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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究生：朱舜彬、呂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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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1/10)

鋼構銹蝕

每當使用中的鋼骨構件出現區塊銹蝕，環境濕氣中含有工業污染化學腐

蝕液體和帶有電子親和力的氯離子，會以點蝕、孔蝕行徑滲透浸蝕破壞金屬

鈍化層，而潛藏於銹鐵狹縫空間的氯化物也會容易釋出、解離出離子，利用

相鄰金屬具有不同電位差而互相滲透轉移，形成電化學腐蝕效應，加速周邊

金屬腐蝕擴散，之後就變成結構性腐蝕的鬆餅銹鐵。

典型的銹蝕鋼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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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2/10)

熱浸鍍鋅、油性防銹漆維修之困難性

因受限於組裝後鋼構現場環境條件，依組裝前標準規範施作熱浸鍍鋅、

防銹漆塗裝作業有實際的困難，只能以人工現場做簡易表面清潔除銹，再執

行表面塗刷補漆，而實質上對深層鬆解結構性腐蝕和腐蝕擴散制止無濟於

事。

一般鋼骨構件每次維修都只做表面的塗裝，在施工過程、後續的營運中

一旦有碰撞、鑽孔、裁切而造成破口，則再厚的防銹塗刷，也沒有深入銹蝕

金屬狹縫內。若考慮有效制止各種不同腐蝕因子侵入，則封閉式的防蝕塗料

層下方，反而成為金屬結構性腐蝕擴散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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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3/10)

熱浸鍍鋅、油性防銹漆維修之困難性 – 續

針對已使用中的鋼構件發生銹蝕，雖然不能改變現狀，但能有效制止腐

蝕擴散、延長老化中鋼骨的使用年限是僅有上策。

雙液型環氧樹脂防銹塗料和溶劑型油性富鋅油漆。溶劑型油性富鋅油

漆，無法和親水基的碳鋼分子鍵狹縫空間孔隙處浸潤相容，所謂「油、水不

相容」的道理，所以對銹鐵腐蝕物無法強力滲透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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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4/10)

防銹蝕方法：熱浸鍍鋅

有環保、汙染、鍍鋅工人健康、成本、構件矯正、無法滿足國際VOC要求

等問題。

• VOC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熱浸鍍鋅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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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5/10)

熱浸鍍鋅之維修對策

熱浸鍍鋅鋼構件其主要破口常發生於接頭部分，若使用RS-65滲透鍍鋅

構件鉸接接頭、完成滲透、填滿固化阻絕，可以阻止接頭銹蝕惡化。

RS-65(透明或染色)最大特點是可在深夜營運斷電後、高濕度環境施工。

台灣高鐵於2007年1月5日通車

高鐵台中站 - 熱浸鍍鋅鋼構件接頭

，幾年前開始出現銹蝕現象

RS-65(底漆)、RS-66(面漆) 係中興大學

研究團隊 - 測試、督導、開發的防銹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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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6/10)

防銹蝕方法：油性防銹漆

依標準規範施作鋼骨表面處理，再執行(油性)油漆噴塗作業，而實質上

對深層鬆解結構性腐蝕和腐蝕擴散制止無濟於事。表面噴塗其目的乃阻絕環

境中的有害因子，惟鋼構工程現場施作稍有缺失或鑽孔，有害因子就找到入

侵路徑，讓防銹破功。

油漆防銹出現破口 -

接頭內部鋼板早已發生銹蝕、

有害銹蝕因子早已入侵。

圖片來源：公路總局-李家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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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7/10)

油性防銹漆之維修對策

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支承墊表面雜物，待表面乾後 RS-65 +

RS-66。RS-65(透明或染色) 可在表面乾、高濕度 (包括夜間)環境下施工。

鋼橋嚴重銹蝕 –

傳統、制式維修工程耗時、經費不少

、效果待檢驗、主辦機關困擾

圖片來源：公路總局-李家順工程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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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8/10)

國際要求：COP26 什麼意思？

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是指197個國家每年一次的首腦峰會，討

論氣候變化和各國的應對方案、承諾和行動。這個峰會是《聯合國氣候變化

公約框架》的一個組成部分；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簽署的這份公

約，主要目標是管控、限制人類活動對氣候的衝擊。

• The UK will host the 26th 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26) in Glasgow on 31 October – 12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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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9/10)

國際要求：碳排放減量

碳排放是人類生產經營活動過程中向外界排放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

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碳化物和六氟化硫等)的過程，被認為是

導致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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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鋼構防銹現況與國際要求 (10/10)

