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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产品一：织物膨胀节

■ 产品简介

织物膨胀节主要解决工业烟气在传输过程中引起热膨胀问题，可利用较小轴

向安装距离为管道提供较大的多方向的补偿量，同时能有效地消除整个系统的安

装累积误差，织物膨胀节的主体材料是玻璃纤维织物和保温棉，因此其吸音降噪、

隔绝震动的能力优于金属膨胀节。从而有效地减少锅炉、风机、长距离管路等系统

的噪音和震动简化整个系统的管路设计。该产品与金属膨胀节相比，具有价格低、

重量轻、制作快捷、更换简单方便等优点。

■ 织物膨胀节的组成及各部份的作用

织物膨胀节的组成及作用(见左图)：

A复合圈带：它可保证100%密封，且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同时允许在各个方向上自由运动。圈带的设计

应能承受来自内部和外部温度变化及化学腐蚀。

B保温层/热屏障：确保圈带的内表面温度不超过其最高运行温度。同时可减少通过内部绝热层的热烟气

冷凝的机会。

C保护层：将其设置在圈带与保温层之间。以保护热屏障免受机械损伤同时提供额外的热保护。

D压板：压持板是用于框架对活动圈带的密封。压持板的设计应按FSA（流体密封协会）标准规定，并能确

保厚度、宽度、紧固件大小及间距都满足 FSA 标准中的系统压力的要求。

E内挡板：是将气流引导定向通过伸缩的关节腔内，以防止粉煤灰在伸缩节的活动元素或绝缘/隔热层内积

累，并防止圈带振颤和磨损。

F隔热/保温层：用以隔绝介质温度，从而确保非金属柔性元件能在许用的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

G框架：用以膨胀节与管道连接同时为非金属圈带及隔热层提供相应的支撑和保护。

H包边布：以保护非金属圈带并提高圈带的密封性能。

I防尘密封带：以减少灰尘在柔性补偿器区域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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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 织物膨胀节的特点及用途

织物膨胀节产品其特点：

◎ 补偿热膨胀：可以同时补偿轴向、

横向、角向多方向的位移。

◎ 补偿安装误差：由于管道连接过程

中，系统误差再所难免，非金属补偿器可

较好的实现安装误差补偿。

◎ 消声减振：纤维织物(硅胶布等)、保温棉体本身具有吸声、隔震动传递的功能，能有效的减少锅炉、风机等

系统的噪声和震动。

◎ 无反推力：由于主体材料为纤维织物，无力的传递。用纤维补偿器可简化设计，避免使用大的支座，节省

大量的材料和劳动力。

◎ 良好的耐高温、耐腐蚀性：选用的氟塑料、有机硅材料具有较好的耐高温和耐腐蚀性能。

◎ 密封性能好：有比较完善的生产装配系统，纤维补偿器可保证无泄露。

◎ 体轻、结构简单、安装维修方便。

织物膨胀节的用途：

由于织物膨胀节具有自身独特的优点。因此，

广泛应用于电厂、水泥厂、钢铁厂、化工厂、地铁等

场所的通风、热风循环、硫化床、气轮机组、收尘、烟

气排放等热工管路系统（左图为电厂烟气流程图，

织物膨胀节的安装位置在图中以标明）。在烟气脱

硫、脱硝系统中织物膨胀节又由于其选用的非金属材料所具备的耐酸、碱性能而广泛得到系统设计者的青睐。

织物膨胀节的适用范围：

溫度: 常溫至1000℃;介质: 一般空气或強腐蝕性气体；压力: -0.3kg/cm2 至0.3kg/cm2；变形吸收: (面间

距离的%)压缩—30-50%；拉伸—3-8%；侧移—5-10%。

由于织物膨胀节的位移吸收元件采用的是复合纤维布，因此它能具有金属膨胀节无法比拟的优点。也正是

由于其采用的非金属圈带而使其在强度及密封性能方面与金属膨胀节相比存在先天的不足。

■ 织物膨胀节的选用说明

织物膨胀节产品属非标准专业类零部件。因此，对每件产品均应按照其具体

的使用环境、位移要求、减震条件及安装位置及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并针对其特点

进行设计和后续跟踪。织物膨胀节优异的使用性能来自于管道系统设计人的选

型、制造方对产品质量的把控以及产品安装调试及日常的维护和保养等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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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 织物膨胀节的使用性能

