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所示：

Coppercoat®库克船底防污漆是
目前最耐用，最耐久的防污涂层
。
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船主每年都
要上坞和重新油漆他们的船，库
克漆能让船主省去这个每年昂贵
而耗时的工作。

     自从1991年研发以来至今，已经有超过6
万艘船只施涂了Coppercoat®库克防污漆。
这种耐磨且密集的铜基环氧树脂能够最大程
度的减少海洋生物对船底的附着，并且省去
了每年重复刷漆的工作。

下方左图︓“利斯塔文” 游艇在1993年施涂Coppercoat®库克漆的照片。
下方右图︓到2011年，“利斯塔文”的上层建筑刷成了白色，而船底的库克漆在使用18年后仍然
没有改变.完好无损

下方左图︓ Nicklathyse”号游艇，在1994年施涂Coppercoat®库克漆。
下方右图︓就是2010年Nicklathyse”号的船主庆祝16年不重刷船底漆！

对于那些希望最小化维护成本和延长涂层服务时间的人来说，Coppercoat®库克漆可以满足
其需求。

      一次处理通常可以提供10年或更长时间
的 保 护，然 而 很 多 的 独 立 海 洋 媒 体 报 道 ：
Coppercoat®库克漆的很多早期的实验在经
过20年后仍然表现良好！

    Coppercoat®库克漆适合自主滚涂，作为
非导电涂层，可用于各种表面（采用合适的隔
离底漆之后），包括玻璃钢、铸铁、钢、木材、水
泥和铝等。

Coppercoat®库克漆也可以采用喷涂方式



Coppercoat®库克船底防污漆
不仅耐用持久，还提高船舶速度
和油耗经济性。

    众所周知，船体需要防止污损以保持性能
和推进效率，但是人们经常忽略的是：传统的
防污涂料在浸泡时会吸收水分，这样做会使
涂层膨胀、起皱和增加重量⸺这会增加船
体的阻力和影响性能。 
     帆船赛手们为了避免影响航行速度,在不
使用防污漆得平时将船放在陆地上,只在比
赛的时候下水。 很显然这只适合极少数人，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

    对此，Coppercoat®库克漆提供了解决方
案，因为它是双方组分固化的环氧树脂，不吸
水。 由于不增加阻力，Coppercoat®库克漆提
供了即能保持裸船速度又能防污染保护的理
想组合。

      这一优势已被从常规俱乐部到国际级的
各级赛船赛手所注意。 
         例如，Coppercoat®库克漆的使用者包括
: Sally Dugdale (Yeoman号，英国国家冠军) 
Steve Ayling (猎鹰号，英国国家冠军)， Keith 
Musto (奥林匹克帆船奖牌获得者)， Matt 
C ra u g h w e l l (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 获 得 者 )， 
Philippe Jeantot (旺代环球赛创始人)。

    动力艇也享受库克漆带来的好处，往往能
具备更高的最高船速和更节油的经济巡航。 
在由Sunseeker中东公司(使用一艘25米长
的Sunseeker游艇82号)进行的测试中，与传
统防污处理方法相比，新施涂的Copper-
coat®库克漆使最高速度提高了近2节。

    同样，当 Greg Copp (Motor-Boats and 
Yachting Magazine的技术编辑)将Copper-
coat®库克漆使用在他42英尺长的Sunseek-
er游艇上时，他注意到最高速度提高了2节; 
在3200转时的巡航速度提高了1节。
    一位蓝高双体动力艇的船主计算出，他在
一个夏天省下的燃料费，已经足够他支付使
用Coppercoat®库克漆的成本。

上图所示︓Greg Copp使用了Coppercoat®库
克漆在为动力艇和游艇杂志进行快速测试。

中图所示（最右）︓Sally Dugdale获得冠军的
比赛中。（在她使用了Coppercoat®库克漆的
Yeoman号上）。

下 图 所 示 ︓ 双 项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 的 保 持 者
Matt Craughwell（左二），在巴巴多斯登上了
他使用Coppercoat®库克漆的“Sara G号”。

对于那些希望最大化船体速度和增加燃油效率
的用户，Coppercoat®库克漆提供了解决的方
法。



    2011年，我们很高兴在中国(上海)国际船
舶展上获得“最环保商业”奖，Coppercoat®
库克漆成为一个负责任的获奖选择。

可持续能源的发展为库克漆提供了另一个用
途。
两家通过潮汐发电机(MCT和劳斯莱斯)向国
家电网供电的公司都选择了Coppercoat®库
克漆，作为迄今最有效的防护方式，
以防止污损，确保以最少的维护保持高效的
性能。

      防污公司正处于日益增长的环保指标压力
之下，需要生产对环境污染小且有效的涂料。我
们生产的Coppercoat®库克漆不含锡，而且完
全符合现在所有的防污染法规，包括国际海事
组织(IMO) Resolution MEPC.102(48)，而且源
自最新的水基环氧树脂技术，使树脂不含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结果就是Coppercoat不含有害气体也没有
令人厌恶的气味，即适合专业使用也适合普通
的用户。
    更重要的是：清洗Coppercoat®库克漆只需
要水。

