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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石 化水性环氧 体系说明书

通常使用的环氧树脂是一种高粘度、不溶于水的油性聚合物，不能与亲水性的材料混合使用，或者

需要加入有机溶剂降低粘度才能使用，因此在很多领域的应用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加入有机溶剂后，高

对环境的影响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水性环氧树脂是环氧树脂以微粒或液滴的形式分散在以

水为连续相的分散介质中而制成的稳定树脂材料，可以直接用水稀释。

水性环氧树脂具有以下特点：它具有油性环氧树脂的优点，如优良的化学稳定性、耐腐蚀性、高粘结

性及良好的抗拉、抗弯、抗冲击强度性能；低碳环保，不含有机溶剂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低；与基材

渗透性好，可以很好地起到粘接、封闭、增强等作用；操作性好，施工工具可用水直接清洗，操作安全方

便；可以与水泥或水泥砂浆配合使用；可在室温或潮湿条件下固化，有合理的固化时间，并且保证有较高

的交联密度；能与其他水性聚合物体系混合使用，在性能上相互弥补。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环氧树脂事业部是国内环氧树脂专业生产企

业，生产的水性环氧树脂以及配套的水性环氧固化剂产品已经形成系列化，主要应用于防腐涂料、环氧

地坪涂料、环氧砂浆、混凝土改性、胶黏剂、木器清漆、玻璃纤维浸润剂、碳纤维定型剂等众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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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水性环氧 树脂

水性环氧树脂主要有 、 、 、 、

、 、 、 和 九种，可以和各种水性环氧

固化剂配套使用，得到性能不同的各种固化产物。

简 介 是一种通过化学法改性的自乳化型水

性中分子量环氧树脂乳液，可以和水性环氧固化剂配合

使用。

性能特点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其固化物具有耐酸碱性好、

柔韧性好、附着力好、抗腐蚀性能好等特性，并能够与水

泥、砂浆等无机材料发生水化作用形成性能优异的结构

物。该产品不存在游离的乳化剂，应用性能良好，且工

具易清洗、施工安全，不污染环境，在很多的应用领域能

替代传统溶剂型环氧树脂。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 配合使用，主要的应用领域有：墙面涂料、地坪涂料、木器清漆等。

技术指标

复配比例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 公斤、 公斤包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

输。 储存期为 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 以上环境的库房内。储存期间如有

沉降现象发生，不影响使用性能，搅拌均匀后可正常使用，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合格

仍可正常使用。

使 用 说 明 可以加入相应的填料，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与固化剂配合搅拌均匀后，也可用适

量的水调整粘度；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通常 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使

用前必须与固化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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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是一种通过化学法改性的自乳化型水性中分子量环氧树脂乳液，可以和水

性环氧固化剂配合使用。

性能特点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粘度低，施工性能好，其固化物具有耐酸碱性好、柔韧性好、附着

力好、抗腐蚀性能好、漆膜透气性能好等特性，并能够与水泥、砂浆等无机材料发生水化作用

形成性能优异的结构物。该产品不存在游离的乳化剂，应用性能良好，且工具易清洗、施工

安全，不污染环境，在很多的应用领域能替代传统溶剂型环氧树脂。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 配合使用，主要的应用领域有：地坪涂料、混凝土改性、墙面涂

料、木器清漆等。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 公斤、 公斤包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储存期为 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 以上环境的库房内。储存期间如有沉降

现象发生，不影响使用性能，搅拌均匀后可正常使用，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合格仍可

正常使用。

使 用 说明 可以加入相应的填料，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与固化剂配合搅拌均匀后，也可用适

量的水调整粘度；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通常 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使

用前必须与固化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技术指标

复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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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是一种通过化学法改性的自乳化型水性中分子

量环氧树脂乳液，可以和水性环氧固化剂配合使用。

性能特点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粘度低，施工性能好，其固化物具有耐

酸碱性好、柔韧性好、附着力好、抗腐蚀性能好、漆膜透气性能好

等特性，并能够与水泥、砂浆等无机材料发生水化作用形成性能

优异的结构物。该产品不存在游离的乳化剂，应用性能良好，且

工具易清洗、施工安全不污染环境，在很多的应用领域能替代传

统溶剂型环氧树脂。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 等配合使用，主要的应用领域有：地

坪涂料、混凝土改性、防腐涂料等。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 20公斤、200 公斤包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储存期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5℃以上环境的库房内。储存期间如有沉降现