考慮防蝕現況與不可逆的國際要求

本研究在材料應用規劃：

1) 從銹鐡狹縫纎維結構物性是屬「親水基團組織體質」的學理為啓示點，

而雙液型環氧樹脂無法滲透浸入。

2) 滿足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框架。

選擇對水親和相容的水性高分子合成樹脂，作為防銹塗料複合配方的基

礎載體，中興大學研究團隊-提出新材料、新工法的解決對策。

• 水性高分子塗料：RS-65(底漆)、RS-66(面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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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鋼構腐蝕因子擴散之新材料、新工法

1. 新材料－物性說明

–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 公路鋼構橋梁為例說明

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 台中港鄰海區風力葉片新建鋼構廠房為例說明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 其他工程案例說明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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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16)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1)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是一種水性高分子合成樹脂。具有可強力接著

鋼材料表面和滲透浸入銹蝕鋼鐵組織深層狹縫空間內，經時間架橋反應

固化後，即緊密和鋼材料密著結合，以絕對封阻的效應達到銹蝕鋼鐵防

水、絕氧、絕緣和抗多種腐蝕因子侵入。

2) 應對金屬防銹機理和方法是由裡而外從根深層切入，是一種制止銹鐵腐

蝕繼續擴散的應用材料，具有如自然界琥珀般的封阻機能。

3)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主要功能為第一道塗佈底層，直接對鋼構材料

表面及深層狹縫含浸、暈染、滲透。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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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 續

4) 採用親水基水性高分子合成樹脂為基礎載體之複合配方塗料，可順利浸

入深層銹鐵層鬆解纖維結構。

5) 採用不可逆架橋固化之高分子材料，以達到防止水滲透所含帶的氧化腐

蝕因子進入。

6) 採用相對於被保護金屬面呈垂直鏈鍵結架橋，合成樹脂對金屬接著強度

大於高分子樹脂本體的橫向面架橋強度。

7)    採用耐強酸、強鹼化學腐蝕液的水性高分子合成樹脂原料。

8)    採用絕緣性優等之水性高分子合成的樹脂，可防氯離子電化學電解裂化。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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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 續

9) RS-65係中興大學研發團隊與合作廠商的研發成果，具環保、經濟、施工

容易、優於市場知名油性塗料、熱浸鍍鋅等特性之腐蝕擴散制止塗料。

10)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為第二道塗佈面漆，其作用為防止化學腐

蝕、生物腐蝕和電化學腐蝕之表面層防護

11)  RS-65、RS-66係水性高分子，低 VOC含量 (VOC /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VOC：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3/16)



17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4/16)

RS-65

腐蝕擴散制止劑
RS-66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

外觀 半透明 粉白色底

固成分 33 ± 1% 40 ± 1%

pH酸鹼值 8.1 7.8

黏度 10 cps（#3, 10 rpm） 10 cps（#3, 10 rpm）

Tg點 約25℃以上 約25℃以上

高分子平均粒徑 < 50 nm = 50 × 10−9 m < 50 nm = 50 × 10−9 m

離子性 陰離子 陰離子

最低造膜溫度 約13.5 ℃以上 約13.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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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工法改善與解決鋼骨銹蝕問題

1) 相較於目前市場之重防蝕塗料、熱浸鍍鋅、氟碳烤漆等處理方式，新材

料其鋼構件表面處理費用遠低於目前的任何其他防蝕方法。低成本鋼

刷、高壓水沖或高壓氣噴等簡易表面處理後，待表面乾後即可噴塗或塗

刷。使用高壓水柱、鋼刷、空氣噴槍清除構件上雜質，等待表面乾表即

可進行RS-65第一道噴塗。第一道噴塗完，等待表面乾表即可進行RS-65

第二道噴塗。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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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工法改善與解決鋼骨銹蝕問題 – 續

2) 施工條件只要表面乾即可，若鋼材料曝露在相對濕度高的環境下也可進

行噴塗作業，突破潮濕環境或夜間不得施工的目前法規設限。

根據中興大學土木系材料試驗室的-加速老化電化學檢測-數據報告，在

鋼材防銹保護功效，優於檢測的知名品牌防銹塗料和熱浸鍍鋅鋼板。

加速老化電化學檢測基本上是一種更快速、更嚴苛的鹽霧測試 (SST)

(SST / Salt Spray Test)。

• 加速老化電化學檢測：係中國國務院 (港-珠-澳)大橋水下鋼骨檢測標準。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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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工法改善與解決鋼骨銹蝕問題 – 續