名称

织物厚度

补偿量

耐热温度

密封性

抗振性

耐碱性

耐老化性

性能

2-10mm

50-300mm

50℃-600℃

N/50mm3300

优

优

优

名称

拉伸强度

工作压力

延伸率

使用寿命

耐酸性

阻燃性

性能

≥15KPa
≤0.03MPa

10%

≥10年
优

良好

■ 织物膨胀节圈带的组成及分类

圈带是织物膨胀节的主要伸缩体，由性能优良的硅（氟）橡胶及聚四氟乙烯薄膜、无碱玻璃纤维布、硅酸铝纤

维棉等复而成的一种高强密封复合材料。其作用是吸收膨胀量，防止漏气和雨水的渗漏。

（其结构型式见下图）。

织物膨胀节的圈带根据产品截面尺寸、介质压力、介质温度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基础材料及厚度、种类搭配

和布置方式。对脱硫、脱硝或内部介质温度低于介质露点温度的烟气管道系统，织物膨胀节圈带应采用多层材

料一次硫化复合的加工方法，确保圈带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失效。

我公司织物圈带是按照其使用环进行分类及命名的，我公司依

据介质的腐蚀性不同而将织物圈带分为三大类：

◎ 低腐蚀性介质用圈带（T）类；

◎ 中腐蚀性圈带（M）类;

◎ 高腐蚀性圈带（Y）类。同时，我们依据流通介质的使用温度

不同将每种类型圈带分为五个温度级别（见下表）。

级别

长期使用温度℃

瞬间冲击强度℃

温度等级代号

1

≤200
≤300
200

2

≤450
≤600
450

3

≤600
≤700
600

4

≤800
≤900
800

5

≤1000
≤13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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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公司设计人员对每台织物膨胀节圈带的受力分析依据ASTM_F1123及 FSA

（流体密封协会）标准中关于织物圈带规定的受力要求，采用微元受力分析的方法

对圈带内张力进行分析，从而得出圈带内外压差、曲率半径、圈带内张力的关系

式，利用该关系结合圈带各层材料的许用应力条件分别对涨破力、拉应力、撕扯力

等项目进行校核计算，由此开发出相应的计算软件《YTDQ- Fabric》。与此同时，

我公司还利用Pro/E 或Solidworks、对其进行建模，模拟产品的实际使用装况设

定其层间接触和约束条件。利用ABAQUS软件进行非线性分析以精确得到结

果。在国内同行中率先入从经验化或是简单照搬国外同类产品向理论计算与实

践完美结合的转变。

■ 织物膨胀节的选用

织物圈带的选择：

圈带作为织物膨胀节的主要元件，其选择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产品的使用性能及使用寿命的高低，因此

在产品选型时首先需解决圈带的选用，圈带的选择又包含两种主要参数的确定。

①：圈带材料种类的选择；

②：圈带有效长度的确定；

圈带材料的种类、层数及布置方式取决于介质的温度、腐蚀性及压力等因素。各类介质环境下圈带材料的

选用参见下表3：

介质

空气

废气/弱酸

管道煤气/强酸

温度

℃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T70 T200 T350 T450 T550 T700 T1100

Y250

M250 M350 M450 M550 M700 M1100

Y1100Y350 Y450 Y550 Y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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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圈带的有效长度是依据产品所需吸收的位移量及介质温度确定：我公司依据织物圈带的具体腐蚀介质

环境、温度、隔热层厚度及所选材料的不同。在综合考虑材料的延伸率、隔热材料的回弹率等众多因素的前提

下，详细的计算和充分的试验基础上绘制出27种组合条件下圈带长度与位移量的对应关系曲线。使产品的选

型设计从经验选择提高到函数解析计算的范畴（参数选型资料可与公司技术中心索取）。圈带长度选取时可对

应查取并选择有效长度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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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织物圈带的连接方式:

