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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凯奇防静电思凯奇防静电思凯奇防静电思凯奇防静电自洁涂膜简介自洁涂膜简介自洁涂膜简介自洁涂膜简介

☆☆☆☆外墙外墙外墙外墙（（（（通用型通用型通用型通用型））））防污涂膜防污涂膜防污涂膜防污涂膜

☆☆☆☆太阳光板防污易洁涂膜太阳光板防污易洁涂膜太阳光板防污易洁涂膜太阳光板防污易洁涂膜

☆☆☆☆玻璃幕墙易洁保护膜玻璃幕墙易洁保护膜玻璃幕墙易洁保护膜玻璃幕墙易洁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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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纲

� 无机防静电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无机防静电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无机防静电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无机防静电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

� 防污自洁市场需求什么功能防污自洁市场需求什么功能防污自洁市场需求什么功能防污自洁市场需求什么功能？？？？

� 防静电自洁涂膜如何发挥作用防静电自洁涂膜如何发挥作用防静电自洁涂膜如何发挥作用防静电自洁涂膜如何发挥作用

� 防静电自洁涂膜的性能防静电自洁涂膜的性能防静电自洁涂膜的性能防静电自洁涂膜的性能

� 玻璃的特性玻璃的特性玻璃的特性玻璃的特性

� 玻璃自洁保护膜的研发玻璃自洁保护膜的研发玻璃自洁保护膜的研发玻璃自洁保护膜的研发

� 应用案例应用案例应用案例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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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光触媒涂膜的问题点针对光触媒涂膜的问题点针对光触媒涂膜的问题点针对光触媒涂膜的问题点，，，，防静电超亲水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防静电超亲水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防静电超亲水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防静电超亲水自洁涂膜的研发经过

防污商品几乎以树脂系和氟涂装等疏水涂膜为中心发展至今。自15年前TOTO公司研发了光触媒自洁涂膜

“HYDROCT”，取得世界专利并打开了超亲水自洁功效涂膜的市场。当时发表预计市场收益2万亿日元，备受业界注目。

株式会社思凯奇曾参与TOTO公司的“HYDROCT”起业。理解光触媒的优势和劣势。在2004年6月16日、中国政府就北京

奥林匹克使用的北京国家大剧场的屋顶的防污和清洁方法召开了讨论会。讨论会以中国政府为中心邀请了中国科学院、

北京大学、清華大学等有名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日本、德国、法国、韩国代表参加。思凯奇公司作为日本代表出席了

这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论点是研讨会召开的2年前曾使用了德国和日本TOTO公司以及石原产业的光触媒产品作了户

外试验皆以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对此，中国及各国代表几乎都是以光触媒产品为中心说明了解决对策。相反，本公司

发表了光触媒产品对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外墙和玻璃幕墙的防污功效限度，无法达到理想的自洁效果。这次发表受到

了关注。

光触媒涂膜经过紫外线或可视光线照射后产生反应把有机物质分解成光水和二氧化碳，以分解油污等有机污渍为主要功

能。对于有机污渍发挥一定功效，但外墙壁和外窗玻璃的污渍有碳灰、石炭灰、煤烟、花粉、NOX，SOX、海风等多种

原因，其中最多的是碳灰和沙粒（特别是中国的石炭灰和黄沙），这些污渍属无机物无法被光触媒分解，所以光触媒

无法期待效果；又如北面墙壁、地下街、隧道等没有光线的地方，光触媒产品则无法发挥效果。

总结以上问题表示单靠光触媒机能是无法达到防污效果的。抑制污渍附着和简单清洁的亲水功能的高硬度涂膜思凯奇的

防静电超亲水自洁防污功效备受各大企业关注。

思凯奇从着手TOTO的光触媒防污事业中认识到单靠光触媒涂膜无法解决外墙壁、玻璃幕墙的防污问题。于是专心投入

抑制污渍附着——防静电机能和简单清洁——超亲水自洁功能的保护膜。以自社独家特有的无00%无机底剂结合各种功

能性纳米化学材料，终于研制出具有以上功能的高硬度涂膜剂。目前（除一部分基材以外）防静电机能的超亲水自洁

涂膜已经成功地产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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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东南亚及中东国家建筑业急速发展，许多高层建筑使用幕墙。建筑基本要求持有50年以上耐久性，这期间如

