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尘喷砂工艺 

重点防护



n  逸散性排放更低

n  工人接触灰尘少且不易	
疲乏

n 眼伤及其它工伤少

n  可见度和一次通过质量高

n  缺陷及返工更少，保证项
目按计划进行

n  对敏感区域及限定区域进
行高质量的表面预处理

n  是涂层、工具及设备附近
表面预处理的解决方案

n 低运输费用

n   减少污染、垃圾、罚款及
负面报道

n  改善社区关系

n  允许在附近进行其它作业

n  减少停工期，提升资产利
用率

n  涂层性能更持久，节省养
护成本

n  配置、吸收、通风及清洁
更简单

n  垃圾、废弃物及材料处理
更少

Sponge-Jet 是清洁、干燥、低尘、可重复使用 
的表面预处理介质及设备的世界领先企业。

从精密除尘到选择性涂层清除，再到工业底材的整型，	

Sponge-Jet 提供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表面预处理解决方案 – 
并拥有相当的优势。

Sponge-Jet 的低尘、低弹射及可循环使用的工艺具有：

有害物排放
所有作业中的毒素、砷、重

金属的增加程度均与喷砂作

业紧密相关。Sponge Media™ 

捕捉绝大多数潜在的有害排

放物，从而降低了工人接触

有害物质的风险，减少了工

厂的合规性、测试、诉讼、

治疗、长期健康疗养相关的

责任及费用。

腐蚀 
在美国，因腐蚀发生的费

用估计每年高达 2760 亿美

元。而 80% 的涂层缺陷是

由于不恰当表面预处理造成

的。Sponge-Jet 可在绝大多

数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中实现

理想的表面预处理，提升全

部涂层的性能 – 减少持续不

断的养护与停工。

每年

2760 亿美元

未作重点防护 
将造成数百万 
美元的损失。

传统喷砂工艺每年耗费公司数百万美元：

Sponge-Jet  
保护环境及 
盈亏底线。

Sponge-Jet 技术减少可导致代价	
巨大的工程中断及危险的工作	
环境的逸散性排放及喷砂反弹。

传统喷砂工艺

Sponge-Jet 低尘喷砂工艺

效果如何？ 
n   更好的产品及效率
n   更少的责任、诉讼、负面报道
n   改善环境及企业效率
n  提高利润及生产效率



 Sponge Media  
 （显示实际尺寸的 3 
倍）在冲击时吸收
污染物

Sponge-Jet 回收器对 Sponge Media 磨料进行分类净化，供重复使
用。通过一个电动的或气动的分类器，回收并处理发射后的介
质 – 将可重复使用的 Sponge Media 从过大的碎片及使用后的废料
（失效介质及污染物）中分离出来。

高达 95% 的 
Sponge Media 可	
被回收再利用

Sponge Media 磨料共有 20 
种类型可供选用。均具有
干燥、低尘、低反弹的特
性。

Sponge-Jet 系统的核心是其 Sponge Media。这种专利技术结合了聚氨酯
海棉的吸收能力及传统喷砂工艺的清洁切削能力。

Sponge Media 磨料的柔性使微粒在冲击时变扁（图 1），令磨料显露出来。在脱离表面后，介质
扩张，形成真空 – 捕捉大多数会形成空气污染物的物质（图 2）。这种方法被称为 Sponge Media 
的 MicroContainmentTM。

Sponge-Jet 的工艺流程：

Sponge-Jet 供给装置将 Sponge Media 磨料推到表面。	
中央面板可对喷射压力和介质的进给速度进行调整，	
	 从而实现了精确控制。

每月

2500 万美元
每天

100 万美元

设备故障
设备故障可以是灾难性的 –  

仪器、电子和转动设备若暴

露在磨屑和水中，很容易受

到影响而提前失效。Sponge-

Jet 工艺可减少高达 99% 的

磨屑，提升设备及工厂的总

体可靠程度。

眼部损伤 
喷砂及相关作业是导致眼部

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仅在

美国，每天就有 1000 个眼部

损伤事故，造成每年 3 亿美

元的开销。由于 Sponge-Jet 

不像其它喷砂工艺那样存在

弹射，因而降低了导致眼伤

及其它工伤的可能。

环境污染 
最新的造船厂调研表明，

喷砂是形成逸散性排放的

最大原因。有害微粒（小

于 10 微米）可导致上呼

吸道感染，烟尘及全球污

染。Sponge-Jet 工艺可捕获

高达 99% 的这类排放物，从

而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

停工 
停工可造成工厂每天 100 万

美元以上的损失。由于机修

工、焊工、电气工和其他操

作人员不能在喷砂工附近作

业，延长了那些涉及表面预

处理的停工时间。Sponge-Jet 

可加速项目的完成。

废物

用于 
重复使用 底

材



总部：  
Sponge-Jet, Inc.
14 Patterson Lane
Newington, NH 03801 (USA)
电话：1-603-610-7950
电子邮件：sjadmin@spongejet.com

