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组成及特点

2 适用条件

3 主要性能
JN-R桥面环氧覆层面胶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技术要求

（Q/OCYR 004）
试验结果

外观 目测 - 色泽均匀液体

密度,g/cm3 23±2℃（A+B） - 1.05

初始粘度,mPa.s 23±2℃（A+B） 700-2500 1100

适用期,min 23±2℃ 15-45 30

抗拉强度,MPa 23±2℃ 14-34 20

断裂伸长率,% 23±2℃ 30-70 50

钢对C45混凝土正拉粘结强度,MPa 23±2℃ ≥2.5, 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3.8, 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耐老化性能（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23±2℃ ≥30 44

热相容性 DL/T 5193 通过 通过

骨料最大粒径
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 5mm

非机动车道 3mm

骨料硬度（莫氏硬度） ≥6

骨料磨耗值 ≤20%

抗滑性能
构造深度 ≥1.2mm

磨擦系数(BPN) ≥65

渗水系数 0（不渗水）

面层颜色 与所采用骨料颜色一致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技术要求
（Q/OCYR 013） 试验结果

外观 目测 - 色泽均匀液体

密度，g/cm3 23±2℃（A+B） - 1.05

初始粘度，mPa.s 23±2℃（A+B） ≤200 150

适用期，min 23±2℃ 15-45 20

抗拉强度，MPa 23±2℃ ≥20 30

断裂伸长率，% 23±2℃ ≥10 20

钢对C45混凝土正拉粘结强度，MPa 23±2℃ ≥2.5，且混凝土内聚破坏 4.0，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骨料及路面性能

JN-RS桥面环氧覆层底胶性能

施工技术参数

材料用量，Kg/m2 养护时间，h

环氧胶 骨料 5-10℃ 10-20℃ 20-30℃ ＞30℃

底胶 0.2-0.5 / 1-4 1-4 0.5-2 0.5-2

第一层面胶 ≥1 5-7 ≥24 ≥16 ≥8 ≥3

第二层面胶 ≥2 7-9 ≥36 ≥24 ≥12 ≥8

改性环氧胶粘剂二

JN-R桥面环氧覆层是一种新型的桥面铺装材料，由JN-R环氧覆层面胶、JN-RS环氧覆层底胶再加上耐磨防滑

骨料组成，施工时在混凝土基层上涂刷双组分环氧胶后再洒上适量耐磨骨料即可。主要用于新建及改造加固桥梁工程

中，减少铺装层厚度及荷载，提高铺装层的耐磨、防滑、抗裂、防水及耐久性能，调整面层颜色。该产品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一种柔性环氧胶粘剂及其应用”（ZL201110317965.X）授权，其主要特点为:

◇ 厚度薄，重量轻，覆层厚度不到1厘米，不增加桥面荷载及铺装厚度，不影响隧道等通行净高，设计更为灵活；

◇ 有效防滑、耐磨、排水，缩短制动距离，降低路面噪音和雨天行车水雾，提高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

◇ 兼具防水、耐腐蚀功能，可有效防止桥面雨水渗透；

◇ 使用周期可达15年，长期经济效益明显；

◇ 施工速度快，封路时间短，不改变路面结构（适于旧路面翻新）；

◇ 耐久性能优异，使用寿命长，高温稳定，低温抗裂；

◇ 绿色环保，不含挥发性溶剂，不需加热施工；

◇ 色彩丰富，可通过采用不同骨料来获得色彩、质感丰富的路面。

桥梁加固改造工程中，需减轻铺装层荷载、减薄铺装层厚度的场合；桥面颜色更改（如水泥混凝土桥面白改

黑）；路面、桥面表面磨耗层施工；旧桥面、旧路面的翻新改造；新建桥梁、人行钢桥、城市高架等桥面铺装；需特

别防滑处理的路面；道路表面功能恢复或薄层修补（如水泥混凝土路面表层麻面、起粉、剥落、冻融破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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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成及特点

2 适用条件

3 主要性能
JN-R桥面环氧覆层面胶性能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技术要求

（Q/OCYR 004）
试验结果

外观 目测 - 色泽均匀液体

密度,g/cm3 23±2℃（A+B） - 1.05

初始粘度,mPa.s 23±2℃（A+B） 700-2500 1100

适用期,min 23±2℃ 15-45 30

抗拉强度,MPa 23±2℃ 14-34 20

断裂伸长率,% 23±2℃ 30-70 50

钢对C45混凝土正拉粘结强度,MPa 23±2℃ ≥2.5, 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3.8, 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耐老化性能（老化后断裂伸长率）,% 23±2℃ ≥30 44