3) 其防蝕保護期，根據-加速老化電化學檢測-數據遠高於目前的任何其他

防蝕方法包括熱浸鍍鋅。市面這些知名品牌防蝕塗料、浸鍍鋅鋼板、氟

碳烤漆鋼板分別在2～3小時、3～4小時、40～45小時的-加速老化電化學

檢測-後失去防蝕功能，新材料親水基高分子複合塗料在65～72小時後才

出現失去防蝕功能。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電化學加速金屬老化檢測儀/側視電化學加速金屬老化檢測儀/上視

1. 新材料－物性說明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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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新工法改善與解決鋼骨銹蝕問題 – 續

4) 其原料取自台灣島內，所以價格更便宜。

5) 這是一種具前瞻、低成本、易施工、無汙染的新材料、新工法，可以針

對全新或已銹蝕鋼構件阻止腐蝕擴散的維修可行方案。

• 補充說明：

以水性高分子合成樹脂為基礎載體，符合未來環保、無汙染之工業願景，

可方便工人在工地現場快速塗刷，所需工時為油性塗料工時的1/3以下，更可

以在相對濕度高的環境下(包括夜間)進行噴塗作業，降低施工條件的限制。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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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T測試 – 面層(RS-65+RS-66)

最終結果為 8232-HRS

鹽水噴霧試驗(SST)

TAF試驗室1. 新材料－物性說明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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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滲透、高浸入的物性: 將白色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同時塗佈在一片

全新鋼板和一片舊鋼板上，經四個時段拍攝4張白色RS-65在兩片不一樣鋼板

的表面反應 (RS-65滲透鋼骨內部縫隙試驗)。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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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滲透、高浸入的物性: 以下圖照所示上、下兩片鋼板，上片是全新鋼

板，下片是已經有一段時期的舊鋼板，兩片鋼板同時塗佈RS-65白色高分子

防蝕塗料，經過不同時間從2:15分開始到4:58分共拍攝4張影照顯示，上片鋼

板是全新的，鋼材料結構狹縫間隙小，還沒開始有縫隙腐蝕現象，所以4張

不同時間的影照存證都一直顯現RS-65的白色塗料原色。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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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滲透、高浸入的物性: 下鋼片是老舊的鋼片，鋼材料結構已呈現狹縫

空間，該空間會從環境中吸收含氧量濃度差的腐蝕性液體，造成鋼板是由內

而外的腐蝕，這就是縫隙腐蝕，當塗佈RS-65高分子塗料，這些有銹蝕顏色

的腐蝕物就慢慢在不同時段從狹縫空隙中被高滲透力的高分子材料引出

，而由具有防銹功能的高分子材料佔據取代之。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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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滲透、高浸入的物性: 全新鋼板全部表現白色塗料原樣；舊鋼板深層

結構狹縫空間潛藏著氧化腐蝕銹鐵沉積物，會慢慢順著滲透進入的水性高分

子樹脂原來的水路，浮現出鋼板表面的白色RS-65塗膜面而呈現點蝕狀銹鐵，

實驗證明RS-65所具有的高分子滲透力可深植填縫舊鋼板深層的狹縫空間。

由實驗證明顯示，RS-65高分子材料處理理是從鋼構材料組織體内以化

學滲透防蝕，防銹功能是由內而外，抗腐蝕原理是長時效的結構性防銹，而

不是短暫性的表面防護。

這種新研發鋼骨塗料，可以把鋼骨內的腐蝕蟲拉到鋼骨表面的塗料裡，

進而幾乎根治鋼骨的銹蝕問題。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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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66塗料耐強酸、強鹼: 將一片5-mm厚碳鋼板，兩面先塗佈RS-66抗

氯離子電化學腐蝕防銹塗料，在鋼板正中央刮除一小區塊面積塗料保護層，

使鋼板裸露，將整片鋼片置放含浸入電化學加速金屬腐蝕電解檢測儀之電解

溶液內，以連續測試11小時15分後，原來沒有塗料保護的裸鋼面區塊，總厚

度5-mm的鋼材料全部被電解槽內的強酸、強鹼溶液和氯化鈉解離的氯離子，

以電化學加速老化腐蝕化解到另一面塗料膜，而保護整片鋼片的RS-66塗料

膜還完整無缺。

5-mm鋼板加速老化測試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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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擴散檢驗:以下是將一片5-mm厚碳鋼塗上水性高分子複層塗料0.2-

mm膜厚，擇一正中央區一小區表面刮除塗料保護層，使鋼板表面裸露，再

以整片浸泡電化學檢測連續11小時後得此外觀評比效果：

5-mm厚度的裸露鋼表面因沒有保謢，全部被氯化鈉氯鹽溶液解離出氯離子

攻擊、穿透；而凹洞的週邊的鋼材料受水性高分子複合塗料以強力附著、絕

對封阻，絕氧、絕緣而一起和保護塗料層完整無缺。

5-mm鋼板加速老化測試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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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擴散檢驗:以下這一片是將氯離子腐蝕穿透鋼板呈凹洞區週邊塗料

