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471529.7

(22)申请日 2020.05.29

(71)申请人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金属及化学研究所

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路2号二

区9幢

    申请人 北京中铁科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72)发明人 王涛　贾恒琼　祝和权　张恒　

杜存山　李海燕　吴韶亮　魏曌　

王玮　杜玮　伊钟毓　南阳　张喆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瑞恒信达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82

代理人 李琰

(51)Int.Cl.

C23C 22/44(2006.01)

C23C 4/08(2016.01)

C23C 4/02(2006.01)

C23C 4/131(2016.01)

C23C 4/18(2006.01)

C23C 22/76(2006.01)

C23C 22/8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所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

的pH＝2～4，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钼酸钠或钼

酸钾0.2％～5％，氟化钠或氟化钾0.1％～2％，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或十二烷基硫酸钠0.005％～

0 .1％，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0 .001％～

0 .0 1％，水分散性纳米氧化铈0 .0 0 1％～

0.005％，硝酸铈或醋酸铈0.01％～0.05％，聚苯

胺溶液0.01％～0.8％，pH调节剂1％～15％，余

量为水。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具有钝化膜的钢筋及

其制备方法，所述钝化膜由上述钝化液形成，所

述钢筋在所述钝化膜下具有合金防腐涂层。本发

明提供的钝化液可以显著提高钢筋的耐腐蚀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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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pH＝2～4，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钼酸钠或钼酸钾

0.2％～5％，氟化钠或氟化钾0.1％～2％，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或十二烷基硫酸钠0.005％～

0.1％，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0.001％～0.01％，水分散性纳米氧化铈0.001％～0.005％，

硝酸铈或醋酸铈0.01％～0.05％，聚苯胺溶液0.01％～0.8％，pH调节剂1％～15％，余量为

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其特征在于，所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

化液，pH＝2～4，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钼酸钠或钼酸钾0.5％～2％，氟化钠或氟化钾

0.2％～1％，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或十二烷基硫酸钠0.01％～0.05％，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

硅0.002％～0.005％，水分散性纳米氧化铈0.002％～0.004％，硝酸铈或醋酸铈0.015％～

0.025％，聚苯胺溶液0.02％～0.5％，pH调节剂1％～15％，余量为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其特征在于，所述pH调节剂为柠

檬酸。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聚苯胺溶液按

如下方法制备：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量79份去离子水、14份植酸、1份对苯二胺置于三口烧

瓶中，搅拌混合后，分别加入1份苯胺和5份过硫酸铵，搅拌混合并置于0℃冰水浴处理3h，得

到含水量80％以上的聚苯胺溶液。

5.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的制备方法，包括按照配比准

备各组分，将除了pH调节剂外的其它组分混合均匀，用所述pH调节剂调节pH至2～4，即得。

6.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或者通过权利要求5所述方法

制备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在金属防腐上的应用，所述金属被合金防腐涂层覆盖；

优选地，所述应用的过程包括：金属基材浸泡于所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或者所述

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被喷涂到金属基材表面，然后干燥；所述金属基材表面覆盖合金防

腐涂层；

优选地，所述金属基材为覆盖合金防腐涂层的带肋或不带肋钢筋。

7.一种具有钝化膜的钢筋，所述钝化膜由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合金防腐涂层用

钝化液或权利要求5所述方法制备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形成，所述钢筋在所述钝化膜

下具有合金防腐涂层；

优选地，所述钢筋为带肋或不带肋钢筋。

8.权利要求7所述钢筋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机械除锈

采用喷砂或抛丸机械除锈方法，除去带肋或不带肋钢筋表面附着的灰尘、杂质、氧化皮

及锈蚀物，机械除锈处理后钢筋基材表面清洁度达到Sa3级，表面粗糙度达到Rz40μm～100μ

m；

步骤2：热喷涂

机械除锈后0.2h内，立即采用热喷涂将铝合金丝材喷涂到上述机械除锈处理合格的带

肋或不带肋钢筋基体表面，形成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

步骤3：钝化

在步骤2热喷涂后0.2h内，通过高压雾化喷枪将预热至40℃～80℃的本发明所述的合

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雾化后高速喷射到带肋或不带肋钢筋的所述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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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雾气喷射速度>2m/s，钝化时间1s～100s；钝化后干燥；