何保持建筑的美观以及维修成本问题成为设计的主要问题。

与欧洲、日本不同，中国、东南亚及中东国家的主要污染源是黄沙、石炭灰、碳灰。

目前为止欧洲及日本主要采用氟涂装等疏水涂膜作为防污对策。10年前在日本以TOTO公司及东京大学为中心展开了使用氧

化钛光触媒分解污渍和超亲水效果的自洁涂膜。

对于空气相对干净而且雨水较多的欧洲国家和日本，光触媒自洁涂膜还可以发挥效果；对于光触媒无法分解的黄沙、碳

灰污染严重的地区，光触媒涂膜并但无法发挥自洁效果，反而更加吸附污渍。因此，氟涂装和光触媒涂膜作为防污对策无

法得以普及。

对于幕墙高层建筑群出的中国、东南亚以及中东国家来说，由于黄沙和碳灰污渍比欧洲和日本严重，在保持美观问题

上，清洁次数和高额的清洁费用是不可避免的。

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人事费相对便宜，可使用人海战术投入低成本即可解决问题。但人工费年年年在增高，高层幕墙建

筑的清洁费用将成为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根据这种情况，如何以低成本长期保持幕墙和外装材不易受污染，而且即使污渍附着也可简单清洗的防污涂涂剂的开发

才是市场需求所向。

参加过光触媒涂膜事业的思凯奇公司总结经验，将防污涂膜的主要性能转向极力抑制黄沙、碳灰附着的防静电功能，开

发出防静电、与光无关保持超亲水功能的100%无机自洁涂膜剂——SUPER GLASS BARRIER（通用型防静电易洁涂膜）。由

于自社研究生产，大幅度降低成本，实现以高功能低成本面向中国、东南亚、中东国家销售。在保持今后50年建筑的外观

维修成本的问题上，SUPER GLASS BARRIER（通用型防静电易洁涂膜）是最佳防污对策。

今后今后今后今后，，，，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东南亚以及中东国家的自洁涂膜的方向性东南亚以及中东国家的自洁涂膜的方向性东南亚以及中东国家的自洁涂膜的方向性东南亚以及中东国家的自洁涂膜的方向性・・・・・・・・最需求什么最需求什么最需求什么最需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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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原因污染的原因污染的原因污染的原因，，，，如何防污如何防污如何防污如何防污————————分析污渍采取防污措施分析污渍采取防污措施分析污渍采取防污措施分析污渍采取防污措施

・沙尘、铁粉、氧化物由于静电附着・・・无机污渍、光触媒无法分解。 →→→→

・炭灰、石炭灰、煤烟、排气・・・有机污渍、但也无法被光触媒分解。 →→→→

・花粉、树汁、油污・・・利用光触媒分解或加强简单分解。 →→→→ 超亲水超亲水超亲水超亲水、、、、提高硬度简单除去污渍提高硬度简单除去污渍提高硬度简单除去污渍提高硬度简单除去污渍。。。。

・鸟粪和死虫等・・・耐加强耐化学品性、涂层硬度或利用光触媒分解。

・由于ＮＯＸ，ＳＯＸ、酸性雨和化学品产生化学反应而劣化、褪色・・・耐加强耐化学品性。

・由于紫外线而劣化褪色・・・防紫外线或施涂无机涂层。 →→→→

・生霉等污渍・・・采取抗菌措施或光触媒处理 →→→→

・由于热和氧化而劣化褪色・・・无机处理比有机处理更有效 →→→→

・由于盐害危害（产生氯化钠和矿物质）・・・加强耐化学品性、加强涂层硬度简单清洁。→→→→加强耐化学品性和硬度加强耐化学品性和硬度加强耐化学品性和硬度加强耐化学品性和硬度

防静防静防静防静电电电电机能抑制机能抑制机能抑制机能抑制污渍污渍污渍污渍附着附着附着附着。。。。

提高耐化学品性提高耐化学品性提高耐化学品性提高耐化学品性。。。。

〈〈〈〈污渍的种类污渍的种类污渍的种类污渍的种类〉〉〉〉 〈〈〈〈对策分析对策分析对策分析对策分析〉〉〉〉 〈〈〈〈思凯奇涂膜的防污机能思凯奇涂膜的防污机能思凯奇涂膜的防污机能思凯奇涂膜的防污机能〉〉〉〉

