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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ATROL® OIL 
PAINT CONDITIONER & RUST 
INHIBITOR 防锈剂 及 油漆调顺剂 

 
 
 
 
 
 
 

产品描述 
 

OWATROL® OIL 是一款多用途高渗透性自然风干油，可以单

独使用或添加至油漆中。  

单独使用时，该产品可以产生坚固柔韧的表面，隔绝多余水分

和空气，阻止金属生锈或进一步锈蚀。 

可填充干燥多孔的木材，防止油漆剥落。添加到油溶性或醇酸

基((alkyd based)油漆中，可以增加边缘润湿时间、改善流动性、

增强附着力，与破坏性稀释剂不同的是，它可以保留油漆的固

有品质，且不会影响其外观或干燥时间。 
 

基本用途 
 

 

• 有色 / 非铁金属。 

• 钢结构建筑物、栏杆、管道、烤架。 

• 机械设备、拖车、容器。 

• 所有木材表面 - 干燥、多孔、受损。 

• 横向和垂直表面。 
 

 

特性 
 

• 直接喷涂于生锈表面。 

• 渗透至生锈/锈蚀表面，隔离水分和空气。 

• 形成坚固稳定的保护层，使其它油漆可牢固附着其表面。 

• 完全密封金属底层，防止锈蚀。 

• 与所有油溶性和醇酸基(alkyd based)涂料相容。 

• 适合添加于所有油溶性 / 醇酸基(alkyd based)油漆、染色剂和

清漆，包括氨基甲酸酯醇酸树脂(urethane alkyd)油漆。 

• 填充木材孔隙 - 防止油漆剥落。 

• 确保饰面有良好的附着力。 

• 简化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涂抹工序。 

• 在 OWATROL® OIL 表面再涂抹 OXID VERNIS*，可长期维持

锈蚀表面外观。 

• 提高油漆流动性 - 延长边缘润湿时间。 

饰面 

哑光 

容器规格： 

300ml 喷涂装 

125ml, 0.5L, 1L, 5L, 

20L, 200L 

用途 

室内 或 室外 

 

 
技术数据 

介质类型 醇酸树脂 (Alkyd) 

溶剂类型 白电油 (White Spirit) 

比重 在 20°C(68°F) 环境下 : 0.89 ±0.05 

粘度 20°C(68°F) 环境下 :  100” ±5”使用 ISO 3 流出杯测试  

固体含量 49% ± 2% 

光泽度 @ 60° >70%（光泽度取决于基材表面类型） 

闪点 >62°C (143°F) –喷涂装除外 

保质期 未开封原包装 至少2年。  

有机挥发物 VOC 欧盟对此类产品的限定值(cat. A/h)： 500 g/l(2010）。本产品最高为 489g/l 

喷涂工具 毛扫、滚刷、无气式喷枪 (喷咀尺寸 517 或 519) 

稀释 无需稀释。直接使用。 

涂抹范围 每升 15 to 20m² (161 to 215ft
2
)  

实际覆盖范围取决于表面类型、质地、孔隙率以及喷涂方式。 

干燥时间 在 20°C(68°F) 及 湿度 50%环境下 . 

表面干燥：12 小时。 

完全干燥：24 小时。 

再次涂抹：24 - 48 小时。 

清洁方式 白电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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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涂装 : 使用后，清洁喷嘴  (倒置瓶罐并按下喷嘴直到流清-大约 5 秒)。请勿将物体插入喷嘴。 

OWATROL® OIL 不被归类为易燃物，但任何经 OWATROL® OIL 浸泡的碎布、钢丝绒等，如果丢弃

不当，可能会引起自燃。 碎布、钢丝绒等在使用后必须用水浸透; 放入充满水的密封金属容器中或

摊开风干后与生活废物垃圾一起丢弃。 

用完的或剩余的喷涂装必须在弃置在指定的废物收集点处理。 

储存 避免存放在冰冻和高温环境中。 

 