步骤4：包装

经步骤3得到的钝化后具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带肋或不带肋钢筋，采用柔软物如塑

膜或软布将其包裹保护后打包存储或运转。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所述铝合金丝材为任一

种或任两种包含Ni0.5～2.5％(w/w)，Cu1.5～7.5％(w/w)和Re0.05～0.2％(w/w)的铝合金

丝材；优选地，所述铝合金丝材可以选自ZnAl15、AlMg3、AlMg5、1060Re、AlMgRe、5A02和5154

中的任一种或任意两种；

优选地，所述步骤2形成的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厚度为60μm～180μm，更优选为100μm～

120μm；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干燥的具体操作为：60℃～80℃干燥热风经空气喷枪将钝化后

的带肋或不带肋钢筋吹干，吹干时间1s～100s，喷射风速>1m/s。

10.一种经过权利要求9所述方法制备的具有钝化膜的钢筋，所述钢筋在所述钝化膜下

具有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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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金属防腐和表面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合金防腐涂层用钝

化液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基体裸露在空气中就容易出现锈蚀，当其处于苛刻腐蚀环境下时(如海水、隧

道、高原冻土层等)锈蚀进一步加快。为了提高金属的耐腐蚀性能，通常对其进行表面防腐

处理，如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钝化等。钝化可以在金属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阻挡腐蚀物

质与金属接触，从而提高金属的耐腐蚀性。因此，钝化被广泛应用于金属防腐蚀领域，是提

高金属材料耐腐蚀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0003] 目前，国内外应用最广泛的是铬酸盐钝化。六价铬盐能够在金属表面形成有自愈

能力的钝化膜，使金属的综合防腐蚀性能提高。如公开号CN110592566A的中国发明专利申

请(公开日2019年12月20日)披露了一种不锈钢的钝化剂，包括45-50g/L重铬酸钾和300-

350ml/L硝酸。但是，六价铬具有很大的毒性，对环境和人体都有巨大的伤害。国内外对铬酸

盐的使用有严格的限制，甚至有些国家已经禁止使用铬酸盐钝化。研究开发无毒、高性能、

低成本的无铬钝化工艺势在必行。

[0004] 公开号CN110578139A的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公开日2019年12月17日)即披露了一

种适用于铝合金表面钝化的无铬钝化液，包含添加剂和载体，配方中的原料按重量百分比

组成分别是：0.5～6％四水合乙酸钴，10～35％六氟硅酸钾，1～10％六氟锆酸钾，0～3％硅

烷偶联剂，0～2.5％氟化钠，5～20％环己六醇磷酸酯，10～20％去离子水，30～60％催化

剂。但该申请没有公开催化剂的化学成分，也没有披露该钝化液的防腐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该钝化液不

含铬盐，安全性好，能够显著提高金属基体的防腐蚀性能。

[0006] 在本说明书中，如无特别说明，“钢筋”是指“带肋钢筋”和/或“不带肋钢筋”。

[0007] 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pH＝2～4，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钼酸钠或钼酸钾

0.2％～5％，氟化钠或氟化钾0.1％～2％，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或十二烷基硫酸钠0.005％～

0.1％，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0.001％～0.01％，水分散性纳米氧化铈0.001％～0.005％，

硝酸铈或醋酸铈0.01％～0.05％，聚苯胺溶液0.01％～0.8％，pH调节剂1％～15％，余量为

水。

[0009] 优选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pH＝2～4，按重量百分比计，包括：钼酸钠或钼酸

钾0.5％～2％，氟化钠或氟化钾0.2％～1％，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或十二烷基硫酸钠0.01％

～0.05％，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0.002％～0.005％，水分散性纳米氧化铈0.002％～

0.004％，硝酸铈或醋酸铈0.015％～0.025％，聚苯胺溶液0.02％～0.5％，pH调节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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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余量为水。

[0010] 优选地，所述pH调节剂为柠檬酸。

[0011] 优选地，所述聚苯胺溶液按如下方法制备：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量79份去离子

水、14份植酸、1份对苯二胺置于三口烧瓶中，搅拌混合后，分别加入1份苯胺和5份过硫酸

铵，搅拌混合并置于0℃冰水浴处理3h，得到含水量80％以上的聚苯胺溶液。

[0012] 除聚苯胺溶液外，本发明所述金属防腐涂层用钝化液的其它原料均为市售的商

品。如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可以选择上海墨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牌号为MG-

