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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

制备方法，属于管道材料技术领域。本发明将煤

焦油环氧树脂、固化剂乌洛托品和砂粒在混砂机

中混制作为填料，结合废旧橡胶粉改性沥青和其

他助剂，制备出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能

增强涂料与管道之间的粘结和抗剪切能力，延缓

反射裂缝的产生，管道内表面上的涂层孔隙率较

小，具有良好的防水作用；煤焦油环氧树脂和固

化剂乌洛托品均在混砂时加入，在固化剂乌洛托

品的作用下逐渐反应而自行固化，使得涂料在固

化后的强度得到很大的改善；树脂在高温下发生

热解，从而在砂粒表面形成光亮碳，并在涂料-管

道界面上造成还原性气氛，这对减轻管道表面的

氧化大有裨益；用树脂砂作填料，涂层的刚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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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制备步骤为：

（1）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40～60目石英砂混合，进行搅拌处理，即得反应物，按质量比1

∶10将反应物和煤焦油环氧树脂混合，继续搅拌2～3h，即得填料；

（2）取60～8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将沥青进行加热搅拌处理，即得熔融物，在熔融

物中加入60～8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机中，进行搅拌剪切处理，即得混合

料，将混合料干燥处理，冷却至室温，即得改性沥青；

（3）取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

油，将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搅拌分散处

理，即得分散物A，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搅拌处理，即得分散物B，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

青，搅拌处理，即得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所述的搅拌处理步骤为：按质量比1∶5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40～60目石英砂混合，在搅

拌速度为500～600r/min下搅拌5～1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所述的60～8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之间的比例分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10

～15份60～80目废旧橡胶粉、40～50份沥青、1～10份SBS。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所述的加热搅拌处理步骤为：将沥青在温度为140～150℃，搅拌速度为200～300r/min

下加热搅拌20～30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所述的搅拌剪切处理步骤为：在熔融物中加入60～8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

乳化机中，在温度为160～170℃，搅拌速度为1200～1500r/min下搅拌剪切1～2h。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所述的干燥处理步骤为：将混合料置于温度为140～150℃的烘箱中干燥10～12h。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所述的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

油之间的比例分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40～50份改性沥青、30～40份填料、1～3份

乙二胺、60～80份二甲苯、60～80份正丁醇、1～5份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0.5～0.7份消

泡剂乳化硅油。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所述的搅拌分散处理步骤为：将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

剂乳化硅油混合，在搅拌速度为300～500r/min下搅拌分散5～10min。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所述的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在搅拌速度为1000～1500r/min下搅拌

20～30min。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3）所述的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在搅拌速度为600～800r/min下搅

拌10～2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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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属于管道材料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天然气作为低碳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釆、开发和集输过程等产生的诸多问

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目前酸性气田在集输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伴生气体存在，如CO2、

H2S等，这些气体的出现有的会在局部产生凝液，不但使天然气的热值减小，而且会对集输

管道内部、生产和储存的设备器械等具有破坏作用，这样的破坏作用轻的会使输气管道产

生漏气现象，重的则会导致天然气井管、油管及油套管等产生断裂、爆炸等事故，因此为保

证长输天然气管道具有更长的使用寿命，使天然气管道中湿H2S含量减小的同时，对管道内

壁涂覆防腐蚀涂料是目前有效的方法。

[0003] 目前来说，因天然气、石油产出地地质环境不同，引发输油、输气管道和设备腐蚀

的因素有很多，在众多因素中，硫化氢所引起的腐蚀造成的破坏是最厉害的。若天然气集输

系统在低于天然气水露点的条件下运行时会出现严重的腐蚀现象，并且其腐蚀过程要受酸

碱值、浓度、卤素离子以及其他离子物质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它的腐蚀原理特别繁杂。管道