要获取视频及具体行业 
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pongejet.cn
www.spongejet.com

海运
n  美国 NAVSEA 海军海洋标准 009-32 中公布，“Sponge-Jet 介质
与工艺可作为获得 SSPC-SP-10 或 SSPC-SP-11 清洁度的【喷砂
及动力工具清洁】的一种替代方法”。

n  已被罗赛斯（英国）、土伦（法国）、普古特海湾（美国）、	
塔尔卡瓦诺（瑞士）、横须贺（日本）、依斯魁马特（加拿
大）和其它海军基地使用。

n  用于智利-南极的碎冰机船壳内部。
n  对世界最大的油轮的压载箱及焊缝进行的长达四年跟踪	
调查表明，涂层近乎全新。

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处理
n  已成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埃克森美孚	
（ExxonMobil）、墨西哥天然气有限公司（PEMEX）及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的指定产品。

n  使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的阿穆艾炼油厂	
（世界最大）停工时间降低了 60%，取消了两次长达	
两个月的检修，节省了 9.6 亿美元。

n  墨西哥天然气有限公司（PEMEX）已经指定在其 400 多万
平方米（4300 万平方英尺）的钢材上使用 Sponge-Jet。

表面预处理及涂层清除
n  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薄膜聚合体输送管经 

Sponge Media 处理后，节约了所有曾被认为是煤渣污染	
废弃物的初始产品。

任何工业或应用的选择方案 
3 航空与航天 

3 桥梁养护 

3 火灾修复 

3 常规应用

3 古迹修复 

3 除铅处理 

3 海运与海洋工程 

3 模具修补 

3 核设施修理

3 石油化工 

3 发电 

3 纸浆与造纸 

3 水处理

奖项与荣誉

n  被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	
（NASA）的污染控制与防治
办公室选为低排放表面预处
理/脱漆的“高级技术”。

n  Sponge-Jet 被选择用于清洁	
白宫、威斯康星州及爱达荷州
首府的建筑，以及用于清洁和
修复国家公园服务设施。

n  位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
尔斯顿的 Kahal Kadosh Beth 
Elohim 犹太教堂因使用 Sponge 
Media 进行外部维护而被授予 
Carolopolis 奖。

n  瑞典 Skandinavisk Industri 
Utveckling 因使用 Sponge  
Media 磨料提升	
了生产率，而被授予  
Stora Productivitetspriset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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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厂使用 Sponge Media； 
节省 120 万美元
美国，中大西洋

某造船厂产品工程师的计算表明，使
用 Sponge-Jet 代替撞针枪预处理 9300 
平方米（100000 平方英尺）的舱底，
共节省了 120 万美元劳动力成本。事
实表明，四套 Sponge-Jet 喷砂系统可
以替代 24 个撞针枪操作员。

 动力工具 Sponge-Jet
设备单元： 24 4 
工时： 50,000 1,667 
每小时费率： $26.50 $26.50
总计： $1,325,000 $44,175

海运要闻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
钻井平台换用 Sponge-Jet 后，多出 
40 个小时的生产能力

巴西，坎普斯

据钻塔的生产计划执行协

调员介绍，钻井平台 P-37 
的计划维护时间缩短了 2 
天。在敏感区除去纤维玻 

璃涂层及油渣时需要中止部分作业。通过

使用 Sponge-Jet 减少了灰尘及反弹，令  
A 组和B 组分别提前 41 和 33 小时开工。

而在美国，两天的石油产品零售值大约为 
1200 万美元。

澳大利亚游艇制造商通过使用 
Sponge-Jet，在每艘游艇上 
节约 120000 美元

铝制游艇在制造时需要大量的预处

理。按照以前的手工作业，每艘游

艇需要 6 人 65 班次进行喷漆的预处

理。使用 Sponge-Jet 后，仅需使用  
3 人 9 个班次。

每艘船的手工作业（劳动力）成本： 
6 人 × 65 班 × 8 小时（45 美元/小时）= 140400 美元

每艘船的 Sponge-Jet（人工及材料）成本： 
3 人 × 9 班 × 8 小时（50 美元/小时）= 10800 美元 
（Sponge Media 及设备）= 9220 美元

每艘船节约人工成本 129600 美元。

子公司： 
Sponge-Jet Europe, Ltd.
Robson Way
Blackpool, FT3 7PP (UK)
电话：+44 (0) 1253 390731
电子邮件：irobson@spongeje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