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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暂行）》的要求，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制定的主要技术内容为 

——规定了适用范围（见第1章）； 

——提出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规定了本标准适用的术语和定义（见第3章）； 

——规定了供应商的基本要求（见第4章）； 

——规定了流程和工序（见第5章）； 

——规定了技术要求及工艺（见第6章）； 

——规定了涂装检查项目及要求（见第7章）； 

——实验和检测（见第8章）； 

——成品保护及补漆要求（见第9章）。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附录A～附录H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提出。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风力与潮汐发电专业委员会技术归口并解释。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中能电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建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保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海虹老人涂料（昆山）有限公司、阿克

苏诺贝尔防护涂料（苏州）有限公司。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崔立川、任远。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执行过程中的意见或建议反馈至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执行办公室（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白广路二条1 号，100761，网址：http：//www.csee.org.cn，邮箱：

cseebz@cse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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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机组筒形塔涂装防腐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风力发电机组塔架和基础环的表面处理及防腐通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钢质筒形塔架，其他类型的筒形塔架内饰件及外部装配件表面处理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9790-1988 金属覆盖层及其他有关覆盖层维氏和努氏显微硬度 

GB/T 13452.3-1992  色漆和清漆 遮盖力的测定 第1部分:适于白色和浅色漆的kubelka-Munk法

GB/T 12307.3-1997 金属覆盖层 银和银合金电镀层的试验方法 

GB/T 1895-1997 色漆和清漆 人工气候耐老化试验和人工辐射 

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18684-2002  锌铬涂层技术条件 

GB/T 13912-2002 金属覆盖层 钢铁制件热浸镀锌层技术要求及试验 

GB/T 9798-2005   金属覆盖层 镍电沉积层  

GB/T 5210-2006  色漆和清漆 拉开法附着力试验 

GB 14444-2006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GB/T 3186-2006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取样 

GB/T 20777-2006  色漆和清漆 试样的检查和制备 

GB/T 9271-2008  色漆和清漆 标准试板 

GB/T 9761-2008  色漆和清漆 色漆的目视比色 

GB/T 13452.2-2008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 13452.2-2008  色漆和清漆 漆膜厚度的测定 

GB/T 13288-2008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后的钢材表面粗糙度特性 

GB/T 24195-2009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酸性盐雾、“干燥”和“湿润”条件下的循环加速腐蚀试验 

GB/T 19072-2010  风力发电机组 塔架 

GB/T 8923.1-2011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表面清洁度的目视评 

GB/T 9264-2012  色漆和清漆 抗流挂性评定 

GB/T 31817-2015 风力发电设施防护涂装技术规范 

ISO 8503 涂装油漆和有关产品前钢材预处理 

ISO 2063 金属和其它无机涂装-热喷锌\铝和其它合金 

ISO 12944-2 第2部分:环境分类 

ISO 12944-4 第4部分:表面和表面处理类型 

ISO2808 油漆干膜厚度检查标准 

NB/T 31001-2010 风电机组筒形塔制造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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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筒节  shell 

由钢板卷制后完成纵缝焊接的半成品。 

3.2  

    塔段  tower section 

由一节或多节筒节及上下法兰完成环缝焊接的塔筒段和基础段。 

3.3  

    干膜厚度  Dry Film Thickness 

塔筒表面干涂膜的厚度。 

3.4  

    湿膜厚度  Wet Film Thickness 

塔筒表面湿涂膜的厚度。 

3.5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 

在所处大气环境的正常温度和压力下，可以自然蒸发的任何有机液体和/或固体。 

3.6  

    识别号  ID number（ID-No.） 

每个塔段唯一的编号，识别号由主机供应商或项目管理单位提供，是塔架可追溯性的重要代码。 

4 供应商的基本要求 

4.1 供应商资质 

供应商必须得到项目管理单位的认可（有特殊要求时还要得到相应主机供应商及授权机构的资质认

可/认证）。 

4.2 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 

根据 ISO 9001 或其他相应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充分、有效的运行； 

取得相关认证机构 ISO 9001 认证证书； 

4.3 人员资质 

涂料供应商和塔筒制造厂应具备合格的人员用以实施塔架生产所需的计划、执行、技术、检测等工

作，从而保证产品特性满足要求。 

4.3.1 质量责任人 

质量责任人应当具有相应的资格证书，按照指定的相关工艺和操作步骤进行管理和操作。 

4.3.2 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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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供应商要确保在项目实施地来负责提供指导防腐技术工作并能够给予相关技术意见、修补工艺

