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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环氧树脂复合涂料修复水泵
过流部件汽蚀麻面
小松

郑

（安徽省驷马山引江工程管理处，安徽巢湖２３８２５１）

摘要：为增强水泵的抗汽蚀能力，提高水泵的运行效率，结合安徽省驷马山引江工程乌江泵站２０００

年机纽大修，介绍了对６静、７＃机组水泵叶片及泵壳内壁汽蚀麻面采用环氧树脂高分子复合材料进
行修复的方法．详细给出了修复中表面处理、配料、涂刷及表面修整等主要三个环节中应注意的事
项．修复后的过流部件经５年运行依然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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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机组运行效率．为此，通过对当时国内汽蚀处理

１概况

研究的了解，借鉴１９９６年９＃机水泵采用ＡＲＣ复合

涂料修复的经验，决定自行配制环氧树脂高分子复
安徽省驷马山引江工程是以灌溉为主，结合防

合涂料进行修复．

洪、排涝和航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水利工程，分布
在皖东江淮丘陵地区，地跨皖、苏两省十个县、区．乌
江泵站是驷马山灌区首级提水泵站，装机６台（２．８
ＣＪ一７０型全调节立式轴流泵），单机容量１

６００

２环氧树脂高分子复合涂料的材料选
用及技术性能

ｋＷ，

１９７３年投入运行，２０００年机组大修时，发现６＃、７＃

２．１环氧基液

水泵叶片表面密布由汽蚀引起的蚀坑，约占叶片表

选用６１０１环氧树脂作涂料的基料，在固化剂的

面积的１／３，并在泵壳内壁形成宽约３００ ｍｍ的汽蚀

作用下，相互交联而固化，成为体形网状结构物，因

环带，蚀坑深３～５ ｍｍ，直径１０—２０ ｍｍ，致使严重

其分子结构中有活泼的羟基、醚基以及活泼的环氧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４—１４
作者简介：郑小松（１９６３一），男，安徽巢湖人，工程师。主要从事泵站运行与管理研究

万方数据

排

灌

基，具有特别强的粘合力，还具有调合工艺的多变
性，通过选用不同的改性剂、增韧剂和填料，经固化
剂硬化后，使涂料能够抵抗汽蚀、磨蚀破坏，并能有

机

械

３．２配料及涂刷工艺

环氧涂料的配方很多，基本上大同小异，按表Ｉ
配方，在实际应用中较多，且使用效果较好．

效地防止电化学腐蚀和化学腐蚀．
２．２固化剂及增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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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环氧材料配方（重量比）
材料类别

材料

底层

中层

面层

环氧基液

环氧树脂６１０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增韧剂
固化剂

丁腈橡胶一４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二乙烯三氨

９～１５

９～１５

９—１５

机械强度，太少了会因固化不完全而发脆．为了改善

铁红粉

３０

环氧树脂固化后的脆性特点，使其具有弹性和韧性，

氧化铝粉
金刚砂

１５

选用二乙烯三氨，毒性比常用的乙二氨要低，
固化后机械性能较好，其用量必须严格控制，过多了
会使高分子链迅速终止，降低固化物分子量而影响

使涂料能以柔克刚，提高抗汽蚀磨损性能，在配方中

填充剂

３００～４５０

二硫化镅

２５

添加丁腈橡胶作为增韧剂．由于其活性基团能参加
化学反应，与环氧树脂同步固化，有效地改善了涂料
的性能．
２．３填充剂

为改善环氧树脂的放热效应、线性膨胀系数，提
高涂护的抗汽蚀性能，降低成本，有选择的加人适当
的填料是必要的．环氧涂料一般分为三层，在底层中
加入铁红（Ｆｅ：０，）和氧化铝粉（Ａ１：０，），用以提高粘
结强度；中层加入高硬度的金刚砂（为修复成型，还
可有针对性的加入一定形状的金属条块、尼龙丝

实际涂护中，往往是同样的配方，由于施工工艺

不同，其结果也大不一样．因此首先要正确配料，精
确计量，按流程操作，具体参见图１．注意每个环节
都要充分搅拌，并在３０ ｍｉｎ内用完配料，否则将影
响粘结强度．其次要控制好温度，配料时，除固化剂
外，其他材料亦需预热，填料必须烘干．

围匦丑—匦匝卜咂母—厘匦卜屯困
图１涂料配置工艺流程图

等），用以提高机械强度、抗磨蚀性能，粒度以４６～

施涂时，要使用专用涂刷工具，分底、中、面三层

８０目为好；面层中加人适量的二硫化钼粉，因其分

进行．底层涂料用毛刷涂匀，凹凸不平的破损处不应

子为层迭结构，使涂料表面成为光滑的自润塑料．

有遗漏和积液．呈胶化（不粘手）时，将中层涂料涂

另外，为提高环氧树脂的流淌性、渗透性，便于
涂刷，必要时，可加入少量的丙酮作稀释剂．

刷至水泵零部件的轮廓线，中层是抗磨层，工作量
大，要保持涂料的密实和尺寸精度．涂护叶轮时，不
能破坏其静平衡．中层涂护后，经１—２ ｈ固化，用毛

３汽蚀麻面修复方法
采用环氧树脂高分子材料涂护分为工件母材的
表面处理，配料、涂刷及工件固化和涂层表面整修三

刷涂面层，使涂层表面光洁平顺，减少汽蚀源，提高
抗汽蚀磨损性能．
３－．３工件固化及涂层的表面修整

叶片涂护工艺流程参见图２．涂护结束后，工件

个阶段．

要充分固化，加温至６０一８０℃，固化５—６ ｈ．然后对

３．１母材表面处理

轮廓线及面层上少量的凸起的遗漏砂粒和涂层进行

工件母材表面处理对涂层的粘结强度影响很

少许休整，再缓慢冷却至室温，视气温情况再自然固

大，不允许有铁锈、油污、水迹及粉尘，要完全露出新

化２—６ ｄ，充分固化有利于涂料分子间进一步交联，

鲜的金属母材表面．除锈采用人工除锈和压缩空气

提高机械强度．

喷砂除锈（风压３～３．５ ｋｇ／ｅｍ２）相结合的办法，效
果较好．经喷砂处理后的工件尽快放进烘房，加温至

４应用效果对比

１５０℃左右后取出工件，复以快速喷砂，除去因加温
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最后放人工作间，再用丙酮擦

２００５年乌江泵站进行更新改造时，对６＃一１０＃

洗工件表面，工作间温度应保持在４５℃左右，相对

机组进行检查后发现，６＃、７＃水泵叶片、泵壳内壁完

湿度控制在７５％以下，工件温度保持在５０—６０℃．

好无损，清除表面污垢后，光亮如初；９静水泵叶轮除

温度过高会造成涂料的早期固化，降低涂料的机械

表面有个别轻微汽蚀点外，线形完好，泵壳内壁完好

强度，温度过低不利于涂护．

无损；其他水泵叶片与泵壳内壁汽蚀磨损则相当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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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ｌ

重，蚀坑约占叶片表面积的１／３，尤以进水边工作面

带，最深的已经达到５ ｍｍ，比６＃、７＃、９撑水泵涂护处

上形成的汽蚀三角区带最为严重，最深达７ ｘｆｉｍ，最

理前明显严重．可见，通过防汽蚀涂护处理，可以有

大直径有３０ ｍｍ左右，与叶轮中心线相对应的叶轮

效地提高水泵的使用寿命，同时，改善水泵的运行

室内壁（泵壳内壁）形成宽约５００ ｍｍ的汽蚀环

性能．

图２叶片涂护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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