全部刮除，觀測原來塗水性高分子複合塗料的鋼板表面是否有腐蝕或腐蝕擴

散，其結果是鋼板結構組織從-表面到裡面-結構品質完整。

制阻腐蝕擴散機能1. 新材料－物性說明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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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鋼構腐蝕因子擴散之新材料、新工法

1. 新材料－物性說明

–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公路鋼構橋梁為例說明

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 台中港鄰海區風力葉片新建鋼構廠房為例說明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 其他工程案例說明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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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索橋-吊橋無預警斷裂 / 無法查覺到的銹蝕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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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橋鋼索無預警斷裂 / 無法查覺到的銹蝕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2/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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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索橋 - 吊橋鋼索無預警斷裂、基板被拔起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3/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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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索橋 - 吊橋鋼索銹蝕、已查覺的銹蝕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4/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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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ing Bolt (支承型螺栓) and Slip-Critical Bolt (摩阻型螺栓)

鋼構橋梁-高強度螺栓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5/19) 公路鋼構橋梁



36

T C Bolt - 斷尾螺栓 /  Slip-Critical Bolt /  摩阻型螺栓

鋼構橋梁-螺栓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6/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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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斷尾螺栓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7/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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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 - 螺栓現場除銹、螺栓現場防護施作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8/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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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螺栓螺紋間隙示意圖、生銹螺栓剖面

維修建議：沾浸RS-65後待表面乾+鎖固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9/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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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 – 鍍鋅螺栓、使用過螺栓間隙生銹

維修建議：沾浸RS-65後待表面乾+鎖固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0/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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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橋梁支承墊

維修建議：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支承墊表面雜物，待表

面乾後 RS-65 + RS-66。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1/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支承墊表面雜物，待表

面乾後 RS-65 + R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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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 - 橋梁已銹蝕支承墊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2/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螺栓表面雜物，待表面

乾後 RS-65 + R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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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橋梁螺栓銹蝕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3/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螺栓表面雜物，待表面

乾後 RS-65 + R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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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橋梁螺栓油漆剝落、螺栓開孔不當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4/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銲道表面雜物，待表面

乾後 RS-65 + R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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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銲接銲道油漆剝落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5/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

1. 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銹蝕鋼筋表面雜物，待表面乾後

RS-65 + RS-66。

2. 若有外觀需要，可以噴塗水泥砂漿。
46

混凝土橋梁-混凝土剝落、銹蝕鋼筋裸露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6/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

1. 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龜裂表內、外雜物，待表面乾後

噴塗 RS-65 + RS-66。

2. 若有需要，可加噴修復水泥砂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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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橋梁-混凝土裂縫打針、混凝土裂縫噴塗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7/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構造物表面雜物，待表

面乾後 RS-65 + RS-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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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維修塗裝 - 臨時支撐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8/19) 公路鋼構橋梁



維修建議：

1.高壓水刀或高壓噴氣槍，清除構造物表面雜物，待表面乾後

RS-65 + RS-66。

2. 橋下高濕度河面、海面，使用水性RS-65 為較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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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橋梁 - 跨河維護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19/19) 公路鋼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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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鋼構腐蝕因子擴散之新材料、新工法

1. 新材料－物性說明

–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 公路鋼構橋梁為例說明

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台中港鄰海區風力葉片新建鋼構廠房為例說明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 其他工程案例說明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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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1/14)

天力、Vestas 離岸風力發電葉片生產新建廠房

在台中港西碼頭關制區內，興建中的丹麥(Vestas)風力發電葉片生產新

建廠房，預定110-06-15啟用，惟施工未滿7個月(109-07~110-02)使用傳統塗

裝(鋁鋅塗料、熱浸鍍鋅)已經被海鹽嚴重侵蝕，業主(天力離岸風電、丹麥

Vestas)無法接受，現在已經使用新材料、新工法進行塗裝補修作業。

台中港臨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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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風力發電葉片生產廠房-業主(天力風力、丹麥Vestas)

台中港臨海區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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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構件-鋼梁受海鹽侵蝕(7個月)表面已有嚴重銹蝕現象，鋼梁上、下翼板積有