的联系人； 

4.3.3 检验人员 

在防腐过程中对检验负责； 

检验员充分了解相关的检验程序、合格标准并有出具防腐报告的资格。执行目测检验、表面漆膜厚

度检验的人员应有目的地进行专业培训。 

4.4 基本要求 

4.4.1 主要参考 ISO12944《防护漆体系对钢结构的腐蚀防护》，同时根据风电厂所处气候条

件及腐蚀环境及不同部位钢结构、涂层防护寿命的设计要求。 

4.4.2 长效保护方案，应使维修周期尽可能延长，满足设计 15-20 年的使用寿命要求。 

4.4.3 应采用高固体含量、低VOC排放的相对环保的涂料产品，减少VOC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4.5 防腐涂层基本要求 

4.5.1  为保证涂装质量的可追溯性及涂层间兼容性，底、中、面漆应采用同一涂料供应商。 

4.5.2  环氧富锌底漆的干膜锌粉含量≥80%，符合 ISO12944-5 对富锌漆的要求；锌层附着力要求 3MPa。 

4.5.3  整体涂层的附着力，采用拉开法不得低于 4MPa，检测方法参考 GB/T5210-2006。 

5 流程和工序 

施工准备     表面结构性处理、除油、脱脂     喷砂     表面清洁     表面底漆预涂      

底漆喷涂      底漆修补      底漆表面砂磨、清洁      中间漆预涂      中间漆喷涂      

中间漆修补     中间漆表面砂磨、清洁     面漆预涂     面漆喷涂     交工前全面检查、修补

交工 

6 技术要求及工艺 

6.1 环境要求 

钢板表面温度高于露点 3 摄氏度以上，露天作业相对湿度低于 85%。喷涂聚氨酯面漆时，要求最

大相对湿度为 80%。 

6.2 底材的表面处理  

底材表面的粗糙度、洁净度应达到相应防腐配套技术要求。表面应除去焊渣、起鳞、割孔、焊孔等

表面缺陷，打磨圆顺所有锐边、尖角和毛刺，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喷砂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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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的清洁剂去除底材表面油污，并用高压淡水枪冲洗掉所有残余物，干燥后经检验合格，进行

