. 油漆充分攪拌均勻後，在冬天溫度 15℃時，噴塗前應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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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5℃ 20℃ 

誘導時間 30分鐘 25分鐘 15分鐘 無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50bars(36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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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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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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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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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2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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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面漆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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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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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 5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3天，如果在 20℃時超過 3天，則需用#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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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雙組份，在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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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體積比)。 

c. 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先將主劑與硬化劑充份混合徹底攪拌。 

d.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7: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需加調薄劑 08080時最多不要超過 3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加

入更多的調薄劑 08080是必要的，如此是有助於油漆之流平及盡量減低油

漆乾噴的機會。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150bars(2200psi)噴嘴

尺寸： 0.43~0.48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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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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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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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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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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26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且 80%的膜厚必須大於 32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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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1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3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富鋅底漆 通用耐磨環氧漆 聚氨酯面漆 

廠商型號 Barrier Plus Jotacote Universal Hardtop AS 

320μm 
乾膜厚 80 μm 180μm 60μm 

濕膜厚 134 μm 250μm 120μm 

調薄劑 Jotun NO 17 Jotun NO 17 Jotun NO 1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40℃。 

4.表面粗度要求：30~85μm。 

 

第一道漆- Barrier Plus環氧富鋅底漆 80μm  

A. 表面處理:  

a.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30~85μm。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d.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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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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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ier 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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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1(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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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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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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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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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μm。 

 

第二道漆- Jotacote Universal 通用耐磨環氧漆 18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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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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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天（23℃時）,如果超過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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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tacote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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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體積比)。 

c. 兩組份混合好的塗料需要經過一定的熟化誘導時間才能使用。Jotacote 

Universal的熟化時間為 10分鐘。 

d. 充分混合後於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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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添加調薄劑 Jotun NO 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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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150 kg/ c㎡  )噴

嘴尺寸： 0.43~0.79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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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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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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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μm。 

 

第三道漆-  Hardtop AS 聚氨酯面漆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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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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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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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top 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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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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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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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0.46mm (0.013"-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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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top AS單道允許最高膜厚為 60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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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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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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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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2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3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耐磨環氧漆 耐磨環氧漆 丙烯酸聚胺脂面漆 

廠商型號 SigmaShield 880 SigmaShield 880 Sigmadur 550 

320μm 
乾膜厚 130μm 130μm 60μm 

濕膜厚 153μm 153μm 109 μm 

調薄劑 Thinner 91-92 Thinner 91-92 Thinner 21-06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表面粗度要求：40~80μm。 

 

第一、二道漆- SigmaShield 880 耐磨環氧漆各 130μm (二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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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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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碳鋼底材塗裝前，維修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2級；新建構件則需

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3或噴砂達 Sa2.5級。 

e.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表面處理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h. 施工和固化時基底溫度必需高於 5℃以上，且至少高於露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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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Shield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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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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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0 – 8%。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為 15Mpa，噴嘴尺寸： 0.53~0.68mm 

(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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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100﹪以下。 

c. 注意，表面積水情況下不可噴塗上漆，以免造成漆膜不平整。 

d. 注意，若上漆後雨勢變大情況下，待漆膜乾燥後須將漆膜表面研磨平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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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30μm、260μm。 

 

第三道漆- Sigmadur 550 丙烯酸聚胺脂面漆 60μm (二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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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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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6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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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dur 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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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5小時/20℃。 

d. 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則可添加 Thinner 

21-06調薄劑 3 – 5%。 

e. 使用無氣(Airless) 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需為 2800 psi以上，噴嘴尺寸： 

0.44~0.49mm (0.017"-0.019")，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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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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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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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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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3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3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有機富鋅樹脂底漆 聚醯胺環氧樹脂塗料 

丙烯酸酯聚氨酯 

環氧樹脂塗料 

廠商型號 ZINC CLAD®
 

III HS MACROPOXY® 646 
HI-SOLIDS 

POLYURETHANE 

325μm 乾膜厚 100μm 125μm 100μm 

濕膜厚 142μm 173μm 153μm 

使用調薄劑 R7K58 R7K15 R7K58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70℃。 

4.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第一道漆- ZINC CLAD®III HS有機富鋅樹脂塗料底漆，乾膜厚度:100μm。 

A.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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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或是 5000PSI供製程流體管線除銹前安全性檢測用，來清除工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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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表面油污等其他外來物。 

c.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噴砂達至 Sa2½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gle 

pattern)要求：50~75μm。 

d. 如以噴砂做表面處理，其磨料須乾燥無污染。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下底漆前必須抽測底材鹽含量，接受標準為: 

(1)無保溫:92.59 μs/cm(100 mg/m2)。 

(2)保溫下:46.3 μs/cm (50 m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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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NC CLAD® III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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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三劑(A:B:F)比

例:1GL:1GL:73LB。 

c. 混合後於 25℃時，反應時間(養生時間)需 30分鐘，可使用時間 3.5小時，

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建議噴塗期間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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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以動力攪拌均勻。 

d. 可添加調薄劑 R7K58(5%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幫浦設備最小壓力 2000~3000psi(140~211 

kg/cm2)，噴頭尺寸：0.48mm(0.019”)，濾網:30~60 MESH。每道乾膜厚建

議:75~125μm。 

f. 使用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塗霧化壓力須於50psi(3.5 kg/cm2)，

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10~20psi(0.7~1.4 kg/cm2) ，噴槍：Binks 95，空氣噴

嘴：68P，軟管:9.52mm(3/8”)，濾網:30~60 MESH。每道乾膜厚建議:75~125

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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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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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外來物附著

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i. 可塗覆間隔 25℃時最少 2 小時; 最大再塗敷時間:無限制(最上面之塗層表

面應乾淨、乾燥、“鬆散”之物體應去除以符合最佳施工需求)。可搬動時

間 1小時。完全固化時間 7天。 

j. 如手工油漆應多次施作才可達到要求膜厚，每道乾膜厚最佳為 75~125μ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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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 3℃。 

c. 相對濕度需小於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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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不可進行油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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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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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漆- MACROPOXY® 646聚醯胺環氧樹脂塗料，乾膜厚度: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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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保溫:92.59μs/cm(100mg/m2);保溫

下:46.3 μs/cm (50 m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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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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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 混合後於 25℃時，其反應時間(養生時間)30分鐘後，可使用時間 3.5小時，

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建議須不停以動力

攪拌均勻。 

c. 添加調薄劑 R7K15(10%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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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3000psi(197~211kg/cm2) ，噴頭尺寸：0.43~0.58mm (0.017"-0.023")，

軟管:12.7mm(1/4")，濾網:60 MESH。每道乾膜厚建議:125~150μm。 

e. e.使用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塗霧化壓力須於 60~65psi(4.2~4.5 

kg/cm2) ，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10~20psi(0.7~1.4 kg/cm2) ，噴頭：E，空氣

噴嘴：704，需使用油氣分離器。每道乾膜厚建議:125~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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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外來物附著

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h. 可覆塗間隔25℃時，最少8小時;最長壹年(最上面之塗層表面應乾淨、乾燥、

“鬆散”之物體應去除且進行磨粗處理以符合最佳施工需求)。可搬動時

間:8小時。 

i. 以手工油漆應多次施作才可達到要求膜厚，每道乾膜厚最佳為 60~8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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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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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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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 HI-SOLIDS POLYURETHANE 丙烯酸酯聚氨酯環氧樹脂塗料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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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底漆前必須抽測底材鹽含量，接受標準為: 

  (1)無保溫:92.59 μs/cm(100mg/m2)。 

  (2)保溫下:46.3 μs/cm (50 m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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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添加調薄劑 R7K58(10%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攪拌均勻。 

c.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最小 2500~2800psi(176~197 

kg/cm2)，噴嘴尺寸：0.33~0.43mm(0.013"-0.017 ")，軟管:9.5mm(3/8")。

每道乾膜厚建議:75~100μm。 

d. 使用有氣 (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塗霧化壓力須於 50~70psi 

(3.5~4.9kg/cm2)，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20~25psi(1.4~1.7 kg/cm2) ，噴頭：

63B。每道乾膜厚建議:75~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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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外來物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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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g. 如以手工油漆應多次施作才可達到要求膜厚，每道乾膜厚最佳為 60~80μ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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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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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補充說明: 
1. 如有上列未提列之情況，請參照各原廠塗料之 PDS(產品技術說明書)。 

2. 亦可洽塗料代理商(僑梓企業有限公司 TEL:05-6911760)做任何施工上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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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4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3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漆 環氧樹脂漆 丙烯酸聚氨脂面漆 

廠商型號 Interzone954 Interzone954 Interthane990 

400μm 
乾膜厚 175μm 175μm 50μm 

濕膜厚 206μm 206μm 88μm 

調薄劑 GTA220 GTA220 GTA713 

註：1.本系統適用於新建工程之碳鋼底材油漆系統。 

2.本系統適用於保養維修之碳鋼、鍍鋅、不銹鋼底材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3.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70℃。 

5.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施工程序: 

一. 開工會議:  

a.由業主協調聯繫業主、承攬商、施工廠商、油漆供應商、、等,相關人員，於施

工前進行現場會勘以及召開開工會議。 

b.開工會議中，針對各項施工細節及其相關問題之充分討論。(如施工範圍、安全

衛生環保、施工設備,油漆材料說明……等相關細節)。 

c.油漆供應商 環球將提供施工規範, 產品說明書與其安全物質資料表, 檢查&施

工程序說明與流程圖, 各類所須之空白表格,…….等資料。 

d.確定各方聯絡對口單位及負責人員之聯絡方式與交換名片。 

e.其他。 

 

二.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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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3等級(含)以上。 

          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標準含鹽量不可超 92.59μs/c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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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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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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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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鏽腐蝕及漆膜缺

陷處，須達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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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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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以上。 

f. 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8501-1 Sa2½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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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

可超過 92.59 μs/cm。 

 

B.水刀處理: 

a. 為確保使用安全，應先全面施以 50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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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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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噴砂方式作再處理以

去除浮銹、黑皮等，以達到規範標準 WJ2或 St3或 Sa2.5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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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

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三.塗裝施工: 

A. 第一、二道漆- Interzone954 環氧樹脂漆各 175μm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Interzone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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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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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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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psi(176 kg/cm2)噴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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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0.53~0.66mm (0.02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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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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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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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第一、二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75μm、3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B、第三道漆：Interthane990丙烯酸聚氨脂面漆  50μm 

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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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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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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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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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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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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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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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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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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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40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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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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5施工說明書 

 

CS-3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油漆名稱 水性環氧富鋅底漆 
水性環氧三聚磷酸鋁防

銹底漆 
水性聚胺脂面漆 

廠商型號 EPW-03 EPW-21 UPW-10 

乾膜厚 90μm 180μm 50μm 

濕膜厚 170μm 300μm 100μm 

調薄劑 自來水 自來水 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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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90℃，T指操作溫度。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EPW-03 水性環氧富鋅底漆 90μm 

A.表面處理 

新建工程:  

a.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b.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c.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以上。 

d.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 Sa2½級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標準。 

維修工程: 

a.以手工或電動工具除銹，鋼板表面須達 ISO St3級(含)以上之標準。 

b.或以高壓水刀處理達 WJ2級標準；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標準。 

c.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B.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自來水或乾淨水 (約 15~20%)，並以電

/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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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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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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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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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施工最高膜厚不得超過 200μm。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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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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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9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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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W-21 水性環氧三聚磷酸鋁防銹底漆 180μm 

A.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B.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自來水或乾淨水 (約 5~15%)，並以電/

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19"~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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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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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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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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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為防止垂流應分二次噴塗，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90μm(濕膜厚約 150μm)，

其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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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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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70

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UPW-10水性聚胺脂面漆 50μm 

A.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B.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自來水或乾淨水 (約 10~20%)，並以電

/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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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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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e.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則

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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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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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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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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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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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6施工說明書 

 

CS-3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低表面處理環氧底漆 低表面處理環氧底漆 脂肪族聚氨酯面漆 

廠商型號 Jotamastic 80 Jotamastic 80 Hardtop XP 

320μm 
乾膜厚 130μm 130μm 60μm 

濕膜厚 165μm 165μm 95μm 

調薄劑 Jotun NO 17 Jotun NO 17 Jotun NO 1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70℃。 

4.表面粗度要求：25~75μm。 

5.配套說明：佐敦 Jotamastic 80做為石油碳氫樹脂改性的環氧底漆，對碳鋼

底材有優異的附著力和防護作用，Hardtop XP能長期耐受紫外線的照射，

該配套兼具了防腐和耐候性與一體，能長期保護碳鋼構件免受惡劣大氣環境

的侵蝕。 

 

第一道漆：Jotamastic 80低表面處理環氧底漆 130μm  

A. 表面處理:  

a.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ISO Sa2½級(含)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高壓水刀須達 WJ2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b. 表面粗度要求：25~75μm標準。 

c. 噴砂處理: 

• 噴砂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 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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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一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

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d. 動力工具處理： 

• 動力工具打磨只被推薦用於較小面積、且噴砂不易實施的工件表面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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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力工具打磨處理的清潔等級須達到 ISO ST3級（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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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tamastic 80改性環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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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 混合後於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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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tun Thinner No.17（建議添加量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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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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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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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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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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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70℃施工。如果遇到低溫情況（底材溫度低於 5℃），

則廠家建議使用冬用型固化劑作替換，以確保施工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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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10-1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 

 

第二道漆- - Jotamastic 80 低表面處理環氧底漆 13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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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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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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tamastic 80改性環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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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 混合後於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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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tun Thinner No.17（建議添加量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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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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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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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分鐘(於 23℃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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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70℃施工。如果遇到低溫情況（底材溫度低於 10

℃），則佐敦建議使用冬用型固化劑作替換,以確保施工如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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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6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 

 

第三道漆- Hardtop XP可覆涂聚氨脂面漆  60μm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93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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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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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b.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10（添加量不超過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

混合，攪拌均勻。 

c. 混合後於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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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150 kg/cm2)噴嘴

尺寸： 0.33~0.46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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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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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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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7施工說明書 

 

CS-3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

厚 

油漆名稱 
底面相容型

高防蝕底漆  

環氧低表面防

腐塗料  

矽變性PU抗

污面漆  

320μm 
廠商型號 970PRH MTE802 A700N 

乾 膜 厚 100μm 170μm 50μm 

溼 膜 厚 125μm 215μm 100μm 

調 薄 劑 926D 926D D1111 

註：1.本系統適用於碳鋼、低合金鋼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碳鋼、鑄鐵件新建工程之焊道及補漆工程。 

3.3年(含)以下保固之舊碳鋼、鑄鐵構件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4.表面粗度要求：40~70μm。 

 

第一道漆：底面相容型高防蝕底漆 100μm 

A、表面處理： 

a. 構件必須全面噴砂至ISO(SIS)Sa 2.5以上之標準，表面粗糙度40－70μ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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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塗裝。 

c.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926D（須小於 5%），以攪拌機攪拌均

勻，每間隔 15分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

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d. 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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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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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防止垂流發生，等表面觸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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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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 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C、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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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系統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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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氧低表面防腐塗料 170μm 

A、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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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926D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

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

用量。 

c. 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d. 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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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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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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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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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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系統表規定，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矽變性 PU抗污面漆  50μm 

A、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B、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化

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D1111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

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c.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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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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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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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97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g. 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C、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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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系統規定，如有不足，應儘速

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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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8施工說明書 

 

CS-3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丙烯酸聚氨脂面漆 

廠商型號 Interseal 670HS Interseal 670 HS Interthane990 

320μm 
乾膜厚 130μm 130μm 60μm 

濕膜厚 159μm 159μm 105μm 

調薄劑 GTA220 GTA220 GTA713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70℃。 

4.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第一道漆：Intersea670HS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130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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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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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噴砂達至 Sa2.5等級(含)以上，水刀除鏽時，必須

除鏽至 WJ2等級(含)以上，動力工具除鏽須達 SSPC SP11等級(含)以上。

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gle pattern)須達 40~75μm且標準含鹽量不可

超 92.59μs/cm。 

d. 如為鍍鋅、不銹鋼底材，其掃砂須達 ISO 1.0 或 SSPC-SP7級(含)以上表

面粗度要求：40~75μm, 標準含鹽量不可超 92.59μ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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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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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seal670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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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體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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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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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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211 kg/ cm2)，噴

嘴尺寸： 0.48~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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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冬季氣溫過低，造成漆膜乾硬速度較慢，如有需求可更換成冬季型硬化

劑，加速漆膜乾硬時間，增加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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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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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50μm間。 

 

第二道漆：Interseal670HS 13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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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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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但如果超過 30天，則需用

#80~120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打磨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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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seal670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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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體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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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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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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211 kg/ cm2).,  

噴嘴尺寸： 0.48~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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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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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5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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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hane990 丙烯酸聚氨脂面漆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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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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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面漆與第二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28天，建議在噴塗

Interthane990前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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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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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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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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psi(155 kg/cm2)噴嘴

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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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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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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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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39施工說明書 

 

CS-3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HIGH BUILD 

EPOXY ZINC RICH 

PAINT 富鋅底漆 

HIGH BUILD 

EPOXY PAINT 

厚塗型環氧漆 

HIGH BUILD 

EPOXY PAINT 

厚塗型環氧漆 

POLYURETHANE 

RESIN PAINT 

聚氨酯樹脂漆 

廠商型號 SD ZINC 500 EPOMARINE HB EPOMARINE HB RETAN 6000HB 

330μm 

乾膜厚 60μm 110μm 110μm 50μm 

濕膜厚 106μm 206μm 206μm 108μm 

調薄劑 
SD ZINC 稀釋劑 TECT EP 稀釋劑 TECT EP 稀釋劑 TECT TOPCOAT 稀

釋劑 

註：1. 本塗漆系統可用於新施工與保養的系統。 

2. 系統適用的最高溫度：90℃。 

3. 本系統能夠適用於裸露金屬表面的溫度可高達：60℃。 

4. 表面粗糙度規範：50~75μm。 

 

第一道漆 - SD ZINC 500 HIGH BUILD EPOXY ZINC RICH PAINT 60μm  

A. 表面處理:  

a. 噴砂須達到 Sa2½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級(含)以上。 

b. 以高壓水刀處理達 WJ2級標準；表面處粗度要求 : 25~50μm。 

c. 手工或電動工具除銹，鋼板表面須達 ISO St3級(含)以上之標準。 

d. 表面處理後必須是無油汙、灰塵、水份、等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已符合標準，而標準須涵蓋適用於管路、鋼材設備的轉

角、洞、邊緣、焊縫、螺栓、邊角，以及其他不易施工的位置，應先以手工

刷塗 (預塗施工 stripe coating接縫塗補) 的方式上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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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粉塵、油汙、鹽分、

水等表面其他物質附著，才能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並夠掌握塗層的厚度，

以確保油漆施工品質。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和硬化劑的

比例須為 95 : 5 (重量比例)。 

c.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SD ZINC THINNER稀釋劑(須小於 20%)，並以

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

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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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可以

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d. 要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1500psi (100kg/cm²)，

噴嘴尺寸 : 0.38 ~ 0.53mm (0.015”–0.021”)，噴嘴和物件之間的距離

必須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須使用濕膜計來控制濕膜的厚

度，以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耗損。 

e. 請注意 SD ZINC 500塗漆不宜超過 100μm(乾膜)。 

f.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其他缺陷，如

有問題應立即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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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物表面必須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底漆乾膜厚量測須達 6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盡速予以

補足塗膜厚度，才可上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 EPOMARINE HB HIGH BUILD EPOXY PAINT 11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粉塵、油類、水分，以及其他物質。 

b. 被塗物表面，鹽分含量須控制在 92.59μS/cm 以下，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

鹽類容易黏在材料上。所以，如果發現此問題，務必使用高壓水沖洗並將

表面吹乾，然後立刻在乾燥表面上進行噴漆。 

c. 第一道和第二道漆之間的等待期間最多為 14天。假使超過 14天的話，就

要用# 40 ~ 80 番的砂紙將表面磨光，如此才能夠加強塗漆的黏合度。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已符合標準，而標準須涵蓋適用於管路、鋼材設備的

轉角、洞、邊緣、焊縫、螺栓、邊角，以及其他不易施工的位置，應先以

手工刷塗 (預塗施工 stripe coating接縫塗補) 的方式上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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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粉塵、油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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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分、水等表面其他物質附著，才能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並夠掌握塗層

的厚度，以確保油漆施工品質。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和硬化劑

的比例須為 7 : 3 (重量比例)。 

c.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TECT EP稀釋劑(須小於 20%)，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 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6小時。如

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可以

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d. 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 1500psi (100kg/cm²)，

噴嘴尺寸 : 0.38 ~ 0.53mm (0.015”–0.021”)，噴嘴和物件之間的距離

必須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須使用濕膜計來控制濕膜的

厚度，以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耗損。 

e. 請注意 EPOMARINE HB塗漆不宜超過 150μm(乾膜)。 

f.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其他缺陷，

如有問題應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是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至第二道塗漆乾膜厚量測須達 170μm以上，如有不足，

應盡速予以補足塗膜厚度，才可上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 EPOMARINE HB HIGH BUILD EPOXY PAINT 110μm. 