象发生，不影响使用性能，搅拌均匀后可正常使用，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合格仍可正

常使用。

使 用说 明 可以加入相应的填料，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与固化剂配合搅拌均匀后，也可用适

量的水调整粘度；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10%，

使用前必须与固化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技术指标

复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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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W-104W50 是一种通过化学法改性的自乳化型水性低分子量环氧树脂乳液。

性能特点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粘度低，稳定性好。该产品不存在游离的乳化剂，应用性能良好。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单独使用，主要的应用领域有：玻璃纤维浸润剂、碳纤维定型剂等。

技术指标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 20公斤、200 公斤包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储存期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5℃以上环境的库房内。储存期间如有沉降

现象发生，不影响使用性能，搅拌均匀后可正常使用，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合格仍可

正常使用。

使 用 说 明 可以加入相应的填料，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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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W-102W50 是一种通过化学法改性的自乳化型水性低分子量环氧树脂乳液。

性能特点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粘度低，稳定好。该产品不存在游离的乳化剂，应用性能良好。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单独使用，主要的应用领域有：玻璃纤维浸润剂、碳纤维定型剂。

技术指标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 20公斤、200 公斤包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储存期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5℃以上环境的库房内。贮存期间如有沉降现

象发生，不影响使用性能，搅拌均匀后可正常使用，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合格仍可正

常使用。

使用 说 明 可以加入相应的填料，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

6



环氧树脂事业部 Epoxy Resin Division

简 介 CYDW-100是一种浅色透明液体环氧树脂，其粘度较低，施工性能较好，可以和水性环氧固

化剂配合使用。

性能特点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其固化物具有附着力良好,耐酸碱性、耐化学品性、耐水性、抗腐

蚀性能优良等特性。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CYDHD-220、CYDHD-253 等配合使用，主要的应用领域有：环氧底漆、防腐

涂料、环氧地坪涂料、胶粘剂、木器涂料、环氧砂浆、混凝土改性等。

技术指标

复配比例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镀锌铁桶包装，规格 20公斤、200 公斤包装。本品可燃、无毒。

储存期为 24个月，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合格仍可正常使用,需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库

房内。远离火源、热源，避免阳光直接照晒。

使 用说 明 不能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但与固化剂配合搅拌均匀后，可用适量水调整粘度，并可根

据施工需要适当用水来延长施工期；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10%，

使用前必须与固化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复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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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W-100P 是一种浅色透明液体环氧树脂，其粘度较低，施工性能较好，可以和水性环氧

固 化剂配合使用。

性能特点 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其固化物具有附着力良好,耐酸碱性、耐化学品性、耐水性、抗腐

蚀性能优良等特性。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 CYDHD-220、CYDHD-253、CYDHD-320 等配合使用，主要的应用领域有：

环氧底漆、防腐 涂料、环氧地坪涂料、胶粘剂、木器涂料、环氧砂浆、混凝土改性等。

技术指标

复配比例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镀锌铁桶包装，规格 20 公斤、200 公斤包装。本品可燃、无毒。

储存期为 24 个月，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合格仍可正常使用,需存放在阴凉干燥的

库房内。远离火源、热源，避免阳光直接照晒。

使 用说 明 不能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但与固化剂配合搅拌均匀后，可用适量水调整粘度，并可根

据施工需要适当用水来延长施工期；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10%，

使用前必须与固化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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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W-120 是一种聚醚改性的液体环氧树脂，可以和多种环氧树脂

固化剂配合使用。

性能特点 与普通液体环氧树脂相比，粘度低，具有非常好的亲水性和柔韧性。不

存在游离的乳化剂，可以不经乳化直接与固化剂配合使用，也可以加

水乳化后再与固化剂配合使用，可常温固化也可加温固化。通过与适
当的固化剂配合，可以获得如较快的固化速度，高光泽等良好的固化
特性及涂膜性能。

应用领域 本产品可以和常规固化剂或 CYDHD-325配合使用，适用于纺织品、填缝剂、透水材料、油

墨、复合材料、地坪涂料、胶黏剂等。

技术指标

推荐复配方式及比例

包装、运输和贮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可根据客户要求分装。本品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贮存期

