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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ka® Permacor®  2807//HS-A

Sika® Permacor®  2807/HS-A 
无溶剂,导电，热喷涂环氧涂料 

 

产品简介 Sika Permacor 2807/HS-A 是双组份无溶剂环氧涂料，用双组份热喷涂设备施工。具有

极高的物理强度和优异的耐磨损和抗冲击性能。 

获DIBt德国国家实验室认证，用于储存可燃性液体的储罐内壁。符合TRbF 401/402规
范。 

通过STS-M67有关储罐衬里认证- Bundeswehr及NATO对储存可燃性液体的储罐要求。

获得 KIWA  BRLK 779/03：储存可燃性液体的钢储罐衬里认证。  

VNIIST认证-  用于储存原油，轻和重成品油以及航空油的储罐内壁涂料 

VNIIST认证-  用于输运水，油和混合气体等管道的内壁涂料 

根据德国食品法，此产品是惰性无害的  

应用 Sika Permacor 2807/HS-A适用于与各种腐蚀介质（见“储罐抗化学腐蚀表”）接触的钢，

不锈钢，铝材，混凝土和水泥基表面的腐蚀防护。 

Sika Permacor 2807/HS-A主要用于储罐衬里，容器，竖井，二次容器结构，废水处理

设备及管道等。  

Sika Permacor 2807/HS-A也同样特别适用于旧涂层和存在高腐蚀及点蚀钢储罐-无压层

增强。 

优点  优异的耐水及耐污水性能，耐可燃/不可燃液体以及其它化学品和食品的腐蚀 

 导电 

 极高的扩散阻力 

 与钢，不锈钢，铝材和矿物表面附着力良好 

 一次涂装，经济实用 

 使用寿命可长达 20 年以上，维护简便，因而性能价格比高 

产品数据  

颜色 灰色， 近似 RAL 7024 (组份 A： 浅灰色/组份 B： 黑灰色) 

漆膜外观 有光泽 

包装 组份A：  Sika Permacor 2807/HS-A (A)：    200； 25； 1 和 0.1 kg 

组份 A： Sika Permacor 2800/HS-A (B)：    200； 25； 0.5 和 0.05 kg 

保质期 原装密封容器内，在干燥和凉爽的环境中，可存放 2 年。 

使用指南  

涂层体系 钢材（用于可燃液体的涂层）： 

1 x Sika Permacor 2807/HS-A ( 500 -1800 微米) 

钢，不锈钢和铝材： 

1 x Sika Permacor 2807/HS-A (500 -2500 微米) 

混凝土： 

1-2 x Sikagard 720 EpoCem  
1 x Sikafloor 156 
1 x Sika Permacor 2807/HS-A (1000 -250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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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 钢材：  

清除焊接飞溅物，按 EN 14879-1 标准打磨焊点和焊缝。 

按照EN ISO 12944，第四部分标准，喷砂至 Sa 2 1/2.  

钢材表面必须无灰，油，润滑油等，平均表面粗糙度 RZ ≥50 微米。 

不锈钢和铝材： 

按照 EN ISO 12944，第四部分标准扫砂，只能用非金属磨料。 

平均表面粗糙度 RZ ≥50 微米， 确保基面无影响粘结力的污染物。 

混凝土： 

需涂装的混凝土底材表面应符合一般建筑标准，例如：坚固、清洁、干燥，无可能影响

附着力的杂质。按照DIN 1048 所有表面附着强度都应大于 1.0N/mm2
，且平均表面附着

强度大于 1.5N/mm2
；当承受较高的机械荷载时，平均表面附着强度值应大于

2.0N/mm2
，最低不得小于 1.5N/mm2

。可配合适当的底漆使用，但应遵循正确的重涂间

隔。 

技术数据  

材料用量  

体积比重

(液态) 

固含量 

约占% 

中等干膜厚度 

材料理论用量 

约
kg/L 

体积 重量 干膜 

微米 

湿膜 

微米 

约 

kg/ m2 

约 

m2/kg 

1.5 100 100 
500 

1000 

500 

1000 

0.75 

1.5 

1.33 

0.67 

  

混合配比(组份 A ： B) 