Si024A的纳米二氧化硅水性浆，二氧化硅含量20％；还可以选择深圳晶材化工有限公司生

产的纳米氧化硅水分散液，二氧化硅含量30±1％，粒径20～30nm或40～50nm。水分散性纳

米氧化铈可以选用深圳晶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纳米氧化铈，平均粒径30～40nm。

[0013] 本发明还有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上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的制备方法，包括按照

配比准备各组分，将除了pH调节剂外的其它组分混合均匀，用所述pH调节剂调节pH至2～4，

即得。

[0014]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在于提供上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或者通过上述方法制

备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在金属防腐上的应用，所述金属被合金防腐涂层覆盖。

[0015] 优选地，所述应用的过程包括：金属基材浸泡于所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或者

所述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被喷涂到金属基材表面，然后干燥；所述金属基材表面覆盖合

金防腐涂层。

[0016] 优选地，所述金属基材为覆盖合金防腐涂层的带肋或不带肋钢筋。

[001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具有钝化膜的钢筋，所述钝化膜由本发明所述合金防腐涂层用

钝化液形成，所述钢筋在所述钝化膜下具有合金防腐涂层。

[0018] 优选地，所述钢筋为带肋或不带肋钢筋。

[0019] 此外，本发明提供上述钢筋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0] 步骤1：机械除锈

[0021] 采用喷砂或抛丸机械除锈方法，除去带肋或不带肋钢筋表面附着的灰尘、杂质、氧

化皮及锈蚀物，机械除锈处理后钢筋基材表面清洁度达到Sa3级，表面粗糙度达到Rz40μm～

100μm；

[0022] 步骤2：热喷涂

[0023] 机械除锈后0.2h内，立即采用热喷涂将铝合金丝材喷涂到上述机械除锈处理合格

的带肋或不带肋钢筋基体表面，形成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

[0024] 步骤3：钝化

[0025] 在步骤2热喷涂后0.2h内，通过高压雾化喷枪将预热至40℃～80℃的本发明所述

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雾化后高速喷射到带肋或不带肋钢筋的所述热喷涂合金防腐涂

层表面，雾气喷射速度>2m/s，钝化时间1s～100s；钝化后干燥；

[0026] 步骤4：包装

[0027] 经步骤3得到的钝化后具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带肋或不带肋钢筋，采用柔软物

如塑膜或软布将其包裹保护后打包存储或运转。

[0028]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所述铝合金丝材为任一种或任两种包含Ni0.5～2.5％(w/

w)，Cu1.5～7.5％(w/w)和Re0.05～0.2％(w/w)的铝合金丝材。优选地，所述铝合金丝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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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自ZnAl15、AlMg3、AlMg5、1060Re、AlMgRe、5A02和5154中的任一种或任意两种。

[0029] 优选地，所述步骤2形成的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厚度为60μm～180μm，更优选为100