良好的使用习惯 
 

覆盖所有非喷涂区域。 

在 5°C (41°F) - 35°C (95°F) 环境下使用。 

请勿喷涂于日光直射或过热的表面。 

每次将 OWATROL® OIL 添加至油漆时/涂料，测试兼容性。 
 

表面准备 
 

油漆柔顺剂 

按照油漆罐/涂料上的说明，处理表面。 
 

防锈剂 

喷涂表面必须洁净、干燥、无油污、油脂和其它表面污染物。 

去除新金属上的所有磨釉(mill glaze)。 

清除所有脱落、松散和剥落的锈蚀以及原有油漆，重现平整表面和边缘。 

磨平所有锋利边缘。 

针对暴露于化学品 (酸、碱或盐沉积物)的表面，应使用大量清水或蒸汽清洗。 

让其完全干透(最少 24 小时)。 

新金属或严重污染的表面，应使用适当的溶剂进行清洁，例如: 丙酮(Acetone)、工业酒精(Denatured Alcohol)。 

无需清除坚固的锈蚀。 

无需将金属清理至光洁表面。 
 

使用 
 

油漆柔顺剂 

按常规方式喷涂。 

如果油漆过稠、粘滞、过快凝固、稠度不均衡，请添加 OWATROL® OIL (充分搅拌)直至油漆延伸平滑流畅均匀。 使用毛刷、滚刷

或喷枪喷涂。 
 

混合说明 

面漆: 根据需要。一般体积比例为 5% - 20%。 

内涂层: 体积比例为最高 30%。 

底漆: 体积比例为最高 50%。 

以上比例仅作参考。 天气及环境条件、表面孔隙率等因素将影响 OWATROL® OIL 与油漆的混合比例。 
 

状况良好的木质表面 

混合 OWATROL® OIL 和底漆涂抹在任何裸木作为底漆。让其完全干透。 

对于一般普通油漆，可按照上述《混合说明》添加 OWATROL® OIL，便于喷涂和加强附着力。  
 

破损、多孔或松软的木质表面 

湿对湿式直接涂抹 2~4 层 OWATROL® OIL，促使木质表面快速吸收。 

涂抹过程间不可让 OWATROL® OIL 干燥，需保持湿润。 

当木材不再吸收时，擦去所有过量的 OWATROL® OIL 并让其完全干透。 

对于一般普通油漆，可按照上述《混合说明》添加 OWATROL® OIL，便于喷涂和加强附着力。 
 

防锈剂 
 

新的洁净钢表面 

OWATROL® OIL 与底漆的比例为 1:3 或 涂抹一层薄薄的 OWATROL® OIL 作为底漆。 

对于一般普通油漆，可按照上述《混合说明》添加 OWATROL® OIL，便于喷涂和加强附着力。 

注意: 新金属是指已酸洗(pickled)的原料或经过喷砂(sandblasted)处理以去除任何磨釉(mill glaze)并且没有生锈的金属。 

饱和是指表面呈现均匀的光泽外观。 
 

锈蚀或点锈蚀表面 

OWATROL® OIL 与底漆的比例为 1:2  或 湿对湿式涂抹 OWATROL® OIL 至完全饱和 作为底漆。 

在 OWATROL® OIL 硬化之前，检查表面并清除锈积。在这些位置再次涂抹 OWATROL® OIL。 

如有需要，可按照上述《混合说明》添加 OWATROL® OIL 用至于后续涂层中。 
 

老旧严重锈蚀的表面 

湿对湿式涂抹至全部生锈表面，直至完全饱和渗透。 

在 OWATROL® OIL 硬化之前，检查表面并清除锈积和脱落的旧油漆。在这些位置再次涂抹 OWATROL® OIL。 

对于一般普通油漆，可按照上述《混合说明》添加 OWATROL® OIL，便于喷涂和加强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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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OWATROL® OIL 不会令良好粘合油漆浮起/剥落。饱和是指表面呈现均匀的光泽外观。 

喷涂装: 用力摇晃直到听到喷涂装内搅拌球撞击声，然后再摇晃 2 到 3 分钟。 

使用过程中定时摇晃。 
 

维护 

当出现生锈或 OWATROL® OIL 失去光泽时，应进行维护。 

清洁表面并完全干透。 

涂抹 OWATROL® OIL 直至达到均匀的光泽外观。 
 

限制条件 

混合使用时，OWATROL® OIL 仅与 油性/醇酸基(alkyd)油漆、染料(stains)和清漆(varnishes) 兼容。 

请勿将 OWATROL® OIL 与含有热溶剂的涂料混合或在其表面上涂抹，例如 : 二甲苯(Xylene)、双组涂层(2 part coatings)、氯化橡胶

(chlorinated rubber)、纤维素(cellulose)等 或 水性/丙烯酸(acrylic)涂料。对于此类型的油漆，使用 OWATROL® C.I.P.* 或 OWATROL® 

AP60* 作为底漆。 

请勿使用腐蚀性产品进行清洁。 
 

安全 

有关安全资料资讯(MSDS)，请访问 www.owatrol.com 以及产品包装说明。请置于儿童无法触及的位置。 

 

 

 

 

 

 

 

 

 

 

 

 

 

 

--- 
本技术数据表是取代同一产品所有之前的技术数据表。 其目的是告知用户有关产品的技术信息。 本技术数据表中包含的信息基于我们目前的知识。 但是，本文件中包

含的信息不能取代适用于被涂原基材的性质和条件。 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用户有责任确保本文件未被最新的版本所取代。 本信息中包含的技术资料仅供参考，制造

商无法保证或承担对结果的责任，因为无法控制其产品的实际施工情况及环境条件。 

发布日期:June 29th 2022  

--- 
 

DURIEU S.A. - 91070 Bondoufle - France 
Tel. +33 (0)1 60 86 48 70 
Fax +33 (0)1 60 86 84 84 
 

OWATROL INTERNATIONAL S.L.U 
08006 Barcelona - Spain 
Tel. +34 93 125 88 68 

Owatrol
®
  

是旗下集团的品牌 
寻找所有解决方案 

 www.owatrol.com 
 

我们的技术部门随时为您解答疑问 

info@owatro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