内防腐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第一是集输管道内部涂层，第二是集输管道衬里。管

道内涂层是在管道内壁和流体介质间增加一层隔离防护，旨在保护内壁使之发生缓慢腐蚀

破坏的作用，因其具有低成本、易涂覆等特点，是目前最有潜力也是实用性较强的防护腐蚀

的方法。管壁涂覆涂层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管壁表面粗糙度，减少摩擦，提高管道的使用

寿命、降低能耗、节约成本。因此针对集输管道内部残留的积液腐蚀环境制备一种无机陶瓷

涂层，提高涂层耐磨性、抗老化能力等性能，加强基材的抗腐蚀能力。

[0004] 目前适用于管道内涂层的材料品种主要有环氧树脂防腐涂料、聚氨酯防腐涂料、

煤焦油环氧树脂、三层聚乙烯涂料以及无机陶瓷涂料等。

[0005] 环氧树脂种类繁多，且是大分子结构，分子链上含有环氧基团，因原料和制作方法

不同，生成环氧树脂种类也不同，其多被用于制造环氧树脂涂料。目前从涂料发展的历程来

看，提高和改善防腐涂料性能的方法依旧是添加改性粒子，这种方法受限的主要原因在于

环氧树脂材料本身存在的缺陷。此类涂料性能提高的侧重点将是如何使其水性化和高性能

化。

[0006] 煤粉经过复杂干馏工艺生成的色彩为深褐色、粘稠态的液体就是煤焦油，其可直

接涂覆于管道上用于保护管道的防护层，其具有耐水性好、绝缘性好、抗土壤腐蚀等优点。

但是其机械强度及低温韧性差，施工过程中需要加热涂敷，会挥发出大量有害物质。因此，

煤焦油在使用过程中常添加合成树脂进行改性。

[0007] 三层聚乙烯就是常说的3PE结构，构成3PE防腐层的结构分别为环氧熔结层、粘结

剂、聚乙烯三层结构，它不仅具有熔结环氧附着力好，耐化学腐蚀和阴极剥离等优点，而且

还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机械性能，但是其弯头、补口性能差，较难与阴极保护协调工作，

涂敷工艺复杂并且价格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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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无机陶瓷涂层是一种新型的环保型涂料，具有高硬度、低有害气体释放、抗阴极剥

离强度、耐化学介质、耐磨性、自清洁和抗老化性等特点。近年来，随着无机陶瓷涂料技术的

研究发展，改变制备方法、添加一些特性的填料来改善无机陶瓷涂层性能成为陶瓷防腐涂

料的发展趋势，使原有涂料的理化性能和耐化学品性得到提高，并在降低有害气体挥发发

面做出显著成效，未来无机陶瓷涂料的发展趋势将是成为功能型涂料，逐渐代替传统涂料

应用于各行各业。

[0009] 所谓陶瓷涂层，是利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使涂料具有陶瓷的特性，并使之沉积在基

体表面起到减缓腐蚀的作用。该防腐涂料可抵抗高温、强酸、强碱等环境，其绝缘性良好、渗

透率较低、抗弯曲强度高等特性，从而使被保护的基体使用期限延长，值得一提的是其低

VOC挥发，能更好的起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目前常用的基体表面涂覆陶瓷涂层的制备技术

有：激光溶覆，包埋法，电泳沉积，溶胶-凝胶，物理和化学气相沉积和热喷涂等技术，这些表

面涂覆技术使得涂料与基体附着性好而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中。

[0010] 目前，天然气源区多属酸性气田区，开采及输送环境恶劣，管道内部腐蚀情况愈加

严重，管道内涂层减阻技术研究在国内得到普及。内涂层技术具有减阻、低能耗等特性可有

效降低管道内部腐蚀，为天然气开采开发减少集输过程中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带来极大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针对现有管道防腐涂料机械强度差的问题，提供了

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的制备方法。

[0012]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1）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40～60目石英砂混合，进行搅拌处理，即得反应物，按质量比1

∶10将反应物和煤焦油环氧树脂混合，继续搅拌2～3h，即得填料；

（2）取60～8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将沥青进行加热搅拌处理，即得熔融物，在熔融