热相容性 DL/T 5193 通过 通过

骨料最大粒径
高速公路、城市主干道 5mm

非机动车道 3mm

骨料硬度（莫氏硬度） ≥6

骨料磨耗值 ≤20%

抗滑性能
构造深度 ≥1.2mm

磨擦系数(BPN) ≥65

渗水系数 0（不渗水）

面层颜色 与所采用骨料颜色一致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技术要求
（Q/OCYR 013） 试验结果

外观 目测 - 色泽均匀液体

密度，g/cm3 23±2℃（A+B） - 1.05

初始粘度，mPa.s 23±2℃（A+B） ≤200 150

适用期，min 23±2℃ 15-45 20

抗拉强度，MPa 23±2℃ ≥20 30

断裂伸长率，% 23±2℃ ≥10 20

钢对C45混凝土正拉粘结强度，MPa 23±2℃ ≥2.5，且混凝土内聚破坏 4.0，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骨料及路面性能

JN-RS桥面环氧覆层底胶性能

施工技术参数

材料用量，Kg/m2 养护时间，h

环氧胶 骨料 5-10℃ 10-20℃ 20-30℃ ＞30℃

底胶 0.2-0.5 / 1-4 1-4 0.5-2 0.5-2

第一层面胶 ≥1 5-7 ≥24 ≥16 ≥8 ≥3

第二层面胶 ≥2 7-9 ≥36 ≥24 ≥12 ≥8

改性环氧胶粘剂二

JN-R桥面环氧覆层是一种新型的桥面铺装材料，由JN-R环氧覆层面胶、JN-RS环氧覆层底胶再加上耐磨防滑

骨料组成，施工时在混凝土基层上涂刷双组分环氧胶后再洒上适量耐磨骨料即可。主要用于新建及改造加固桥梁工程

中，减少铺装层厚度及荷载，提高铺装层的耐磨、防滑、抗裂、防水及耐久性能，调整面层颜色。该产品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一种柔性环氧胶粘剂及其应用”（ZL201110317965.X）授权，其主要特点为:

◇ 厚度薄，重量轻，覆层厚度不到1厘米，不增加桥面荷载及铺装厚度，不影响隧道等通行净高，设计更为灵活；

◇ 有效防滑、耐磨、排水，缩短制动距离，降低路面噪音和雨天行车水雾，提高行车安全性和舒适性；

◇ 兼具防水、耐腐蚀功能，可有效防止桥面雨水渗透；

◇ 使用周期可达15年，长期经济效益明显；

◇ 施工速度快，封路时间短，不改变路面结构（适于旧路面翻新）；

◇ 耐久性能优异，使用寿命长，高温稳定，低温抗裂；

◇ 绿色环保，不含挥发性溶剂，不需加热施工；

◇ 色彩丰富，可通过采用不同骨料来获得色彩、质感丰富的路面。

桥梁加固改造工程中，需减轻铺装层荷载、减薄铺装层厚度的场合；桥面颜色更改（如水泥混凝土桥面白改

黑）；路面、桥面表面磨耗层施工；旧桥面、旧路面的翻新改造；新建桥梁、人行钢桥、城市高架等桥面铺装；需特

别防滑处理的路面；道路表面功能恢复或薄层修补（如水泥混凝土路面表层麻面、起粉、剥落、冻融破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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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方法