喷砂。 

6.3 喷砂  

喷砂应在钢材切割、矫正、组装完成后进行。 

6.3.1 磨料 

喷砂所用的磨料应符合 ISO11124 和 ISO11126 标准规定。要求使用钢砂、钢丸或使用无盐分无污染

的铜矿砂。 

对于非金属磨料铜矿砂或金刚砂。要求粒度为：16-30 目，磨料硬度必须在 40-50Rc 之间。不允许

使用河砂、海砂。 

6.3.2 工艺要求 

检查并确认喷嘴处压缩空气压力在 5.5-7Bar。压缩空气应无油无水，必要时进行油纸试验。如果

压缩空气中含有油水，则需安装油水分离装置。空气管路内径应在 0.75 英寸以上。 

涂装前钢材表面的粗糙度要求：按 ISO 8503 标准规定，达到 Rz40-75 微米之间粗糙度要求。符合

该标准粗糙度样板 Ra6.3 微米和 Ra12.5 微米之间粗糙度要求。相当于 Rugotest No.3 BN9a 至 BN10a。 

在喷砂施工期间，要确保磨料没有受到灰尘和有害物质的污染。 

喷砂除锈等级应达到 ISO8501-1:2007 的 Sa2.5 级；对于局部无法进行喷砂除锈的部位，应采用动

力工具机械打磨除锈，达到 ISO8501-1:2007 中的 St3 级，即露出金属光泽。 

6.3.3 检验 

喷砂完工后，除去喷砂残渣，使用真空吸尘器或无油无水分的压缩空气，吹去表面灰尘，经工厂自

检合格，并取得监理工程师认可后，在 4 小时内喷底漆。 

6.3.4 收砂 

喷砂完成后应及时收砂，并经尘砂分离器分离。清洁的好砂可以回收，废砂及尘埃应及时清除出系

统。 

6.4 涂装技术要求 

（1）施工人员在涂装施工之前，认真阅读涂装工艺文件。理解、掌握涂装配套。阅读涂料产品说

明书及其施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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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涂装所用油漆须是检查合格品。禁止将不同品种、不同牌号和不同生产厂家的涂料混掺使用。 

（3）被喷涂的钢材表面必须是经过报验并确认表面处理等级、表面清洁度、粗糙度等技术指标合

格的部位。 

（4）确认施工现场环境条件如温度、相对湿度、风力等指标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 

（5）检查所用油漆的型号、批号、色号、数量等；特别要注意双组份油漆的施工，包括固化剂和

基料的混合比例、混合使用时间及固化剂的类型，正确使用稀释剂，注意随施工环境温度、湿度的变化

而随时调整油漆的施工粘度，防止干喷和流挂。 

（6）涂装工序的时间间隔，严格遵守所购品牌涂料产品说明书上所规定的重涂时间间隔。 

（7）对于品牌中双组份涂料每次调配的数量要同工作量、涂料的混合使用时间和施工人力、作业

班次相适应。混合比例要准确，按体积比混合加入。 

（8）检查调整每度油漆施工设备、工具及其工作状态。保证其在最简便、最佳施工条件使用。喷

漆前做好预涂。双组份涂料所用的喷枪，在每次喷涂完工后，要及时用配套稀释剂清洗喷枪和管路，以

免涂料胶化而堵塞。使用高压无气喷涂工艺参照 JB/Z350 执行。 

（9）加强施工现场检测，特别是在涂装过程中要不断检测调节每度油漆的湿膜厚度，以控制干膜

厚度，控制涂层系统的总干膜厚度。此外，随时目测每度油漆在成膜过程中的外观变化，注意有无漏喷、

流挂、针孔、气泡、色泽不均、厚度不匀等异常情况，并在油漆品牌公司技术服务人员的指导下，随时

调节、及时修补，并做好纪录。 

6.5 油漆干膜厚度检测 

（1）干膜厚度的检测要在涂层充分固化后进行检测。 

（2）读数点的数量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执行，因为需要考虑到被涂装结构的不同设计。一点的

读数应当是距其 26 毫米范围内其它三点的平均值。 

（3）膜厚的分布可以根据 90-10 原则测量，即所测干膜点数的 90%应当等于或大于规定膜厚。剩

余的 10%的点数的膜厚应不低于规定膜厚的 90%。 

（4）涂层的干膜厚度不应超出油漆生产商所规定的最大膜厚。 

6.6 施工工艺 

6.6.1 环氧富锌底漆 

6.6.1.1  油漆材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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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油漆施工工艺文件准备好油漆基料、固化剂、稀释剂，记录批号。打开包装后要检查油漆外观。