涂料的种类 水滴接触角 根据基材接触角，污染情况不同

特氟隆 110～115 污渍容易清除

建材用氟树脂涂料 100～105度 易污

硅胶涂料 100～105度 易污

丙烯酯涂料 85度 易污

日本油脂Berryclean涂料 30～40度 不易污

氧化钛涂膜 ～10度～ 超亲水自洁、光触媒分解

思凯奇防静电涂膜思凯奇防静电涂膜思凯奇防静电涂膜思凯奇防静电涂膜 ～～～～5555度度度度 防静电防静电防静电防静电、、、、超亲水自洁超亲水自洁超亲水自洁超亲水自洁

无机无机无机无机涂涂涂涂层层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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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如何发挥功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如何发挥功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如何发挥功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如何发挥功

效效效效？？？？

� 自洁保护膜以自社独子自洁保护膜以自社独子自洁保护膜以自社独子自洁保护膜以自社独子

研制的研制的研制的研制的100%无机底剂无机底剂无机底剂无机底剂，，，，

结合各种高功能纳米结合各种高功能纳米结合各种高功能纳米结合各种高功能纳米

（（（（NANO））））化学材料而化学材料而化学材料而化学材料而

制成制成制成制成。。。。

� 涂剂固化后成为基材的涂剂固化后成为基材的涂剂固化后成为基材的涂剂固化后成为基材的

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底剂埋没基材底剂埋没基材底剂埋没基材底剂埋没基材

表面的凹凸表面的凹凸表面的凹凸表面的凹凸，，，，功能性化功能性化功能性化功能性化

学材料附在膜上发挥功学材料附在膜上发挥功学材料附在膜上发挥功学材料附在膜上发挥功

效效效效。。。。

玻璃

涂面

基材：玻璃、铝板、外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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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凯奇防污涂膜密着底剂的特征思凯奇防污涂膜密着底剂的特征思凯奇防污涂膜密着底剂的特征思凯奇防污涂膜密着底剂的特征

� 无机无机无机无机100%100%100%100%涂层涂层涂层涂层。。。。安全安全安全安全、、、、安心安心安心安心、、、、半永久半永久半永久半永久。。。。

� 5555大性能大性能大性能大性能：：：：

①①①①防静电防静电防静电防静电

②②②②超亲水超亲水超亲水超亲水

③③③③高硬度高硬度高硬度高硬度・・・・超耐候性超耐候性超耐候性超耐候性

④④④④高透明高透明高透明高透明

⑤⑤⑤⑤强密着强密着强密着强密着

� 常温干化常温干化常温干化常温干化。。。。

� 膜厚膜厚膜厚膜厚0.0.0.0.1111～～～～0.20.20.20.2μμμ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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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防静电性能防静电性能防静电性能防静电性能（（（（思凯奇防污涂膜重要功能思凯奇防污涂膜重要功能思凯奇防污涂膜重要功能思凯奇防污涂膜重要功能））））

贴膜贴膜贴膜贴膜、、、、塑料和有机涂膜由塑料和有机涂膜由塑料和有机涂膜由塑料和有机涂膜由

于带电于带电于带电于带电，，，，容易吸附尘埃容易吸附尘埃容易吸附尘埃容易吸附尘埃、、、、

炭灰等污染物炭灰等污染物炭灰等污染物炭灰等污染物。。。。

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防静电材料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防静电材料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防静电材料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防静电材料，，，，