正压压边 正压翻边 卡箍连接 正压折皱 负压翻边

隔温层及结构的选择：

由于织物膨胀节的核心元件---织物圈带的许用温度通常均低

于介质的工作温度。因此需采用合理隔热材料及有效的隔温结构。

我公司充分发挥企业在电加热行业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依据热平衡

原理的相关公式针对圈带外表层所需控制的温度，推导出计算相应隔

热结构中所需各种不同材料的厚度的公式。并分别采用有限差分法

及有限元法对公式进行拟合。在理论计算的基础上，公司还针对各种

类型的隔热结构和隔热材料进行使用现场的红外温度检测以验证公

式及修正系数的可靠性。经过二十年来的验证和检测，本公司推导的隔热材料厚度计算公式其误差在2%以

内，完全符合产品的使用要求。同时结束了长期以来隔热层厚度计算无据可依的尴尬局面。

内衬管结构的选择：

织物膨胀节内衬管在产品中不仅起导流减少流动阻力的作用，同时可有效阻挡灰尘进入膨胀节的容腔内堵

塞位移空间，它还是膨胀节隔热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其结构型式的好坏同样是产品使用成败的一个关

键所在。每件产品的内管结构型式均应依据介质的特征进行选择，如需同时解决几种问题就需对各类问题加以

权衡，解决主要矛盾。目前常用的内管型式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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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 织物膨胀节材料选择及执行标准及质量控制

织物膨胀节除圈带及隔热材料外，金属结构件材质的选择

将直接关系到产品的使用寿命，因此，在产品设计中必须按照产

品介质的压力、温度、腐蚀性高低等因素。来确定材料的厚度、

种类。该类产品常用的材料含盖普通碳素结构钢、低合金高强

度钢、耐候钢、奥氏体不锈钢、耐高温合

金等种的几十种材质与规格。

我公司织物膨胀节产品均依据美国ASTM_F1123及 FSA（流体密封协会）标准要

求，采用目前最为先进的有限元分析手段，结合公司长年从事热工设备制造的经验，通

过近二十年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已行成一整套完备和理的设计计算理论公式，从而真正

实现织物膨胀节的每个部件每种材料的定量分析选择。为产品的固有质量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我们深知企业的生命源自产品的质量，为此公司严格按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

要求来规范产品从原材料进厂复验、产品设计、工艺审查、制造全过程到产品的包装出

厂及安装调试的各个环节。并做好原始记录力求每个环节的可追溯性。

我们不仅可为用户提供按国家、行业标准图册中的所有类型的优质品，同时也可依据客户要求设计制造出

与您所出的工作环境更为贴切的理想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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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产品二：金属波纹膨胀节

■ 概述

金属波纹膨胀节（又称波形补偿器），是一

种利用薄壳波纹元件自身的挠曲变形，来吸收

管道或设备由于热胀冷缩等原因而引起的尺寸

变化的装置。由于它兼备承压能力高、补偿能

力强、密封及柔韧性好、结构简单管道设计施工

便利等优点,从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并将其运用领域从传统的冶金、热力、建材、电力、石油、化工、水利、工

民用建筑逐步扩展到包括机车、船舶、电子、自动化控制、集光、航天航空、原子能等新兴领域，有效地降低管壁及

支架的应力确保管线的正常运行，已成为现代管道和设备的关键

性部件。

我公司在确保原有金属膨胀节的位移补偿等功效的基础上，

利用波纹元件的弹性特征开发出位移补偿、人工智能感应、介质监

测兼备的功能性管道元件元件。在产品向功能化、元件集成化方

向迈进一大步。从而使该类产品不仅在结构上更优于原有产品，

更重要的是从功能上得到充分的扩展。为元件按不同要求采用声

波探测、光电传输等方式将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实时送回传至

中心控制数据库经自动比对后为系统操作者提供可能。为后续管线自动控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正实现产品