检查是否有胶化，变色等不正常现象，如有不正常，不要使用或请油漆生产厂家代表确认可以使用后才

能使用。 

6.6.1.2 油漆混合调配：按油漆厂家提供的混合比例进行调配。由于锌粉较重，易沉淀，因此油漆在

施工过程中应一直被搅拌。 

6.6.1.3 预涂：用刷涂的方式对边角等难以接近部位进行预涂。 

6.6.1.4 喷涂: 注意调整喷涂距离、手法，以确保满足工艺厚度。 

6.6.1.5 重涂：重涂时间可以延长，但是在重涂以前必须清除底漆表面的锌盐及污染物。在最小重涂

时间间隔后尽快进行中间漆的涂装施工。 

6.6.1.6 厚度控制：底漆要求厚度为 60µm 

6.6.1.7 目测有无漏喷、流挂、干喷等缺陷，等漆膜干燥后用磁性干膜仪测量漆膜厚度。如果漆膜厚

度不足，补喷一度以达到相应厚度。如有干喷，可采用调整稀释比，调节喷涂压力等措施来消除喷涂

缺陷。 

6.6.1.8 修补：如有漏喷、干喷等缺陷，打磨后重新喷涂底漆。 

6.6.2 环氧中漆 

确认底漆达到各项要求后并且清洁无油污之后，按以下程序喷涂中层油漆： 

6.6.2.1 环境控制： 

测量并记录温度、湿度、钢板温度、油漆温度。相对湿度要求在 85%以下。用露点盘查出露点并确

保钢板温度高于露点 3度。如果环境条件达不到以上要求，停止油漆施工，或采取加热升温达到要求后

继续作业。 

6.6.2.2 油漆材料准备： 

按照油漆施工工艺文件准备好油漆基料、固化剂、稀释剂并确认颜色是否正确。记录批号。检查包

装，如果包装有损或泄漏，不要使用或请油漆生产厂家代表确认可以使用后才能使用。打开包装后要检

查油漆外观。检查是否有胶化，变色等不正常现象，如有不正常，不要使用或请油漆生产厂家代表确认

可以使用后才能使用。 

6.6.2.3 油漆混合调配：按油漆厂家提供的混合比例进行调配。注意一定要先加固化剂并充分搅拌后

才能加入稀释剂。 

6.6.2.4 混合使用期：在20℃时，注意油漆混合使用时间为1小时。油漆调配后1小时内必须用完。 

 