μm～120μm。

[0030] 优选地，所述步骤3中，干燥的具体操作为：60℃～80℃干燥热风经空气喷枪将钝

化后的带肋或不带肋钢筋吹干，吹干时间1s～100s，喷射风速>1m/s。

[0031] 本发明还提供经过上述方法制备的具有钝化膜的钢筋，所述钢筋在所述钝化膜下

具有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

[0032] 上述制备方法优选采用流水线生产实现。所述流水线由校直及表面处理段、进料

输送段、滚动喷涂段、钝化段及包装段组成。

[0033] 上述流水线上钝化段与滚动喷涂段连续对接，在热喷涂后钢筋的上面沿流水线运

行方向布设不少于2道钝化作业区及2道干燥作业区，其中所述钝化作业区是指在热喷涂后

钢筋的一端到另一端的上部依次间隔安装有滚动驱动机组和高压雾化喷枪组，且在后安装

的所述的高压雾化喷枪组喷射宽度完全覆盖住对应在前安装的滚动驱动机组下没有被高

压雾化喷枪喷射的钢筋；所述2道干燥作业区指在所述钝化作业后钢筋的一端到另一端的

上部依次间隔安装有滚动驱动机组和干热空气喷枪组，前后相邻的所述两道干燥作业区之

间的滚动驱动机组和干热空气喷枪组依次交错布设，且在后安装的所述的干热空气喷枪组

喷射宽度完全覆盖住对应在前安装的滚动驱动机组下没有被干热空气喷枪喷射的钢筋。

[0034] 上述热喷涂喷枪、高压雾化喷枪、干热空气喷枪的射流轴线与所述流水线水平面

之间的夹角为60°～45°，可进一步提高各喷射作业效率，降低钢筋因相互间的间隙造成上

述各种喷射作业的损耗。

[0035] 钢筋运行轨道表面喷涂有防滑涂层，防滑涂层的抗滑移系数≥0.4。防止钢筋在运

行轨道表面滚动运行过程中出现滑行问题。

[0036] 驱动带的运行线速度为10～100mm/s，具体可以根据流水线工效设计、钢筋规格等

进行优化调节。

[0037] 上述驱动带表面可增加一层柔面层，厚度为3mm～10mm，柔面层材质为硫化橡胶或

高密度聚乙烯泡沫，柔面层可以采取粘接等现有技术与驱动带基体结合形成柔面驱动带，

上述材料及粘接均为现有技术。上述柔面层在保证驱动带表面与钢筋接触形成足够摩擦力

的同时，还能避免钢筋因自身表面不平或轻微弯曲或带肋钢筋表面纵横肋等导致的滚动阻

力，驱动带表面柔面层可以吸纳钢筋滚动时上述形变部分对驱动带运行造成的阻力。上述

硫化橡胶层优选模量≤0.2MPa、拉伸强度≤0.2MPa、扯断伸长率≥400％产品。

[0038] 在高压雾化喷枪以及干热空气喷枪喷射的生产线下方，与热喷涂喷枪设在钢筋流

水线下方的热喷涂粉尘收集回收装置类似，分别设有雾气回收装置，实现钝化液或干热空

气的回收再利用。其中高压雾化喷枪雾气回收装置将雾气中液体分离并净化处理后回收至

流水线上钝化液供储容器中再利用，气体则净化处理合格后排放；干热空气喷枪雾气回收

装置将雾气中液体冷却分离并净化处理后回收至流水线上钝化液供储容器中再利用，气体

则净化处理合格后排放。

[0039] 合金防腐涂层钢筋经本发明提供的钝化液钝化处理后，合金防腐涂层耐蚀性能显

著提高，但是其导电性没有明显下降，钢筋与混凝土的相对粘接强度也没有下降；同时钝化

膜还保证混凝土中合金防腐涂层钢筋与外加阴极电流保护系统的有效联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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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4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1] 图1是实施例6中制备所述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生产流水

线的布局和流程示意图。

[0042] 图2是实施例6中制备所述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生产流水

线沿运行方向纵向剖面图。

[0043] 图3是实施例6中制备所述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生产流水

线作业区沿运行方向横截面示意图。

[0044] 图4是实施例6中制备所述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生产流水

线作业区滚动驱动机组作业示意图。

[0045] 图5是实施例6中制备所述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生产流水

线作业区钢筋间距及喷枪射流示意图。

[0046] 图6是实施例6中制备所述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生产流水

线的驱动带柔面结构示意图。

[0047] 图7是实施例6中制备所述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生产流水

线钢筋运行轨道的防滑涂层结构示意图。

[0048] 在上述图中，1、钢筋基体；3、校直及表面处理段；4、进料输送段；5、滚动热喷涂段；

6、钝化段；6-1、钝化作业区；6-2、干燥作业区；7、包装段；8、运行轨道；8-1、运行轨道基体；

8-2、防滑涂层；9、热喷涂前钢筋；10、热喷涂后钢筋；11、钝化后具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

筋；12、生产线钢梁；13、校直喷砂机组；14、热喷涂喷枪组；15、滚动驱动机组；16、高压雾化

喷枪组；17、雾化回收装置；18、干热空气喷枪组；19、输送机组；20、输送带；21、钢筋运行轨

道支撑；22、热喷涂粉尘回收装置；23、热喷涂喷枪；24、主驱动轮；25、驱动带；25-1、柔面层；

25-2、驱动带基层；26、从动轮；27、旋转压辊；28、喷枪射流轴线方向；a、钢筋表面间距离；α、

热喷涂喷枪射流轴线与钢筋生产线水平面夹角；r、钢筋半径。

具体实施方式

[0049] 以下参照具体的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理解，这些实施例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其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50] 下述实施例中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原