的改型升级。也使公司在同行业中处于技术领先位地位。

■ 产品分类及特点

波纹膨胀节根据它工作中的压力特征可将其分为约束型和非约束型两大类。而非约束型膨胀节正好相

反。依据此分类方法我们可将波纹膨胀节产品的各品种归结如下：

约束型 非约束型

约束型膨胀节的特点在

于介质的静压推力（盲板力）

在产品内部被自锁不向支架

或设备上传递。

非约束型膨胀节的特点正好

与约束型相反，其介质的静压力

必需由固定支架或设备接口来承

受。

大拉杆 旁通平衡 容积平衡 通用 轴向 小拉杆

曲管平衡 万向角 角向 外压 减振 矩形 万向角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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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 产品的适用范围

波纹膨胀的运用领域非常广泛，其核心元件金属波纹管又是管道和仪器仪表中的通用弹性元件。因此，对

波纹管在相同场合下的属性划分又将是产品选型的基础。金属波纹管按其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被分为金属波纹

管弹性元件、金属软管、金属膨胀节。

金属膨胀节所能适用的介质范围通常有较为明确的界定与划分。在国家现行标准GB/T12777-2008中没

用明确标注出金属波纹膨胀节适用介质压力的最高限，但依据该标准的蓝本美国膨胀节协会EJMA标准2008

版第三条规定的膨胀节标准使用温度为：-250℃/980℃；压力为：真空/7MPa，对于超过该范围的产品请与公司

技术中心联系以进行特殊设计。

油气储运 建材、水泥 合成氨、化肥 工、民用建筑 车站、机场 柴油机

水 电 造 船 石 化 钢 铁 核 电 城市供暖

■ 产品类型的选择

金属膨胀节是压力管线中重要元件之一，通过合理的

配置固定支架、导向管架及弹簧支架将管线分割为若干个

直管段、“L”、“Z”、“П ”等独立的补偿管段。通过正确的选

择合适的膨胀节而使管线的位移得到最佳的吸收。各类

管段的划分方法及管段热位移的计算在“压力、动力管道

手册”、各行业、设计院的图册或手册中均有详细的介绍可

查询选择。我公司是以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规范ASME

压力管道及管件B31、B16系列标准中对管道应力的要求

作为依据，参考EJMA中管线分段案例对管线进行独立补

偿管段的划分以确定波纹膨胀节的种类和型式及各类管

架的设置，也可参照SH/T3421-2009《金属波纹管膨胀节设置和选用通则》进行选择。依据管道介质特性的分

类不同，针对高温（或超低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性较大的介质。公司技术中心将分别采用弹性中心

法和CAESARII-5.1或Bentley AutoPipe 09.04等管线应力分析软件。对所确定的管段进行管道柔性以及选定

强度应力分析。确保膨胀节、支吊架设备端口具有足够的强度及适当的柔性来适应介质的压力、温度和介质的

操作条件。管线设计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压力管道在外载荷作用下，有效地抵抗变形和破坏的能力，即处理强度、

刚度和稳定性问题，保证压力管道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本公司具有压力管道设计的专业人员可为用户提供可靠

的管线应力计算书及相应的CII模型。

09



YITONG ELECTRIC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 产品优势及设计计算

波纹膨胀节产品的结构型式及工作原理十分简单。但由于其使用条件及波纹管的变形机理和波纹管内部

应力的变化、疲劳寿命的计算问题所牵涉的影响因素和模型计算方法十分繁琐和复杂，想要精确推算出实际的

数据几乎不可能。为此，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德国人帅先开发波纹膨胀节运用于城市热网至今各国的研究者不断

努力开发出一代又一代的计算方法，并将其与实验数据拟合以改进公式中的修正系

数。在这其中运用较为广泛的是美国膨胀节协会EJMA标准中所列出的应力、寿命

计算公式。本公司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以全面采用该协会标准中的应力校核公

式，利用计算机程序对波纹参数进行优化选择。确保公司出厂的每件波纹管产品更

加贴切实际使用环境。

在不断完善公司波纹管参数的同时，我们不断探索采用当今最为先进的计算方

法对膨胀节产品中的所有受力元件进行分析计算，并对其进行跟踪检测。通过近二十年的潜心研究与实际验

证。我公司已从最早的材料力学解析方法逐步走向三维模型的有限元分析方法。目前已完成从单纯的应力分

析到应力、应变、热分析、流体分析等多物理量耦合及非线性分析在内的多功能组合分析。公司依据所分析的内

容不同分别可采用ANSYS10.0；COSMOS；ABAQUS；MARC等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针对性分析，以正确解决