不吸附尘埃不吸附尘埃不吸附尘埃不吸附尘埃、、、、炭灰炭灰炭灰炭灰、、、、排烟等污渍排烟等污渍排烟等污渍排烟等污渍；；；；即使附即使附即使附即使附

着也可简单脱落着也可简单脱落着也可简单脱落着也可简单脱落。。。。



9

2222，，，，超亲水性超亲水性超亲水性超亲水性

※※※※FlanctalFlanctalFlanctalFlanctal（（（（分形分形分形分形））））理论理论理论理论：：：：

根基表面微细的凹凸加强亲水功效理论根基表面微细的凹凸加强亲水功效理论根基表面微细的凹凸加强亲水功效理论根基表面微细的凹凸加强亲水功效理论。。。。

凹凸均匀成列时呈疏水凹凸均匀成列时呈疏水凹凸均匀成列时呈疏水凹凸均匀成列时呈疏水，，，，不均匀成列时呈不均匀成列时呈不均匀成列时呈不均匀成列时呈

亲水亲水亲水亲水。。。。

思凯奇使用数种硅和其他纳米材料思凯奇使用数种硅和其他纳米材料思凯奇使用数种硅和其他纳米材料思凯奇使用数种硅和其他纳米材料，，，，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形成形成形成形成50505050纳米以下微细凹凸纳米以下微细凹凸纳米以下微细凹凸纳米以下微细凹凸。。。。无需光触媒条无需光触媒条无需光触媒条无需光触媒条

件即可形成超亲水膜件即可形成超亲水膜件即可形成超亲水膜件即可形成超亲水膜。。。。水滴接触角水滴接触角水滴接触角水滴接触角5555度以下度以下度以下度以下。。。。

使用数种氧化硅使用数种氧化硅使用数种氧化硅使用数种氧化硅，，，，根据根据根据根据

Flanctal（分形分形分形分形））））理论理论理论理论※

发现强力自我洗净力发现强力自我洗净力发现强力自我洗净力发现强力自我洗净力。

2-15纳米纳米纳米纳米 20-50纳米纳米纳米纳米

基材：玻璃、PC、不锈钢、瓷砖

涂剂固化后密着基材成为基材的一涂剂固化后密着基材成为基材的一涂剂固化后密着基材成为基材的一涂剂固化后密着基材成为基材的一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功能性材料附着表面发挥最功能性材料附着表面发挥最功能性材料附着表面发挥最功能性材料附着表面发挥最

大功效大功效大功效大功效。。。。

水滴接触角３度

玻璃

基材：玻璃、铝板、外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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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高透明高透明高透明高透明

� 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自社独家研制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自社独家研制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自社独家研制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使用自社独家研制

的透明无机底剂的透明无机底剂的透明无机底剂的透明无机底剂，，，，使用材料皆为纳米使用材料皆为纳米使用材料皆为纳米使用材料皆为纳米（（（（纳纳纳纳

米米米米））））单位单位单位单位，，，，完全透明完全透明完全透明完全透明，，，，不改变基材的风格不改变基材的风格不改变基材的风格不改变基材的风格。。。。

� 使用喷枪或玻璃刮简单施工使用喷枪或玻璃刮简单施工使用喷枪或玻璃刮简单施工使用喷枪或玻璃刮简单施工。。。。涂膜自然拉涂膜自然拉涂膜自然拉涂膜自然拉

平平平平，，，，成膜漂亮成膜漂亮成膜漂亮成膜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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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硅的作用氧化硅的作用氧化硅的作用氧化硅的作用・・・・・・・・・・・・强力密着玻璃强力密着玻璃强力密着玻璃强力密着玻璃、、、、瓷砖瓷砖瓷砖瓷砖。。。。形成超亲水膜形成超亲水膜形成超亲水膜形成超亲水膜※※※※。。。。

氧化锡的作用氧化锡的作用氧化锡的作用氧化锡的作用・・・・・・・・・・・・发挥防静电和抑制结露功能发挥防静电和抑制结露功能发挥防静电和抑制结露功能发挥防静电和抑制结露功能。。。。

※※※※何何何何谓亲谓亲谓亲谓亲水性水性水性水性？？？？・・・・・・・・・・・・通常在没有特殊加工的情况下通常在没有特殊加工的情况下通常在没有特殊加工的情况下通常在没有特殊加工的情况下，，，，

基材表面的水呈水珠状基材表面的水呈水珠状基材表面的水呈水珠状基材表面的水呈水珠状，，，，亲亲亲亲水指的是水与基材融合水指的是水与基材融合水指的是水与基材融合水指的是水与基材融合，，，，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渗渗渗渗透底部将透底部将透底部将透底部将污渍污渍污渍污渍浮起清除浮起清除浮起清除浮起清除。。。。