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简 介 CYDW-125 是一种聚醚胺改性液体环氧树脂，可以和多种环氧树脂固化剂配合使用。

性能特点 具有非常好的柔韧性。不存在游离的乳化剂，可以不经乳化直接与固化剂配合使用，也可以

加水乳化后再与固化剂配合使用，可常温固化也可加温固化。该树脂的乳化不需借助其它助
溶剂。通过与适当的固化剂配合，可以获得如较快的固化速度，高光泽等良好的固化特性及
涂膜性能。

技术指标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可根据客户要求分装。本品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贮存期

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推荐复配方式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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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HD-253 是一种多胺环氧加合物固化剂，它既能和传统液体环氧树脂又能和水性环氧

树脂配合使用，属非离子型固化剂。

性能特点 粘度适中，室温固化，冬天低温环境施工的情况下选用此固化剂可得到合适的固化速度，具

有柔韧性好，附着力好，耐化学品性、耐酸碱性、耐腐蚀性优良等特点。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CYDW-100配合使用，适用的应用领域有：防腐涂料、木器漆、建筑涂料、抗

渗堵漏等防水材料等。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 20公斤、200 公斤包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储存期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5℃以上环境的库房内，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

合格仍可正常使用。

使 用 说 明 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可以加入相应的填料，与水性环氧树脂 CYDW-100 配合，

搅拌均匀后，也可用水调整粘度，并可根据施工需要适当用水来延长施工期，工具可

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10%，

使用前必须与水性环氧树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技术指标

复配比例

CYDW-100: CYDHD-253=100:130~200

第二部 分 水性 环氧固化剂

水性环氧固化剂主要有 CYDHD-253、CYDHD-220、CYDHD-280、CYDHD-320 和 CYDHD-325

五种，可以和各种水性环氧树脂配套使用，得到性能不同的各种固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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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HD-220是一种具有水溶性的多胺环氧加合物固化剂，它

既能和传统液体环氧树脂又能和水性环氧树脂配合使用，属离

子型固化剂。

性能特点 室温固化，粘度适中，在生产、施工与日常使用过程中具有节约

能源、环境无污染、施工安全等优点。本品固化产物硬度高，具

有附着力好、耐磨性能好等特点。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 CYDW-100 配合使用，最适合于做地坪、墙面涂

料底漆和中涂，以及混凝土封闭剂、水泥砂浆改性剂。

复配比例

CYDW-100: CYDHD-220=100:140~180

技术指标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 20公斤、200 公斤包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储存期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5℃以上环境的库房内，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

合格仍可正常使用。

使 用 说 明 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与水性环氧树脂 CYDW-100 配合，搅拌均匀后，也可用适

量水调整粘度，并可根据施工需要适当用水来延长施工期；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10%，

使用前必须与水性环氧树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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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HD-280 是一种脂环胺改性物，它既能和传统液体环氧树脂又能和水性环氧树脂配合

使用，与水性环氧树脂乳液配合可形成品质优异的水性环氧固化物。

性能特点 室温固化，具有粘度低、色泽浅、高光泽性和良好的耐化学品性等优点。固化物硬度高、附着

力好、耐腐蚀性优良。

应用领域 本产品通常和 CYDW-113W50、CYDW-112W50 配合使用，适用的应用包括：混凝土改

性、地坪涂料、墙面涂料、粘合剂、木器清漆等。

技术指标

复配比例

包装、运输和储存 塑料桶包装，规格 20公斤、200 公斤包装，储存期为 24个月，超出保质期后经检验

合格仍可正常使用。储运时应防暴晒、雨淋，产品需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防日

光直射。

使 用说 明 不能直接用水进行稀释，可以加入相应的填料，与水性环氧树脂配合搅拌均匀后，可

用水调整粘度；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做涂料时涂装基层含水率应小于 10%，

使用前必须与水性环氧树脂按正确的配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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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HD-320脂肪胺环氧加合物固化剂，属于非离子型水性固