物中加入60～8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机中，进行搅拌剪切处理，即得混合

料，将混合料干燥处理，冷却至室温，即得改性沥青；

（3）取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

油，将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搅拌分散处

理，即得分散物A，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搅拌处理，即得分散物B，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

青，搅拌处理，即得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

[0013] 步骤（1）所述的搅拌处理步骤为：按质量比1∶5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40～60目石英

砂混合，在搅拌速度为500～600r/min下搅拌5～10min。

[0014] 步骤（2）所述的60～8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之间的比例分别为：按重量份数

计，分别称取10～15份60～80目废旧橡胶粉、40～50份沥青、1～10份SBS。

[0015] 步骤（2）所述的加热搅拌处理步骤为：将沥青在温度为140～150℃，搅拌速度为

200～300r/min下加热搅拌20～30min。

[0016] 步骤（2）所述的搅拌剪切处理步骤为：在熔融物中加入60～8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

置于高速剪切乳化机中，在温度为160～170℃，搅拌速度为1200～1500r/min下搅拌剪切1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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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步骤（2）所述的干燥处理步骤为：将混合料置于温度为140～150℃的烘箱中干燥

10～12h。

[0018] 步骤（3）所述的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

消泡剂乳化硅油之间的比例分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40～50份改性沥青、30～40份

填料、1～3份乙二胺、60～80份二甲苯、60～80份正丁醇、1～5份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

0.5～0.7份消泡剂乳化硅油。

[0019] 步骤（3）所述的搅拌分散处理步骤为：将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

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在搅拌速度为300～500r/min下搅拌分散5～10min。

[0020] 步骤（3）所述的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在搅拌速度为1000～

1500r/min下搅拌20～30min。

[0021] 步骤（3）所述的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在搅拌速度为600～

800r/min下搅拌10～20min。

[0022] 本发明与其他方法相比，有益技术效果是：

（1）本发明将煤焦油环氧树脂、固化剂乌洛托品和砂粒在混砂机中混制作为填料，结合

废旧橡胶粉改性沥青和其他助剂，制备出一种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天然气管道内防腐

涂料附着于管道内表面，能增强涂料与管道之间的粘结和抗剪切能力，延缓反射裂缝的产

生，管道内表面上的涂层孔隙率较小，具有良好的防水作用；煤焦油环氧树脂和固化剂乌洛

托品均在混砂时加入，煤焦油环氧树脂在固化剂乌洛托品的作用下逐渐反应而自行固化，

使得涂料在固化后的强度得到很大的改善；树脂在高温下发生热解，从而在砂粒表面形成

光亮碳，并在涂料-管道界面上造成还原性气氛，这对减轻管道表面的氧化大有裨益；用树

脂砂作填料，涂层的刚度高；

（2）本发明将煤焦油环氧树脂、固化剂乌洛托品和砂粒在混砂机中混制作为填料，环氧

树脂分子结构中含有活泼的环氧基团、羟基及醚键等极性基团，容易与多种类型的固化剂

界面严生电磁吸附或化学键，从而形成不溶、不熔的具有三向网状结构，使树脂机械强度

高、粘接力强，并具有优异的耐化学介质侵蚀的性能、成膜性能和防腐蚀性能；沥青属于憎

水性材料，它不透水，也几乎不溶于水，制备出的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具有良好的防腐效

果，固化后的涂层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

（3）本发明中废旧橡胶粉改性沥青，在重交沥青与废旧橡胶粉和外加剂的共同作用下，

橡胶粉通过吸收沥青中的树脂，烃类等多种有机质，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使胶粉

湿润，膨胀，粘度增大，软化点提高，并兼顾了橡胶和沥青的粘性，韧性，弹性，从而提高了橡

胶沥青的热稳定性和热开裂性、提高抗结冰性；橡胶粒子在橡胶沥青体系中起着增强作用：

橡胶粒子体积小，数量多，在低温时它们与沥青基体的模量不同，可产生高度的应力集中，

诱发大量银纹和剪切带，银纹和剪切带的产生和发展消耗大量的能量，因此可提高沥青的

冲击强度和可塑性而较大的橡胶粒子能防止单个银纹的生长和断裂，使其不致于很快发展

为破坏性裂纹，改善沥青的低温柔韧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按质量比1∶5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40～60目石英砂混合，在搅拌速度为500～