T/CSEE(/Z) XXXX-YYYY 

10 

环 境 温

度 

5°C 10°C 20°C 30°C 40°C 

混 合 使

用期 

3 小时 2 小时 1 小时 0.5小时 15 分钟 

6.6.2.5 预涂：用刷涂的方式对边角等难以接近部位进行预涂。 

6.6.2.6 喷涂: 注意调整喷涂距离、手法，以确保满足工艺厚度。 

6.6.2.7 重涂间隔：重涂时间可以延长，但是在重涂以前必须清除底漆表面的污染物及漆膜退化物。

在最小重涂时间间隔后尽快进行面漆的涂装施工。 

6.6.2.8 厚度控制：中间漆要求厚度为 200µm。 

目测有无漏喷、流挂、干喷等缺陷，施工时可以用湿膜卡控制湿膜厚度，等漆膜干燥后用磁性干

膜仪测量漆膜厚度。如果漆膜厚度不足，补喷一度以达到相应厚度。如有干喷，可采用调整稀释比，

调节喷涂压力等措施来消除喷涂缺陷。 

6.6.2.9 修补：如有漏喷、干喷，起泡、流挂及针孔等缺陷，打磨后进行补涂。 

6.6.3 聚氨酯面漆 

6.6.3.1 检查中层漆漆膜厚度、外观等，在确认无缺陷时，准备施涂面漆。注意气温为 20 摄氏度

时，聚氨酯面漆与环氧中间漆最小覆涂间隔为 7 小时。气温较低时覆涂间隔要延长，反之可缩短。 

6.6.3.2 环境控制 

测量并记录温度、湿度、钢板温度、油漆温度。相对湿度要求在 80%以下。用露点盘查出露点并确

保钢板温度高于露点 3度。如果环境条件达不到以上要求，停止油漆施工，或采取加热升温达到要求后

继续作业。 

6.6.3.3 油漆材料准备 

按照油漆施工工艺文件准备好油漆基料、固化剂、稀释剂并确认颜色是否正确。记录批号。检查包

装，如果包装有损或泄漏，不要使用或请油漆生产厂家代表确认可以使用后才能使用。打开包装后要检

查油漆外观。检查是否有胶化，变色等不正常现象，如有不正常，不要使用或请油漆生产厂家代表确认

可以使用后才能使用。 

6.6.3.4 油漆混合调配：按油漆厂家提供的混合比例进行调配。注意一定要先加固化剂并充分搅拌后

才能加入稀释剂。 

6.6.3.5 混合使用期：在20℃时，注意油漆混合使用时间为4小时。油漆调配后4小时内必须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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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 5°C 10°C 20°C 30°C 40°C 

混合使用期 12 小时 8 小时 4 小时 2 小时 1 小时 

6.6.3.6 预涂：用刷涂的方式对边角等难以接近部位进行预涂。 

6.6.3.7 喷涂: 注意调整喷涂距离、手法，以确保满足工艺厚度。 

6.6.3.8 重涂间隔：重涂时间可以延长，但是在重涂以前必须清除底漆表面的污染物及漆膜退化物。 

6.6.3.9 厚度控制：面漆要求厚度为 60µm 

目测有无漏喷、流挂、干喷等缺陷，施工时可以用湿膜卡控制湿膜厚度，等漆膜干燥后用磁性干

膜仪测量漆膜厚度。如果漆膜厚度不足，补喷一度以达到相应厚度。如有干喷，可采用调整稀释比，

调节喷涂压力等措施来消除喷涂缺陷。 

6.7 冬季施工时的注意事项 

a) 气温低于 10°C 时进行油漆施工，为了便于施工，对于中间漆要求换用冬用固化剂（对于浅色产

品，冬用漆与常温漆产品颜色会存在轻微色差）。 

b) 气温低于 10°C 时，油漆粘度会增加，额外稀释后施工，要小心油漆流挂，要求换用小的枪嘴。 

c) 冬季施工，钢板温度低于 10°C 时，油漆施工时要小心流挂。 

d) 冬季露天施工，钢板温度低于 5°C 时，钢板表面就存在着结霜的可能，因此冬季油漆施工前一

定要仔细检查钢板表面有无结霜。冬季，在中午 11 点以前最好避免露天进行油漆覆涂施工。 

e) 冬季施工，稀释剂挥发速度慢，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中规定的重涂间隔进行施工。 

f) 冬季如果在厂房内施工，避免油漆喷涂后就将构件拖至露天放置，一定要给予几个小时的溶剂

挥发与油漆流平的时间。 

g) 如遇到油漆施工后温度骤降，会造成漆膜的出现缺陷，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机械性能，因此冬季

施工时要留意天气的突然变化。 

7 涂装检查项目及要求： 

表A.1 涂装检查项目表： 

项目 方法 程度和频率 可接受标准 结果 

环境 

空气温度 

钢板温度 

相对湿度 

露点 

每班次都要进行检查

每一施工过程中至少

检查两次 

根据涂装施工工艺规

格书要求 

达不到要求不能进行

喷砂或喷涂 

目测检查 
锐边、飞溅毛刺、锈

蚀级别等 
100%表面 

没有缺陷，参照涂装

施工工艺规格书要求 
对缺陷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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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度 
ISO8501-1 

ISO8501-2 
100%表面局部检查 

根据主机厂规范书要

求 

重新喷砂 

重新清洁，直到测试合

格 

表面粗糙度 
样板比较法 RUGOTEST 

No.3  
每一面或每 10 平米 

根据涂装施工工艺规

格书要求 
重新喷砂 

涂层的目测检查 
污染物、流外、油漆

外观 

每道涂层 100%表面

局部检查 

根据涂装施工工艺规

格书要求 
缺陷修补 

涂膜厚度 ISO2808 ISO2808 ISO2808 补涂或重涂 

附着力 ISO4624 
测试板上每种配套体

系测 5点 

至少. 5 N/mm² 

 