大量氯離子結晶，說明鋅鋁防銹塗料，顯然無法抵抗海鹽的侵蝕。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Building A

台中港臨海區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3/14)



54

廠房外伸懸臂-槽鋼(熱浸鍍鋅)受海鹽侵蝕(7個月)整體表面有明顯被侵蝕

的鍍鋅粉化現象。已經補兩道透明底漆(RS-65)於槽鋼表面與螺栓開孔

處，以防止海鹽侵蝕所造成之持續惡化。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Building A

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4/14) 台中港臨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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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件銹蝕改善後現況

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5/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預定在台中港生產之風力發電葉片(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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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6/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 (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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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7/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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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8/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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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9/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 (7個月) 

熱浸鍍鋅槽鋼 (已經嚴重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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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10/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 (7個月)

熱浸鍍鋅槽鋼 (已經嚴重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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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11/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7個月)新材料進行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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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12/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7個月)新材料進行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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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13/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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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14/14) 台中港臨海區

Vestas葉片生產新建廠房-受海鹽侵蝕(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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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鋼構腐蝕因子擴散之新材料、新工法、新技術

1. 新材料－物性說明

–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 公路鋼構橋梁為例說明

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 台中港鄰海區風力葉片新建鋼構廠房為例說明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其他工程案例說明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輸配電鐵塔銹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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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33)

輸配電鐵塔-銹蝕

輸配電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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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鐵塔鋼構件(鋁鋅塗料、熱浸鍍鋅)，受海鹽、環境侵蝕鋼構件表面有

明顯被侵蝕現象，說明鋼構廠製(CNS鋅鋁防銹塗料、熱浸鍍鋅)，顯然

無法抵抗海鹽、環境的侵蝕。

2) 鋼構件表面清除乾淨後，補兩道透明底漆(RS-65)加上兩道面漆(RS-66)

於鋼構件表面，以防止海鹽、環境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33) 輸配電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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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彰濱太陽光電場

鋼板圍籬表面清除乾淨後，補兩道透明底漆(RS-65)加上兩道面漆(RS-66)

於鋼構件表面，以防止海鹽、環境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若主管機關缺巨

額維修經費，使用RS-65或RS-66可以將鋼板圍籬凍齡並阻止惡化。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3/33) 太陽光電場

銹蝕鐵皮圍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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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件表面清除乾淨後，補兩道透明底漆(RS-65)加上兩道面漆(RS-66)

於鋼構件表面，以防止海鹽、環境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若主管機關缺巨

額維修經費，使用(RS-65或RS-66)可以將管路設備凍齡並阻止惡化。

臨海露天管線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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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構件包括接頭表面清除乾淨後，於栓接處點滴(注射)透明底漆(RS-

65)，以防止海鹽、環境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待表面乾後進行-螺栓防銹

填縫膠(RS-66c)施作-確保螺栓的絕對封阻。RS-66c係RS-66之改良產品，比

較稠黏、可以在營運斷電後、潮濕半夜施工。

台中高鐵站

台中高鐵站-熱浸鍍鋅鋼構件接頭出現銹蝕現象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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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銹蝕鐵路鋼橋

鋼構件表面清除乾淨後，補透明底漆(RS-65)加上面漆(RS-66)於鋼構件

表面，以防止海鹽、環境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若管理機關缺巨額維修經

費、使用(RS-65或RS-66)可以讓鋼橋凍齡並阻止惡化。

已銹蝕鐵路鋼橋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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銹蝕鋼構造物

傳統鋁鋅塗料-接頭螺栓周邊銹蝕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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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裝補修作業說明

1) 主構件－鋼構接頭受侵蝕表面已有油漆剝落銹蝕現象，說明鋼構廠製鋅

鋁防銹塗料，顯然無法抵抗海洋氯離子侵蝕破壞。

2) 建議使用鋼刷進行必要清除已破損漆面與鬆動銹蝕，再以強力或高壓水

刀進行構件表面清理，待表面乾後進行下一步驟。

3) 當鋼構件表面清除乾淨、表面乾後，進行RS-65+RS-66維護，待表面乾

後進行-螺栓防銹填縫膠(RS-66c)施作-確保螺栓的絕對封阻。

銹蝕鋼構造物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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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螺栓周邊表面清除乾淨、表面乾後，進行RS-65底漆塗布，完成二

道透明水性底漆後，待表面乾後進行，進行一道表面漆(RS-66c) 。

銹蝕鋼構造物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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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螺栓周邊表面清除乾淨、表面乾後，進行第一道透明底漆(RS-65)，待