A. 表面處理:  

a.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粉塵、油類、水分，以及其他物質。 

b. 被塗物表面，鹽分含量一定要控制在 92.59μS/cm 以下，尤其是在冬天的

時候， 鹽類容易黏在材料上。所以，如果發現此問題，一定要用高壓水沖

洗並將表面吹乾，然後就要立刻在乾燥表面上進行噴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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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二道第三道漆之間的等待期間最多為 14天。假使超過 14天的話，就要  

用# 40 ~ 80 番的砂紙將表面磨光，如此才能夠加強塗漆的黏合度。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已符合標準，而標準須涵蓋適用於管路、鋼材設備的

轉角、洞、邊緣、焊縫、螺栓、邊角，以及其他不易施工的位置，應先以

手工刷塗 (預塗施工 stripe coating接縫塗補) 的方式上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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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粉塵、油汙、

鹽分、水等表面其他物質附著，才能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並夠掌握塗層

的厚度，以確保油漆施工品質。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和硬化劑

的比例須為 7 : 3 (重量比例)。 

c.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TECT EP稀釋劑(須小於 20%)，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 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6小時。如

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可以

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d. 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 1500psi (100kg/cm²)，

噴嘴尺寸 : 0.38 ~ 0.53mm (0.015”–0.021”)，噴嘴和物件之間的距離

必須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須使用濕膜計來控制濕膜的

厚度，以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耗損。 

e. 請注意 EPOMARINE HB塗漆不宜超過 150μm(乾膜)。 

f.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測試塗漆完工之後：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其他缺陷，

如有問題應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是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至三道塗漆乾膜厚量測須達 28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盡

速予以補足塗膜厚度，才可上第四道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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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道漆- RETAN 6000HB POLYURETHANE RESIN PAINT 50μm 

A. 表面處理: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其他缺陷，

如有問題應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是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至三道塗漆乾膜厚量測須達 28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盡

速予以補足塗膜厚度，才可上第四道面漆。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已符合標準，而標準須涵蓋適用於管路、鋼材設備的

轉角、洞、邊緣、焊縫、螺栓、邊角，以及其他不易施工的位置，應先以

手工刷塗 (預塗施工 stripe coating接縫塗補) 的方式上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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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粉塵、油汙、

鹽分、水等表面其他物質附著，才能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並夠掌握塗層

的厚度，以確保油漆施工品質。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和硬化劑

的比例須為 85 : 15 (重量比例)。 

c.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TECT TOPCOAT稀釋劑(須小於 20%)，並以電/

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

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 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5小

時。如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

可以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d. 建議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 1500psi 

(100kg/cm²)，噴嘴尺寸 : 0.38 ~ 0.53mm (0.015”–0.021”)，噴嘴和

物件之間的距離必須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須使用濕膜

計來控制濕膜的厚度，以確保施工品質及減少油漆耗損。 

e. 請注意 RETAN 6000HB塗漆不宜超過 75μm(乾膜)。 

f.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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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測試塗漆完工之後：  

a. 以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其他缺陷，

如有問題應立即予以處理。 

b. 檢驗是否有漏塗(尤其是針對不易噴塗之處)，如有發現應立即予以處理。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至四道塗漆乾膜總厚量須達 33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盡

速予以補足塗膜厚度。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08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CS-40施工說明書 

 

CS-4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鋅粉底漆“R” 

永保新高固型防

蝕塗料 
高固形優麗面漆 

廠商型號 IZ-01-R EP-988 UP-450 

320μm 
乾膜厚 60μm 200μm 60μm 

濕膜厚 88μm 235μm 105μm 

調薄劑 SP-13 SP-12 NO.736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工程；搭配的補漆系統為 CS-41。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表面粗度要求：45~75μm。 

 

第一道漆：IZ-01-R 無機鋅鋅底漆 60μm 

1. 表面處理 

新建工程:         

  a.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b.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μS/cm。 

  c.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kg/cm2以上。 

  d.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 Sa2½級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50μm↑標準。 

2. 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為 SP-13 (約 5~15%)，並以電/氣動攪

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

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工作中要持續攪拌，避免鋅粉沉澱。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0.019"-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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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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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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一次性施工最高膜厚不得超過 100μm。 

  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55℃施工。 

b.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相對濕度 90﹪以下。 

d.相對濕度小於 40%時，須環境加濕處理增加濕度；加濕處理為噴塗完成在構件周

圍灑水，使構件環境濕度增加大於 40%以上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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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6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 

c.膜厚不足時建議採用 EP-03AA永保新鋅粉底漆補足膜厚。 

 c-1. 無機鋅粉噴塗後可立即量測膜厚，如膜厚不足時可立即噴塗無機鋅粉底漆

補足膜厚。 

 c-2. 無機鋅粉底漆完成後，因工作排程無法立即量測膜厚超過 24hrs，膜厚不足

時才需使用 EP-03AA永保新鋅粉底漆補足膜厚。 

 

第二道漆：EP-988 永保新高固型防蝕塗料 200μm 

1. 表面處理 

a.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 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為 SP-12 (約 5~15%)，並以電/氣動攪

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

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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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 

噴嘴尺寸：0.019"~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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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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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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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55℃施工。 

b.5℃以下不建議施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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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60

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UP-450 高固型優麗面漆 60μm 

1. 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 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為 NO.736 (約 10~15%)，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Thinner

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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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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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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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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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55℃施工。 

b.5℃以下不建議施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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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依據台塑企業油漆工程規範)。 

c.膜厚測試：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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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41施工說明書 

 

CS-4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永保新高固型 

防蝕塗料 

永保新高固型防

蝕塗料 
高固形優麗面漆 

廠商型號 EP-988 EP-988 UP-450 

320μm 
乾膜厚 130μm 130μm 60μm 

濕膜厚 136μm 136μm 105μm 

調薄劑 SP-12 SP-12 NO.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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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90℃，T指操作溫度。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EP-988 永保新高固型防蝕塗料 130μm 

1. 表面處理 

新建工程:  

  a.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b.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c.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以上。 

  d.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 Sa2½級以上潔度；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標準。 

維修工程: 

a.以手工或電動工具除銹，鋼板表面須達 ISO St3級(含)以上之標準。 

b.或以高壓水刀處理達 WJ2級標準；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標準。 

c.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為 SP-12 (約 5~15%)，並以電/氣動攪

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

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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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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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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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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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55℃施工。 

b.5℃以下不建議施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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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3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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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988 永保新高固型防蝕塗料 13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為 SP-12 (約 5~15%)，並以電/氣動攪

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

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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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 

噴嘴尺寸：0.019"~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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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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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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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55℃施工。 

b.5℃以下不建議施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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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60

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UP-450 高固型優麗面漆 6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為 NO.736 (約 10~15%)，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Thinner

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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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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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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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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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55℃施工。 

b.5℃以下不建議施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濕度過高水份溢散低，造成油漆硬化緩慢，要避免

濕度高時施工。。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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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依據台塑企業油漆工程規範)。 

c.膜厚測試：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16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CS-42施工說明書 

 

CS-4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水性防蝕底漆 水性高膜厚防蝕漆 水性氟碳耐候面漆 

廠商型號 NPW-815  NPW-999  NF-815  

320μm 
乾膜厚 100μm 180μm 40μm 

濕膜厚 185μm 320μm 90μm 

調薄劑 926W  926W  92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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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表面粗度要求：40~70μm。 

 

第一道漆：水性防蝕底漆 NPW-815 90μm 

1、表面處理： 

a. 構件必須全面噴砂至ISO(SIS)Sa 2.5以上之標準，表面粗糙度40－70μm。 

b. 維修構建必須達SSPC ST3級。 

c.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塗裝。 

c.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926W（須小於 5%），以攪拌機攪拌均

勻，每間隔 15分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

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d. 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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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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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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 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0℃施工(低於 5℃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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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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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系統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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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高防蝕底漆 NPW-999 180μm 

1、表面處理：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926W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

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

用量。 

c. 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d. 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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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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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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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0℃施工(低於 5℃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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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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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系統表規定，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水性氟碳耐候面漆  4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 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化

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 926W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視

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c.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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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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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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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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施工品質。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g. 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0℃施工(低於 5℃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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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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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系統規定，如有不足，應儘速

予以補足厚度。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20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二、 CFP:(碳鋼、低合金鋼)不保溫常溫氟碳樹脂面漆及聚矽氧烷面漆系統 

 

CFP-07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FP-0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富鋅底漆 環氧樹脂高固中層漆 聚矽氧烷面漆 

廠商型號 
Hempadur Avantguard 

770 17382 

Hempadur Mastic 

45880 

Hempaxane Light 

55030 

320μm 乾膜厚 60μm 200μm 60μm 

濕膜厚 90μm 250μm 75μm 

調薄劑 08450 08450 0808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維修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以上。 

第一道漆- Hempadur Avantguard 770 17382 環氧樹脂富鋅底漆 6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HPFWW高壓淡水清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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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50~75μm 以上或 ISO 8503-1 Medi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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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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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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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ntguard 

770 - 17382環氧樹脂富鋅底漆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注意主劑(17388)與硬化劑

(98384)之比例 4 : 1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0℃時，可使用時間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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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主劑(17388)與硬化劑(983842)，攪拌均勻。 

e.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17388)與硬化劑(983842)必須依體積比 4 : 1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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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混合攪拌均勻。補漆或噴塗時應盡量隨時攪拌以避免鋅粉沉澱，而影響

油漆品質。 

f. 噴塗時需加約 20%的調薄劑 0845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需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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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有效使用時間內用完，在 20℃時有效使用時間

為 7小時。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不可過高，最好保持在 220bars 

(3200 psi)的噴嘴壓力，當油漆可以霧化即可。噴嘴尺寸： 0.43~0.5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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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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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發現應在油漆完全硬化之

前立即予以處理。(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度量測須達到 50~150μm 間，以確保油漆系統的

防時能力。 

第二道漆- Hempadur Mastic 45880 環氧樹脂高固成份中層漆 2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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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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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覆塗間隔在 20℃時為 1 小時，無最大覆塗間隔，

但必須確定第一道漆之漆面是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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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ic 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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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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89)與硬化劑

(95880)比例 3:1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0℃時，有效使用時間為 1小時，若採用刷塗時則有效使用

時間為 2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時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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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f.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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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減低油漆乾噴的機會。 

g. 油漆充分攪拌均勻後，在冬天溫度 15℃時，噴塗前應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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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5℃ 20℃ 

誘導時間 30分鐘 25分鐘 15分鐘 無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50bars(36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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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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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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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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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26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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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聚矽氧烷面漆 Hempaxane Light 55030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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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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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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 5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3天，如果在 20℃時超過 3天，則需用#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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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axane Light 55030

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雙組份，在使用之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主劑

(55039)與硬化劑(98000)比例 5.6 : 4.4 (體積比)。 

c. 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先將主劑與硬化劑充份混合徹底攪拌。 

d.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5.6 : 4.4充份混合攪拌

均勻。 

e. 需加調薄劑 08080時最多不要超過 2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加

入更多的調薄劑 08080是必要的，如此是有助於油漆之流平及盡量減低油

漆乾噴的機會。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100 – 125 bars(1450 – 

1800 psi)噴嘴尺寸： 0.43~0.53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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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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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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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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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02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FP-0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第五道漆 

總膜厚 油漆   

名稱 
無機鋅粉底漆 

環氧樹脂富鋅

底漆 

EPOXY高固型

物漆 

EPOXY高固型

物漆 

氟碳樹脂 

高膜厚面漆 

廠商  

型號 
IZ-01 NO.1027HZ EP-999 EP-999 NO.54HB 

480μm 乾膜厚 60μm 60μm 150μm 150μm 60μm 

濕膜厚 88μm 100μm 188μm 188μm 105μm 

調薄劑 SP-13 SP-12 SP-12 NO.SP-12 NO.5400S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工程。 

2.本系統適用碳鋼底材。 

3.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90℃。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5.表面粗度要求：45~60μm。 

 

第一道漆-IZ-01無機鋅粉底漆 6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HPFWW高壓淡水清洗 (3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

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 

b. 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c. 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d. 全面噴珠/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gle pattern)

須達 45~60μm。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以及鋅粉(A劑)與展色劑(B劑)比例 65:35(重量比)。 

c. 將鋅粉逐漸倒入展色劑中，加入適量 SP-13 Thinner(約 5~10%)，攪拌均勻，

最好能不停攪拌然後以 80~100 Mesh篩網過濾，(注意攪拌後可使用時間約

6~8hrs)。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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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塗裝施工如噴塗部位有粉塵應立即清掃後再噴塗，以免造成粗糙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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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膜厚要求 75μm條件，噴塗盡可能以交叉噴塗法，H-Beam彎角不可垂直角

度噴，因膜厚超過 100μm以上易發生龜裂，膜厚不足部位應儘速補足不可

拖太久會影響其附著力。 

g. 構件噴砂後務請於短時間約 4hrs(需視作業環境條件而定，如有必定還需

縮短)內上塗 IZ-01無機鋅粉底漆以免變色或浮銹出現影響品質。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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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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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μm。 

 

第二道漆- NO.1027HZ環氧樹脂富鋅底漆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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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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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塗前必須清除鋅粉底漆所產生的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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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H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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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重量比)。 

c. 添加調薄劑 SP-12（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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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psi(176 kg/ cm2)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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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0.48~0.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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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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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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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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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999 EPOXY高固型物漆塗料 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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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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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0天,如果超過 30天，則需用

#100~#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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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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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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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2（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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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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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0.63~0.73mm (0.025"-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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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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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四道漆- EP-999 EPOXY高固型物漆塗料 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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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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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0天,如果超過 30天，則需用

#100~#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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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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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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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2（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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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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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0.63~0.73mm (0.025"-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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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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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五道漆- NO.54HB氟碳樹脂高膜厚面漆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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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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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道與第三道間最高塗裝間隔30天，如超過最高塗裝間隔，則需用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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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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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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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5400S（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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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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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0.48~0.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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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請注意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8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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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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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48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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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03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FP-0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第五道漆 

總膜厚 油漆   

名稱 

無機鋅粉底漆 

”R”型 

單液濕氣硬化  

PU漆 

EPOXY高固型

物漆 

EPOXY高固型

物漆 

氟碳樹脂 

高膜厚面漆 

廠商  

型號 
IZ-01-R PU-700 EP-999 EP-999 NO.54HB 

480μm 乾膜厚 60μm 60μm 150μm 150μm 60μm 

濕膜厚 92μm 100μm 188μm 188μm 105μm 

調薄劑 SP-13 NO.736 NO.SP-12 NO.SP-12 NO.5400S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桶槽工程。 

2.本系統適用碳鋼底材。 

3.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90℃。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5.表面粗度要求：45~75μm。 

 

第一道漆-IZ-01-R無機鋅粉底漆”R”型 6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HPFWW高壓淡水清洗 (3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

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 

b. 噴砂前須清除工件表面油污、雜物；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 μs/cm。。 

c. 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含鹽量不可超過 46.3 μs/cm。 

d. 全面噴珠/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gle pattern)

須達 45~75μm。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B. 塗裝施工:  

a.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以及鋅粉(A劑)與展色劑(B劑)比例 77：23(重量比)。 

c. 將鋅粉逐漸倒入展色劑中，加入適量 SP-13 Thinner(約 5~10%)，攪拌均勻，

最好能不停攪拌然後以 80~100 Mesh篩網過濾，(注意攪拌後可使用時間約

6~8hrs)。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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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塗裝施工如噴塗部位有粉塵應立即清掃後再噴塗，以免造成粗糙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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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膜厚要求 75μm條件，噴塗盡可能以交叉噴塗法，H-Beam彎角不可垂直角

度噴，因膜厚超過 100μm以上易發生龜裂，膜厚不足部位應儘速補足不可

拖太久會影響其附著力。 

g. 構件噴砂後務請於短時間約 4hrs(需視作業環境條件而定，如有必定還需

縮短)內上塗 IZ-01無機鋅粉底漆以免變色或浮銹出現影響品質。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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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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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μm。 

 

第二道漆- PU-700單液濕氣硬化 PU漆 60μm (單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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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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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塗前必須清除鋅粉底漆所產生的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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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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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調薄劑 NO.736（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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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psi(176 kg/ cm2)噴嘴

尺寸： 0.48~0.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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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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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請注意 PU-700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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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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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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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999 EPOXY高固型物漆塗料 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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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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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0天,如果超過 30天，則需用

#100~#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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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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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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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2（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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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0.73mm (0.025"-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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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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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四道漆- EP-999 EPOXY高固型物漆 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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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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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0天,如果超過 30天，則需用

#100~#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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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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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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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2（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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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0.73mm (0.025"-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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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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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五道漆- NO.54HB氟碳樹脂高膜厚面漆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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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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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道與第三道間最高塗裝間隔30天，如超過最高塗裝間隔，則需用砂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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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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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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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5400S（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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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0.58mm (0.019"-0.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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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8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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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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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48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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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04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FP-0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萬用環氧底漆 萬用環氧底漆 工程矽氧烷塗料 

廠商型號 SigmaPrime800 SigmaPrime800 PSX-700 

325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75μm 

濕膜厚 156μm 156μm 83μm 

調薄劑 Thinner 91-92 Thinner 91-92 
Thinner 21-06 

(Amercoat 911)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表面粗度要求：30~75μm。 

第一道漆- Sigmaprime 800萬用環氧底漆 125μm (二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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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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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碳鋼底材塗裝前，維修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2級；新建構件則需

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3或噴砂達 Sa2.5級。 

d.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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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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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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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Prime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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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91-92調薄劑 5 – 10%。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壓力需為 15Mpa以上，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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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0.68mm (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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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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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μm。 

第二道漆-Sigmaprime 800 萬用環氧底漆 125μm (二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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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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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5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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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Prime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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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91-92調薄劑 5 – 10%。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壓力需為 15Mpa以上，噴嘴尺寸： 

0.53~0.68mm (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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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50μm。 

第三道漆- PSX-700 工程矽氧烷塗料 75μm (二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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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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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5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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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X-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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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4小時/21℃。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21-06(Amercoat 911)調薄劑 5 – 10%。 

e. 使用無氣(Airless) 噴塗機壓力比需為 30：1以上，噴嘴尺寸： 

0.38~0.43mm (0.015"-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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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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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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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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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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05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FP-0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富鋅底漆 改性環氧漆 矽氧烷面漆 

廠商型號 Carbozinc 858 Carbomastic 18FC Carboxane 2000 

370μm 
乾膜厚 75μm 220μm 75μm 

濕膜厚 117μm 259μm 100μm 

調薄劑 Thinner #2 Thinner #2 Thinner #10 

註：1.本系統適用於碳鋼。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49℃。 

4.表面粗度要求：25~75μm。 

第一道漆- Carbozinc 858 環氧富鋅底漆  75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SP1清除表面油污。 

b. 碳鋼底材塗裝前，表面處理水刀達WJ2或手工具達St3或噴砂達Sa2.5級。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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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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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zinc 8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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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固化劑(B劑)

以及鋅粉比例 7:4:4.9。動力攪拌 A組分均勻后持續攪拌，同時緩慢添加

鋅粉于 A組分中，然後加入 B劑，全部加入后攪拌 10分鐘。 

c. 混合後於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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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或#26（須小於 10%），以動力攪拌機充分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000psi-22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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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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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2℃~49℃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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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3℃以上方可施工。 

c. 施工時相對濕度必須在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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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75μm。 

第二道漆：Carbomastic 18FC 改性環氧漆  2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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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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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Carbomastic 18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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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份)和固化劑(B

組分)體積比為 1:1 

c. 添加調薄劑#2（須小於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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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psi，噴嘴尺寸： 

0.019"-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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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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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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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予以處理。 

b.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9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三道漆：Carboxane 2000矽氧烷面漆  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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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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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Carboxane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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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份) 和固化劑

(B組份)體積比為 2.2:1 

c. 添加調薄劑#10（須小於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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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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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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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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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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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CFP-06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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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0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富鋅底漆  環氧樹脂中塗漆 高性能環保面漆 

廠商型號 Interzinc52  Intergard475HS Interfine878  

335μm 乾膜厚 75μm 200μm 60μm 

濕膜厚 127μm 250μm 83μm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70℃。 

4.表面粗度要求：45~75μm。 

施工程序: 

一、開工會議:  

  a.由業主協調聯繫業主、承攬商、施工廠商、油漆供應商、、等,相關人員，  於

施工前進行現場會勘以及召開開工會議。 

  b.開工會議中，針對各項施工細節及其相關問題之充分討論。(如施工範圍、安

全衛生環保、施工設備,油漆材料說明……等相關細節)。 

  c.油漆供應商 環球將提供施工規範, 產品說明書與其安全物質資料表, 檢查&

施工程序說明與流程圖, 各類所須之空白表格,…….等資料。 

  d.確定各方聯絡對口單位及負責人員之聯絡方式與交換名片。 

二.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ISO Sa2½級(含)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標準含鹽量不可超 92.59μ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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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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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鏽腐蝕及漆膜缺