玻璃表面

涂膜

水珠水珠水珠水珠、、、、水滴水滴水滴水滴 亲水比较亲水比较亲水比较亲水比较

水滴 疏水 亲水

污渍

亲水状疏水状（水滴） 亲水状



12

4444，，，，高硬度高硬度高硬度高硬度

� 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为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为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为思凯奇无机自洁保护膜为100%100%100%100%无机涂层无机涂层无机涂层无机涂层，，，，

成为基材的一部分成为基材的一部分成为基材的一部分成为基材的一部分，，，，长期保护基材长期保护基材长期保护基材长期保护基材。。。。

� 通过紫外线灯照射试验通过紫外线灯照射试验通过紫外线灯照射试验通过紫外线灯照射试验300H300H300H300H（（（（200H200H200H200H相当于相当于相当于相当于

20202020年年年年）。）。）。）。

� 硬度硬度硬度硬度：：：：9H9H9H9H（（（（铅笔硬度铅笔硬度铅笔硬度铅笔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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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的特性玻璃的特性玻璃的特性玻璃的特性

透明透明透明透明 清晰清晰清晰清晰 洁净洁净洁净洁净

★★★★新玻璃新玻璃新玻璃新玻璃 ★★★★玻璃微观玻璃微观玻璃微观玻璃微观

玻璃的表面是不光滑的玻璃的表面是不光滑的玻璃的表面是不光滑的玻璃的表面是不光滑的

玻璃是易反应的材料玻璃是易反应的材料玻璃是易反应的材料玻璃是易反应的材料

被腐蚀后的玻璃表面被腐蚀后的玻璃表面被腐蚀后的玻璃表面被腐蚀后的玻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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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玻璃性能退化的因素影响玻璃性能退化的因素影响玻璃性能退化的因素影响玻璃性能退化的因素

� 环境污渍因素环境污渍因素环境污渍因素环境污渍因素

无保护的玻璃易与以下物质产生反应无保护的玻璃易与以下物质产生反应无保护的玻璃易与以下物质产生反应无保护的玻璃易与以下物质产生反应。。。。

水垢水垢水垢水垢、、、、金属氧化物金属氧化物金属氧化物金属氧化物、、、、交通污染以及流失的交通污染以及流失的交通污染以及流失的交通污染以及流失的

硅胶硅胶硅胶硅胶。。。。

� 化学反应因素化学反应因素化学反应因素化学反应因素

因紫外线劣化和碱性腐蚀因紫外线劣化和碱性腐蚀因紫外线劣化和碱性腐蚀因紫外线劣化和碱性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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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腐蚀的原因玻璃腐蚀的原因玻璃腐蚀的原因玻璃腐蚀的原因

玻璃是容易化学反应被腐蚀的材料玻璃是容易化学反应被腐蚀的材料玻璃是容易化学反应被腐蚀的材料玻璃是容易化学反应被腐蚀的材料

・・・・玻璃的成分表玻璃的成分表玻璃的成分表玻璃的成分表

①①①①、ＳｉＯ、ＳｉＯ、ＳｉＯ、ＳｉＯ２２２２ 二氧化硅二氧化硅二氧化硅二氧化硅 ７０７０７０７０～～～～７２７２７２７２％％％％

②②②②、Ｒ、Ｒ、Ｒ、Ｒ２２２２ＯＯＯＯ 碱氧化物碱氧化物碱氧化物碱氧化物 １３１３１３１３～～～～１５１５１５１５％％％％

③③③③、ＣａＯ、ＣａＯ、ＣａＯ、ＣａＯ 氧化钙氧化钙氧化钙氧化钙 ８８８８～～～～１２１２１２１２％％％％

④④④④、ＭｇＯ、ＭｇＯ、ＭｇＯ、ＭｇＯ 氧化镁氧化镁氧化镁氧化镁 １１１１～～～～４４４４％％％％

⑤⑤⑤⑤、Ａｌ、Ａｌ、Ａｌ、Ａｌ２２２２ＯＯＯＯ３３３３ 三氧化铝三氧化铝三氧化铝三氧化铝 １１１１～～～～２２２２％％％％

⑥⑥⑥⑥、Ｆｅ、Ｆｅ、Ｆｅ、Ｆｅ２２２２ＯＯＯＯ３３３３ 三氧化铁三氧化铁三氧化铁三氧化铁 ００００．．．．０７０７０７０７～～～～００００．．．．１５１５１５１５％％％％