   在为船底提供了持久保护的同时，也最大程
度上的防止杀生剂释放。
在使用30天后，Coppercoat®库克漆的铜释放
低于50微克 / 平方厘米，即使在最严格指标控
制的地区，Coppercoat®库克漆也能满足其环
保标准，比如波罗的海沿岸和美国的加利福尼
亚州。
    因此，经过Coppercoat®库克漆处理的船可
以在世界任何水域中自由航行。
因为有了长效硬质防污涂层，“一次施涂环游世
界”的梦想现在也得以成真。

Coppercoat®库克漆为那些希望尽量减少环
境影响的公司提供了解决方案。

Coppercoat®库克漆使用在布里斯托海峡的 
MCT 涡轮机上

3种不同防污漆的3年防污效果试验，中心部
分为Coppercoat®库克漆

Coppercoat®库克漆用于海洋风力发电场

Coppercoat®库克漆接受环保奖 “最环保商业奖”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2011



      “看到了Coppercoat®
库克漆防污的有效性，我
个人将来不会在自己的船
上使用任何其他防污涂料
。经过时间的冲刷，船体的
状态让我感叹使用库克漆
是值得的。” 

 “我非常高兴地欢迎
Coppercoat®库克漆成为
我们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
的船底防污漆合作伙伴。 
我们对Coppercoat®库克
漆在 Clipper 68训练舰队
中的表现印象深刻，并相
信其卓越的船底防污技术
将有助于我们的 Clipper 
70更有效地环游世界。” 

 1990年建造的12米范德施塔特加勒比基勒号，在1994年使用了
Coppercoat®库克漆处理，然后开始了环球航行。 在《船舶贸易》杂志
船主写道” 在第一次Coppercoat®库克船底漆施涂之后，我们在12年
的时间里已经航行了4万海里的旅程。 该产品提供的防污和渗透防护
是无与伦比的。 在过去的12年里，我只对船底进行了最少的维护和
清洁，包括几次在水中用刷子刷船底。”

    1993年，Hamble河里的一艘萨德尔星光
39，在新船上施涂了库克漆。 这艘游艇是由
欧洲最畅销的船刊编辑驾驶的。 
        2007年，她写道”我们的体验非常棒。 
在过去的14年里，我们从来没有过藤壶，海
草，什么都没有... 除了一层很薄的，可以轻易
洗掉的棕色粘液。 
最初的说法是它可以使用10年，很多人对此
持怀疑态度。
        我们的测试证明怀疑者错了，我们期待我
们的Coppercoat®库克漆还会继续生效很多
年！

  “作为一种防污剂，多年
来我们对Coppercoat®库
克漆的表现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自信地推荐它。”

船体专家Mike Coates在
2009年版《实用船主》杂
志中的评论

Clipper 环球赛创始人罗
宾・诺克斯-约翰斯顿爵士

Co 和 Carla Zwetsloot (船主)评价到

Sarah Norbury,编辑《实用船主》

Miles Kendall 在2001年
8月刊的《游艇月刊》杂志
中评论到

       “在Poole看到的船上
的Coppercoat®库克漆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
过17年的浸泡，它们看起
来仍然像新的一样! ”

Jake Kavanagh 在2010
年《今日航海》中评论到

       “现在是时候考虑一下
一种长期的、不会腐蚀的
防污物能否解决你的棘手
问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
环境上。”

Duncan Kent 在2002年
的《船长日志》中的评论



410英尺的钢制巨型游艇-希腊

36英尺铝制巡逻艇-西班牙42英尺玻璃钢领航船-英国

50英尺的综合客运渡轮-新西兰

70英尺钢制钓鱼艇-爱尔兰

木制船体，采用赛艇喷涂方式

   下图所示：作为制造商的South-
erly 船厂使用Coppercoat®库克漆
其他的客户还包括African Cats,
Aquastar, Arcona, Blythe Work-
cats, Bowman, Broad Blue, 
Broom, Catapult, Cheetah, 
Contessa, Cornish Crabbers, CR 
Yachts, CTruk, Discovery, 
Dragonfly, English Harbour 
Yachts, Fontaine Pajot, Honnor 
Marine, Horizon, Hylas, Isara, 
Lagoon, Linjett, Malo, Najad, 
Nauticat, North Sea Boats, 
Northshore, Oyster, Polecat, 
Quorning, Ribcraft, Ribeye, 
Rustler, Saare, Saturn, Sessa, 
Sirius,Solaris, South Boats, Star, 
Sunreef, Sunseeker, Swallow, 
Tayana, TechnoHull, Williams 
Performance Tenders and XS 
Ribs等等。

    Coppercoat®库克漆广泛应用于商船领域。
传统的防污漆在高使用率的船只上迅速损耗，
导致频繁而昂贵的维护和重新涂漆。 耐磨的
Coppercoat®库克漆提供更长的使用时间，使
船舶更长久的在水中停留和工作，具有明显的
经济效益。

      我们和我们的指定经销商在许
多世界主要的船展参展，包括伦敦
，南安普敦，杜塞尔多夫，迈阿密，
迪拜，马德里，洛杉矶，西雅图，帕
尔马，纽波特，安纳波利斯，劳德代
尔堡，汉堡，巴黎，奥克兰和巴塞罗
那。

0755 （86375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