陷處，須達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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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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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8501-1 Sa2½級(含)以上之清潔度., 動力工具除鏽須 

  達 St3標準，粗糙度須達 45~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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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表面處理過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

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三、塗裝施工: 

第一道漆-Interzinc 52環氧樹脂鋅粉底漆  乾膜厚 75μm 

a.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Interzinc 52環氧富鋅底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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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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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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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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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施工。 

d.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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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pa)以上。 

c.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7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二道漆-Intergard 475HS環氧樹脂中塗漆  乾膜厚 200μm 

a.第一道底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膜厚及漆膜表面清潔度後，須立即以

Intergard 475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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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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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1。 

c.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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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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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psi(190 kg/cm2)噴嘴尺寸： 

0.53~0.63mm (0.021"-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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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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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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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pa)以上。 

c.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75μm以上(第一道+第二道之總膜厚)，如有不

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d.第二道 Intergard475HS 完成後,與第三道面漆之塗裝間隔需特別注意，最短 5

小時, 最長 14天，超過塗裝間隔時，請洽詢環球油漆之技術服務人員。 

 

第三道漆：Interfine878高性能環保面漆  乾膜厚 60μ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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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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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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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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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 添加調薄劑 GTA0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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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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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

尺寸： 0.28~0.43mm (0.01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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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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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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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3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d. 相關詳細之資訊請參閱產品型錄或洽詢環球油漆之技術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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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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SP:(碳鋼、低合金鋼)不保溫且有 steam purge需求之鋼材表面塗裝系統 

 

CSP-10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P-1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醛耐熱漆  環氧酚醛耐熱漆  環氧樹脂高固成份面

漆  

廠商型號 
Hempadur  

85671 

Hempadur  

85671 

Hempadur Mastic 

45880 

32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120μm 

濕膜厚 147μm 147μm 150μm 

調薄劑 08450 08450 0845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2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第一道漆- Hempadur 85671環氧酚醛耐熱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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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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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以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50~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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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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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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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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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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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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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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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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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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49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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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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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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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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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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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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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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操作溫度低於 120℃時,噴塗面漆 Hempadur Mastic 45880=1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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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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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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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ic 45880

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雙組份，在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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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體積比)。 

c. 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先將主劑與硬化劑充份混合徹底攪拌。 

d.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3: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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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減低油漆乾噴的機會。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50bars(3600psi)噴嘴

尺寸： 0.43~0.58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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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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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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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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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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漆- 當操作溫度高於 120℃時,噴塗面漆 Hempel’s Silicon Alμminiμm 

56914矽酮耐熱面漆 25μm (單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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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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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Hempel’s Silicon Alμminiμm 56914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

將欲塗之 Hempadur 85671漆膜表面磨過打粗，以利其附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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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el’s Silicon 

Alμminiμm 56914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單組份，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c. 添加調薄劑 08080（5%~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125bars(1800psi)噴嘴

尺寸： 0.43mm (0.017")，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

時此道油漆最好不要超過 25 μm，覆蓋過現有的 Hempadur 85671的塗層

即可。 

e. 亦可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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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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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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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11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P-1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鋅粉漆 環氧樹脂玻璃鱗片

漆 

工程矽氧烷塗料 

廠商型號 Dimecote 9 Amerlock 400GF PSX-700 

320μm 

乾膜厚 75μm 170μm 75μm 

濕膜厚 119μm 195μm 83μm 

調薄劑 
Amercoat 65 Amercoat 65 Thinner 21-06 

(Amercoat 911)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5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表面粗度要求：35~75μm。 

 

第一道漆- Dimecote 9無機鋅粉漆 75μm (二液型) 

1. 表面處理:  

a.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 

b.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c. 噴砂檢驗後，應於 4小時內上漆；若有反銹情況發生，則可以手工具進行

處理達 SSPC-SP11級數始可上漆。 

d.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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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mecot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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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8小時/20℃。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壓力比 30：1，噴嘴尺寸： 0.48~0.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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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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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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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以上。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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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μm。 

 

第二道漆- Amerlock 400GF環氧樹脂玻璃鱗片漆 170μm (二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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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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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24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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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lock 400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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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5℃。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5 – 1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2~14 MPa，噴嘴尺寸： 

0.79~1.09mm (0.03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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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0℃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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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相對濕度必須在 100﹪以下，被塗物表面不可積水。 

c. 注意，表面積水情況下不可噴塗上漆，以免造成漆膜不平整。 

d. 注意，若上漆後雨勢變大情況下，待漆膜乾燥後須將漆膜表面研磨平整。 

e.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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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45μm。 

 

第三道漆- PSX-700 工程矽氧烷塗料 75μm (二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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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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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24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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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X-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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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4小時/21℃。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5 – 10%。 

e. 使用無氣(Airless) 噴塗機壓力比需為 30：1以上，噴嘴尺寸： 

0.38~0.43mm (0.015"-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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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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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上。  

d.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55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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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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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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12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SP-1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高溫丙烯矽酸面漆 

廠商型號 Sigmatherm 230 Sigmatherm 230 Sigmatherm 350 

320μm 
乾膜厚 145μm 145μm 30μm 

濕膜厚 213μm 213μm 71μm 

調薄劑 Thinner 91-92 Thinner 91-92 Thinner 21-06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23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4.表面粗度要求：40~70μm。 

 

第一道漆- Sigmatherm 230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145μm (二液型) 

1.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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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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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碳鋼底材塗裝前，維修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2級；新建構件則需

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3或噴砂達 Sa2.5級。 

e.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噴砂/掃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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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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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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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91-92調薄劑 5 – 10%；高溫噴塗則須選用 Thinner 21-25

調薄劑約 10 – 1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5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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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15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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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μm。 

 

第二道漆- Sigmatherm 230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145μm (二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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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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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8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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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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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2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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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91-92調薄劑 5 – 10%；高溫噴塗則須選用 Thinner 21-25

調薄劑約 10 – 1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5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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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15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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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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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350 高溫丙烯矽酸面漆 30μm (單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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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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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8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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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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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添加調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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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添加 Thinner 21-06調薄劑 5 – 10%。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2 - 15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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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15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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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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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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HP:(碳鋼、低合金鋼)不保溫短期昇溫塗裝系統 

 

CHP-07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HP-07A(註 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第五道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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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耐熱面漆 

600℃ 

耐熱面漆 

廠商型號 NO.1566 NO.1566 NO.1566 NO.1569 NO.1569 

37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100μm 35μm 35μm 

濕膜厚 196μm 196μm 196μm 67μm 67μm 

調薄劑 
NO.1564X 

0℃≦T≦100℃ 

NO.1564X 

0℃≦T≦100℃ 

NO.1564X 

0℃≦T≦100℃ 

NO.1564X NO.1564X 

 

CHP-07B(註 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第五道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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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耐熱面漆 

600℃ 

耐熱面漆 

廠商型號 NO.1566 NO.1566 NO.1566 NO.1569 NO.1569 

37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100μm 35μm 35μm 

濕膜厚 196μm 196μm 196μm 67μm 67μm 

調薄劑 
NO.1564S 

100℃<T≦220℃ 

NO.1564S 

100℃<T≦220℃ 

NO.1564S 

100℃<T≦220℃ 

NO.1564X NO.1564X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45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表面粗度要求：30~50μm。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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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道漆- NO.1566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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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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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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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30~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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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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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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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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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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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噴嘴

尺寸： 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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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請注意 NO.1566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200μm。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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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m。 

 

第二道漆- NO.1566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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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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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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無最高塗裝間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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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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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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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噴嘴

尺寸：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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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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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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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漆- NO.1566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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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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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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無最高塗裝間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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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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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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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噴嘴

尺寸：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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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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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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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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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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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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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NO.1569前，宜先用#100~15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NO.1566 漆膜表面

磨過打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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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進行塗裝作業。  

b. 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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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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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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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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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335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五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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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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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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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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NO.1569進行塗裝作業。  

b. 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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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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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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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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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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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09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HP-0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富鋅底漆 無機矽酸鹽 無機矽酸鹽 

廠商型號 Carbozinc 11 Thermaline4000 Thermaline 4000 

320μm 
乾膜厚 100μm 110μm 110μm 

濕膜厚 161μm 193μm 193μm 

調薄劑 Thinner #26 Thinner #33 Thinner #33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45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93℃。 

4.表面粗度要求：25~75μm。 

第一道漆- Carbozinc 11無機富鋅底漆  100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SP1清除表面油污。 

b. 非浸泡環境依據 SSPC-SP6噴砂處理鍍鋅鋼表面，表面粗糙度達到 25-75

μ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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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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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zinc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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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鋅粉(B劑)

比例 10.57:3.43。動力攪拌 A組分均勻后持續攪拌，同時緩慢添加鋅粉于

A組分中，全部加入后攪拌 10分鐘。 

c. 混合後於 24℃時，可使用時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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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須小於 4%），以動力攪拌機充分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1500psi-20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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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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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一次性施工到規定的厚度。油漆乾燥后不允許復涂。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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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方可施工。 

c. 施工時相對濕度必須在 95﹪以下。 

d. 施工后相對濕度低於 50%的情況下，自然固化 2小時后可噴水加速固化。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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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 

第二道漆：Thermaline 4000 無機矽酸鹽  1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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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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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Thermaline 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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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組份) 

c. 添加調薄劑#33（須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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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25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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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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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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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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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1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三道漆：Thermaline 4000 無機矽酸鹽  1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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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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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Thermaline 4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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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組份)  

c. 添加調薄劑#33（須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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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25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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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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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4℃~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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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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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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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11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HP-1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高溫保溫   

防蝕塗料 

高溫保溫   

防蝕塗料 

600℃耐熱

面漆 

600℃耐熱

面漆 

廠商型號 NO.1568 NO.1568 NO.1569 NO.1569 

320μm 
乾膜厚 125μm 125μm 35μm 35μm 

濕膜厚 213μm 213μm 67μm 67μm 

調薄劑 SP-12 SP-12 NO.1564X NO.1564X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23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表面粗度要求：30~50μm。 

 

第一道漆- NO.1568高溫保溫防蝕塗料 125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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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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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30~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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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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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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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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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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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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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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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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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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μm。 

 

第二道漆- NO.1568高溫保溫防蝕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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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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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如果超過 3天，則需用砂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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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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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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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噴嘴

尺寸：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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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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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注意 NO.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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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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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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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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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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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天,如果超過 3天，則需用砂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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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進行塗裝作業。  

b. 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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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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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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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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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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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85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四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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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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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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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進行塗裝作業。  

b. 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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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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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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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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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73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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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74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CHP-12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HP-1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鋅粉漆 環氧樹脂高固中層漆 聚胺基甲酸酯面漆 

廠商型號 
Hempel’s 

Galvasil 15700 

Hempadur Mastic 

45880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325μm 乾膜厚 75μm 200μm 50μm 

濕膜厚 117μm 250μm 98μm 

調薄劑 08700 08450 0808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連續操作溫度 120℃。 

3.無機鋅粉底漆 15700不可噴塗過厚(150μm)，否則會有龜裂的風險。 

4.無機鋅粉漆應完全硬化，方可噴塗第二道漆。無機鋅粉漆完全硬化之測試方

法，依油漆廠商建議測試。 

5.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第一道漆- Hempel’s Galvasil 15700 無機新粉漆 75μm  

A. 表面處理:  

a. 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HPFWW高壓淡水清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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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50~75μm 以上或 ISO 8503-1 Medi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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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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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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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el’s Galvasil 

15700無機鋅粉漆進行噴塗作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以及注意液體(15709)與鋅粉

(97170)之比例 3.1 : 6.9 (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180 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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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液體(15709)與鋅粉(97170)，攪拌均勻。 

e.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液體(15709)與鋅粉(97170)必須依重量比 3.1 : 6.9

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補漆或噴塗時應盡量隨時攪拌以避免鋅粉沉澱，而影

響油漆品質。 

f. 噴塗時需加約 30%的調薄劑 0870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需加入

更多的調薄劑 0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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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有效使用時間內用完，在 25℃時有效使用時間

為 180分鐘。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不可過高，最好保持在 100bars 

(1450psi)的噴嘴壓力，當油漆可以霧化即可。噴嘴尺寸： 0.48~0.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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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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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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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機鋅粉漆的皮膜是靠濕氣硬化而成的，噴完後相對濕度最少要維持在 65%

以上，若是天候條件不利硬化，可藉淋水加速其硬化之速度，因為油漆皮

膜未完全硬化之前不可噴塗後續之塗層。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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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發現應在油漆完全硬化之

前立即予以處理。(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度量測須達到 60~150μm 間。注意乾膜厚度不可

超過 150μm，否則會有龜裂的情形發生之危險。 

 

第二道漆- Hempadur Mastic 45880 環氧樹脂高固成份中層漆漆 2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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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附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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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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無機鋅粉漆 15700完全硬化

時，,無最大覆塗間隔，但必須確定第一道漆之漆面是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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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ic 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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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有效使用時間為 45分鐘，若採用刷塗時則有效使

用時間為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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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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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f. 噴塗時應先加約 50%的調薄劑 08450與油漆充分混合後進行霧噴動作,如此

可將多孔性的無機鋅粉漆皮膜內的空氣逼出後，再配合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進行正式噴塗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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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減低

油漆乾噴的機會。 

g. 油漆充分攪拌均勻後，在冬天溫度 15℃時，噴塗前應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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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5℃ 20℃ 

誘導時間 30分鐘 25分鐘 15分鐘 無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50bars(36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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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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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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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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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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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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2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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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面漆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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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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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 5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3天，如果在 20℃時超過 3天，則需用#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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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雙組份，在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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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體積比)。 

c. 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先將主劑與硬化劑充份混合徹底攪拌。 

d.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7: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需加調薄劑 08080時最多不要超過 3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加

入更多的調薄劑 08080是必要的，如此是有助於油漆之流平及盡量減低油

漆乾噴的機會。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150bars(2200psi)噴嘴

尺寸： 0.43~0.48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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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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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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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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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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26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且 80%的膜厚必須大於 32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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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13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HP-1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環氧樹脂漆 酚醛環氧樹脂漆 矽基樹脂面漆 

廠商型號 Protexior 795 Protexior 794 Thurmalox 200 

320μm 
乾膜厚 135μm 135μm 50μm 

濕膜厚 225μm 225μm 122μm 

調薄劑 NO.162 NO.162 NO.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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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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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表面粗度要求：37~75μm。 

 

第一道漆- Protexior 795 酚醛環氧樹脂漆  100~150μm 

A. 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碳鋼表面噴砂須達 SSPC-SP10級(含)以上。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SPC-SP11等級(含)以上。 

– 超高壓水刀(25000 psi)處理，須達 WJ2等級(含)以上+動力工具處理，

須達 SSPC-SP11等級(含)以上。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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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

除鋒利的邊緣至最小的 3mm半徑。工件焊道之不良表面(凹凸不平、焊蝕、

氣孔、凹口、飛濺焊珠等)應磨除，該不良表面將使油漆系統無法有效地

覆蓋保護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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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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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氯離子殘留於工件表面。 

e.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碳鋼表面，噴砂等級須達到 SSPC-SP10 (含) 以上清潔度，表面粗度要求

為 37~75μm。 

g. 鍍鋅鋼及不鏽鋼表面，噴砂等級須達到 SSPC-SP16 (含) 以上清潔度,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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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度要求為 37~75 μm。 

h.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最大允許等

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C. 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以 Protexior 7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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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鏽蝕氧化繼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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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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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小於 3%體積比），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至均一顏色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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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入 10~15%的調薄劑

No.162調薄油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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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達規範乾膜厚範圍：100~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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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獲得連續且均勻的最佳膜厚，無氣或有氣噴塗為最佳施工方式，滾輪

塗佈的方式次之。手工刷塗的施工方式僅限進行預塗(Stripe coating)

的動作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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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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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50~75μm(濕膜厚約 87.5~12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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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量高壓水沖洗表面或以 Dampney 170 Cleaner清潔表面)，

以達規範膜厚範圍：100~150μm，並於底漆第二次塗裝完成檢查底漆厚

度合格後，儘速進行第二道漆塗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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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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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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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M D3359 Method A, 5A等級以上。 

c. 膜厚測試：第一道底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規範膜厚範圍：100~1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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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xior 794 酚醛環氧樹脂漆  100~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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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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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 Dampney 

170 Cleaner清潔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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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 可添加調薄劑 No.162（小於 3%體積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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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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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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入 10~15%的調薄劑

No.162調薄油漆)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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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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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M D3359 Method A, 5A等級以上。 

c. 膜厚測試：兩道乾膜厚度量測須達到 200~300μm之間，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Thurmalox 200矽基樹脂面漆  50~6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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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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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 Dampney 

170 Cleaner清潔表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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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此塗料為單液型。 

b. 可添加調薄劑 NO.112，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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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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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663，噴嘴型號: Reverse-A-Clean®163-614，163-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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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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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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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著力測試須達 ASTM D3359 Method A, 5A等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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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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14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CHP-1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環氧漆 酚醛環氧漆 矽樹脂丙烯酸 

廠商型號 Thermaline400（P） Thermaline400（F） Thermaline 4900R 

320μm 
乾膜厚 140μm 140μm 40μm 

濕膜厚 215μm 222μm 85μm 

調薄劑 Thinner #2 Thinner #2 Thinner #25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2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5℃。 

4.表面粗度要求：37~75μm。 

 

第一道漆- Thermaline 400 PRIMER酚醛環氧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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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SSPC-SP10標準進行噴砂處理至近白金屬狀態，表面粗糙度達到37-75

μ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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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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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maline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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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 混合後於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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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小於 10%），以動力攪拌機充分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23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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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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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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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4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二道漆：Thermaline 400FINISH酚醛環氧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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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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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Thermaline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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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混合後於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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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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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23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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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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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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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8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三道漆：Thermaline 4900R 矽樹脂丙烯酸  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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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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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Thermaline 4900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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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組份)  

c. 添加調薄劑#25（須小於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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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psi，噴嘴尺寸： 

0.33~0.38mm (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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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4℃~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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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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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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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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15施工說明書 

 

CHP-1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有機矽耐熱面漆 

廠商型號 Epoxy HR Epoxy HR Solvalitt Midtherm   

320μm 
乾膜厚 150μm 140μm 30μm 

濕膜厚 240μm 225μm 90μm 

調薄劑 Jotun NO 23 Jotun NO 23 Jotun NO 7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5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20℃。 

4.表面粗度要求：25~75μm。 

 

第一道漆- Epoxy HR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150μm  

A. 表面處理:  

a.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ISO Sa2½級(含)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高壓水刀須達 WJ2級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T3等級(含)以上。 

b. 表面粗度要求：25~75μm標準。 

c. 噴砂處理: 

• 噴砂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 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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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一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

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d. 動力工具處理： 

• 動力工具打磨只被推薦用於較小面積、且噴砂不易實施的工件表面處

理。 

• 動力工具打磨處理的清潔等級須達到 ISO ST3級（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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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醛環氧耐熱漆

進行塗裝作業。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189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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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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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ner No.23（建議添加量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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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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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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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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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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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20℃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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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30-1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 

 

第二道漆- - Epoxy HR酚醛環氧耐高溫漆 1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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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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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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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Epoxy HR酚醛環氧耐熱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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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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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ner No.23（建議添加量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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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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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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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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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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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100℃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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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9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第三道漆- Solvalitt Midtherm 有機矽耐熱面漆 30μm (單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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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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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Solvalitt Midtherm 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Epoxy 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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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膜表面磨過打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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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valitt Midtherm 進行

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單組份，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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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建議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 請注意 Solvalitt Midtherm 單道允許最高膜厚為 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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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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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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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以上。 

b.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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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16施工說明書 

 

CHP-1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無機鋅粉漆 耐熱漆 耐熱漆 

廠商型號 Interzinc22 Interbond1202upc Interbond1202upc 

320μm 
乾膜厚 50μm 135μm 135μm 

濕膜厚 79μm 211μm 211μm 

調薄劑 GTA415 GTA007 GTA007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及維修保養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45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90℃。 

4.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第一道漆-Interzinc 22無機鋅粉底漆  乾膜厚 50μm 

A. 表面處理: 

規範標準 - 噴砂須達 ISO Sa2½級(含)以上；含鹽量不可超過 92.59μs/cm。 

         - 小區域可使用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SPC SP11等級(含)以上。 

          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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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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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d.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建議空壓機須裝設油水分離器。 

e. 噴砂等級須達到 ISO8501-1 Sa2½級(含)以上之清潔度., 動力工具除鏽須

達 SP11標準，粗糙度須達 40~75μm。 

f. 表面處理過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

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g. 維修保養工程時，噴砂區域需為一完整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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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zinc 22無機鋅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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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 必要時須持續攪拌，以避免鋅粉沉澱，導致漆膜膜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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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c. 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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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A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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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psi(112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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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確保施工品質。 

f. 噴塗無機鋅粉漆時，需特別注意膜厚控制，須避免超過 125μm ,會有龜裂

之風險。 

g. 噴塗無機鋅粉漆後，需間隔 24小時候，方能塗裝下一道漆。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c. 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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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50μm以上。 