碱性腐蚀的原因碱性腐蚀的原因碱性腐蚀的原因碱性腐蚀的原因

①①①①、、、、玻璃中含有的钠离子容易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产生强碱性的氢氧化钠和碳酸钠玻璃中含有的钠离子容易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产生强碱性的氢氧化钠和碳酸钠玻璃中含有的钠离子容易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产生强碱性的氢氧化钠和碳酸钠玻璃中含有的钠离子容易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产生强碱性的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其在与空气中的二氧其在与空气中的二氧其在与空气中的二氧其在与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化碳化碳化碳CO2CO2CO2CO2反应产生碳酸盐反应产生碳酸盐反应产生碳酸盐反应产生碳酸盐。。。。碳酸盐融和于空气中的水分碳酸盐融和于空气中的水分碳酸盐融和于空气中的水分碳酸盐融和于空气中的水分、、、、凝集凝集凝集凝集，，，，被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空气中的二氧化碳ＣＯＣＯＣＯＣＯ２２２２中和后形中和后形中和后形中和后形

成结晶状成结晶状成结晶状成结晶状。。。。

②②②②、、、、玻璃属弱碱性玻璃属弱碱性玻璃属弱碱性玻璃属弱碱性，，，，ＰＨＰＨＰＨＰＨ值值值值９９９９．．．．８８８８以上以上以上以上时会发生熔化时会发生熔化时会发生熔化时会发生熔化。。。。上记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形成上记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形成上记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形成上记氢氧化钠和碳酸钠形成ＰＨＰＨＰＨＰＨ值值值值１２１２１２１２以上以上以上以上的强碱的强碱的强碱的强碱

性物质熔化玻璃性物质熔化玻璃性物质熔化玻璃性物质熔化玻璃，，，，在玻璃表面产生玻璃含有成分的钙和镁在玻璃表面产生玻璃含有成分的钙和镁在玻璃表面产生玻璃含有成分的钙和镁在玻璃表面产生玻璃含有成分的钙和镁，，，，引起碳酸钙腐蚀现象引起碳酸钙腐蚀现象引起碳酸钙腐蚀现象引起碳酸钙腐蚀现象。。。。 →→→→玻璃表面擦不玻璃表面擦不玻璃表面擦不玻璃表面擦不

去的白斑去的白斑去的白斑去的白斑＝＝＝＝呈浮法玻璃状呈浮法玻璃状呈浮法玻璃状呈浮法玻璃状。。。。

③③③③、、、、雨水较多时空气中的水分与钠离子反应雨水较多时空气中的水分与钠离子反应雨水较多时空气中的水分与钠离子反应雨水较多时空气中的水分与钠离子反应，，，，钠离子的减少使玻璃表面显黑色甚至彩色条纹钠离子的减少使玻璃表面显黑色甚至彩色条纹钠离子的减少使玻璃表面显黑色甚至彩色条纹钠离子的减少使玻璃表面显黑色甚至彩色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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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玻璃腐蚀如何防止玻璃腐蚀如何防止玻璃腐蚀如何防止玻璃腐蚀，，，，达到保护防达到保护防达到保护防达到保护防

污措施污措施污措施污措施

防腐蚀措施防腐蚀措施防腐蚀措施防腐蚀措施：：：：

玻璃的腐蚀由玻璃内含有的钠离子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玻璃的腐蚀由玻璃内含有的钠离子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玻璃的腐蚀由玻璃内含有的钠离子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玻璃的腐蚀由玻璃内含有的钠离子与空气中的水分反应，，，，在玻璃表面形成强碱在玻璃表面形成强碱在玻璃表面形成强碱在玻璃表面形成强碱

性物质溶化玻璃而引起性物质溶化玻璃而引起性物质溶化玻璃而引起性物质溶化玻璃而引起。。。。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需要在玻璃表面施涂高耐化学品性和强硬度需要在玻璃表面施涂高耐化学品性和强硬度需要在玻璃表面施涂高耐化学品性和强硬度需要在玻璃表面施涂高耐化学品性和强硬度100%100%100%100%无机涂层无机涂层无机涂层无机涂层，，，，阻止钠阻止钠阻止钠阻止钠