表面乾後進行第二道30µm透明底漆。完成二道透明水性底漆後，待表面

乾後進行一道表面漆(RS-66c)。底漆(45奈米)可強力附著不銹鋼。

銹蝕鋼構造物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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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龍鋼鐵公司全區-空照

以中龍鋼鐵公司為例 (台電台中火力發電廠也適用)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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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出廠-未銹蝕鋼捲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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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出廠-已銹蝕鋼捲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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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運送-已包裝鋼捲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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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材料(RS-65)塗布於鋼捲-示意圖

修改既成生產流程，讓鋼捲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這個優勢將讓

鋼鐵廠、運輸業、經銷商、使用客戶的既成產業鏈受益。中龍可以把外銷鋼

鐵送到全球沒有時間壓力，因為使用新材料(RS-65)塗布於鋼捲，讓鋼捲送到

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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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捲

建議於未銹蝕鋼捲表面噴塗一道透明底漆(RS-65)，以防止環境或鹽害所造成

之侵蝕。讓鋼捲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這個優勢將讓鋼鐵廠、運輸

業、經銷商等既成產業鏈受益。中龍鋼鐵可以把鋼捲行銷全球沒有時間壓

力，因為使用新材料(RS-65)塗布於鋼捲，將讓鋼捲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

題。

• 每層(道)非透明面漆(RS-65)，建議厚度如下：

 非鹽害地區25 µm = 0.025 mm

 鹽害地區40 µm = 0.040 mm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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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出廠之熱軋型鋼-黑皮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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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骨構件-熱浸鍍鋅槽(有環保汙染問題)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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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材料(RS-65)塗布於熱軋型鋼-示意圖

修改既成生產流程，讓熱軋型鋼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這個優勢

將讓鋼鐵廠、運輸業、經銷商、使用客戶的既成產業鏈受益。中龍鋼鐵可以

把外銷鋼鐵送到全球沒有時間壓力，因為使用新材料(RS-65)塗布於熱軋型

鋼，讓熱軋型鋼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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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軋型鋼

建議於熱軋型鋼(黑皮狀態)表面噴塗一道透明底漆(RS-65)，以防止環境

或鹽害所造成之侵蝕。讓熱軋型鋼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這個優勢將

讓鋼鐵廠、運輸業、經銷商等既成產業鏈受益。中龍鋼鐵可以把熱軋型鋼行

銷全球沒有時間壓力，因為使用新材料(RS-65)塗布於熱軋型鋼，將讓熱軋型

鋼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

每道非透明面漆(RS-65)，建議厚度如下：

 非鹽害地區25 µm = 0.025 mm

 鹽害地區40 µm = 0.040 mm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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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2/33)

若主管機關缺巨額維修經費、使用RS-65或RS-66可以凍齡並阻止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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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3/33)中龍鋼鐵公司

若主管機關缺巨額維修經費、使用RS-65或RS-66可以凍齡並阻止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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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興建中鋼構造

建議於灰色件表面噴塗1~2道透明底漆(RS-65)，第一道目的在封阻，第

二道在加強，以防止環境或海鹽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高壓水柱沖洗後，

待表面乾後於構件表面噴塗：

底漆： 1~2道透明底漆(RS-65)，第一道目的在滲透封阻，第二道在加強。

面漆:：1~2道有顏色面漆(RS-66)，防止環境或海鹽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

每道有顏色面漆(RS-66)，建議厚度40 µm = 0.040 mm (鹽害地區)

預期保護時效

根據中興大學土木系材料試驗室-加速老化電化學檢測-數據報告，在鋼

材防銹保護功效，優於檢測的品牌防銹塗料、熱浸鍍鋅和氟碳烤漆鋼板。加

速老化電化學檢測其實是一種更快速、更嚴苛的鹽霧測試(SST)。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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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海事工程

以離岸風電海事工程為例，海事工程鋼筋混凝土在材料和作業所面臨的

水泥配方握裹力補強、混凝土密度結構防水、鋼筋抗海洋氯鹽離子腐蝕等技

術問題。

海上離岸風機-葉片與鋼管支架

離岸風電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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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機與下部結構

離岸風電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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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離岸風機與下部結構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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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重力式（Gravity-based）離岸風機

如同重力式擋土牆，使用混凝土或填砂並藉其重力，抵抗傾覆力矩。重

力式優點是施工技術低、價格低廉，缺點是需要考量海床承載力、不適合較

深的海域，且需考慮混凝土開裂的影響，建議以RS-65 取代熱浸鍍鋅。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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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1) 水下鋼構件表面清除乾淨後，補兩道透明底漆(RS-65)，以防止海鹽、環