 

第二道漆- Interbond 1202UPC 耐熱漆 1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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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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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制,如果有鋅鹽產生時，則需用

#80~120之砂紙，將鋅鹽去除，以利其附著度。 

B. 塗裝施工:  

a. 第一道底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膜厚及漆膜表面清潔度後，須立即以

Interbond1202UPC 中塗漆進行塗裝作業。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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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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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ecoat)補漆，以利膜厚之建立，然後須立即以 Interbond1202 底漆

進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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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體積比)。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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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添加調薄劑 GTA007（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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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psi(141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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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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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3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三道漆- Interbond 1202UPC 耐熱漆 1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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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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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塗裝施工: 

a. 第二道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膜厚及漆膜表面清潔度後，須立即以

Interbond1202UPC 面漆(第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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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體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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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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調薄劑 GTA007（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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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psi(141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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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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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320μm以上(總膜厚為 320μm)，如有不足，

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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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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SGS:(鍍鋅鋼、不銹鋼)不保溫常溫系統之鋼材表面塗裝系統 

 

SGS-01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0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EPOXY 合金用底漆 PU 面漆 

110μm 

（Min.） 

廠商型號 #1020 UP-04 

乾 膜 厚 50μm 60μm 

溼 膜 厚 100μm 120μm 

註:  

a.新建工程不銹鋼件、鑄鐵件、熱浸鋅件。 

b.新建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之焊道及補漆請

用 CS-02油漆系統) 

c.舊不銹鋼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d.舊鑄鐵件、舊熱浸鋅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請用 CS-02油漆系統。 

2.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以非金

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後，依本系統塗裝；

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熱浸鋅件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再將表面鋅白(氧

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或掃砂 Sa.1級清除

乾淨，依本系統塗裝。 

 

第一道漆- NO.1020環氧樹脂合金用底漆 50μm (兩液型) 

1.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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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銹鋼及鍍鋅底材無需掃砂，需清除油、水..等污染物。 

e.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f. 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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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020進行噴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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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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0(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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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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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0.48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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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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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μm。 

 

第二道漆- UP-04 PU面漆 60μm (兩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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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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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道與第三道間最高塗裝間隔 2 mons，如果超過塗裝間隔，則需用砂紙，

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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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04進行塗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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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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3(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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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736（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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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0.4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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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 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

工，0℃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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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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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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02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02A(註 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漆 丙烯聚氨酯面漆 

200μm 

（Min.） 

廠商型號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 990 

乾 膜 厚 150μm 50μm 

溼 膜 厚 183μm 88μm 

 

SGS-02B(註 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蝕刻底漆 環氧樹脂漆 丙烯聚氨酯面漆 

220μm 

（Min.） 

廠商型號 Interprime 539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 990 

乾 膜 厚 20μm 150μm 50μm 

溼 膜 厚 83μm 183μm 88μm 

註: (麥

寮廠區除外)。 

2.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

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 後，

依本系統塗裝；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不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新熱浸鋅件塗裝前，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後，全面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

粗糙度達 25~50μm。 

5.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熱浸鋅件塗裝前，表面鋅白(氧化

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或掃砂 Sa.1級

清除乾淨，再以鍍鋅用介面 Interprime 539塗佈一道 20μm後，依本系

統塗裝。 

第一道漆- Interseal 670HS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150μm 

1.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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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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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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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

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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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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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seal 670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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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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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A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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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psi(176 kg/cm2)噴嘴

尺寸： 0.45~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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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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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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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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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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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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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 

第二道漆：Interthane 990保優麗面漆  50μ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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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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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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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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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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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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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

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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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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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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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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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力測試須達 28kg/cm2(2.85Mpa)以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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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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03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03A(註 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丙烯聚氨酯面漆 

廠商型號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990 

乾膜厚 200μm 50μm 250μm 

（Min.） 溼 膜 厚 244μm 88μm 

 

SGS-03B(註 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蝕刻底漆 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丙烯聚氨酯面漆 

廠商型號 Interprime 539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990 

乾膜厚 20μm 200μm 50μm 270μm 

（Min.） 溼 膜 厚 83μm 244μm 88μm 

註:

底材已開始生銹，使用 CS-03、CS-34系統。 

2.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

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 後，

依本系統塗裝；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不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新熱浸鋅件塗裝前，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後，全面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

粗糙度達 25~50μm。 

5.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熱浸鋅件塗裝前，表面鋅白(氧化

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或掃砂 Sa.1級

清除乾淨，再以鍍鋅用介面 Interprime 539塗佈一道 20μm後，依本系

統塗裝。 

 

第 0道漆- Interprime 539 蝕刻底漆 20μm 

採掃砂處理之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本道免塗。 

1.表面處理:  

a. 若有鐵工缺陷必須先改善完成,如焊珠、焊渣、破孔、鋅泡、流痕、鐵

渣、酸污、黑污點、黏片、裂縫...等。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鍍鋅底材塗裝前，如有鋅白產生，須以掃砂Sa1或以動力工具將其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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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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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表面處理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最大

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塗裝施工: 

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以 Interprime 539 底漆進行

塗裝作業，採掃砂處理之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本道免塗。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 Interprime 539 蝕刻底漆為單液型油漆產品，無硬化劑之使用，因此無

混合後之使用限制，惟須於保存時間內(一年)使用，使用前，均勻攪拌

即可施工。 

d. 添加調薄劑 GTA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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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psi(112 kg/cm2)噴嘴

尺寸： 0.25~0.38mm (0.010"-0.015")，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

為佳，以確保施工品質以及減少油漆之損耗。 

f.噴漆完成後一小時, 表面乾淨無粉塵、油污、水份...等外來物質即可立即

進行後續塗裝事宜。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h.噴塗完蝕刻底漆 20μm厚度完成時，其漆膜表面應該隱約可見到底材顏色，

必須避免噴塗過厚，影響後續之漆膜附著度。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施工。 

b.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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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目視檢查漆膜表面不可有如垂流、粗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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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一道漆：Interseal 670HS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200μm 

1.表面處理: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外來物質。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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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 

b.添加調薄劑 GTA220（須小於 5%），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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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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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500psi(176 kg/cm2)噴嘴尺

寸： 0.45~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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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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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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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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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規範膜厚 2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

以補足厚度。 

第二道漆：Interthane 990保優麗面漆  50μ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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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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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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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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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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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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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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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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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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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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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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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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04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0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油漆名稱 永保新合金用漆 EPOXY高固型物漆 PU面漆 

廠商型號 NO.1020 EP-999 UP-450 

乾膜厚 50μm 130μm 60μm 

濕膜厚 100μm 163μm 105μm 

註:  

a.新建工程不銹鋼件、鑄鐵件、熱浸鋅件。 

b.新建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之焊道及補漆請用

CS-05油漆系統) 

c.舊不銹鋼構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d.舊鑄鐵件、舊熱浸鋅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請用 CS-05油漆系統。 

2.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以非金

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後，依本系統塗裝；

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熱浸鋅件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再將表面鋅白(氧

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或掃砂 Sa.1級清除

乾淨，依本系統塗裝。 

 

第一道漆：NO.1020永保新合金用底漆 50μm 

1.表面處理        

a.以中性清潔液清洗表面油漬。 

b.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須小於 10﹪)，並以

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

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 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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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噴槍連接段

可採 1/4英吋(長度 10~25英尺)，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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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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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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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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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999 EPOXY高固型物漆  13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須小於 10%)，並以

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

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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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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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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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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g.為防止垂流應分二次噴塗，每次噴塗之乾膜厚度為 65μm (濕膜厚約 80μm)，

其間隔時間須大於 30分鐘。 

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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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於此階段已完成防銹漆系統，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8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UP-450F優麗面漆  6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化

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

器攪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

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4小時)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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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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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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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f.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d.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e.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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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4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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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SGS-12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SGS-1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衛鋼寶水性無

機鋅粉漆 

衛鋼寶水性無

機面漆 

 

160μm 

（Min.） 廠商型號 WELLGUARD-W WELLGUARD-WF 

乾 膜 厚 80μm 80μm 

溼 膜 厚 130μm 281μm 

1. 表面處理：乾式噴砂處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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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完成之上漆表面。  

b. 表面處理 – 生銹區域須達到 Sa2½之規範標準。  

鋅白區域-需打除，其他區域如遇到有表面汙垢、包銹、鋅白或

附著不良(假性附著)之舊漆膜及油汙，必須全部清除。  

粗糙度要求 -鍍鋅/不銹鋼底材粗糙度: 25~50μm。  

c. 噴砂完成後需即時檢查，用配有油水分離器的高壓空氣把表面附著砂粒、灰塵

去除乾淨，若有瑕疵或是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d. 噴砂後，清理周邊環境，保持乾淨。  

 

第一道漆：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 WELLGUARD-W 80μm ×1道 

1. 乾式噴砂處理後，第一道底漆滾塗/刷塗前： 

a. 檢查是否有舊漆膜翹起附著不良或假性附著之缺陷。  

b. 施工區域需無油垢、無黑皮、無銹、無粉塵…等一切外來汙染物質。  

c.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若有油垢或不足處，

請即刻噴砂處理。  

d. 檢查其表面之粗度(25μm以上)與清潔度(Sa2½或無鋅白)，確認符合企業

標準。  

★金屬表面溫度不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低於 5℃，或相

對濕度大於 85%，不宜施工。 

★施工前必須確保表面無油污始能施工。 

2. 塗裝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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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師傅自行量測膜厚。(乾膜 80μm，儘量控制底漆之膜厚為 80μm，以降低

日後修補之工時。）  

b. 針對不易滾塗或刷塗的地方，可用毛刷或針筒填滿，如板邊、螺絲、死角、

焊道，處理螺絲間隙防銹時，將塗料用針筒注入，使間隙被塗料填滿，約

經 24小時，塗料重合為陶瓷體，即能發揮防銹功效。處理焊縫防銹時，

以處理過的塗料刷塗焊縫，並深入焊縫底層，使焊縫表面全部為塗料所保

護。待塗層手觸乾燥時(視氣溫、濕度而定，約 10-30分鐘後)，再用未調

稀過的塗料，做第二層塗裝，即能發揮防銹功效。 

c. 如因施工環境氣溫較高或施工間隔時間較長，可使用調薄劑至 B液重量率

8%。調薄劑可用蒸餾水、自來水或乾淨軟水，但不可使用礦泉水、地下水。

防銹漆調和完成後，才可加入清水調薄。加水量每加侖可調入清水 100

毫升，若氣溫過份炎熱，加水量可酌增至 240毫升。 

3. 塗裝環境 

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濕

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b. 滾塗時，濕度必須小於 85％。  

c. 滾塗表面鋼板時，溫度需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 5℃以上。  

d.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乾式噴砂處理後，不足處，請即刻修補。修補後即時

檢查，檢查後始可滾塗第一道底漆。循環 2.a→2.b之施工方式，直至第一

道漆全面完成。  

4. 每一道油漆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d. 施工單位需適當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e. 檢查底漆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80μm，（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準，

則需再次補漆。  

f. 檢查所有區域是否有漏塗或生銹的地方，如果有需要，則以動力工具除銹，

清潔後補漆。  

g. 量測前一道漆之乾膜厚，以作為下一道漆滾塗/刷塗/噴塗前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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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i.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若有油垢或不足處，

請即刻噴砂處理。  

5. 滾塗/刷塗底漆需注意事項：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刷塗師傅自行量測膜厚。(乾膜 80 μm，儘量控制每層底漆之膜厚為 80 μ

m，以降低日後修補之工時。）  

c. 檢查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80μm，（尤其是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

準，則需再次補漆。  

d. 量測底漆之乾膜厚，以作為水性無機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之參考依據，

底漆須達到規範標準後始可全面滾塗/刷塗/噴塗面漆。  

 

第二道漆：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 WELLGUARD-WF 80μm 

1. 第一道底漆完成後，第二道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水性無機陶瓷面漆不可放置過久，滾塗/噴塗面漆前確認表面無油汙，若

有油垢或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c. 油漆攪拌必須使用電動或氣動攪拌機。 

d. 遇中午休息時間，噴槍需清洗，避免噴嘴阻塞。 

2. 塗裝環境 

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

(濕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3. 施工方法 

a.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施工方法應以多次薄塗的施工方法，逐步增加漆膜至

80μm，並避免一次厚塗，導致漆膜出現垂流、裂痕等現象，影響漆膜品

質。 

4. 面漆全面完成，乾燥後，施工承攬商完成自主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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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d. 施工單位需適當適量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5. 完檢：  

a. 檢查總膜厚 1道底漆加 1道面漆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160μm，（尤其是噴

漆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b.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c. 檢查油漆之附著度。  

d. 針對已告知之缺點，如未改善，工班應全力配合，盡速修補。 

6. 注意事項： 

a. 塗料儲存方式：  

(a)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及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必須儲存在乾燥及陰涼

處。(在 25℃情況下，一般保存期限 12個月) 

(b)底漆開封混合後，在 25℃下持續攪拌，可使用 3小時，使用期限將隨

氣溫升高而縮減，勿密封，勿留至隔日使用。 

(c)水性無機陶瓷面漆開封後請盡速使用完畢，避免長期存放。  

b. 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調配方式： 

一粉一液混合時，請將 A粉慢慢加入 B液中，持續攪拌，再以 40~80Mesh

篩網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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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16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SGS-1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油漆名稱 永保新合金用漆 優麗面漆 優麗面漆 

廠商型號 NO.1020 UP-04 UP-04 

乾膜厚 80μm 40μm 40μm 

濕膜厚 160μm 87μm 87μm 

註:  

a.新建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之焊道及補漆用

CS-05油漆系統) 

b.舊不銹鋼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c.舊鑄鐵件、舊熱浸鋅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請用 CS-05油漆系統。 

2.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以非

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 後，依本系

統塗裝；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新熱浸鋅件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再將表面鋅

白(氧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清除乾淨，

依本系統塗裝。 

 

第一道漆：NO.1020永保新合金用底漆 80μm 

1.表面處理 

a.以中性清潔液清洗表面油漬。 

b.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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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須小於 10﹪)，並以

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

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 

d.使用 45：1 以上 Airless 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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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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 米)時；需採用 3/8 英吋以上之軟管；噴槍連接段

可採 1/4英吋(長度 10~25英尺)，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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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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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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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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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8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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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漆：UP-04優麗面漆  40μm x 2道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化

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o.736 Thinner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

器攪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 用量。(注意：攪拌

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4小時)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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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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 米)時需採用 3/8 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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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進施工品質。 

f.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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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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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6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

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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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  SGS-17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SGS-17A(註 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漆 丙烯聚氨脂面漆 

190μm 

（Min.） 

廠商型號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 990 

乾 膜 厚 140μm 50μm 

溼 膜 厚 171μm 88μm 

 

SGS-17B(註 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蝕刻底漆 環氧樹脂漆 丙烯聚氨脂面漆 

210μm 

（Min.） 

廠商型號 Interprime 539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 990 

乾 膜 厚 20μm 140μm 50μm 

溼 膜 厚 83μm 171μm 88μm 

註:  

a.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之焊道其補漆工程請用 CS-14油漆系統。  

b.新建不銹鋼構件焊道、補漆工程及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c.舊鑄鐵件、舊熱浸鋅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請用 CS-14油漆

系統。 

2.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

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後，

依本系統塗裝；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 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不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新熱浸鋅件塗裝前，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後，全面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

粗糙度達 25~50μm。 

5.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新熱浸鋅件塗裝前，表面鋅白(氧

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清除乾淨，

再以鍍鋅用介面 Interprime 539塗佈一道 20μm後，依本系統塗裝。 

第一道漆- Interseal 670HS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140μm 

1.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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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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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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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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

可超過 92.59 μs/c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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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seal670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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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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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A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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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psi(176 kg/cm2)噴嘴尺寸： 

0.45~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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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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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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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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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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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4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二道漆：Interthane990保優麗面漆  50μ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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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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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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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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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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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2200psi(155 kg/cm2)噴嘴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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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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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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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9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220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塗裝系統：  SGS-18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SGS-18A(註 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漆 丙烯聚氨脂面漆 

240μm 

（Min.） 

廠商型號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 990 

乾 膜 厚 190μm 50μm 

溼 膜 厚 232μm 88μm 

 

SGS-18B(註 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蝕刻底漆 環氧樹脂漆 丙烯聚氨脂面漆 

260μm 

（Min.） 

廠商型號 Interprime 539 Interseal 670HS Interthane 990 

乾 膜 厚 20μm 190μm 50μm 

溼 膜 厚 83μm 232μm 88μm 

 

註:  

a.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請用 CS-22油漆系統。 

b.新建不銹鋼構件焊道、補漆工程及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c.舊鑄鐵件、舊熱浸鋅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請用 CS-22油漆

系統。 

2.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

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後，

依本系統塗裝；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 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不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新熱浸鋅件塗裝前，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後，全面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

粗糙度達 25~50μm。 

5.使用介面蝕刻底漆(Interprime 539)：新熱浸鋅件塗裝前，表面鋅白(氧

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清除乾淨，

再以鍍鋅用介面 Interprime 539塗佈一道 20μm後，依本系統塗裝。 

 

第一道漆- Interseal 670HS環氧樹脂防銹底漆  190μm 

1.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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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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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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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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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

可超過 92.59 μs/c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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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seal670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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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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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A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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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psi(176 kg/cm2)噴嘴尺寸： 

0.45~0.58mm (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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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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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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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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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9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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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漆：Interthane990保優麗面漆  50μm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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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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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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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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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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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2200psi(155 kg/cm2)噴嘴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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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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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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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4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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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SGS-19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SGS-19A(註 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蝕刻底漆 環氧樹脂磷酸鋅底漆 PU 面漆 

160μm 

（Min.） 

廠商型號 MPW200D 968 MA366 

乾 膜 厚 15μm 105μm 40μm 

溼 膜 厚 45μm 147μm 74μm 

 

SGS-19B(註 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磷酸鋅底漆 PU 面漆 

145μm 

（Min.） 

廠商型號 968 MA366 

乾 膜 厚 105μm 40μm 

溼 膜 厚 147μm 74μm 

註:  

a.新建工程鑄鐵件、熱浸鋅件、不銹鋼件。 

b.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請用 CS-20油漆

系統。 

c.舊鑄鐵件、舊熱浸鋅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請用 CS-20油漆系

統；舊不銹鋼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依本系統塗裝，操作依

施工說明書。 

2.新熱浸鋅件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再全面

將表面鋅白(氧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

工具清除乾淨，再以蝕刻底漆 MPW200D 塗佈一道 15μm 後，依本系統塗

裝。 

3.不銹鋼件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以非金屬砂料掃砂，粗糙度達 25~50

μm，免塗 MPW200D蝕刻底漆。 

 

第一道漆：MPW200D蝕刻底漆 15μm 

1、表面處理： 

a、新建構件如有油/油脂、汙染時，需根據 SSPC-SP1 溶劑除油標準進行除油、以

及需以 HPFWW(High Pressure Fresh Water Washing)高壓淡水清洗，其出口壓

力需介於 1000~5000psi,  主要去除表面之可溶性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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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熱浸鋅件被塗物表面必須鍍鋅層完整，表面鋅白(氧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

等雜物需以手、動力工具清除乾淨。 

c、不銹鋼件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氣)動

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免塗本道漆。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以毛刷刷塗塗裝。 

c、以毛刷蘸漆液，均勻地塗刷于被塗物表面，待被塗物表面呈現均勻黑色塗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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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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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f、未用完的漆液須密閉儲存。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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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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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968環氧樹脂磷酸鋅底漆 105μm 

1、表面處理：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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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

劑用量。 

c、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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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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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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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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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20μm 以上，，如有不足，

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MA366PU面漆 4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2、塗裝施工：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226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

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3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

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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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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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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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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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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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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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6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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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SGS-22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SGS-2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四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 

240μm 

（Min.） 

廠商型號 WELLGUARD-W WELLGUARD-WF 

乾 膜 厚 80 μm 80 μm 80 μm 

溼 膜 厚 130μm 130μm 281μm 

註: (不可與有機塗層混用) 

a.製程區美觀、工安考量之新建工程、鑄鐵件、熱浸鋅件。 

b.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請用 CS-18油漆系統。  

2.本塗料系統不適用於不銹鋼材表面塗裝。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 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新熱浸鋅件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再全面