化剂，它既能和传统液体环氧树脂又能和水性环氧树脂配合使

用。

性能特点 粘度较低，可室温固化，也可加温固化，不含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在生产、施工与日常使用过程中具有节约能源、环境无污

染、施工安全等优点。本品与水泥配伍性佳，其固化产物硬度

高、柔韧性好。

应用领域 本产品可以液体环氧树脂配合使用，适用于地坪涂料、水泥砂

浆、内墙涂料、胶黏剂、金属、非金属底漆等。

推荐复配方式及比例

CYD-W100P: CYDHD-320 =1:1

技术指标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可根据客户要求分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贮存期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使 用 说 明 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与水性环氧树脂 CYDW-100P 配合，搅拌均匀后，也可用适

量水调整粘度，并可根据施工需要适当用水来延长施工期；工具可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使用前必须与水性环氧树脂按正确的配比

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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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CYDHD-325 是一种具有水溶性的环氧化合物改性的脂环胺固化剂，属于非离子型水性固

化剂，它既能和传统液体环氧树脂又能和水性环氧树脂配合使用。

性能特点 粘度较低，色泽浅，可室温固化，不含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生产、施工与日常使用过程中具

有节约能源、环境无污染、施工安全等优点。本品具有固化快，光泽好，强度高等特点。

应用领域 本产品可以和普通液体环氧树脂或CYDW-120配合使用，适用于地坪面漆、胶黏剂、油墨、

复合材料、美缝剂等。

技术指标

推荐复配方式及比例

CYDW-120: CYDHD-325 =2:1

CYD-128: CYDHD-325 =2:1

包装、运输和储存 采用塑料桶包装，规格可根据客户要求分装。本品不燃、无毒，可按非危险品运输。

贮存期为 12个月，需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库房内。

使 用 说 明 可以直接用水进行稀释，与环氧树脂配合，搅拌均匀后，也可用水调整粘度，工具可

用水清洗。

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 5℃，通常 10℃以上，使用前必须与水性环氧树脂按正确的配

比搅拌均匀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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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水性环 氧树脂的用 途
环氧树脂水性化是指将环氧树脂以微粒、液

滴或胶体形式分散在水中而配得稳定的分散体

系。国外自 20世纪 50年代就开始了环氧树脂的

水性化研究，其中将环氧树脂制成乳液是最常用

的研究途径。水性环氧树脂配合固化剂最为广泛

的用途是用作涂料。

目前水性环氧树脂的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⑴ 混凝土封闭底漆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可在湿的或新浇注的混