根据主机厂规范书要

求 

8 实验和检测 

塔筒制造商需完成以下实验和检测点，并在塔筒交付时提供完整的记录报告给联合动力。 

8.1 溶解盐试验 

基材盐份试验-喷砂前后都必须执行溶解盐试验。 

8.2 喷砂前检查 

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露点和钢板温度在开始喷砂、喷锌和油漆时必须检查。 

在全部过程中每隔 2 小时检查 1 次，确保符合规定条件（包括塔筒离开施工区域以后的返修）； 

8.3 喷锌检查 

a) 目视检查 

检查喷锌表面的锌渣黑斑和锌滴等 

b) 厚度测量喷锌厚度测量必须按照下列方法测量： 

对于海上风塔底段塔筒，每 5m²测量 1 点；局部喷锌部位每 2m²测量 1 点；仅喷锌的法兰表面，每

个法兰至少测量 10 点；上述测量必须按照喷锌表面均匀分布测量；测量的平均值不得低于规定的标准

膜厚；所有测量记录、保存至少 10 年。 

8.4 油漆过程检查: 

在油漆过程检查和试验是必须的，确保涂装质量。比如单层拥有正确的膜厚和表面没有流挂和其它

缺陷； 

油漆返修过程和油漆期间的检验要求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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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漆期间的检查：在喷漆期间应进行检查和测量，以保证涂装是按要求进行的。如检查单层漆膜厚

度、油漆表面是否有不良等；同时每两个塔节必须对湿膜厚度进行检测； 

8.5  最终检查： 

a) 外观检查 

在完好的油漆表面执行全部目视检查；确认表面漏涂、流挂、针孔、开裂、过喷等操作缺陷和外部

表面的颜色偏差等；检查油漆颜色是否按要求施工。在不该喷到油漆的地方，是否未做好保护等。 

b)干膜厚度检查 

评估方法：90-10 原则（即：90%涂装面积须达到设计膜厚，剩余 10%须达到设计膜厚的 90%） 

8.6 附着力测试程序： 

当附着力试验要求时，3 块试板必须跟随塔筒通过完整的表面处理过程（联合动力有权要求在风塔

表面进行额外的附着力试验）； 

内部油漆系统涂装一块试板 1 个区；外部油漆系统涂装另一块试板 1个区；另一块试板仅喷锌；拉

力测试以前油漆必须完全固化。 

附着力拉力测试根据 ISO 4624 执行；5 次拉力测试应该在内面和外面油漆系统执行。5次拉力测试

应该在只热喷锌过的区域进行。不得有任何一个测量低于3.5MPa和所有测量的平均值至少是6MPa以上。 

9 成品保护及补漆要求： 

9.1 成品保护 

内部装配好之后，在塔架末端须安装防水油布，如果 2 周之内，内部没有安装好，也必须安装防水

油布以防水渗入。 

在前2周，如果水渗入，则必须在安装防水油布之前将水去除。 

9.2 补漆要求 

9.2.1 修补：如有漏喷、干喷，起泡、流挂及针孔等缺陷，打磨后进行补涂。 

注：重涂间隔：即加涂油漆前的间歇时间(20℃或有关的温度范围) 。重涂间隔与温度、漆膜厚

度、涂层数及将来暴露情况有关。最大重涂间隔的温度是指这一期间的最高表面温度。某些油漆的附

着力所受重涂间隔的影响比其它种类油漆大。如重涂间隔已超过规定的限度应将先涂漆膜磨粗以保证

加涂油漆的附着力。另外，有些油漆品种的附着力不受重涂间隔过长的影响，但必须注意底漆漆膜不

应在恶劣环境下不加保护地长期裸露。这里所指的重涂间隔是指同类型油漆前后涂用的间隔，油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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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不同其重涂间隔也不同。漆面在污染环境中暴露后加涂前，需要用高压淡水冲净或用其它适当的