掃砂至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1. 表面處理：乾式噴砂處理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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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完成之上漆表面。  

b. 表面處理 – 生銹區域須達到 Sa2½之規範標準。  

鋅白區域-需打除，其他區域如遇到有表面汙垢、包銹、鋅白或

附著不良(假性附著)之舊漆膜及油汙，必須全部清除。  

粗糙度要求 -鍍鋅/不銹鋼底材粗糙度: 25~50μm。  

c. 噴砂完成後需即時檢查，用配有油水分離器的高壓空氣把表面附著砂粒、灰塵

去除乾淨，若有瑕疵或是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d. 噴砂後，清理周邊環境，保持乾淨。  

 

第一、二道漆：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 WELLGUARD-W 80μm ×2道 

1. 乾式噴砂處理後，第一道底漆滾塗/刷塗前： 

a. 檢查是否有舊漆膜翹起附著不良或假性附著之缺陷。  

b. 施工區域需無油垢、無黑皮、無銹、無粉塵…等一切外來汙染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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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若有油垢或不足處，

請即刻噴砂處理。  

d. 檢查其表面之粗度(25μm以上)與清潔度(Sa2½或無鋅白)，確認符合企業

標準。  

★金屬表面溫度不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低於 5℃，或相

對濕度大於 85%，不宜施工。 

★施工前必須確保表面無油污始能施工。 

2. 塗裝施工：  

a. 師傅自行量測膜厚。(乾膜 80μm，儘量控制底漆之膜厚為 80μm，以降低

日後修補之工時。）  

b. 針對不易滾塗或刷塗的地方，可用毛刷或針筒填滿，如板邊、螺絲、死角、

焊道，處理螺絲間隙防銹時，將塗料用針筒注入，使間隙被塗料填滿，約

經 24小時，塗料重合為陶瓷體，即能發揮防銹功效。處理焊縫防銹時，

以處理過的塗料刷塗焊縫，並深入焊縫底層，使焊縫表面全部為塗料所保

護。待塗層手觸乾燥時(視氣溫、濕度而定，約 10-30分鐘後)，再用未調

稀過的塗料，做第二層塗裝，即能發揮防銹功效。 

c. 如因施工環境氣溫較高或施工間隔時間較長，可使用調薄劑至 B液重量率

8%。調薄劑可用蒸餾水、自來水或乾淨軟水，但不可使用礦泉水、地下水。

防銹漆調和完成後，才可加入清水調薄。加水量每加侖可調入清水 100

毫升，若氣溫過份炎熱，加水量可酌增至 240毫升。 

3. 塗裝環境 

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濕

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b. 滾塗時，濕度必須小於 85％。  

c. 滾塗表面鋼板時，溫度需高於周圍大氣露點 3℃以上，大氣溫度 5℃以上。  

d.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乾式噴砂處理後，不足處，請即刻修補。修補後即時

檢查，檢查後始可滾塗第一道底漆。循環 2.a→2.b之施工方式，直至第一

道漆全面完成。  

4. 每一道油漆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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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d. 施工單位需適當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e. 檢查底漆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80μm，（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準，

則需再次補漆。  

f. 檢查所有區域是否有漏塗或生銹的地方，如果有需要，則以動力工具除銹，

清潔後補漆。  

g. 量測前一道漆之乾膜厚，以作為下一道漆滾塗/刷塗/噴塗前之參考依據。 

h.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i. 確認當天施工面積 ，保持清潔，噴氣去除附著灰塵，若有油垢或不足處，

請即刻噴砂處理。  

5. 滾塗/刷塗底漆需注意事項：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刷塗師傅自行量測膜厚。(乾膜 80μm，儘量控制每層漆之膜厚為 80μm，

以降低日後修補之工時。） 

c. 檢查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80μm，（尤其是滾塗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

準，則需再次補漆。  

d. 量測底漆之乾膜厚，以作為水性無機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之參考依據，

底漆須達到規範標準後始可全面滾塗/刷塗/噴塗面漆。 

 

第三道漆：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 WELLGUARD-WF 80μm 

1. 第一、二道底漆完成後，第三道面漆滾塗/刷塗/噴塗前： 

a. 如因天候或人為因素，導致上塗工程間隔延遲過久，產生不易清除之油汙，

需用水刀清洗。  

b. 水性無機陶瓷面漆不可放置過久，滾塗/噴塗面漆前確認表面無油汙，若

有油垢或不足處，請即刻噴砂處理。  

c. 油漆攪拌必須使用電動或氣動攪拌機。 

d. 遇中午休息時間，噴槍需清洗，避免噴嘴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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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塗裝環境 

a. 施工現場需備有濕度計、溫度計、風向計、鹽度計，並每天填寫其量測值

(濕度，溫度，風向，鹽度)於每日檢查表。  

3. 施工方法 

a. 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施工方法應以多次薄塗的施工方法，逐步增加漆膜至

80μm，並避免一次厚塗，導致漆膜出現垂流、裂痕等現象，影響漆膜品

質。 

4. 面漆全面完成，乾燥後，施工承攬商完成自主檢查表。  

a. 檢驗不易施工處和死角，如有須修補處則需標示，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

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工程。  

b. 以粉筆標示需修補處(禁止使用油性筆標示)。  

c. 編號需修補處，務必拍照存檔。(並由組長(領班)確切告知修補位置)  

d. 施工單位需適當適量量測膜厚，並拍照存檔。  

5. 完檢：  

a. 檢查總膜厚 2道底漆加 1道面漆膜厚應達到規範標準 240μm，（尤其是噴

漆不易處及死角）如未達到標準，則需再次補漆。  

b. 檢查完成區域，漆膜是否異常，如未乾、翹皮…或假性附著等異常情形產

生，如有發現則需標示，並著手改善直至檢查通過，並確認完成全面上漆

工程。 

c. 檢查油漆之附著度。  

d. 針對已告知之缺點，如未改善，工班應全力配合，盡速修補。 

6. 注意事項： 

a. 塗料儲存方式：  

(a)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及衛鋼寶水性無機面漆必須儲存在乾燥及陰涼

處。(在 25℃情況下，一般保存期限 12個月) 

(b)底漆開封混合後，在 25℃下持續攪拌，可使用 3小時，使用期限將隨

氣溫升高而縮減，勿密封，勿留至隔日使用。 

(c)水性無機陶瓷面漆開封後請盡速使用完畢，避免長期存放。  

b. 衛鋼寶水性無機鋅粉漆調配方式： 

一粉一液混合時，請將 A粉慢慢加入 B液中，持續攪拌，再以 40~80Mesh

篩網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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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SGS-23施工說明書 

(-10℃＜T≦90℃，T：指操作溫度) 

SGS-23A(註 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蝕刻底漆 環氧樹脂磷酸鋅底漆 PU 面漆 

240μm 

（Min.） 

廠商型號 MPW200D 968 MA366 

乾 膜 厚 15μm 185μm 40μm 

溼 膜 厚 45μm 259μm 74μm 

 

SGS-23B(註 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磷酸鋅底漆 PU 面漆 

225μm 

（Min.） 

廠商型號 968 MA366 

乾 膜 厚 185μm 40μm 

溼 膜 厚 259μm 74μm 

註:  

a.新建工程鑄鐵件、熱浸鋅件、不銹鋼件。 

b.新建鑄鐵件、熱浸鋅件、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請用 CS-27油漆

系統。 

c.舊鑄鐵件、舊熱浸鋅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請用 CS-27油漆系

統；舊不銹鋼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依本系統塗裝，操作依

施工說明書。 

2.新熱浸鋅件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再全面

將表面鋅白(氧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手、動力

工具清除乾淨，再以蝕刻底漆 MPW200D 塗佈一道 15μm 後，依本系統塗

裝。 

3.不銹鋼件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以非金屬砂料掃砂，粗糙度達 25~50

μm，免塗 MPW200D蝕刻底漆。 

 

第一道漆：MPW200D蝕刻底漆 15μm 

1、表面處理： 

a、新建構件如有油/油脂、汙染時，需根據 SSPC-SP1 溶劑除油標準進行除油、以

及需以 HPFWW(High Pressure Fresh Water Washing)高壓淡水清洗，其出口壓

力需介於 1000~5000psi,  主要去除表面之可溶性鹽。 

b、熱浸鋅件被塗物表面必須鍍鋅層完整，表面鋅白(氧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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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雜物需以手、動力工具清除乾淨。 

c、不銹鋼件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全面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氣)動

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可免塗本道漆，直接以本系統第二、三道漆塗

裝。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以毛刷刷塗塗裝。 

c、以毛刷蘸漆液，均勻地塗刷于被塗物表面，待被塗物表面呈現均勻黑色塗膜。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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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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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f、未用完的漆液須密閉儲存。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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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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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 

 

第二道漆：968環氧樹脂磷酸鋅底漆 185μm 

1、表面處理：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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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

劑用量。 

c、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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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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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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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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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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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上塗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MA366PU面漆 40μm 

1、表面處理： 

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等雜物，鹽分含量≦100mg/m²。 

2、塗裝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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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

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3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

拌均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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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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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施工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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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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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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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60μm 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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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SGS-24施工說明書 

SGS-2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Epoxy Primer for 

Non Ferrous Metal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Polyurethane 

Resin塗料 

廠商型號 EPOMARINE GX EPOMARINE HB RETAN 6000HB 

160μm 
乾膜厚 50μm 60μm 50μm 

濕膜厚 115μm 115μm 110μm 

調薄劑 TECT EP THINNER TECT EP THINNER RETAN THINNER 

註：1.本系統適用於： 

a.製程區熱浸鋅件、不銹鋼件。 

b.新建熱浸鋅件、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也使用本油漆系統。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4.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動工具磨粗到

達 25~50μm)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第一道漆- EPOMARINE GX Epoxy Primer for Non Ferrous Metal 50μm 

1.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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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動工具磨粗到

達 25~50μm)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d.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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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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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MARINE GX 底漆

進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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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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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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T EP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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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 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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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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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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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μm間。 

 

第二道漆- EPOMARINE HB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60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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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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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如果超過 10天，則需用#40~80

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237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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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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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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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T EP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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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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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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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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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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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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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N 6000HB POLYURETHANE RESIN 塗料 50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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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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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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RETAN 6000HB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漆膜表面磨過

打粗，以利其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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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N 6000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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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體積比)。 

c. 添加調薄劑 RETHAN THINNER（0~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建議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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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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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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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系統：SGS-25施工說明書 

SGS-2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Epoxy Primer for 

Non Ferrous Metal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Polyurethane 

Resin塗料 

廠商型號 EPOMARINE GX EPOMARINE HB RETAN 6000HB 

240μm 
乾膜厚 50μm 140μm 50μm 

濕膜厚 115μm 270μm 110μm 

調薄劑 TECT EP THINNER TECT EP THINNER RETAN THINNER 

註：1.本系統適用於： 

a.製程區熱浸鋅件、不銹鋼件。 

b.新建熱浸鋅件、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也使用本油漆系統。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4.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動工具磨粗到

達 25~50μm)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第一道漆- EPOMARINE GX Epoxy Primer for Non Ferrous Metal 50μm 

1.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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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動工具磨粗到

達 25~50μm)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d.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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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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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MARINE GX 底漆

進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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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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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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T EP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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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 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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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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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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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0μm間。 

 

第二道漆- EPOMARINE HB HIGH BUILD EPOXY 塗料 140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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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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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天,如果超過 10天，則需用#40~80

番之砂紙，將欲塗之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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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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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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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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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CT EP THINNER（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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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psi(100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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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MARINE 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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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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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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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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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N 6000HB POLYURETHANE RESIN 塗料 50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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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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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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RETAN 6000HB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漆膜表面磨過

打粗，以利其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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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N 6000H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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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體積比)。 

c. 添加調薄劑 RETHAN THINNER（0~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建議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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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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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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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26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2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合金底漆  環氧樹脂高固中層漆  環氧樹脂高固成份面漆  

廠商型號 
Hempadur 15553 Hempadur Mastic 

45880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250μm 乾膜厚 50μm 150μm 50μm 

濕膜厚 91μm 188μm 98μm 

調薄劑 08450 08450 08080 

註：1.本系統適用於不銹鋼件、鑄鐵件、鍍鋅鋼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操作溫度 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表面清潔度要求：油、油脂使用適當的清潔劑配合高壓沖水沖洗，鹽份或其它

污染物(如鋅白)則以高壓沖水除淨。 

5.表面粗度要求：不銹鋼件、鋁件則以砂紙研磨或掃砂以增加粗度 25~50μm，鍍

鋅鋼件、鑄鐵件則以清潔度為最重要。 

 

第一道漆- Hempadur 15553環氧樹脂合金底漆 50μm  

A. 表面處理: 

ㄧ).不銹鋼件、鋁件的表面處理 : 

a. 使用適當的清潔劑將油、油脂及污染物等除去再以 HPFWW高壓淡水清洗 

(3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全部

移除。 

b. 如果不銹鋼表面太過於平滑，則使用砂紙磨粗或掃砂以增加表面粗度，

以確保油漆與不銹鋼表面脂附著力。 

二).鍍鋅鋼件 : 

a. 使用適當的清潔劑將油、油脂及污染物等除去再以 HPFWW高壓淡水清洗 

(3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全部

移除。 

b. 表面如有鋅白的話 ，使用高壓沖水將鋅白除去，若無法完全除淨則配合

動力鋼絲刷研磨除去。 

c. 表面處理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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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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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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53 環

氧樹脂合金底漆進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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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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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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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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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175 bars(2450psi)噴嘴

尺寸： 0.43~0.48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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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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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40μm以上。 

 

第二道漆- Hempadur Mastic 45880 環氧樹脂高固成份中層漆漆 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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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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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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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為 3小時,無最大覆塗間隔，

但必須確定第一道漆之漆面是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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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ic 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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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 (體積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5℃時，有效使用時間為 45分鐘，若採用刷塗時則有效使

用時間為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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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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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f.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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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減低油漆乾噴的機會。 

g. 油漆充分攪拌均勻後，在冬天溫度 15℃時，噴塗前應有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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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5℃ 20℃ 

誘導時間 30分鐘 25分鐘 15分鐘 無 

h.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50bars(3600p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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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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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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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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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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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膜厚測試：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16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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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面漆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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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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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 5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3天，如果在 20℃時超過 3天，則需用#40~8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表面磨過，以利其附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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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athane Topcoat 55210

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雙組份，在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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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體積比)。 

c. 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先將主劑與硬化劑充份混合徹底攪拌。 

d.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7: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需加調薄劑 08080時最多不要超過 30%，但當構件溫度高於 50℃時，則加

入更多的調薄劑 08080是必要的，如此是有助於油漆之流平及盡量減低油

漆乾噴的機會。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150bars(2200psi)噴嘴

尺寸： 0.43~0.48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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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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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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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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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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度量測最低須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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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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27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27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通用耐磨環氧漆 聚氨酯面漆 

廠商型號 Jotacote Universal Hardtop AS 

240μm 
乾膜厚 180μm 60μm 

濕膜厚 250μm 120μm 

調薄劑 Jotun NO 17 Jotun NO 10 

註：1.本系統適用於不銹鋼件、鍍鋅鋼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操作溫度 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40℃。 

4.表面清潔度要求：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5.表面粗度要求：必須全面掃砂或用砂紙打磨，粗糙度須達 19μm。 

 

第一道漆- Jotacote Universal 通用耐磨環氧漆 180μm  

A. 表面處理:  

a. 鍍鋅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或用砂紙打磨。並建立粗糙度。 

b. 表面處理前須根據 SSPC SP-1清除表面油污。 

c.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d. 掃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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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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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tacote Uni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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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體積比)。 

c. 兩組份混合好的塗料需要經過一定的熟化誘導時間才能使用。Jotacote 

Universal的熟化時間為 10分鐘。 

d. 充分混合後於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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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添加調薄劑 Jotun NO 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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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150 kg/ c㎡  )噴

嘴尺寸： 0.43~0.79mm (0.017"-0.031 ")，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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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0cm為佳，噴塗時須以濕膜計控制濕膜厚，確保施工品質。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e. 構件溫度允許於-15℃~40℃施工。 

f.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g.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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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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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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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膜厚測試：第一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80μm。 

 

第二道漆-  Hardtop AS 聚氨酯面漆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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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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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top 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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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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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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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0.46mm (0.013"-0.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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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top AS單道允許最高膜厚為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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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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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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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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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28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28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陶瓷微粒配合

環氧聚氨漆 

陶瓷微粒・奈米粒 

配合 NOVOLAC 環氧漆 

陶瓷微粒・奈米粒 

配合 NOVOLAC 環氧漆 

陶瓷微粒 

配合環氧聚氨漆 

廠商型號 STP-3 PROGUARD CN200 PROGUARD CN200 
PROGUARD 169 

(37) 

700μm 

(乾膜) 

乾膜厚 40μm 300μm 300μm 60μm 

濕膜厚 70μm 300μm 300μm 110μm 

調薄劑 

PROGUARD 169 

Thinner Type 

VZ41 

不添加調薄劑 不添加調薄劑 PROGUARD 169 

Thinner (醋酸丁脂) 

註：1.本系統使用於熱浸鋅、不銹鋼、鑄鐵構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底漆最高適用溫度：操作溫度 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表面粗度要求：30~50μm 

 

第一道漆- STP-3 陶瓷微粒配合環氧聚氨漆 40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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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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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 (angle pattern)

須達 30~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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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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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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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P-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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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1 (重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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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充分混合後於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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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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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比 9 : 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f. 需加調薄劑 PROGUARD 169-Thinner (Type VZ41)時最多不要超過 10%。 

g.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或 Cup g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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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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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5μm間。 

 

第二道漆- PROGUARD CN200陶瓷微粒・奈米粒配合 NOVOLAC環氧漆 3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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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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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覆塗間隔在 20℃時為 5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36小時，溫度越高覆塗間隔越短，如 30℃時最小覆塗間隔為 2.5

小時，最大覆塗間隔為 1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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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UARD CN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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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 (重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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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3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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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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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建議用 Jiffer Mixer，而回轉數 300rpm左右。先主劑攪拌約 4分鐘，然

後主劑與硬化劑約 2分鐘。 

f. 調薄劑不可以加入。 

g.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軟管長度 20m以下，口徑 3/4”，油漆直接

抽上 (無經軟管)，拿掉過濾網。噴嘴尺寸： 0.48~0.65mm (0.019"-0.026 

") 壓縮比 68 : 1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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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清洗時用 MEK或 Xy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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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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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UARD CN200陶瓷微粒・奈米粒配合 NOVOLAC環氧漆 3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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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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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為 5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24小時，溫度越高覆塗間隔越短，如 30℃時最小覆塗間隔為 2.5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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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最大覆塗間隔為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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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UARD CN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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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 (重量比)。 

c. 充分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3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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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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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建議用 Jiffer Mixer，而回轉數 300rpm左右。先主劑攪拌約 4分鐘，然後

主劑與硬化劑約 2分鐘。 

f. 調薄劑不可以加入。 

g.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軟管長度 20m以下，口徑 3/4”，油漆直接

抽上 (無經軟管)，拿掉過濾網。噴嘴尺寸： 0.46~0.53mm (0.019"-0.026 ") 

(68 : 1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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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清洗時用 MEK或 Xy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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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35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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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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道漆- 噴塗面漆 PROGUARD 16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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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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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道與第三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 5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時為 24小時，溫度越高覆塗間隔越短，如 30℃時最小覆塗間隔為 2.5

小時，最大覆塗間隔為 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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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UARD 169 (37)進行

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雙組份，在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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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1 (重量比)。 

c. 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先將主劑與硬化劑充份混合徹底攪拌。 

d.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重量比 3.6 : 1充份混合攪拌均

勻。 

e. 需加調薄劑 PROGUARD 169-Thinner時最多不要超過 10%。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或 Cup g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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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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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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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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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29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2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乾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合金底漆 環氧低表面防腐塗料 矽變性 PU抗污面漆 

240μm 

（Min.） 

廠商型號 985PR MTE802 A700N 

乾 膜 厚 40μm 150μm 50μm 

溼 膜 厚 68μm 187μm 118μm 

註：1.本系統適用於: 

  a.新建工程熱浸鋅、不銹鋼、鑄鐵構件。 

  b.新建熱浸鋅件、鑄鐵件、不銹鋼件之焊道及補漆工程。 

  c.舊熱浸鋅件、舊鑄鐵件、舊碳鋼件之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d.舊不銹鋼構件保養維修除銹補漆修護工程。 

2.熱浸鋅件、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後，

全面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25~50μm後，

依本系塗裝；焊道及舊不銹鋼材除銹補漆亦同。 

3.除圖面另有規定表面處理方式外，一律依 SSPC-SP1規定清洗表面油漬。 

4.熱浸鋅件表面油漬清理後，表面鋅白(氧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

鹽類需先以手、動力工具或掃砂 Sa.1級清除乾淨後，依本系統塗裝。 

5.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6.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第一道漆：985PR 環氧合金底漆 40μm 