料、试剂材料等，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市售购买产品。其中，部分试剂和原料购买情况如下：

[0051] 钼酸钠：苏州鹏成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工业级；

[0052] 钼酸钾：湖北鑫润德化工有限公司，工业级；

[0053] 氟化钠：南通金星氟化学有限公司，工业级；

[0054] 氟化钾：南通金星氟化学有限公司，工业级；

[0055]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山东恒立助剂股份有限公司，化学纯；

[0056] 十二烷基硫酸钠：常州百运渡化工有限公司，化学纯；

[0057] 水分散性纳米二氧化硅：上海墨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牌号MG-Si024A的纳米二

氧化硅水性浆；

[0058] 水分散性纳米氧化铈：深圳晶材化工有限公司，平均粒径30～40nm，工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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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硝酸铈：湖北万业医药有限公司，化学纯；

[0060] 醋酸铈：长沙市得力稀土化工有限责任公，工业纯

[0061]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聚苯胺溶液按如下方法制备：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量79份

去离子水、14份植酸、1份对苯二胺置于三口烧瓶中，搅拌混合后，分别加入1份苯胺和5份过

硫酸铵，搅拌混合并置于0℃冰水浴处理3h，得到含水量80％以上的聚苯胺溶液。

[0062] 实施例1～5一种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

[0063] 实施例1～5的合金防腐涂层用钝化液的组成见表1，通过如下方法制备：

[0064] 将除了pH调节剂(质量百分比浓度20％的柠檬酸水溶液)之外的其它组分依次加

入到水中充分混合均匀后，用pH调节剂调节pH至2～4(具体pH值见表1所示)，即得。

[0065] 对比例1～4一种钝化液

[0066] 对比例1～4的钝化液的组成见表1，通过如下方法制备：

[0067] 按照表1所示配比准备各组分，将除了pH调节剂(质量百分比浓度20％的柠檬酸水

溶液或质量百分比浓度2％的盐酸水溶液)之外的其它组分依次加入到水中充分混合均匀

后，加入pH调节剂(具体pH值见表1所示)，即得。

[0068] 表1实施例1～5和对比例1～4的钝化液的原料组成(％,w/w)

[0069]

[0070] 实施例6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

[0071] 本实施例的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经由包括校直及表面处理

段、进料输送段、滚动喷涂段、钝化段及包装段组成的流水生产线制备。所述流水生产线的

布局及流程示意图见图1，该流水生产线沿运行方向纵向剖面图见图2，该流水生产线作业

区沿运行方向横截面示意图见图3，该流水生产线作业区滚动驱动机组作业示意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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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流水生产线作业区钢筋间距及喷枪射流示意图见图5，该流水生产线的驱动带柔面结构

示意图见图6，该流水生产线钢筋运行轨道的防滑涂层结构示意图见图7。

[0072] 在上述图中，附图标记的含义为：1、钢筋基体；3、校直及表面处理段；4、进料输送

段；5、滚动热喷涂段；6、钝化段；6-1、钝化作业区；6-2、干燥作业区；7、包装段；8、运行轨道；

8-1、运行轨道基体；8-2、防滑涂层；9、热喷涂前钢筋；10、热喷涂后钢筋；11、钝化后具热喷

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12、生产线钢梁；13、校直喷砂机组；14、热喷涂喷枪组；15、滚动驱