离子溢出离子溢出离子溢出离子溢出。。。。

SUPER GLASS BARRIERSUPER GLASS BARRIERSUPER GLASS BARRIERSUPER GLASS BARRIER在玻璃上为何无法长期发挥亲水效果在玻璃上为何无法长期发挥亲水效果在玻璃上为何无法长期发挥亲水效果在玻璃上为何无法长期发挥亲水效果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SUPER GLASS BARRIERSUPER GLASS BARRIERSUPER GLASS BARRIERSUPER GLASS BARRIER的主要成分是氧化硅的主要成分是氧化硅的主要成分是氧化硅的主要成分是氧化硅ＳｉＯＳｉＯＳｉＯＳｉＯ２２２２，，，，由于上记原因得由于上记原因得由于上记原因得由于上记原因得

知知知知，，，，氧化硅化学反应后形成强碱性物质溶化凹凸部分氧化硅化学反应后形成强碱性物质溶化凹凸部分氧化硅化学反应后形成强碱性物质溶化凹凸部分氧化硅化学反应后形成强碱性物质溶化凹凸部分，，，，因此失去亲水效果因此失去亲水效果因此失去亲水效果因此失去亲水效果。。。。

未解决以上问题未解决以上问题未解决以上问题未解决以上问题，，，，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粒径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粒径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粒径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粒径20202020纳米氧化钨纳米氧化钨纳米氧化钨纳米氧化钨，，，，研制出太研制出太研制出太研制出太

阳光板专用涂剂阳光板专用涂剂阳光板专用涂剂阳光板专用涂剂————SOLAR SELF MAITENANCE COATSOLAR SELF MAITENANCE COATSOLAR SELF MAITENANCE COATSOLAR SELF MAITENANCE COAT。。。。氧化钨附着表面加强涂层氧化钨附着表面加强涂层氧化钨附着表面加强涂层氧化钨附着表面加强涂层

的耐化学品性和硬度的耐化学品性和硬度的耐化学品性和硬度的耐化学品性和硬度，，，，氧化硅则起到密着基材的作用氧化硅则起到密着基材的作用氧化硅则起到密着基材的作用氧化硅则起到密着基材的作用。。。。

并添加铌和铂金更加提高耐化学品性并调整清晰度并添加铌和铂金更加提高耐化学品性并调整清晰度并添加铌和铂金更加提高耐化学品性并调整清晰度并添加铌和铂金更加提高耐化学品性并调整清晰度，，，，研制出玻璃幕墙专用防研制出玻璃幕墙专用防研制出玻璃幕墙专用防研制出玻璃幕墙专用防

污保护涂剂污保护涂剂污保护涂剂污保护涂剂————HYPER GLASS BARRIERHYPER GLASS BARRIERHYPER GLASS BARRIERHYPER GLASS BARRIER（（（（玻璃易洁保护膜玻璃易洁保护膜玻璃易洁保护膜玻璃易洁保护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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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一一一一）：）：）：）：铝板幕墙铝板幕墙铝板幕墙铝板幕墙

Mode Gakuen Cocoon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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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二二二二）：）：）：）：外墙外墙外墙外墙

水族馆水族馆水族馆水族馆

未涂部分未涂部分未涂部分未涂部分

2010年年年年8月施工月施工月施工月施工，，，，

隔热涂装上施涂隔热涂装上施涂隔热涂装上施涂隔热涂装上施涂。。。。

2012年年年年7月拍摄月拍摄月拍摄月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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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三三三三））））屋顶屋顶屋顶屋顶

隔热涂料隔热涂料隔热涂料隔热涂料+思凯思凯思凯思凯

奇自洁涂膜奇自洁涂膜奇自洁涂膜奇自洁涂膜

未涂自洁涂膜未涂自洁涂膜未涂自洁涂膜未涂自洁涂膜

东京国际展示会场东京国际展示会场东京国际展示会场东京国际展示会场



20

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三三三三））））温泉玻璃温泉玻璃温泉玻璃温泉玻璃

（施工后）

（未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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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施工案例

比奈地水库 恵那山隧道

ＪＲ西日本巴士
ＳＵＢＡＲＵ 展示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