凝土表面施工，对混凝土表面有良好的附着力，

可以封闭混凝土毛细管的水汽，并可防止泛碱，

适合作为混凝土封闭底漆。在封闭底漆上面可施

工溶剂型或水性环氧地坪涂料。

(2)工业地坪涂料

工业地坪涂装方面是水性环氧树脂涂料的

重要用途。水性环氧气味小，涂层表面易于清洗，

特别适用于医院、食品厂、超市、乳品厂和化妆品

厂等需要保持高度清洁的场所。如需二次装修，

不影响重涂性，新老涂层仍保持良好的粘附性。

(3) 木器漆

采用的水性环氧树脂涂料为双组分体系，涂

膜固化后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良好的抗刮伤性，配

成清漆可用于木质地板，替代目前市场上广泛使

用的溶剂型聚氨酯水晶地板漆和聚酯家具漆，配

成色漆可替代溶剂型环氧树脂和聚氨酯磁漆，用

于厨房、家具和机械设备等。

（4）防腐涂料

水性环氧树脂防腐涂料现已商品化的有水

性环氧铁红防锈漆、水性环氧磷酸锌防锈漆、水

性环氧富锌底漆和水性环氧云母防锈漆，水性环

氧防锈漆性能较市场上常见的苯丙、乙丙水乳型

防锈漆和水性环氧酯防锈漆性能有很大提高，在

国外是发展最快的水性涂料。经过较长时间的发

展，水性环氧防腐蚀涂料已经应用到溶剂型环氧

防腐蚀涂料所涉及的领域，国外甚至已将水性环

氧防腐涂料列入重防腐涂料的范畴。

（5）防水材料和防渗堵漏材料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与水泥、沙子配合使用可

用作防水材料，环氧的交联网络和水泥的水合固

化使得该防水材料具有良好的防渗堵漏效果。可

用于屋顶地面的裂缝修补，数小时后就可不漏

水。

（6）水泥砂浆修补材料

环氧乳液水泥砂浆修补材料是一种聚合物

水泥砂浆，与水泥、沙子等多种材料有良好的配

伍性和粘结性、自身机械强度高、耐久性好、施工

方便，并具有可在潮湿和带水环境下粘结修补的

优点。在大坝、水闸等水利工程和道路桥梁修补

中应用较多，增强和防渗效果良好。

（7）胶粘剂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的混合比要求不是特别

严格，一般在环氧基与胺氢比例为 0.7：1～1.3：1

范围内均可固化，不需严格计量混配。作为胶粘

剂，水性环氧树脂可应用在新老混凝土的粘结、

水泥预制品的修补和纸塑复膜用胶粘剂等。

（8）玻璃纤维浸润剂

环氧树脂分子中的极性羟基和醚键对玻璃

纤维表面有很强的粘附性，对玻璃纤维有良好的

保护功能和集束性。并且环氧树脂作为成膜剂与

其他组分配合，有利于浸润剂的稳定储存。国外

水性环氧树脂乳液在玻纤浸润剂中的应用已比

较成熟。

（9）铝箔用防腐底漆

铝箔在使用过程中容易遭受侵蚀，遇碱产生

"白粉 "或被氧化而锈蚀，不但缩短铝箔的使用寿

命，还造成环境污染。空调亲水铝箔上的防腐涂

层通常采用水性环氧涂料，采用烘烤方式，要求

1－2μm的防腐干膜涂层有良好附着力，且能够

耐强碱。

（10）核设施用涂料

水性环氧树脂涂料以水作为分散介质，不含

挥发性有机溶剂或含量很低，不燃，储存、运输和

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很高，而且固化后形成的涂

膜很容易去除放射性污染，而且水性环氧良好的

复涂性可以方便核电站的多次装修。国外很多国

家已批准水性环氧树脂涂料用于核电站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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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分 水性环 氧使用注意 事项

填料的添加：水性环氧体系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使用条件和适用性能，需要添加不同的颜

填料、助剂等其他组分，这就必须考虑添加的各组分与水性环氧体系之间具有较好的相容性。

施工环境：温度应＞10℃，最好＞15℃，湿度＜80%。施工完成后，避免低温高湿的环境，应保持空气

流通，以利于水分挥发。下雨期间一般不安排户外施工。

表面处理：在涂膜前，需要对涂覆的基材表面进行一定的处理，清理干净，包括浮尘、油污、旧涂层以

及锈斑等。

施工地域：在水性环氧体系施工时，如果地域为靠近沿海的盐碱地区，则在表面处理前进行盐碱去

除处理，否则在施工过程中会出现漆膜透明性、防腐蚀等性能下降。

排气通风：水性环氧在固化过程中必须保持良好的排气通风措施，可以提高整个工程的固化速度，

特别是在一些封闭工程中。

施工间隔：一般在进行多层涂覆，涂装间隔时间为实际施工环境中施工人员可以行走或手指用力按

无痕迹，方可进行下一道施工。一般控制时间为 10~24 小时，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

混合：少量涂料可手动充分搅匀，量多时请用低速电动搅拌搅 5 分钟，根据施工要求一边搅拌一边

加入适量的水。材料调配时，避免任何一种材料单独滴于基层上，造成不固化。双组份混合后，应尽快在

使用期内用完，避免凝胶作废。

施工工具的清洗：施工期间有较长间隔时，应将施工工具和容器用水清洗干净。

施工方法：施工面漆时，辊筒或刷子须无明水。面漆兑水量过多会引起漆膜性能下降，如硬度、光泽

下降以及颜色不均等。每施工 2小时后应重新用清水清洗辊筒，以防止滚筒掉渣。面漆流平时间较长（即

缓慢流平），表观平整时无需来回多次回滚。

养护：施工和养护期间切忌交叉施工，以免影响施工性能和表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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