实际工作中所需的各类膨胀节产品，公司现已完成小汽机排气口膨胀节 零部件有限元应力分析、直接空冷膨胀

节元器件及组合体强度、变形有限元分析及模型库的建立。在充分完备产品选形及参数设计的基础上，从波纹

管材料腐蚀分析、热处理运用对波纹管使用状态的影响、各种表面处理方法、波形加

工误差对产品寿命影响以及产品固有频率调整对产品工作状态的改变等方面投入

大量精力时间进行研究及实验检测，并对照实验结果进行修正和改进。从而保证了

每件亿通产品的寿命承诺不止是停留在计算书上的理论数据，而是具有合乎于实际

工作状态理论计算和可靠性使用保证的依据。为产品的优异性及材料选择的合理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轴向 径向 角向

波纹膨胀节可单独或同时吸收的管线中三种方向的位移：①轴向：②径向；③角向；上述三种方向的位移都

是以其对波纹管中心轴的相对位置来命名的。（见图）

10



YITONG ELECTRIC 膨胀节 Expansion Joints

■ 各类产品的介绍

◎ 通用型波纹膨胀节：通用型膨胀节是一种非

约束型波纹膨胀节产品，通常由连接管（法兰）、波纹

管、内管及运输、调整件等构成。主要用于吸收轴

向，同时伴随少量径向和（或）角向位移位移的场合，

由于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用性广泛而被管路系

统大量使用。但由于其没有附加任何承载、导向构

件因此要求管线具有良好的固定和导向性支撑。该

产品的连接型式可任选为焊接式或法兰连接。

◎ 内、外压轴向膨胀节：轴向型膨胀节由一段或

两段波纹管、短中间接管及长拉杆等零件构成也属

非约束型波纹膨胀节之类。它只能用在吸收轴向位

移的管段上，产品上的长拉杆不是承力构件，由于其

同样是结构简单、成本低廉适用性广泛而被大量运

用管线口径较小或介质压力不高的系统中，以减少

管架静压推力对固定支架的载荷。该类管段需具有

良好的固定和导向性支撑。该产品的连接型式可任

选为焊接式或法兰连接。

◎ 小拉杆自由型膨胀节：三向小拉杆型膨胀节

由两段波纹管、中间接管、端接管及小拉杆或比例连

杆等零件构成属非约束型波纹膨胀节的一种。理论

上可吸收管段上任何一种方向的位移，产品上的小

拉杆等不作为承力构件。由于其同样具有结构简

单、成本低廉适用性强等优点，而被大量用于管线中

同时具有三维方向上组合位移的场合。如管系压力

不高的烟、风、颗粒物料传输管道中，以减轻静压推

力对固定支架的载荷。该类产品使用管段需具有正

确的固定和良好的导向性支撑，连接型式可任选为

焊接式或法兰连接。

◎ 大拉杆横向型膨胀节：由中间管连接的两个

几何参数和波数相同的波纹管及拉杆、端板组成的

挠性部件。 主要用于补偿单平面或多平面弯曲管段

的横向位移。适用于"L"型和"Ｚ"型管系。由于拉杆

能承受压力推力和其他附加外力的作用，膨胀节自

身吸收内压推力，不会对管道产生外力，因此膨胀节

两端的管道可使用中间固定支架或导向支架，降低

施工成本，提高施工效率，连接型式可任选为焊接式

或法兰连接。

◎ 角向型膨胀节：由波纹管、端管及相连的两对

铰链板组成的挠性部件。一般为两个铰链型或两个

万向铰链型与一个单式铰链一起配套组使用，适用

于"L"型和"Ｚ" 型管系中，主要以角偏转的方式补偿

多平面弯曲管段的合成位移。 由于销轴和铰链板能

承受压力推力和其他附加外力的作用，膨胀节自身

吸收内压推力，不会对管道产生外力，因此管道支撑

的设置可以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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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向铰链式波纹膨胀节：由波纹管、平衡环及