方法把先涂的漆面冲洗干净。 

9.3  修补工艺 

9.3.1 破坏到钢板的涂层修补工艺 

根据 ISO8501 中 St3 级要求，打磨表面至裸露钢板，将破损部位周围 5-10cm 范围内完好漆层拉出

坡口，保证修补涂层与原涂层平滑的过渡。表面灰尘清洁要求达到 ISO8502-3 中的 3 级以上。 

根据破损面积的大小来确定采用刷涂或喷涂工艺来进行油漆施工，修补时要按照原工艺配套要求，

按照要求厚度逐度进行修补。 

涂层修补示意图： 

 

9.3.2  仅破坏中间漆、面漆涂层的修补工艺打磨破损涂层表面 

将破损部位周围 5-10cm 范围内完好漆层拉出坡口，保证修补涂层与原涂层平滑的过渡。表面灰尘

清洁要求达到 ISO8502-3 中的 3 级以上。 

涂层修补示意图 

 

根据破损面积的大小来确定采用刷涂或喷涂工艺来进行油漆施工，修补时要按照原工艺配套要求，

按照要求厚度逐度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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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面处理担保证明书 

风电塔架/基础环表面处理 

担保证明书 
 
部段号（ID No.）：___________________  颜色：______________ 光泽：_____________ 
 
工程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采购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塔架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塔架供应商担保声明 

担保范围只限于与本公司塔架所达成的技术采购规范书面协议，不包括由于材料或工

艺不当所造成的损坏。 
此项担保包括风它的塔架/基础环表面处理。 

塔架供应商必须提供一份塔架/基础环表面处理的担保书。 
担保书在从安装之日起 5 年内有效。 
担保书外延应该包括由喷镀商修补的区域。 
担保书中的修补区域要么定为从修补之日起２年， 最长期限与担保书的有效期限相

一致。 
 
责任限额： 
 

预先说明，塔架/基础环表面处理修补的费用应该限制：作多为塔架/基础环表面处理

约定费用的 3 倍。 
然而，每年度这个数额可达到本公司 风塔质量安全塔架供应商的销售额的 50%，至

少是塔架/基础环表面处理程序约定费用的 3 倍，包括操作、运输、拆卸和安装等。 
 

削减担保修补费用如下： 
 

前 3 年，不可削减，第 4 年可削减 10%，第 5 年 30%。但是，有关已经修补地方的费

用不可削减。 
在修补担保期限内若发生下列情况： 

砂眼：当前需修补区域面积的 1%以上大于或等于 Grade（等级）2 Size（大小）2(ISO 
4628/2)的。 

生锈：当前需修补区域面积的  1%以上，在前  3 年中，大于或等于 Grade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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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ISO 4628/3)，在接下来的 2 年中，大于或等于 RI12/0.5%(ISO 4628)的。 
裂缝：不限深度，当前需修补区域面积的 1%以上大于或等于 Grade(等级) 1（4628/4）

的 
镀层剥落：不论在那个部位，当前需修补区域面积的 1%以上大于或等于 Grade(等级) 1

（4628/5）的。 
 

塔架供应商应该免费进行如下处理： 
 

修补受损部位 
在受损部位重新喷漆 
将受损部位完全重新喷漆 
一经要求，在气候或环境条件适宜的情况下，上述工作应立即执行。 
由于机械受损所引起的损坏不属于塔架供应商的责任范围，除非损坏是由于没有达到

技术采购规范所造成的。如果损坏是由其分包商的责任，塔架供应商负连带责任。 
所有有关这项协议的争端应该依据中国仲裁法则，指定一名仲裁人解决。 
这项协议的解释权及决定权归属中国法则，符合 1980 年 4 月 11 日所颁布的联合国国

际货物销售公约。 
 
 
 
担保声明颁发：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点: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塔架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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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质量状况 

质  量  状  况 

塔段的描述： 

塔段 ID 号：                        

    □基础段                     □中间段 

    底段                       □顶段 

文字描述                                                                       

 