A、表面處理： 

a、新建不銹鋼、鍍鋅構件表面塗裝前，須全面掃砂至 ISO Sa.1或以電(氣)動工

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以上後，依本系統塗裝。 

b、新建工程之不銹鋼、鍍鋅鋼的焊道及其它補漆前，亦需全面掃砂至 ISO Sa.1

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以上後，依本系統塗裝。 

c、舊不銹鋼、鍍鋅構件也需經掃砂至 ISO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

達 25-50μm以上後，依本系統塗裝。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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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刷、滾筒或無氣噴塗塗裝。 

c、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須小於 10%），以攪拌機攪

拌均勻，每間隔 15分鐘須再攪拌，避免底漆產生分層。視天候、施工環境及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257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 

d、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e、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 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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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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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i、未用完的各組份漆液須分別密閉儲存。 

C、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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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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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E802 環氧低表面防腐塗料 150μm 

A、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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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NPS900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

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

劑用量。 

c、漆液遵循邊配邊用原則，且配好的漆液須在可使用時間內使用完畢，以免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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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塗膜弊病，損傷塗裝設備、工具，以及造成漆液的浪費。 

d、使用 45：1以上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噴嘴尺

寸：0.021"~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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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另噴槍連接段

則可採用 1/4英吋之軟管(長度 10~25英尺)，以方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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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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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190μm 以上，，如有不足，

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三道漆。 

 

第三道漆：A700N 矽變性 PU抗污面漆 50μm 

A、表面處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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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主劑與硬化

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D-12 (須小於 10%)，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

勻，視天候、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調薄劑用量。 

c、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4~6kg/cm2，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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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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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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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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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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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10℃~50℃施工(低於 10℃以下請洽詢南寶樹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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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道漆乾膜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4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

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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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30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GS-3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高膜厚無溶劑型 

環氧樹脂塗料底漆 

丙烯酸酯聚氨酯 

環氧樹脂塗料 

廠商型號 NSP 120 HI-SOLIDS POLYURETHANE 

275μm 
乾膜厚 200μm 75μm 

濕膜厚 200μm 115μm 

使用調薄劑 不需使用(若需要調薄時用 NSP-T1) R7K58 

註：1.本系統使用於熱浸鋅、不銹鋼構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鍍鋅鋼或不銹鋼表面潔度最少需達 SSPC SP7/ NACE 4掃砂標準；如果無法掃

砂時，表面潔度至少要符合 SSPC SP2 或 SSPC SP3 標準。 

3.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4.製程操作及停、開車期間(不含設備吹驅)設備外表面溫度：≦90℃。 

5.線上油漆施工溫度：10℃≦T≦52℃。 

6.若需使用調薄劑請依原廠 PDS建議型號及比例添加。 

 

第一道漆- NSP-120高膜厚無溶劑型環氧樹脂塗料底漆，乾膜厚度:200μm。 

A.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根據 SSPC SP-1 以

3000psi~5000psi 之高壓淡水清洗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表面

油污...等外來物質，且供製程流體管線除銹前安全性檢測。 

b. 鍍鋅鋼或不銹鋼表面潔度最少需達 SSPC SP7/ NACE 4 掃砂標準；如果無法

掃砂時，表面潔度至少要符合 SSPC SP2 或 SSPC SP3 標準。 

c. 如以噴砂做表面處理時，磨料須乾燥無污染。 

d. 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e. 下底漆前必須抽測底材鹽含量，接受標準為: 

(1)無保溫:92.59μs/cm(100 mg/m2)。 

(2)保溫下:46.3 μs/cm (50 m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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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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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 混合後塗料溫度達25℃時，可使用時間0.5小時，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建議噴塗期間須不停以動力攪拌均勻。 

d. 添加調薄劑 NSP-T1(20%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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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幫浦設備最小壓力 45:1，噴嘴尺寸：

0.58~0.68mm(0.023~0.027”)，軟管:50FT內 9.52mm(3/8”)； 50FT以上

12.7mm(1/2”)，噴嘴壓力 2000psi(140 kg/cm2)。每道乾膜厚建議不可大於

406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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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外來物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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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最少3小時;最長48小時。混合後最長使用時間0.5小時。

如超過最大覆塗間隔，其施作程序須依:表面清洗外來物→立即噴塗。 

i. 如以手工油漆應多次施作才可達到要求膜厚，因每道乾膜厚為 60~8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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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3℃。 

c. 相對濕度需小於: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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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二道漆- HI-SOLIDS POLYURETHANE 丙烯酸酯聚氨酯環氧樹脂塗料面漆 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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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底漆前必須抽測底材鹽含量，接受標準為: 

  (1)無保溫:92.59 μs/cm(100mg/m2)。 

  (2)保溫下:46.3 μs/cm (50 m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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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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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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 添加調薄劑 R7K58(10%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攪拌均勻。 

c.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最小 2500~2800psi(176~197 

kg/cm2)，噴嘴尺寸：0.33~0.43mm(0.013"-0.017 ")，軟管:9.5mm(3/8")。

每道乾膜厚建議:75~100μm。 

d. 使用有氣 (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塗霧化壓力須於 50~70psi 

(3.5~4.9kg/cm2)，噴塗流體壓力須於 20~25psi(1.4~1.7 kg/cm2) ，噴頭：

63B。每道乾膜厚建議:75~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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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外來物附著

後，才可進行後續之油漆噴塗，以增進油漆施工品質。 

g. 如以手工油漆應多次施作才可達到要求膜厚，每道乾膜厚最佳為 60~80μ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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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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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補充說明: 

1. 如有上列未提列之情況，請參照原廠塗料之 PDS(產品技術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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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32施工說明書 

 

SGS-3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耐磨環氧漆 丙烯酸聚胺脂面漆 

廠商型號 SigmaShield 880 Sigmadur 550 

240μm 
乾膜厚 180μm 60μm 

濕膜厚 212μm 109μm 

調薄劑 Thinner 91-92 Thinner 21-06 

註：1.本系統使用於熱浸鋅件、不銹鋼件、鑄鐵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SigmaShield 880耐磨環氧漆 180μm (二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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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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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塗裝前，

以輕掃砂或動力工具將欲塗裝區域磨粗，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e. 鍍鋅構件置放超過 12個月的大氣暴露的話，表面生成之粗糙的鋅白必須以

高壓水洗來去除鋅白以及其他髒汙，方可上漆。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表面處理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h. 施工和固化時基底溫度必需高於 5℃以上，且至少高於露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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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Shield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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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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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91-92調薄劑 0 – 8%。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為 15Mpa，噴嘴尺寸： 0.53~0.68mm 

(0.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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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100﹪以下。 

c. 注意，表面積水情況下不可噴塗上漆，以免造成漆膜不平整。 

d. 注意，若上漆後雨勢變大情況下，待漆膜乾燥後須將漆膜表面研磨平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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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μm。 

 

第二道漆- Sigmadur 550 丙烯酸聚胺脂面漆 60μm (二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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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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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6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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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dur 5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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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5小時/20℃。 

d. 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則可添加 Thinner 

21-06調薄劑 3 – 5%。 

e. 使用無氣(Airless) 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需為 2800 psi以上，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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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0.49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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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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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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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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33施工說明書 

 

SGS-3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快乾環氧磷酸鋅底漆 脂肪族聚氨酯面漆 

廠商型號 Penguard HSP ZP Hardtop XP 

240μm 
乾膜厚 180μm 60μm 

濕膜厚 250μm 95μm 

調薄劑 Jotun NO 17 Jotun NO 10 

註：1.本系統使用於熱浸鋅件、不銹鋼件、鑄鐵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9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70℃。 

4.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5.配套說明：Penguard HSP ZP 作為一款含磷酸鋅顏料的環氧底漆對鍍鋅鋼有

優良的附著力和防腐蝕能力，與 Hardtop XP配套是經典的大氣環境鍍鋅件

的防護塗層，該配套施工簡單，VOC含量低，裝飾性和防腐性俱佳。 

 

第一道漆- Penguard HSP ZP 快乾環氧磷酸鋅底漆 180μm  

A. 表面處理:  

• 不銹鋼材表面處理 

a. 新不銹鋼材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 

b. 全面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粗糙度達 25~50μm。 

c. 依本系統塗裝或洽原廠技服。 

• 熱浸鋅件表面處理 

a. 新熱浸鋅件表面塗裝前，須先依 SSPC-SP1將油、脂等污染物去除。 

b. 全面掃砂至 Sa.1或以高壓水刀或以電(氣)動工具磨粗，表面粗度要求：

25~50μm；或表面鋅白(氧化鋅、氫氧化鋅、碳酸鋅等)及其他鹽類需先以

手、動力工具清除乾淨。 

c. 依本系統塗裝或洽原廠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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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guard HSP ZP快乾環

氧磷酸鋅漆進行塗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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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 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12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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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17（建議添加量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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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150 kg/cm2)噴嘴

尺寸： 0.38~0.58mm (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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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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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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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如果是熱浸鋅件表面，應排除鋅層之平均厚度）量測

須達到 18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二道漆- - Hardtop XP脂肪族聚氨酯面漆 6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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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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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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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b. 添加調薄劑 Jotun Thinner No.10（建議添加量不超過 5%），以動力攪拌機

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c. 混合後於 23℃時，可使用時間 9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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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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150 kg/cm2)噴嘴

尺寸： 0.33~0.46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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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0℃~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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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4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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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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34施工說明書 

 

SGS-3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非鐵質金屬用的環

氧底漆 
厚塗型環氧漆 聚氨酯樹脂漆 

廠商型號 EPOMARINE GX EPOMARINE HB RETAN 6000HB 

240μm 
乾膜厚 60μm 130μm 50μm 

濕膜厚 145μm 250μm 110μm 

調薄劑 TECT EP稀釋劑 TECT EP稀釋劑 RETAN稀釋劑 

註：1.本系統使用於不銹鋼、熱浸鍍鋅與鑄鐵元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0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80℃。 

5.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適用於 60μm非鐵質金屬的環氧底漆 EPOMARINE GX  

A.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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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動工具磨粗到

達 25~50μm)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d.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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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B. 塗裝施工： 

a. 一旦確定了表面處理過程都已符合標準，而這些標準涵蓋了適用於管路、鋼

材設備的轉角、洞、邊緣、焊縫，螺栓、邊角，以及其他不易施工的位置，

就應該用手刷(預塗施工的罐頭接縫塗補)的方式來上漆，如此一來才能夠掌

控塗層的厚度，並且要立即使用 EPOMARINE GX之類的物質來進行噴漆作業。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A基底)和

固化劑(B硬化劑)的比例須為 9:1 (重量比例)。 

c. 控溫在 25 ℃調和之後，可以維持使用 8小時。如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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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可以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d. 添加 TECT EP稀釋劑(0 ~ 10%)，並使用電動攪拌機來均勻混合。 

e. 要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 1500 psi (100 kg / cm2)，

噴嘴尺寸：0.38 ~ 0.53mm(0.015 "-0.021")，噴嘴和物件之間的距離必須

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一定要用濕膜計來控制濕膜的厚度，

如此才能夠確保施工的品質。 

f.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要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要施工的時候，可容許的材料溫度為 5℃~50℃之間。 

b. 材料的溫度應該要比露點溫度(露點)高 3℃或更多。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法檢查的時候，不應看到薄膜表面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

其他缺陷，如有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即加以修復。 

b. 檢查塗漆時遺漏的部分(尤其是在定型噴霧的區域)，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

應立即加以修復。(準備上漆的表面一定要保持乾淨)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6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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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塗型環氧漆 EPOMARINE HB 130μm 

A. 表面處理： 

a. 要塗漆的表面一定不能含有任何油類、粉塵、水分，以及其他物質。 

b. 要塗漆的表面，鹽分含量一定要控制在 92.59 μS / cm以下，尤其是在冬

天的時候，鹽類容易黏在材料上。所以，如果發現這樣的問題，一定要用高

壓水沖洗並將表面吹乾，然後就要立刻在乾燥表面上進行噴漆。 

c. 塗中間漆和底漆之間的等待期間最多為 10天。假使超過 10天的話，就要用

# 40 ~ 80番的砂紙將表面磨光，如此才能夠加強塗漆的黏合度。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符合標準之後，就應該要立刻用 EPOMARINE HB上漆。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A基底)和

固化劑(B硬化劑)的比例須為 7:3 (重量比例)。 

c. 控溫在 25 ℃調和之後，可以維持使用 6小時。如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

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可以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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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添加 TECT EP稀釋劑(0 ~ 10%)，並使用電動攪拌機來均勻混合。 

e. 要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 1500 psi (100 kg / cm2)，

噴嘴尺寸：0.38 ~ 0.53mm(0.015 "-0.021")，噴嘴和物件之間的距離必須

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一定要用濕膜計來控制濕膜的厚度，

如此才能夠確保施工的品質。 

f. 請注意，每一次 EPOMARINE HB塗漆不可超過 150μm。 

g.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要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要施工的時候，可容許的材料溫度為 5℃~50℃之間。 

b.  材料的溫度應該要比露點溫度(露點)高 3℃或更多。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法檢查的時候，不應看到薄膜表面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

其他缺陷，如有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即加以修復。 

b. 檢查塗漆時遺漏的部分(尤其是在定型噴霧的區域)，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

應立即加以修復。(準備上漆的表面一定要保持乾淨)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9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三道漆-聚氨酯樹脂漆 RETAN 6000HB 50μm 

A. 表面處理： 

a.  要塗漆的表面一定不能含有任何油類、粉塵、水分，以及其他物質。 

b.  要塗漆的表面，鹽分含量一定要控制在 92.59 μS / cm 以下，尤其是在冬

天的時候，鹽類容易黏在材料上。所以，如果發現這樣的問題，一定要用高

壓水沖洗並將表面吹乾，然後，就要立刻在乾燥表面上進行噴漆。 

c.  塗中間漆和表面漆之間的等待期間最多為 14天。假使超過 14天的話，就

要用# 40 ~ 80番的砂紙將表面磨光，如此才能夠加強塗漆的黏合度。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符合標準之後，就應該要立刻用 RETAN 6000HB 上漆。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A基底)

和固化劑(B硬化劑)的比例須為 85:15 (重量比例)。 

c.  添加 RETHAN稀釋劑(0 ~ 10%)，讓電動攪拌機能夠順利混合均勻。 

d.  我們建議使用空氣噴漆，如此一來才能夠精確掌握油漆的量。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272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e.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要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要施工的時候，可容許的材料溫度為 0℃~50℃之間。 

b.  材料的溫度應該要比露點溫度(露點)高 3℃或更多。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法檢查的時候，不應看到薄膜表面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

及其他缺陷，如有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即加以修復。 

b.  檢查塗漆時遺漏的部分(尤其是在定型噴霧的區域)，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

應立即加以修復。(準備上漆的表面一定要保持乾淨)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40μm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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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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35施工說明書 

 

SGS-3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多用途環氧 可覆塗聚氨脂面漆 

240μm 

廠商型號 LP-131 LT-191 

乾膜厚 180 60 

濕膜厚 300 100 

調薄劑 LN 140-20 LN 141-20 

註：1.本系統使用於鍍鋅及不銹鋼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20℃。 

3.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6℃。 

4.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LP-131多用途環氧漆 180μm (二液型) 

1.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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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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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碳鋼底材塗裝前，維修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2級或噴砂達 Sa2級；

新建構件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3或噴砂達 Sa2.5級。 

e.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噴砂/掃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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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131多用途環氧漆

進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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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7小時/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LN 140-20調薄劑 0–10%。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5 MPa，噴嘴尺寸： 

0.42~0.5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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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6℃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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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μm。 

 

第二道漆- LT-191可覆塗聚氨脂面漆 (二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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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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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8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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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191可覆塗聚氨脂

面漆進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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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4小時/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LN 141-20調薄劑 0–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5~18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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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6℃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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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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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36施工說明書 

 

SGS-3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底漆 丙烯酸聚氨脂面漆 

240μm 

廠商型號 Interzone278 Interthane990 

乾膜厚 180μm 60μm 

濕膜厚 217μm 105μm 

調薄劑 GTA220 GTA713 

註：1.本系統使用於鍍鋅及不銹鋼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20℃。 

3.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90℃。 

4.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Intertherzone278 環氧樹脂底漆 180μm  

1.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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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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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鍍鋅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1.0或 SSPC-SP7(輕掃砂 light 

sweeping)等級，如使用動力工具則須達 SSPC-SP3等級，且表面鋅鹽、銹

點必須清除，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angle pattern)須達 25~50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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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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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zone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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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分鐘，溫度越低可使用時間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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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溫度越高可使用越短。 

d. 大氣溫度低於 10℃時，建議使用冬季型硬化劑。 

e. 添加調薄劑 GTA220（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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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211 kg/ cm2)，噴

嘴尺寸： 0.92~1.09mm (0.036"-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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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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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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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540μm間。 

 

第二道漆- Interthane990 丙烯酸聚氨脂面漆 60μ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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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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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Interthane990前，如超過塗裝間隔應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

塗裝之底漆 漆膜表面磨過打粗，以利其附著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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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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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添加調薄劑 GTA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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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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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200psi(155 kg/cm2)噴嘴

尺寸： 0.33~0.45mm (0.013"-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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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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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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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4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三、油漆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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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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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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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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SSP:(鍍鋅鋼、不銹鋼)不保溫且有 steam purge需求之鋼材表面塗裝系統 

 

SSP-04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SP-0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高溫防蝕 

塗料 

高溫防蝕 

塗料 

600℃耐熱

面漆 

600℃耐熱

面漆 

廠商型號 NO.1567 NO.1567 NO.1569 NO.1569 

27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35μm 35μm 

濕膜厚 166μm 166μm 67μm 67μm 

調薄劑 SP-12 SP-12 NO.1564X NO.1564X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5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 本系統適用底材不銹鋼、鍍鋅鋼。 

5.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NO.1567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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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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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銹鋼及鍍鋅鋼底材塗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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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μm以上。 

e. 如以掃砂做表面處理，其砂材（砂）須乾燥無污染。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噴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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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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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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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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噴嘴

尺寸： 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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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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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m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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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1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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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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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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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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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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噴嘴

尺寸：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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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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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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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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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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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NO.1569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NO.1567 漆膜表面

磨過打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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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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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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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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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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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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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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四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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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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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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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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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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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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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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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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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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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09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SP-09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荃耐熱漆  環氧酚荃耐熱漆  環氧樹脂高固成份面漆  

廠商型號 
Hempadur  

85671 

Hempadur  

85671 

Hempadur Mastic 45880 

260μm 乾膜厚 80μm 80μm 100μm 

濕膜厚 118μm 118μm 125μm 

調薄劑 08450 08450 08450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2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0℃。 

4.本系統適用底材不銹鋼、鍍鋅鋼。 

5.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Hempadur 85671環氧酚醛耐熱漆 80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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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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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鍍鋅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達至 Sa1等級。以建立粗糙度，粗糙

度(angle pattern)須達 25~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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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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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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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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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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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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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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50μm 間。 

 

第二道漆- Hempadur 85671環氧酚醛耐熱漆 8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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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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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覆塗間隔在 20℃時為 36小時,最大覆塗間隔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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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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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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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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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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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287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8~3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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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操作溫度低於 120℃時,噴塗面漆 Hempadur Mastic 4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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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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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小覆塗間隔在 20℃時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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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tic 45880

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雙組份，在使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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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體積比)。 

c. 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先將主劑與硬化劑充份混合徹底攪拌。 

d. 若只需少量油漆時，主劑與硬化劑必須依體積比 3:1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e. 噴塗時約加 10%的調薄劑 08450，但要注意油漆在噴嘴有否霧化之後，若無

霧化再調整調薄劑 08450比例或噴塗壓力直到油漆霧化之後，再進行噴塗

建立規範指定的膜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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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減低油漆乾噴的機會。 

f.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250bars(3600psi)噴嘴

尺寸： 0.43~0.58mm  (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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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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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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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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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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漆- 當操作溫度高於 120℃時,噴塗面漆 Hempel’s Silicon Alμminiμm 

56914矽酮耐熱面漆 25μm (單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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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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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Hempel’s Silicon Alμminiμm 56914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

將欲塗之 Hempadur 85671漆膜表面磨過打粗，以利其附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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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mpel’s Silicon 

Alμminiμm 56914進行塗裝作業。  

b. 本產品為單組份，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c. 添加調薄劑 08080（5%~10%），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於 125bars(1800psi)噴嘴

尺寸： 0.43mm (0.017")，施工時噴嘴與工件距離以 30-50cm為佳。噴塗

時此道油漆最好不要超過 25 μm，覆蓋過現有的 Hempadur 85671的塗層

即可。 

e. 亦可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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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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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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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10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SP-1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玻璃鱗片漆 環氧樹脂玻璃鱗片漆 工程矽氧烷塗料 

廠商型號 Amerlock 400GF Amerlock 400GF PSX-700 

275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75μm 

濕膜厚 115μm 115μm 83μm 

調薄劑 
Amercoat 65 Amercoat 65 Thinner 21-06 

(Amercoat 911)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5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4.本系統適用底材不銹鋼、鍍鋅鋼。 

5.表面粗度要求：30~75μm。 

 