境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

2) 基樁內鋼筋浸塗RS-65，混凝土攪拌RS-61增加緻密度，以加強抵抗海鹽

+環境所造成之侵蝕。RS-61係RS-65改良產品具緻密與抗張能力。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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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離岸風機-模型 / 世紀鋼構-賴董事長 Vestas鋼管桶子(直徑400公分)

-台中港管制區內工地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30/33)



離岸風機上部結構

鋼管桶子厚度使用20-25公分說明一個事實，利用厚度對抗氯離子侵

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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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離岸風機-上部結構(直徑400公分、厚度25公分) 鋼管桶子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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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海面下管架式結構

使用傳統塗料、熱浸鍍鋅+塗料、懸掛鉛塊於海底，其對抗海中氯離子

侵蝕之耐久性有待檢驗。

海面下套管式結構 – Jacket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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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風電

施工中鋼構工程防蝕對策

1) 高壓水柱沖洗後，待表面乾後於構件表面噴塗。

2) 底漆：1~2道透明底漆(RS-65)，第一道目的在滲透封阻，第二道在加強

(可免)。

3) 面漆：1~2道有顏色面漆(RS-66)，第二道在加強(可免)，以防止環境或海

鹽所造成之侵蝕持續惡化。

4) 海底重力式基樁：鋼筋浸泡(RS-65)，混凝土澆置時填加適量的(RS-61)

可增加混凝土緻密性、抗張性抵抗海洋氯離子侵蝕。RS-61係RS-65改良

產品具緻密與抗張能力。

• 每道塗漆，建議厚度如下：40 µm = 0.040 mm (鹽害地區)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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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鋼構腐蝕因子擴散之新材料、新工法

1. 新材料－物性說明

– 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2. 新材料應用－鋼構橋梁之工程案例

– 公路鋼構橋梁為例說明

3. 新材料應用－已執行之工程案例

– 台中港鄰海區風力葉片新建鋼構廠房為例說明

4. 新材料應用－其他可使用之工程案例

– 其他工程案例說明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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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1/9)

1. 新材料機理

底漆(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面漆(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其功

能是具有可強力接著鋼材料表面和滲透浸入銹蝕鋼鐵的組織深層狹縫空間

內，經時間架橋反應固化後，即緊密和鋼材料密著結合，以絕對封阻的效應

達到銹蝕鋼鐵防水、絕氧、絕緣和抗多種腐蝕因子侵入。

應對金屬防銹機理和方法是由裡而外從根深層切入，是一種制止銹鐵腐

蝕繼續擴散的應用材料－具有如自然界琥珀般的封阻機能。

• 底漆：腐蝕擴散制止劑/RS-65 原始顏色為半透明可以染色。

• 面漆：抗氯離子腐蝕防銹塗料/RS-66 原始顏色為白色可以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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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材料與品牌塗料比較

1) 新材料(RS-66)塗佈乾膜厚度0.04mm(40m)在尺寸7.5cm×15cm×1mm之

碳鋼板上，參與評比測試市面知名品牌防銹塗料、氟碳烤漆鋼板與熱浸

鍍鋅鋼板。市面這些常用知名品牌防蝕塗料、浸鍍鋅鋼板、氟碳烤漆鋼

板分別在2～3小時、3～4小時、40～45小時的「加速老化電化學檢測」

後失去防蝕功能，新材料親水基高分子複合塗料在65～72小時後才出現

失去防蝕功能。在鋼材防銹保護功效，遠優於檢測的知名品牌防銹塗

料、熱浸鍍鋅鋼板和氟碳考漆。

2) 單液型塗料(不需要甲苯)，價格低於市面知名品牌防銹塗料、浸鍍鋅鋼

板，價格遠低於氟碳烤漆鋼板。

3) 燁輝鍍55%鋁鋅鋼板+(RS-65)+(RS-66)試體，已經通過SST(鹽霧測試)

8232-小時測試，目前正朝10,000小時目標邁進。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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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材料與施工環境

1) 以水性高分子合成樹脂為基礎載體，符合國際未來環保、無汙染之工業

願景 (VOC要求)，方便工人在工地現場快速噴塗、塗刷。

2) 可以在相對濕度高的環境下包括夜間進行噴塗作業，降低施工條件的限

制；屬水性環保無汙染之高分子材料，施工性良好，噴塗時間可以大幅

縮短；無汙染之高分子材料屬單液型塗料(不需要甲苯)，因此在噴塗環

境下，工人不會有健康受損問題。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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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材料與施工前處理工作