重量比： 

体积比： 

 

100 ： 50  (2 ： 1) 

100 ： 66  (1.5 ： 1) 

抗性： 化学影响： 

参见化学腐蚀性能表。 

温度： 

可耐受至+ 100°C 干热。 

耐磨性能：按 ASTM D 4060 (泰伯)： 235 mg/100 U (荷载：500 g； 轮 S 33)  

Buchholz 硬度：依照 ISO 2815，Buchholz 硬度： 约 100 

多孔性测试 因涂层的电导率影响，仅可目视评估。 

导电率 最大 1 x 108 
欧姆（DIBt，德国国家实验室） 

施工说明 

材料处理 可用双组份无气热喷涂设备施工 

施工前先搅拌各个组份。 

切勿稀释！ 

施工方法 热喷涂： 

勿稀释, 

使用特殊的双组份热喷涂设备施工 

喷嘴大小：                            ≥ 0,53 mm (0,021 inch) 

喷涂角度：                            例如： 50° 

喷嘴温度：                            + 65°C - + 70°C 

修补： 

勿稀释, 

仅适合小面积修补！清洗受损区域，对可能会出现重叠涂装的整个周围区域，进行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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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喷砂处理，并去除所有的灰尘，之后立刻刮涂预混好的产品。  

施工温度 最低 + 10°C (环境和基面) 

相对湿度 最大 80%   (基面温度 ≥ 3°C 露点). 

条件达到临界限制时，应使用加热器和除湿气设备。 

操作时间 在+ 20°C 下，约 30 分钟 

在+ 60°C 下，约  5 分钟 

干燥温度，在 +20°C下 表干：     6 小时 

可步行： 24 小时 

固化达到完全机械和化学性能： 

在+23 °C 下，约 2 天  

在+12 °C 下，约 3 天   

在+  7 °C 下，约 5 天    

等待时间 在+ 20°C 下，最长 4 小时  

若等待时间较长，表面必须喷砂处理。 

可涂覆性 自身涂覆。 其他产品 – 咨询西卡公司 

最终固化时间 + 20°C 下，7 天后，漆膜具有充分的机械和耐化学品腐蚀性能。 

涂层施工后容器或管道应立即封闭。涂层固化无需通风。 

首次使用建议 新涂装的储罐或管道在注入饮用水或食品前，建议先往容器内至少注入水并清洗 1 天 

工具清洗 Sika Permacor Cleaner HS 

重要提示  

预防措施 请遵守包装桶上的安全指示和当地安全法规的规定 

必须遵守危险货品条例 

在施工期间，确保相应的空气流通，特别在密闭的空间、深坑、 矿井等。远离明火和焊

接。 

在只有一点光线的空间内只允许使用安全灯。安装的通风设备必须是防火的 

稀释剂和处于液态或未固化态产品会污染地下水，应防止流入排污管道或涌向地表 

根据地方健康和安全条例，必须对所有溢出物和液体废水进行处理 

更多细节请见我们的 "健康保护和事故预防"说明 

数据来源  产品说明书所示所有技术数据均基于实验室测试条件。实测数据可能会由于环境因素不

同而有所不同。 

 

 

 

注意 
当西卡产品在正常情况下正确储存、处理和使用时，无论是此处信息，还是特殊情况下对使用西卡产品的推荐，都是基于西卡公

司对其知识和经验的良好信心。在实际应用中，由于所用物料，底层和工地的不同，因此不能由此处信息，或任何书写的推荐，

或任何其他的建议而推断出西卡公司对其产品的商品性和特殊用途的适用性作任何担保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应尊重第三者的所

有权，所有定单需遵循目前的销售及付运条款，使用者应参考有关产品技术说明书的最新版本，西卡公司将乐意提供。 
 

ISO 9001: 2008            ISO 14001:2004
证书编号.:CC3576         证书编号.:CC3577 

生产该产品的品质/环境体系通过了 

由香港品质保证局依据 ISO9001/ISO14001 进行的认证 

    

西卡（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泾东路28号 
邮编： 215121 
电话： (86) 512 6273 2888                                           
传真： (86) 512 6287 7070  
http://chn.si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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