第一道漆- Amerlock 400GF環氧樹脂玻璃鱗片漆 100μm (二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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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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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碳鋼底材塗裝前，維修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2級；新建構件則需

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3或噴砂達 Sa2.5級。 

e.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噴砂/掃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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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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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lock 400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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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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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5 – 1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2~14 MPa，噴嘴尺寸： 

0.79~1.09mm (0.03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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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100﹪以下，被塗物表面不可積水。 

c. 注意，表面積水情況下不可噴塗上漆，以免造成漆膜不平整。 

d. 注意，若上漆後雨勢變大情況下，待漆膜乾燥後須將漆膜表面研磨平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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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lock 400GF環氧樹脂玻璃鱗片漆 100μm (二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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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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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24小時/20℃。 

B. 塗裝施工:  

h.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Amerlock 400GF進行塗裝

作業。 

i.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j.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2小時/25℃。 

k.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5 – 10%。 

l.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2~14 MPa，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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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1.09mm (0.031"-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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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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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濕度必須在 100﹪以下。  

c. 注意，表面積水情況下不可噴塗上漆，以免造成漆膜不平整。 

d. 注意，若上漆後雨勢變大情況下，待漆膜乾燥後須將漆膜表面研磨平整。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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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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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X-700 工程矽氧烷塗料 75μm (二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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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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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24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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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X-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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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4小時/21℃。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5 – 10%。 

e. 使用無氣(Airless) 噴塗機壓力比需為 30：1以上，噴嘴尺寸： 

0.38~0.43mm (0.015"-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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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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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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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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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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11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SP-1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抗 CUI 

耐高溫矽質塗料 

抗 CUI 

耐高溫矽質塗料 

耐高溫 

丙烯酸樹脂面漆 

廠商型號 
Heat Flex  

Hi-Temp 1200 

Heat Flex  

Hi-Temp 1200 
TEMPREKOTE 1000HS 

275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75μm 

濕膜厚 175μm 175μm 141μm 

使用調薄劑 R6K30 R6K30 TemperKote Reducer HS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200℃。 

3.線上油漆施工溫度：10℃≦T≦200℃。 

4.本系統適用底材不銹鋼、鍍鋅鋼。 

5.表面粗度要求：40~63μm。 

 

第一道漆- Heat Flex Hi-Temp 1200抗 CUI耐高溫矽質塗料 100μm 

A.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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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psi) 清除工件表面粉塵、鹽份、風砂、雜物...等外來物質。 

b. 熱浸鍍鋅及不銹鋼表面處理最低要求須符合 SSPC S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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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表面處理後，準備噴漆前該批結構之ㄧ必須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最大允許

等級不可超過:無保溫:92.59μs/cm(100mg/cm2);保溫下:46.3 μs/cm (50 

m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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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第一道漆進行塗裝作業。 

c.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及調薄劑之品名、數量。 

d. 設備表面溫度為常溫時不建議添加調薄劑；若為高溫則必須添加調薄劑

R6K30 (5%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幫浦設備最小 30:1，噴嘴出口壓力最小

2700psi(189 kg/cm2)，噴嘴尺寸：0.43~0.48mm(0.017"-0.019")，軟管: 

9.5mm(3/8")。每道乾膜厚建議:125~15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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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使用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嘴霧化壓力須於 50psi(3.4 kg/cm2)，

噴嘴流體壓力須於 20~30psi(1.4~2.06 kg/cm2)，噴嘴：0.045"-0.055"，空

氣流量：20cfm。每道乾膜厚建議:125~150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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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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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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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可覆塗間隔 25℃時:最小 2小時; 最大覆塗時間:無限制(最上面之塗層表面

應乾淨、乾燥、“鬆散”之物體應去除以符合最佳施工需求)。 

j. 如以手工油漆應多次施作才可達到要求膜厚，因每道乾膜厚為 60~80μm；且

建議只適用預塗作業及小區域面積。大面積建議用噴塗作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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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二道漆- Heat Flex Hi-Temp 1200抗 CUI耐高溫矽質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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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無保溫:92.59μs/cm(100mg/cm2);保

溫下:46.3 μs/cm (50 m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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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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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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Heat Felx Hi-Temp 1200  

b. 第一道漆進行塗裝作業。 

c.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及調薄劑之品名、數量。 

d. 設備表面溫度為常溫時不建議添加調薄劑；若為高溫則必須添加調薄劑

R6K30 (5%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攪拌均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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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psi(189 kg/cm2)，噴嘴尺寸：0.43~0.48mm(0.017"-0.019")，軟管: 

9.5mm(3/8")。每道乾膜厚建議:125~150μm。 

f. 使用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噴嘴霧化壓力須於 50psi(3.4 kg/cm2)，

噴嘴流體壓力須於 20~30psi(1.4~2.06 kg/cm2)，噴嘴：0.045"-0.055"，空

氣流量：20cfm。每道乾膜厚建議:125~150μ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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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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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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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可覆塗間隔 25℃時:最小 2小時; 最大再覆塗時間:無限制(最上面之塗層表

面應乾淨、乾燥、“鬆散”之物體應去除以符合最佳施工需求)。 

j. 如以手工油漆應多次施作才可達到要求膜厚，因每道乾膜厚為 60~80μm；且

建議只適用預塗作業及小區域面積。大面積建議用噴塗作業。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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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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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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第三道漆- TEMPREKOTE 1000HS 耐高溫丙烯酸樹脂面漆 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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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保溫:92.59μs/cm(100mg/cm2);保

溫下:46.3 μs/cm (50 m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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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薄劑之品名、數量。 

b. 添加調薄劑 Temperkote Reducer HS(5%以內)，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攪拌均勻。 

c. 使用無氣 (Airless)噴塗 :噴嘴出口壓力最小 2700~3100psi(190~218 

kg/cm2) ， 噴 嘴 尺 寸 ：  0.38~0.53mm (0.015"-0.021 ") ， 軟 管 : 

12.7mm(1/2")。 

d. 不建議使用有氣(Conventional)噴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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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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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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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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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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μm±10%，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補充說明: 

1. 如有上列未提列之情況，請參照各原廠塗料之 PDS(產品技術說明書)。 

2. 亦可洽塗料代理商(僑梓企業有限公司 TEL:05-6911760)做任何施工上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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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16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SP-1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耐熱漆 耐熱漆 耐熱漆  

廠商型號 Intertherm228HS Intertherm228HS Intertherm50  

245μm 乾膜厚 110μm 110μm 25μm 

濕膜厚 157μm 157μm 56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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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5.本系統適用底材不銹鋼、鍍鋅鋼。 

6.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7.焊道塗裝建議使用 CHP-16系統，膜厚 320μm。 

 

第一道漆- Intertherm228HS耐熱漆 110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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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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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鍍鋅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掃砂達至 Sa1.0或 SSPC-SP7等級。並建立粗糙

度，粗糙度(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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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測鹽份含量測試，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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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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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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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299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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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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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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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therm228HS耐熱漆 11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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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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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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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therm228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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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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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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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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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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Intertherm228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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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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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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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漆- Intertherm50耐熱漆 25μm (單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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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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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塗 Intertherm50前，宜先用#80~120番之砂紙，將欲塗之

Intertherm228HS 漆膜表面磨過打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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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therm50 進行塗裝

作業。  

b. 本產品為單組份，在使用之前應使用電動攪拌器徹底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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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建議使用有氣噴塗，以利油漆量之控制。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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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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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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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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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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13施工說明書 

 

SSP-1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耐熱漆 耐熱漆 

廠商型號 Interbond 1202 UPC Interbond 1202 UPC 

240μm 
乾膜厚 120μm 120μm 

濕膜厚 188μm 188μm 

調薄劑 GTA007 GTA007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200℃。 

3.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4.表面粗度要求：50μm ~75μm 。 

 

第一道漆- Interbond 1202 UPC 耐熱漆 120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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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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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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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 pattern)須達 50μm ~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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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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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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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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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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2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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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熱漆 12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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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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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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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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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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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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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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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14施工說明書 

 

SSP-14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非鐵質金屬用的環

氧底漆 
厚塗型環氧漆 聚氨酯樹脂漆 

廠商型號 EPOMARINE GX EPOMARINE HB RETAN 6000HB 

240μm 
乾膜厚 60μm 130μm 50μm 

濕膜厚 145μm 250μm 110μm 

調薄劑 TECT EP稀釋劑 TECT EP稀釋劑 RETAN稀釋劑 

註：1.本系統使用於不銹鋼、熱浸鍍鋅與鑄鐵元件之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00℃。 

3.本系統間歇昇溫最高適用溫度：200℃。 

4.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80℃。 

5.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適用於 60μm非鐵質金屬的環氧底漆 EPOMARINE GX  

A. 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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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鍍鋅結構上，應以掃砂(以非金屬砂料掃砂 Sa.1 或以電動工具磨粗到

達 25~50μm)或磷酸處理鍍鋅層表面以利塗料之穩定黏著。 

d.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其舊漆膜需全面打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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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B. 塗裝施工： 

a. 一旦確定了表面處理過程都已符合標準，而這些標準涵蓋了適用於管路、鋼

材設備的轉角、洞、邊緣、焊縫，螺栓、邊角，以及其他不易施工的位置，

就應該用手刷(預塗施工的罐頭接縫塗補)的方式來上漆，如此一來才能夠掌

控塗層的厚度，並且要立即使用 EPOMARINE GX之類的物質來進行噴漆作業。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A基底)和

固化劑(B硬化劑)的比例須為 9:1 (重量比例)。 

c. 控溫在 25 ℃調和之後，可以維持使用 8小時。如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306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可以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d. 添加 TECT EP稀釋劑(0 ~ 10%)，並使用電動攪拌機來均勻混合。 

e. 要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 1500 psi (100 kg / cm2)，

噴嘴尺寸：0.38 ~ 0.53mm(0.015 "-0.021")，噴嘴和物件之間的距離必須

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一定要用濕膜計來控制濕膜的厚度，

如此才能夠確保施工的品質。 

f.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要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要施工的時候，可容許的材料溫度為 5℃~50℃之間。 

b. 材料的溫度應該要比露點溫度(露點)高 3℃或更多。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法檢查的時候，不應看到薄膜表面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

其他缺陷，如有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即加以修復。 

b. 檢查塗漆時遺漏的部分(尤其是在定型噴霧的區域)，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

應立即加以修復。(準備上漆的表面一定要保持乾淨)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6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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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塗型環氧漆 EPOMARINE HB 130μm 

A. 表面處理： 

a. 要塗漆的表面一定不能含有任何油類、粉塵、水分，以及其他物質。 

b. 要塗漆的表面，鹽分含量一定要控制在 92.59 μS / cm 以下，尤其是在冬

天的時候，鹽類容易黏在材料上。所以，如果發現這樣的問題，一定要用高

壓水沖洗並將表面吹乾，然後就要立刻在乾燥表面上進行噴漆。 

c. 塗中間漆和底漆之間的等待期間最多為 10天。假使超過 10天的話，就要用

# 40 ~ 80番的砂紙將表面磨光，如此才能夠加強塗漆的黏合度。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符合標準之後，就應該要立刻用 EPOMARINE HB上漆。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A基底)和

固化劑(B硬化劑)的比例須為 7:3 (重量比例)。 

c. 控溫在 25 ℃調和之後，可以維持使用 6小時。如果溫度降低了，可以使用

的時間會加長。相反地，如果溫度升高了，可以使用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307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d. 添加 TECT EP稀釋劑(0 ~ 10%)，並使用電動攪拌機來均勻混合。 

e. 要使用無氣噴漆機的時候，噴漆出口的壓力必須高於 1500 psi (100 kg / cm2)，

噴嘴尺寸：0.38 ~ 0.53mm(0.015 "-0.021")，噴嘴和物件之間的距離必須

在 30-50公分之間。在實際噴漆的時候，一定要用濕膜計來控制濕膜的厚度，

如此才能夠確保施工的品質。 

f. 請注意，每一次 EPOMARINE HB塗漆不可超過 150μm。 

g.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要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要施工的時候，可容許的材料溫度為 5℃~50℃之間。 

b.  材料的溫度應該要比露點溫度(露點)高 3℃或更多。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法檢查的時候，不應看到薄膜表面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及

其他缺陷，如有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即加以修復。 

b. 檢查塗漆時遺漏的部分(尤其是在定型噴霧的區域)，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

應立即加以修復。(準備上漆的表面一定要保持乾淨)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9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被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三道漆-聚氨酯樹脂漆 RETAN 6000HB 50μm 

A. 表面處理： 

a.  要塗漆的表面一定不能含有任何油類、粉塵、水分，以及其他物質。 

b.  要塗漆的表面，鹽分含量一定要控制在 92.59 μS / cm 以下，尤其是在冬

天的時候，鹽類容易黏在材料上。所以，如果發現這樣的問題，一定要用高

壓水沖洗並將表面吹乾，然後，就要立刻在乾燥表面上進行噴漆。 

c.  塗中間漆和表面漆之間的等待期間最多為 14天。假使超過 14天的話，就

要用# 40 ~ 80番的砂紙將表面磨光，如此才能夠加強塗漆的黏合度。 

B. 塗裝施工： 

a.  確定表面處理過程都符合標準之後，就應該要立刻用 RETAN 6000HB 上漆。 

b.  在塗漆操作之前，務必要確認使用的塗漆品名、數量，而且主劑(A基底)

和固化劑(B硬化劑)的比例須為 85:15 (重量比例)。 

c.  添加 RETHAN稀釋劑(0 ~ 10%)，讓電動攪拌機能夠順利混合均勻。 

d.  我們建議使用空氣噴漆，如此一來才能夠精確掌握油漆的量。 



台塑企業規範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308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次修訂 

e.  使用完各種工具之後，都必須要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要施工的時候，可容許的材料溫度為 0℃~50℃之間。 

b.  材料的溫度應該要比露點溫度(露點)高 3℃或更多。 

c.  相對溼度一定要低於 85%。 

d.  其他的通風、粉塵、照明、支撐架，都應遵循工業安全規範。 

D. 塗裝完成後之檢測： 

a.  以目視法檢查的時候，不應看到薄膜表面有凹陷、粗糙、針狀孔、起泡以

及其他缺陷，如有發現任何問題，應立即加以修復。 

b.  檢查塗漆時遺漏的部分(尤其是在定型噴霧的區域)，如果發現了這種情形，

應立即加以修復。(準備上漆的表面一定要保持乾淨) 

c. 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40μm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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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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P-15施工說明書 

 

SSP-15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高溫丙烯矽酸面漆 

廠商型號 Sigmatherm 230 Sigmatherm 230 Sigmatherm 350 

240μm 
乾膜厚 105μm 105μm 30μm 

濕膜厚 154μm 154μm 71μm 

調薄劑 Thinner 91-92 Thinner 91-92 Thinner 21-06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230℃。 

3.本系統線上施工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150℃。 

4.表面粗度要求：40~75μm。 

 

第一道漆- Sigmatherm 230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105μm (二液型) 

1.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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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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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碳鋼底材塗裝前，維修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2級；新建構件則需

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3或噴砂達 Sa2.5級。 

e.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噴砂/掃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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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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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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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2小時/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91-92調薄劑 5 – 10%；高溫噴塗則須選用 Thinner 21-25

調薄劑約 10 – 1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5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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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15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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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μm。 

 

第二道漆- Sigmatherm 230環氧酚醛樹脂高溫漆 105μm (二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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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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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8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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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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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限制 2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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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91-92調薄劑 5 – 10%；高溫噴塗則須選用 Thinner 21-25

調薄劑約 10 – 1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5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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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15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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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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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350 高溫丙烯矽酸面漆 30μm (單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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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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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8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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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therm 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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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添加調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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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添加 Thinner 21-06調薄劑 5 – 10%。 

d.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2 - 15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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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150℃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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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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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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SHP:(鍍鋅鋼、不銹鋼)不保溫短期昇溫塗裝系統 

 

SHP-06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HP-06A(註 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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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耐熱面漆 

600℃ 

耐熱面漆 

廠商型號 NO.1566 NO.1566 NO.1569 NO.1569 

27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35μm 35μm 

濕膜厚 196μm 196μm 67μm 67μm 

調薄劑 
NO.1564X 

0℃≦T≦100℃ 

NO.1564X 

0℃≦T≦100℃ 
NO.1564X NO.1564X 

 

SHP-06B(註 6)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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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耐熱面漆 

600℃ 

耐熱面漆 

廠商型號 NO.1566 NO.1566 NO.1569 NO.1569 

27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35μm 35μm 

濕膜厚 196μm 196μm 67μm 67μm 

調薄劑 
NO.1564S 

100℃<T≦220℃ 

NO.1564S 

100℃<T≦220℃ 
NO.1564X NO.1564X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適用不銹鋼底材。 

3.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450℃。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5.表面粗度要求：30~50μm。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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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道漆- NO.1566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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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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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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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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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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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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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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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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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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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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噴嘴

尺寸： 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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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請注意 NO.1566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200μm。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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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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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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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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無最高塗裝間隔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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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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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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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噴嘴

尺寸：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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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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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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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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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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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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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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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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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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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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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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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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35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第四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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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μs/cm，尤其冬季常發生鹽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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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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NO.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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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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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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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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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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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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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10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HP-10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高溫保溫   

防蝕塗料 

高溫保溫   

防蝕塗料 

600℃耐熱

面漆 

600℃耐熱

面漆 

廠商型號 NO.1568 NO.1568 NO.1569 NO.1569 

27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35μm 35μm 

濕膜厚 172μm 172μm 67μm 67μm 

調薄劑 SP-12 SP-12 NO.1564X NO.1564X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與保養維修工程。 

2.本系統鍍鋅鋼底材最高適用溫度：120℃。 

3.本系統不銹鋼底材最高適用溫度：230℃。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0℃。 

5.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NO.1568高溫防蝕塗料 100μm (兩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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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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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銹鋼底材無需掃砂，需清除油、水..等污染物。 

e. 鍍鋅鋼底材塗裝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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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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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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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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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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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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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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2)噴嘴

尺寸：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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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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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μm。 

 

第二道漆- NO.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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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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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天,如果超過 3天，則需用砂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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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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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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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噴嘴

尺寸：0.53~0.63mm (0.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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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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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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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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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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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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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道與第二道間之最大覆塗間隔為 3天,如果超過 3天，則需用砂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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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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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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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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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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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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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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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235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被

塗表面需是清潔的)。 

 

第四道漆- NO.1569 600℃耐熱面漆 3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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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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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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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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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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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kg : 0.04 kg。 

d. 添加調薄劑 NO.1564X（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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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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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 NO.1569單道塗層不宜超過 70μm。 

g. 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施工表面溫度允許於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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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漆施工技術指導書 

 

 

總管理處規範組 322 2018年 11月 19日第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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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7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 

補足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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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11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HP-1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環氧漆 酚醛環氧漆 硅樹脂丙烯酸 

廠商型號 Thermaline400（P） Thermaline400（F） Thermaline 4900R 

240μm 乾膜厚 100μm 100μm 40μm 

濕膜厚 154μm 158μm 85μm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及維修系統。 

2.本系統適用於鍍鋅鋼底材。 

3.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120℃。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55℃。 

5.表面粗糙度達到 10~50μm 

 

第一道漆- Thermaline 400 PRIMER酚醛環氧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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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砂材（砂）須採用非金屬磨料且乾燥無污染。依據 SSPC-SP7輕微掃砂

處理鍍鋅鋼表面，表面粗糙度達到 10~50μm。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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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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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maline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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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 混合後於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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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小於 10%），以動力攪拌機充分混合，攪拌均勻。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塗出口壓力須高 2100psi-23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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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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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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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二道漆：Thermaline 400FINISH酚醛環氧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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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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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Thermaline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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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混合後於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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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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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psi-2300psi，噴嘴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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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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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塗裝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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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構件溫度允許於 1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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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0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三道漆：Thermaline 4900R 硅樹脂丙烯酸  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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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 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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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立即以 Thermaline 4900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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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組份)  

c. 添加調薄劑#25（須小於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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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psi，噴嘴尺寸： 

0.33~0.38mm (0.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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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清洗乾淨。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4℃~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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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厚測試：總厚度量測須達到 24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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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12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HP-1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聚矽氧烷耐熱塗料 聚矽氧烷耐熱塗料 

廠商型號 PSX-892HS PSX-892HS 

240μm 
乾膜厚 120μm 120μm 

濕膜厚 187μm 187μm 

調薄劑 Amercoat 65 Amercoat 65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及維修系統。 

2.本系統適用不銹鋼底材。 

3.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398℃。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49℃。 

5.表面粗度要求：30~75μm。 

 

第一道漆- PSX-892 HS聚矽氧烷耐熱塗料 120μm (一液型)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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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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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或水刀達至 Sa2.5等級或 WJ2。 

e.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噴砂/掃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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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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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X-892 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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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5 – 10%。 

d. 使用無氣(Airless) 30：1以上的標準無氣噴塗設備，噴嘴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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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0.43mm (0.013"-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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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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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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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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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μm。 