新的鋼構件表面處理照現有規範執行噴砂，已生銹的鋼構件表面處理，

包括鋼刷、水沖或氣噴等(低要求)簡單的表面處理，待表面乾後即可噴塗或

塗刷，費用、施工時間大幅將低。

5. 新材料相容性佳

經知名鋼板廠商(燁輝企業)的嚴格測試-與熱浸鍍鋅鋼板、氟碳烤漆鋼板

一般烤漆鋼板均具有良好相容性。

• 黏著性試驗：今年(2021)初世紀鋼鐵透過-挪威大廠佐敦(Jotun)塗料台灣

區總代理-林以文經理(林經理也是世紀鋼鐵的油漆總顧問)，把RS-65+RS-

66送到馬來西亞與挪威總廠進行黏著性測試，其結果是高標通過Jotun在

馬來西亞廠與挪威總廠的黏著性試驗。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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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具前瞻性之新材料、新工法

1) 導入鋼鐵生產流程－到客戶手中的成品沒有銹蝕問題

讓鋼捲、熱軋型鋼送到客戶手中沒有銹蝕問題，這個優勢將讓鋼鐵生產

業者、運輸業、經銷商等既成產業鏈受益。鋼鐵生產業者可以把鋼捲、

熱軋型鋼行銷全球沒有海上運送銹蝕困擾，因為使用新材料(RS-65)塗布

於鋼捲、熱軋型鋼，到客戶手中的成品沒有銹蝕問題。

2) 延壽計畫：使用中(或興建中)已銹蝕鋼構造物

針對使用中(或興建中)已銹蝕鋼構造物-可以低成本、無汙染、更友善施

工條件進行延壽維修。若管理機關缺巨額維修經費、使用RS-65或RS-66

可以凍齡並阻止惡化。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5/9)



104

3) 親民價、高性能－前瞻佈署滿足國際環保無污染之要求

單液型塗料，單價低於市場品牌塗料、熱浸鍍鋅、單價遠低於熱浸鍍鋅

+氟碳烤漆。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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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鋼結構熱浸鍍鋅與油漆之經濟效益比較 / 新材料單價約550-650元/公斤
(計算基準日2018.07.25 / 熱浸鍍鋅協會資料) / 塗佈面積1.5倍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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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結

1) 符合CNS規範之熱浸鍍鋅或油性防銹漆，基本上無法滿足台灣海邊沿岸

之高鹽份、高濕度、強勁東北季風環境下(近岸、離岸)鋼骨構件之防蝕

需求。實例：台中港鄰海工業區-天力離岸風力發電葉片生產新建廠房

(施工期間為109-07-15 ~ 110-08-30)，在國內、外業主(天力風電、丹麥

Vestas)同意下 RS-65完成善後補修工作。

2) 為滿足國際VOC的排放量要求，水性環保之高分子塗料是未來的必走選

項。本文介紹之新材料(RS-65、RS-66)，過去3年在中興大學研究團隊的

努力下在不同地點的試驗室，經過加速老化測試、黏著性測試、耐磨度

測試、TAF之鹽霧測試(8232-HRS)考驗，所有數據顯示說明新材料，是

值得期待的環保鋼骨塗料。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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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的水性材料其VOC排放量滿足國際社會要求，其主要特色如下：

 可以加水稀釋；使用一般水即可清洗噴塗工具，不必動用甲苯類有機溶劑清

洗。應對金屬防銹機理是由裡而外從根深層切入，是一種制止銹鐵腐蝕繼續擴

散的應用材料－具有如自然界琥珀般的封阻機能。

 係單液型塗料，若工作當日有剩餘塗料，只需將桶子蓋緊第二天打開可以馬上

使用。相較於，雙液型需調配後才能硬化，必須在有限時間內使用完畢，使用

中每個時段的樹脂硬化濃度都不一様。

 施工所需時間大約是油性塗料的1/3，塗佈面積遠大於油性塗料。

 係單液型塗料，單價低於市場品牌塗料、熱浸鍍鋅，單價遠低於熱浸鍍鋅+烤

漆，已在海外台商圈中使用，地區包括東南亞、關島、塞班島。

 可在相對濕度高的環境下施工，讓某些特殊交通工程得以在半夜施作。

 已銹蝕的鋼構件表面處理包括鋼刷、水沖或氣噴等簡單的表面處理，待表面乾

後即可噴塗或塗刷，其費用、施工時間大幅降低。

5. 結論－新材料具前瞻性與國際競爭力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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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