钢构件和焊缝的放行 

    这是为了确定钢构件和焊缝是按照合同的要求来进行的。完成焊缝的塔段已经经过检验并且是合格

的。对钢构件和焊接的记录复审并已审批。 

 

日  期：                                   承包商：_______________ 

 

姓  名：                                   签  名：                 

 

 

表面处理后的放行 

    这是为了确保表面处理是按照合同的要求来进行的。完成表面处理的塔段已经经过检验并且是合格

的。对表面处理的记录已复审并审批。 

 

日  期：                                    承包商：________________ 

 

姓  名：                                    签  名：                 

 

 

内置件安装后的放行 

    这是为了确保内置件安装是按照合同的要求来进行的。完成内置件安装的塔段已经经过检验并且是

合格的。对内置件安装的记录已复审并审批。 

 

日  期：                                     承包商：_______________ 

 

姓  名：                                     签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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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记录表 1 

表面处理体系的描述 

 
 
 
 
 
 
 
 
 
 
 
 
 
 
 
 
 
 
 
 
 
 
 
 
 
 
 
 
 
 
 
 
 
 
 

塔段的描述: 

塔段的ID号     

□基础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底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顶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塔段的文字描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表面处理体系的描述 

ISO12944 中的防腐种类:               DFT总的要求           μm 

RAL 颜色:                            光泽度                 

喷砂处理                                                  

□预涂底漆的板材              □干净的钢材上完全喷砂 

□100% 表面镀锌               □部分表面镀锌 

 

生产商         产品代码 / 形状       要求的DFT 

层1:                                                    μm 

层2:                                                    μm 

表面层:                                                   μm  

评论:                                                       

内表面处理体系的描述 

ISO12944中的防腐种类:              DFT总的要求:           μm 

RAL 颜色:                         

喷砂处理:                                 

□ 预涂底漆的板材               干净钢材上完全喷砂 

 

生产商          产品代码 / 形状      要求的DFT  

层1:                                                    μm 

层2:                                                    μm 

表面层:                                                   μm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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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记录表 2 

表面处理记录 

 

 

 

 

 

 

 

 

 

 

 

 

 

 

 

 

 

 

 

 

 

 

 

 

 

 

 

 

 

 

 

 

 

 

 

 

塔段的 ID号:                                

钢材检验       □表面有完好的预涂底漆   □干净钢材上完全喷砂   □表面无缺陷和污浊 

喷砂前的天气状况记录 

日期 小时 温度 [℃] 湿度 [%] 露点温度[℃] 钢材温度 [℃] 

      

喷砂后的检验 

 清洁度 粗糙度 

预涂底漆的区域   

完全喷砂的区域   

镀锌的区域   

□喷砂的表面无污浊，焊缝无缺陷等 

镀锌前的天气状况记录 

日期 小时 温度 [℃] 湿度 [%] 露点温度 [℃] 钢材温度 [℃] 

      

镀锌的层厚度                      镀锌的           m² 

测量次数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值 

 μm μm μm 

喷漆层记录 ：            内表面:            m²               外表面:             m²   

 产品代码 批号 开始的日期小时 结束的日期小时 

外层 1     

外层 2     

外层漆     

内层 1     

内层漆     

喷漆时的天气状况记录 

应用阶段 温度 [℃] 湿度[%] 露点温度 [℃] 钢材温度[℃] 

     

     

     

最后的检验        检侧DFT值的方法:     □80-20尺     □90-10 尺 

 测量的次数 最低值 最高值 平均值 

内表面  μm μm μm 

外表面  μm μm μm 

□表面目侧合格                      □颜色使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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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修补报告 

 

 

 

 

 

 

 

 

 

 

 

 

 

下面的签名表示该段是按照合同的要求进行表面处理的，检验结果是合格的。 

喷漆供应商              日  期                 检验员姓名                签  名 

                                                                                

备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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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修补交付检验报告 

塔段的 ID 号：      

 

意见： / 

 

 

 

缺陷的位置：   

     基础段            底  段                中间段              顶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