 

第二道漆- PSX-892 HS聚矽氧烷耐熱塗料 120μm (一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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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塗物表面必須是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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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10小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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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X-892 H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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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Amercoat 65調薄劑 5 – 10%。 

d. 使用無氣(Airless) 30：1以上的標準無氣噴塗設備，噴嘴尺寸： 

0.33~0.43mm (0.013"-0.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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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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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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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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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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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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P-13油漆系統施工說明書 

 

SHP-13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抗 CUI高溫漆 抗 CUI高溫漆 

廠商型號 Hi-Temp 900 Hi-Temp 900 

240μm 
乾膜厚 120μm 120μm 

濕膜厚 160μm 160μm 

調薄劑 Thinner 21-06 Thinner 21-06 

註：1.本系統使用於新建及維修系統。 

2.本系統適用不銹鋼底材。 

3.本系統最高適用溫度：450℃。 

4.本系統最高可施作裸材表面溫度：66℃。 

5.表面粗度要求：15~25μm。 

 

第一道漆- Hi-Temp 900抗 CUI高溫漆 120μm (二液型) 

1.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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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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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舊漆膜需全面打磨。 

d. 碳鋼底材塗裝前，維修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2級或噴砂達 Sa2級；

新建構件則需水刀達 WJ2或手工具達 St3或噴砂達 Sa2.5級。 

e. 不鏽鋼材/鍍鋅鋼塗裝前，必須清除表面之油、油脂、鹽份、異物、並充分

打粗。 

f. 使用之壓縮空氣中不可以含有油、水氣。 

g. 噴砂/掃砂後，準備噴漆前，抽測鹽份含量測試, 其最大允許等級不可超過

46.3 μS/c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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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emp 900 底漆進

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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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90分鐘/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21-06調薄劑 0 – 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3.8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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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6℃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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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μm。 

 

第二道漆- Hi-Temp 900抗 CUI高溫漆 120μm (二液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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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道與第一道間塗裝間隔限制至少 8小時/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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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Temp 900 底漆進

行噴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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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c. 本產品混合後可使用時間為 90分鐘/20℃。 

d. 不需添加調薄劑，以動力攪拌機充份混合，攪拌均勻；若欲添加調薄劑，

則可添加 Thinner 21-06調薄劑 0 – 5%。 

e. 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出口壓力須為 13.8 M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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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5℃~66℃施工。 

b. 相對濕度必須在 85﹪以下，鋼板溫度需大於露點溫度 3℃。 

c. 其他通風、除塵、照明、施工架等皆應合乎工安規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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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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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CIP:人員防(護)燙塗料 

 

油漆系統代號：CIP-01施工說明書 

 

CIP-01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Tnemec 1224 底漆 

Tnemec 971 氣凝膠

保溫防蝕塗料 
Tnemec 1028T 面漆 

廠商型號 1224底漆 AE971保溫漆 1028T面漆 

1270㎛ 乾膜厚 205μm 1000μm 65μm 

濕膜厚 305μm 1310μm 16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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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0℃人員防(護)燙使用。 

3.本系統施作裸材表面溫度 7℃~93℃。 

4.表面粗度要求：25~50μm。 

 

第一道漆- Series 1224底漆 205μm (雙劑型) 

A. 表面處理:  

a. 由供料商品管檢驗師檢驗施工表面，評估其損毀程度、焊道部分鏽蝕造成

之銳邊及焊渣情形，視情況得作施工前處理。 

b. 依據供料商品管檢驗師評估，使用適合的去汚方式(水刀或噴砂)及程序去

除表面上的水溶性污染性如：氯化物、硫酸鹽、酸、鹼等；以及其他化學

物質如油脂、焦油和其他碳氫化合物等。 

c. 水刀處理- 

按照 NACE No.5/SSPC-SP12達 WJ2 (含)等級以上規範水刀處理，舊漆及剝

落鏽蝕部分需完全去除。緊密附著的老舊無機鋅塗料經供料商品管檢驗師

確認為可接受範圍後能夠不用去除。可搭配除鏽劑防止水鏽產生，所有水

鏽必須於噴塗施工前完全去除。 

d. 噴砂處理- 

按照 NACE No.2/SSPC-SP10規範噴砂處理，舊漆及剝落鏽蝕部分需完全去

除。緊密附著的老舊無機鋅塗料經供料商品管檢驗師確認為可接受範圍後

能夠不用去除。可搭配除鏽劑防止水鏽產生，所有水鏽必須於噴塗施工前

完全去除。 

e. 動力工具處理，須達 SSPC-SP2  or SP3等級。 

B. 塗裝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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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表面處理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Series 1224進行塗裝作

業。 

b.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之底漆品名、數量。 

c. A劑與 B劑按照比例混合，以動力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

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整攪拌時間。(註：混合攪拌前材料溫度應

在 10℃以上)。 

d. 底漆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1℃時，可用時間約 2小時。在環境溫度 35℃時，

可用時間約 1小時。 

e. 預塗作業：針對孔蝕區域、焊道、板邊、法蘭、螺絲、加強環等易生鏽區

域進行預塗作業，作業完成後可立即施塗底漆。 

f. 依供料商品管檢驗師評估，使用適合的施塗設備進行塗裝作業。 

g. 無氣噴塗: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尺寸 0.048-0.058mm 

(0.019”-0.023”)、空氣壓力 3000-4500psi。(可依現場施工環境調整使

用適當的噴嘴尺寸/空氣壓力。) 

h. 滾輪塗裝:使用人造材質的滾筒，塗平或抹平膜厚較厚突起之處。 

i. 刷塗:使用硬毛的尼龍刷，將材料填入空隙與填補不足之厚度。 

j. 根據合約規範，重複噴塗底漆以達到需要的濕膜厚度。須確實等待乾燥時

間尚能再次施塗或施塗保溫漆。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7℃~93℃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氣候溫度應大於 1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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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二道漆- Series 971氣凝膠保溫防蝕塗料 1000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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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不符檢測的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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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應於施塗前作清潔處理。 

b. 第二道與第一道最小覆塗間隔在 24℃時為 6小時(依氣候溫度不同而會有

所改變)。 

B. 塗裝施工:  

a. 依供料商品管檢驗師評估，可因應製程需求施塗一~五道 Series 971氣凝

膠保溫漆(單道膜厚為 1000㎛)，每道覆塗間隔在 24℃時為 24小時(依氣

候溫度不同而會有所改變。) 

b. 被塗物表面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Series 971氣凝膠保溫

防蝕塗料進行塗裝作業。 

c. 塗裝施工前須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d. 使用低速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具等因素調

整攪拌時間。(註：用完後確實扣緊上蓋，室溫下儲存、均勻攪拌後可再次

使用。) 

e. 依供料商品管檢驗師評估，使用適合的施塗設備進行塗裝作業。 

f. 噴塗設備:大面積噴塗時使用Conventional Air Spray，噴嘴尺寸2mm-8mm、

空氣壓力 100psi。(可依現場施工環境調整使用適當的噴嘴尺寸/空氣壓

力。) 

g. 小面積單點修補使用刮刀填補即可 

h. 根據合約規範，重複噴塗以達到需要的濕膜厚度。須確實等待乾燥時間尚

能再次施塗或施塗面漆。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7℃~93℃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氣候溫度應大於 1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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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1000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

厚度。 

 

第三道漆- Series 1028T面漆 6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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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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不符檢測的汙

染表面應於施塗前作清潔處理。 

b. 第三道與第二道最小覆塗間隔在 24℃時為 24小時(依氣候溫度不同而會有

所改變)。 

B. 塗裝施工: 

a. 被塗物表面經檢查確認符合規範標準後，須立即以 Series 1028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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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時需避免起泡現象，避免太過強烈的攪動或搖動，攪拌至有流動性即

可施塗。(註：用完後確實扣緊上蓋，室溫下儲存、均勻攪拌後可再次使用。) 

d. 依供料商品管檢驗師評估，使用適合的施塗設備進行塗裝作業。 

e. 有氣噴塗: 噴嘴尺寸 E、空氣壓力 65-75psi(可依現場施工環境調整使用適

當的噴嘴尺寸/空氣壓力。)無氣噴塗-使用無氣(Airless)噴塗機，噴嘴尺

寸 0.033-0.043mm(0.013”-0.017”)、噴塗出口壓力 2200-3000psi，(可

依現場施工環境調整使用適當的噴嘴尺寸/空氣壓力。) 

f. 因保溫漆噴塗後為不平整的表面，噴塗 1028T後必須立即滾塗或刷塗填補

空洞和細小裂紋。 

g. 滾塗：使用尺寸 3/8”(9.5mm)的人造刷毛。 

h. 刷塗：使用品質好的尼龍刷或人造毛刷。 

i. 根據合約規範，重複噴塗以達到需要的濕膜厚度。須確實等待乾燥時間尚

能再次施塗。 

C. 塗裝環境:  

a. 構件溫度允許於 7℃~93℃施工。 

b. 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c. 氣候溫度應大於 1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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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65μm,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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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系統代號：CIP-02施工說明書 

 

CIP-02 第一道漆 第二道漆 第三道漆 第四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酚醛環氧樹脂耐熱漆 瓷層絕緣保溫漆 瓷層絕緣保溫漆 瓷層絕緣保溫漆 

廠商型號 Hempadur 85671 Mascoat DTI Mascoat DTI Mascoat DTI 

1125μm 
乾膜厚 125μm 350μm 300μm 350μm 

濕膜厚 184μm 437μm 375μm 437μm 

調薄劑 08450 乾淨水 乾淨水 乾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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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20℃人員防(護)燙使用。 

3.本系統施作裸材表面溫度 10℃~50℃。 

4.表面粗度要求：50~75μm 

 

第一道漆- Hempadur 85671酚醛環氧樹脂耐熱漆 125μm  

A. 表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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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 (3000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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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鋼底材塗裝前，必須全面噴砂達至 Sa2.5等級。並建立粗糙度，粗糙度

(angle pattern)須達 50~7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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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鹽份含量必須低於 9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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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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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每增加 10℃時，可使用時間減半，即 35

℃時，可使用時間為 6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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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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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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乾膜厚量測至少須達到 100μm以上。最好以不超過規定

膜厚 2倍為原則。 

 

第二道漆- Mascoat DTI 350μm (第一道) 

A. 表面處理程序： 

a. 依該鋼材日後所處的環境，考慮其耐用期限及溫度，使用 Hempel為較合適

的底漆、 HEMPADUR85671，乾膜厚度約為 125μm。 

b. 底漆噴塗或刷塗後，需待底漆達到觸硬之後，方可進行 MASCOAT DELTA T 

INDUSTRIAL瓷層絕緣保溫塗料的噴塗。 

c. 本產品本身係無最大重塗間隔，若經長期暴露於大氣中，重塗之前應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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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清水沖洗或適當的清潔劑將表面可能的外來污染物如塩份、油脂、灰塵

去除乾淨，待水份完全乾燥之後，方可再噴塗本產品。 

B. 作業施工程序： 

DTI 瓷層絕緣保溫塗料可使用無氣噴塗 pμmp、有氣噴壺、刷塗、等作業方法

施工，詳細內容請參閱噴塗前的準備。 

a. 待表面處理之後，如發現有裸露的鋼材應針對見鐵部位噴塗或刷塗一道底

漆，HEMPADUR 85671乾膜厚度約為 125μm。包括焊道、修補的表面。 

b. 待底漆觸硬之後，即可進行第一道 Mascoat DTI 瓷層絕緣保溫塗料的噴

塗。 

c. 噴塗作業之前，須先確定表面溫度，再依據表面溫度決定預估的塗層乾膜

厚度。 

d. 待總膜厚確定之後，開始進行噴塗作業，雖本產品一次可噴塗乾膜厚度

500μm  (20 mils)，但為能得到一個平滑面，且讓塗料內含的水份能徹底

的揮發完全，發揮絕熱效果，建議一道噴塗最好在乾膜厚度 350μm (13.7 

mils)左右。 

e. 於噴塗期間，應使用如下圖或類似的濕膜計隨機測量濕膜，以確保乾膜厚

度發生不足或過厚的情形，因而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及不良皮膜的形成。(如

要求乾膜厚度 350μm 時，則濕膜厚度為 437μm，但攪拌調漆時有加水稀

釋的情形，應依加入水的比例重新計算濕膜厚度) 

 

第三道漆- Mascoat DTI 300μm(第二道) 

a. 噴塗第二道 DTI 絕熱保溫塗料之前，確認乾透的方法、係將手指用適當的

壓力擠壓扭轉塗料的表面，如無起皺的現象，表示該塗層已乾透，即可進

行下一道 DTI 瓷層絕緣保溫塗料的噴塗作業。 

b. 噴塗作業，每道與每道的間隔重塗時間，如前項所述。 

c. 噴完之後(300 microns)檢測濕膜厚度。 

d. 噴塗作業完成待乾之後，測量膜厚是否足夠，以確保膜厚均勻。 

 

第四道漆- Mascoat DTI 350μm(第三道) 

a. 噴塗第三道 DTI 絕熱保溫塗料、依 Mascoat DTI 300μm(第二道)所述的方

法類推。 

b. 噴完之後(350 microns)檢測濕膜厚度。 

c. 噴塗作業完成待乾之後，測量膜厚是否足夠均勻，以確保絕緣保溫效果。 

d. 驗收總膜厚須達 112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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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塗前的準備 

A. DELTA T INDUSTRIAL 瓷層絕緣保溫塗料係為可使用標準型高壓無氣噴塗設備

而設計的一種單液型、高固形份的絕緣保護塗料，利用 ASTM D-185的顯微鏡

檢查和顯微照相(放大 30 倍)來檢驗噴塗後的絕緣保護膜，發現塗料內 Ceramic

的球狀結構物完全不會被高壓無氣噴塗設備而破壞，本產品也可使用刷子或滾

筒。 

B. 高壓無氣噴塗設備 (Airless Coating Pμmp) : 

高壓無氣噴塗設備 (Airless Coating Pμmp)須能保持噴嘴壓力 3000psi 的壓

力，pμmp 的壓縮比 33 : 1 以上即可被接受的。 

C. 軟管(Fluid Hose) : 

軟管應是尼龍管且能承受最大的管內壓力，軟管總長度最好不超過 200feet。

自 pμmp 的前 150 ft 使用內徑 1/2”的軟管，接噴槍的最後 50 ft使用外徑

3/8”的軟管，避免壓力降低且能保持連續穩定的壓力此種結合是必須的，注

意 DELTA T INDUSTRIAL2 瓷層絕緣保溫塗料含有 85%的 Ceramic 顆粒球狀結

構。 

D. 噴槍(Spray Gun) : 

使用可正逆轉清潔的噴嘴(reverse clean style tip)，噴嘴大小.017”-.023”，

噴幅 50°-80°。為得到最佳的霧化及施工特性，桶內的塗料應保持在 10°C(50°F)

以上。在 0°C(32°F)時應避免施工，除非素材的表面溫度超過 38°C(100°F)以

上。本產品應儲存在凝固點 0°C(32°F)以上，否則會使本產品處於無法使用的

狀況發生。 

 

標準施工作業程序 

A. 噴塗 pμmp 的準備 

a. 除去噴塗設備系統內部所有的殘留物，如溶劑。 

b. 除去噴塗設備系統內的所有濾網包括噴槍的濾網。 

c. 使用無氣噴塗 pμmp 時，噴嘴的壓力至少需 150Bar / 2200 psi。 

d. 檢查各段噴漆管路的內徑及外徑尺寸。自 pμmp 到最後第二段使用內徑為

1/2”的漆管，接噴槍的最後一段則使用外徑 3/8”且總長度最好不要超過

200 ft 

e. 使用可正逆轉的噴嘴並依被塗物之構件選用合適的噴嘴。 

(1)內部牆壁、天花板須平滑表面時，最小使用 517。 

(2)貯存槽、塔或大管路外部面漆時，最小使用 519、52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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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口徑的管路系統外部面漆時，最小使用 319、321、323。 

(4)外部屋頂、牆壁面漆時，噴嘴最大使用 535。 

f. 實驗時建議使用噴壺施工。 

g. 準備呼吸面罩、防塵罩、眼罩、防護衣….等個人防護器具。 

h. 可正逆轉設定的電動馬達、振動式打泥漿專用葉片等混合使用的攪拌器。 

B. 塗料的攪拌混合指南： 

a. 攪拌本產品 2-3 分鐘，直到固體與液體結合成均勻的液體。 

b. 移除黏在桶邊的固體，再重新混合攪拌。 

c. 過度攪拌注意事項或使用螺旋式的雙槳葉片攪拌以避免破壞塗料內球狀結

構物的重要性。 

d. 經過 30 分鐘未使用的產品，避免輕的球狀結構物與液體的分開，應重新

攪拌混合。 

e. 通則：為了減少水氣殘留在保護膜內及保持連續的乾保護膜，應依下列通

則施工： 

(1)在65°C(150°F)到120°C(250°F)之間，濕膜應在300-350μm (12-14 mil)

之間。 

(2)若溫度高於 120°C(250°F)時，請向本公司尋求技術協助。 

(3)大面積如貯藏槽內，在 70°C(160°F)到 150°C(300°F)之間，濕膜應在

500-600μm (20-24 mil)之間應使用強迫通風或乾燥機。 

(4)於周圍溫度 23°C (75°F)噴塗 MASCOAT DELTA T INDUSTRIAL 瓷層絕緣保

溫塗料時，其乾燥時間就如同標準的丙烯酸樹脂一樣為 1 小時，於周圍

溫度低於 21°C (70°F)時，其乾燥時間會增加，如周圍溫度高於 26.7°C 

(80°F) 時，其乾燥時間會縮短許多，這可以加快施工的速度。因此為

了證明在別種溫度、相對濕度時真正的乾燥時間最好先用刷子刷塗

MASCOAT DELTA T INDUSTRIAL瓷層絕緣保溫塗料在周圍的素材和熱的素

材上，列出乾燥時間的不同。 

(5)用刷子刷塗 MASCOAT DELTA T INDUSTRIAL 瓷層絕緣保溫塗料於熱的表

面溫度，以瞭解塗料中固體自液體塗料分離的狀況、如何降低素材的表

面溫度以得到美觀的連續平滑面和如何避免結塊或固體佈滿在熱的表

面。 

(6)在現場可加色料到 MASCOAT DELTA T INDUSTRIAL 瓷層絕緣保溫塗料內

加以調色，以符合業主的顏色要求，但要記錄加入色料，作為後續調漆

比例的依據，如此方不致於顏色有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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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SGI：需保溫(冷)之不銹鋼設備、配管與構架之塗裝： 

  操作溫度-12℃＜T≦46℃ 

SGI-02施工說明書 

 
油漆名稱 永保新合金用漆 乾膜厚 50μm 

廠商型號 NO.1020 濕膜厚 100μm 

 

第一道漆：NO.1020永保新合金用底漆 50μm 

1.表面處理 

a.以中性清潔液清洗表面油漬。 

b.上塗物表面必須是無油污、灰塵、水份、冰等雜物。 

2.塗裝施工 

a.確認使用油漆之品名、數量。 

b.主劑與硬化劑按照比例混合，添加調薄劑 SP-12 Thinner (須小於 10﹪)， 

並以電/氣動攪拌器攪拌均勻(持續 5分鐘)，視天候、施工環境及施工機 

具等因素調整 Thinner用量。(注意：攪拌後在環境溫度 25℃時，可用時間約 3

小時)  

c.硬化劑之罐蓋必須蓋緊，以避免與空氣中水份反應產生氣泡而膠化。(增加) 

d.使用 45：1以上 Airless噴塗機，噴塗壓力須控制於 5~7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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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管長度如超過 100ft(30.5米)時；需採用 3/8英吋以上之軟管；噴槍連接段

可採 1/4英吋(長度 10~25英尺)，方便操作。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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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項工具於使用完畢後，立即清洗乾淨。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0℃~60℃施工。 

b.構件溫度 15℃以下需更換冬季型油漆及冬季型調薄劑，5℃以下不建議施工，0

℃以下無法施工，除非有保溫及加熱設備。 

c.構件溫度應高於露點溫度(Dew Point) 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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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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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kg/cm2以上。 

c.膜厚測試：第一道漆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5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

足厚度，才可上塗第二道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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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I-03施工說明書 

 第一道漆 
總膜厚 

油漆名稱 環氧樹脂黏結漆 

廠商型號 Intergard 269 

40μm 乾膜厚 40μm 

濕膜厚 85μm 

1.表面處理:  

a. 如果是舊構件之維修保養工程時，表面處理前則必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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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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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μ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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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壓力須達到 9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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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最大允許等級

不可超過 92.59 μs/cm。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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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gard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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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 混合後於 25℃時，可使用時間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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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A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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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psi(141 kg/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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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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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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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塗裝環境: 

a.構件溫度允許於 5℃~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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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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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Mpa)以上。 

c.膜厚測試：乾膜厚量測須達到 40μm以上，如有不足，應儘速予以補足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