600r/min下搅拌5～10min，即得反应物，按质量比1∶10将反应物和煤焦油环氧树脂混合，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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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搅拌2～3h，即得填料；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10～15份60～80目废旧橡胶粉、40～50份

沥青、1～10份SBS，将沥青在温度为140～150℃，搅拌速度为200～300r/min下加热搅拌20

～30min，即得熔融物，在熔融物中加入60～8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机中，

在温度为160～170℃，搅拌速度为1200～1500r/min下搅拌剪切1～2h，即得混合料，将混合

料置于温度为140～150℃的烘箱中干燥10～12h，冷却至室温，即得改性沥青；按重量份数

计，分别称取40～50份改性沥青、30～40份填料、1～3份乙二胺、60～80份二甲苯、60～80份

正丁醇、1～5份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0.5～0.7份消泡剂乳化硅油，将乙二胺、二甲苯、正

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在搅拌速度为300～500r/min下搅拌

分散5～10min，即得分散物A，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在搅拌速度为1000～1500r/min下搅

拌20～30min，即得分散物B，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在搅拌速度为600～800r/min下搅

拌10～20min，即得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

[0024] 实施例1

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40目石英砂混合，进行搅拌处理，即得反应物，按质量比1∶10将反

应物和煤焦油环氧树脂混合，继续搅拌2h，即得填料；取6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将沥青

进行加热搅拌处理，即得熔融物，在熔融物中加入6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

机中，进行搅拌剪切处理，即得混合料，将混合料干燥处理，冷却至室温，即得改性沥青；取

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油，将乙二

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搅拌分散处理，即得分

散物A，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搅拌处理，即得分散物B，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搅拌处

理，即得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搅拌处理步骤为：按质量比1∶5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40目

石英砂混合，在搅拌速度为500r/min下搅拌5min。6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之间的比例分

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10份60目废旧橡胶粉、40份沥青、1份SBS。加热搅拌处理步骤

为：将沥青在温度为140℃，搅拌速度为200r/min下加热搅拌20min。搅拌剪切处理步骤为：

在熔融物中加入6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机中，在温度为160℃，搅拌速度

为1200r/min下搅拌剪切1h。干燥处理步骤为：将混合料置于温度为140℃的烘箱中干燥

10h。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油之

间的比例分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40份改性沥青、30份填料、1份乙二胺、60份二甲

苯、60份正丁醇、1份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0.5份消泡剂乳化硅油。搅拌分散处理步骤为：

将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在搅拌速度为

300r/min下搅拌分散5min。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在搅拌速度为1000r/

min下搅拌20min。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在搅拌速度为600r/min下

搅拌10min。

[0025] 实施例2

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50目石英砂混合，进行搅拌处理，即得反应物，按质量比1∶10将反

应物和煤焦油环氧树脂混合，继续搅拌2h，即得填料；取7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将沥青

进行加热搅拌处理，即得熔融物，在熔融物中加入7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

机中，进行搅拌剪切处理，即得混合料，将混合料干燥处理，冷却至室温，即得改性沥青；取

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油，将乙二

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搅拌分散处理，即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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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物A，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搅拌处理，即得分散物B，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搅拌处

理，即得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搅拌处理步骤为：按质量比1∶5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50目

石英砂混合，在搅拌速度为550r/min下搅拌8min。7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之间的比例分

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12份70目废旧橡胶粉、45份沥青、5份SBS。加热搅拌处理步骤