动机组；16、高压雾化喷枪组；17、雾化回收装置；18、干热空气喷枪组；19、输送机组；20、输

送带；21、钢筋运行轨道支撑；22、热喷涂粉尘回收装置；23、热喷涂喷枪；24、主驱动轮；25、

驱动带；25-1、柔面层；25-2、驱动带基层；26、从动轮；27、旋转压辊；28、喷枪射流轴线方向；

a、钢筋表面间距离；α、热喷涂喷枪射流轴线与钢筋生产线水平面夹角；r、钢筋半径。

[0073] 本实施例的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通过如下方法制备：

[0074] 步骤1：机械除锈

[0075] 将钢筋基体1，在校直及表面处理段3，经校直喷砂机组13，得到校直，并经抛丸机

组除锈，除去钢筋基体1表面附着的灰尘、杂质、氧化皮及锈蚀物，钢筋基体1表面清洁度达

到Sa3级，表面粗糙度达到Rz40μm～100μm；机械除锈后的热喷涂前钢筋9放置在由钢筋运行

轨道支撑21的运行轨道8上，横向排列，相邻钢筋其表面之间最小距离为1mm～10mm，最大距

离为2.5mm～21mm；热喷涂前钢筋9通过输送机组19的输送带20作用，由校直处理段3通过进

料输送段，等待进入热喷涂作业；

[0076] 步骤2：热喷涂

[0077] 钢筋经机械除锈后0.2h内，在滚动驱动机组15的驱动带25作用下，热喷涂前钢筋9

滚动进入滚动热喷涂段5，在至少2道热喷涂作业区，经热喷涂喷枪组14的热喷涂喷枪23电

弧喷涂铝合金丝材，形成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所述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厚度为120μm～

140μm，表面颗粒细密、均匀一致；驱动带的运行线速度为10～100mm/s，最优速度可以根据

钢筋不同规格予以适度调整。

[0078] 步骤3：钝化

[0079] 在步骤2热喷涂后0.2h内，热喷涂后钢筋10在滚动驱动机组驱动带作用下，沿运行

轨道8滚动进入钝化段6，先在钝化作业区6-1由高压雾化喷枪组的高压雾化喷枪分别喷射

已预热至40℃～80℃的钝化液，其中雾气喷射速度>2m/s，钝化时间控制在1s～100s，完成

对具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钝化处理；

[0080] 钝化后具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11在滚动驱动机组驱动带作用下，沿运行轨

道8滚动进入钝化段6的干燥作业区6-2，通过热空气喷枪组18的干热空气喷枪将60℃～80

℃干热空气喷射到钝化后具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11表面吹干，喷射风速>1m/s，吹干

时间1s～100s。

[0081] 步骤4：包装

[0082] 经步骤3得到的钝化后具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11沿运行轨道8滚动进入包

装段7，经包裹保护后打包存储，即完成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的制备。

[0083] 流水线上布设的热喷涂喷枪、高压雾化喷枪、干热空气喷枪，其射流轴线与流水线

水平面之间的夹角可调整为60°～45°，进一步提高各类喷射流作业工效。

[0084] 钢筋运行轨道8的运行轨道基体8-1上可喷涂防滑涂层8-2，防滑涂层8-2的抗滑移

说　明　书 6/7 页

9

CN 111621775 A

9



系数≥0.4，防止钢筋在运行轨道上滚动时出现滑动问题。

[0085] 驱动带25表面可以粘接一层柔面层25-1，其厚度为3mm～10mm，柔面层材质为硫化

橡胶或高密度聚乙烯泡沫，带肋钢筋或局部有形变的钢筋在滚动时其表面凸起被挤压入柔

面层25-1内，保证钢筋滚动平稳、顺利。

[0086] 按照本实施例的工序及制备步骤，分别采用表2所示的铝合金丝材和钝化液，分别

制备得到相应的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带肋钢筋。

[0087] 表2各钢筋成品所用铝合金丝材和钝化液

[0088]

[0089] 测试例实施例6制备的钝化的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钢筋的性能测定

[0090] 按照本领域现行标准对实施例6制备的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

进行相关性能测定，测试项目和结果见表3所示。其中，耐中性盐雾性能项为初次出现红锈

时间。

[0091] 检测结果表明，未处理钢筋样与C40混凝土握裹力为13.0MPa；本发明的具有钝化

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的钢筋(钢筋样1～5)自身耐中性盐雾、金属涂层附着力、弯曲试

验相比对比样具有显著提升；相比对比样钢筋，本发明的具有钝化膜和热喷涂合金防腐涂

层的钢筋与C40混凝土握裹力略高，无论是盐雾试验240h后，还是氙灯老化240h后，本发明

的上述钢筋与C40混凝土的握力均保持稳定，没有明显下降。说明本发明所述钝化液的钝化

效果良好，能够提高钢筋在高湿高盐等恶劣环境中的耐腐蚀性能。

[0092] 表3钝化的热喷涂合金防腐涂层带肋钢筋主要性能测试结果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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