5 工程应用

5.1  用于路面提质改造施工中桥面铺装

5.2  用于增厚桥面系加固桥梁

5.3  用于桥面减荷

6 包装、运输、储存、安全

改性环氧胶粘剂二

1.修补好基层所有孔洞、缺陷，保证混凝土基层处于干燥状态。

2.用洗刨或抛丸的方法清理基层表面的浮浆或污渍，再用无油压缩空气将

所有的灰尘和碎屑清理干净。

3.配制JN-RS底胶，并均匀涂抹在已处理的混凝土基面上。

4.配制JN-R面胶，用辊轮或刮片将第一层面胶在底胶上涂铺均匀。注意

第一层面胶涂铺应在底胶固化前进行。

5.抛撒随产品配套的精选耐磨骨料，即C组分。骨料也可由用户自行选

择，骨料的莫氏硬度不宜小于6，一般可选择带棱角的耐磨骨料。骨料应洁

净、干燥（含水率小于0.2％），骨料颜色可根据需要自行选定。

6.第一层面胶初步养护后，清除多余的骨料，暂不开放交通。

7.按与第一层同样的方法施工第二层面胶和骨料，初步养护后清除多余骨

料，在规定的养护时间过后方可开放交通。

8.开放交通一周后，清除松散脱落的骨料。

9.配制面胶和底胶时，应按推荐配胶比例称取A、B组分置于洁净容器中，用胶料搅拌器低速搅拌至少3分钟，以

确保充分混匀。每次搅拌的胶液应尽快使用，以防积聚在容器中发生爆聚浪费。

本产品面胶和底胶的A、B组分均采用铁桶包装，高强耐磨骨料（C组分）采用编织袋包装。按组供应，净重详见

产品包装。包装重量和形式也可应客户要求另行商定。

本品应密封贮存在环境温度5℃-40℃的干燥、清洁的库房内，不得露天堆放或雨淋，包装开启后不得长时间存

放；不同品种胶粘剂及A、B两组分应明显标识存放，避免混杂。自生产之日起，包装完好时有效贮存期为12个月。

本产品不属于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能以一般交通工具运输，运输途中不得损坏包装、曝晒或雨淋，不得倾

斜或倒置。

本产品施工人员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如配戴口罩、手套、护目镜、安全帽等），现场注意防火并保持良

好的通风。若不慎弄上皮肤或衣物，可立即擦拭干净并用大量清水冲洗；若不慎误食或溅入眼睛，请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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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方法

5 工程应用

5.1  用于路面提质改造施工中桥面铺装

5.2  用于增厚桥面系加固桥梁

5.3  用于桥面减荷

6 包装、运输、储存、安全

改性环氧胶粘剂二

1.修补好基层所有孔洞、缺陷，保证混凝土基层处于干燥状态。

2.用洗刨或抛丸的方法清理基层表面的浮浆或污渍，再用无油压缩空气将

所有的灰尘和碎屑清理干净。

3.配制JN-RS底胶，并均匀涂抹在已处理的混凝土基面上。

4.配制JN-R面胶，用辊轮或刮片将第一层面胶在底胶上涂铺均匀。注意

第一层面胶涂铺应在底胶固化前进行。

5.抛撒随产品配套的精选耐磨骨料，即C组分。骨料也可由用户自行选

择，骨料的莫氏硬度不宜小于6，一般可选择带棱角的耐磨骨料。骨料应洁

净、干燥（含水率小于0.2％），骨料颜色可根据需要自行选定。

6.第一层面胶初步养护后，清除多余的骨料，暂不开放交通。

7.按与第一层同样的方法施工第二层面胶和骨料，初步养护后清除多余骨

料，在规定的养护时间过后方可开放交通。

8.开放交通一周后，清除松散脱落的骨料。

9.配制面胶和底胶时，应按推荐配胶比例称取A、B组分置于洁净容器中，用胶料搅拌器低速搅拌至少3分钟，以

确保充分混匀。每次搅拌的胶液应尽快使用，以防积聚在容器中发生爆聚浪费。

本产品面胶和底胶的A、B组分均采用铁桶包装，高强耐磨骨料（C组分）采用编织袋包装。按组供应，净重详见

产品包装。包装重量和形式也可应客户要求另行商定。

本品应密封贮存在环境温度5℃-40℃的干燥、清洁的库房内，不得露天堆放或雨淋，包装开启后不得长时间存

放；不同品种胶粘剂及A、B两组分应明显标识存放，避免混杂。自生产之日起，包装完好时有效贮存期为12个月。

本产品不属于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能以一般交通工具运输，运输途中不得损坏包装、曝晒或雨淋，不得倾

斜或倒置。

本产品施工人员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如配戴口罩、手套、护目镜、安全帽等），现场注意防火并保持良

好的通风。若不慎弄上皮肤或衣物，可立即擦拭干净并用大量清水冲洗；若不慎误食或溅入眼睛，请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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