为：将沥青在温度为145℃，搅拌速度为250r/min下加热搅拌25min。搅拌剪切处理步骤为：

在熔融物中加入7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机中，在温度为165℃，搅拌速度

为1350r/min下搅拌剪切1h。干燥处理步骤为：将混合料置于温度为145℃的烘箱中干燥

11h。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油之

间的比例分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45份改性沥青、35份填料、2份乙二胺、70份二甲

苯、70份正丁醇、3份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0.6份消泡剂乳化硅油。搅拌分散处理步骤为：

将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在搅拌速度为

400r/min下搅拌分散8min。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在搅拌速度为1250r/

min下搅拌25min。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在搅拌速度为700r/min下

搅拌15min。

[0026] 实施例3

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60目石英砂混合，进行搅拌处理，即得反应物，按质量比1∶10将反

应物和煤焦油环氧树脂混合，继续搅拌3h，即得填料；取8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将沥青

进行加热搅拌处理，即得熔融物，在熔融物中加入8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

机中，进行搅拌剪切处理，即得混合料，将混合料干燥处理，冷却至室温，即得改性沥青；取

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油，将乙二

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搅拌分散处理，即得分

散物A，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搅拌处理，即得分散物B，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搅拌处

理，即得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搅拌处理步骤为：按质量比1∶5将固化剂乌洛托品和60目

石英砂混合，在搅拌速度为600r/min下搅拌10min。80目废旧橡胶粉、沥青、SBS之间的比例

分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15份80目废旧橡胶粉、50份沥青、10份SBS。加热搅拌处理

步骤为：将沥青在温度为150℃，搅拌速度为300r/min下加热搅拌30min。搅拌剪切处理步骤

为：在熔融物中加入80目废旧橡胶粉和SBS置于高速剪切乳化机中，在温度为170℃，搅拌速

度为1500r/min下搅拌剪切2h。干燥处理步骤为：将混合料置于温度为150℃的烘箱中干燥

12h。改性沥青、填料、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消泡剂乳化硅油之

间的比例分别为：按重量份数计，分别称取50份改性沥青、40份填料、3份乙二胺、80份二甲

苯、80份正丁醇、5份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0.7份消泡剂乳化硅油。搅拌分散处理步骤为：

将乙二胺、二甲苯、正丁醇、分散剂硬脂酸单甘油酯和消泡剂乳化硅油混合，在搅拌速度为

500r/min下搅拌分散10min。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A中加入填料，在搅拌速度为1500r/

min下搅拌30min。搅拌处理步骤为：在分散物B中加入改性沥青，在搅拌速度为800r/min下

搅拌20min。

[0027] 对照例：东莞某公司生产的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

[0028] 将实施例及对照例制备得到的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进行检测，具体检测如下：

涂层附着力测试：采用划格法，依据GB/T9286-1998《色漆和清漆漆膜的划格试验》来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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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抗冲击性测试：实验按照GB/T1732-1993釆用涂膜冲击器测试涂层抗冲击能力。

[0030] 涂层耐磨性测试：采用多功能材料表面性能试验仪测试涂层的磨损率。

[0031] 中性盐雾试验：釆用国际标准ISO3768-1976《金属覆盖层中性盐雾试验（NSS试

验）》定期检查样板的起泡、锈蚀及其蔓延程度。

[0032] 具体测试结果如表1。

[0033] 表1性能表征对比表

检测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对照例

附着力 1 1 1 2

抗冲击性/cm 25 25 25 10

磨损量/g 0.0003 0.0002 0.0003 0.0017

中性盐雾试验 无起泡、生锈、腐蚀蔓延 无起泡、生锈、腐蚀蔓延 无起泡、生锈、腐蚀蔓延 出现严重的腐蚀生锈

由表1可知，本发明制备的天然气管道内防腐涂料具有良好阿德抗冲击性和磨损量，并

且附着力良好，涂层致密性良好，能够有效阻挡腐蚀介质对金属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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