两对与平衡环和端管相连的铰链板组成的挠性部

件。一般为两个万向铰链型或两个万向铰链型与一

个单式铰链一起配套组使用，适用于"L"型和"Ｚ" 型管

系中，主要以角偏转的方式补偿多平面弯曲管段的合

成位移。 由于平衡环、销轴和铰链板能承受压力推力和其他附加外力的作用，膨胀节自身吸收内压推力，不会

对管道产生外力，因此管道支撑的设置可以简化。

◎ 压力平衡式波纹膨胀节：其中又分为直管与

曲管两类。它由一个工作波纹管或中间管所连接的

两个工作波纹管和一个平衡波纹管及弯头或三通、封

头拉杆、端板和球面与锥面垫圈等结构件组成。主要

用于吸收轴向与横向组合位移并能平衡波纹管压力

推力的膨胀节。 当波纹管压力推力很大，所需的固定支座不便于设置时，以及与之相连的管道或设备不允许承

受内压推力时，应考虑选用这种型式的波纹膨胀节。弯管压力平衡式膨胀节可用于消除作用在泵、压缩机、汽轮

机等设备上的载荷。在需要轴向补偿时，由于管线架空或两容器之间的直管段距离较短，设置固定支架困难或

不经济时，这时应考虑使用直管压力平衡式波纹膨胀节。为使弯管压力平衡式膨胀节正常工作，在选型时要注

意：连杆所承受的压力推力一定要大于使膨胀节产生轴向位移所需要的力。否则不宜选用此类膨胀节。

■ 波纹膨胀节类型及代号

当了解波纹膨胀节的基本性能后，我们将对产品的选型提出了要求。由于，波纹膨胀节在管系中的类型选

择将会牵涉到包括独立补偿管段的划分、管道支架的类型及合理布置及管道走向及管道柔性的确定等很多问

题，而且相同管段也可采用不同的选型方案。因此，我公司要求对较复杂管线的波纹管选型好采用弹性中心法

或CAESARII软件进行理论分析计算，并及时与我公司技术中心的专业人员联系以保证在产品得到充分合理运

用的同时降低工程造价。

对于简单管线可依据下表总结出的各类产品的基本性能加以选取：

产品类型

通用型

小拉杆横向型

外压轴向型

角向型

万向型

容积平衡型

旁通平衡型

曲管压力平衡型

大拉杆横向型

产品类型代号

TY

SX

WY

JX

WXJ

RJP

PTP

QUP

DL

公称直径 mm

40~7000

40~7000

150~4000

80~5000

80~5000

300~2000

100~2000

300~7000

40~7000

设计压力MPa

±2.5

±1.6

±2.5

±0.6

±2.5

±0.6

±2.5

主要用于

吸收的位移

轴向

轴向 横向

轴向

角向 (单平面)

角向 (任意平面)

轴向

轴向

轴向 横向

横向

对静压推力

的约束能力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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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纹管材料的一般选用

波纹膨胀节的核心元件---波纹管一般均采用薄壁管配采用液压胀型或机械胀型的方法得到的。因此，在

选择波纹管材料时可依据产品使用介质的状况确定，我公司通常依据长年制造波纹膨胀节产品的同类型成功案

例进行选择。

对于新材料或新工艺必须按国家标准规定的要求进行包括理化性能、强度试验、疲劳、耐蚀、抗老化在内的

一系列试验验证。波纹管的材料主要有金属和非金属两大类。材料的选用主要取决于波纹管的工作条件，环境

和经济性等。

（1）材料的选用原则

◎ 工作温度：金属波纹管的工作温度范围为-196～750℃。在高温下，多数波纹管材

料的弹性率和疲劳寿命会明显降低。

◎ 循环应力：长寿命波纹管需设计在弹性范围内工作，但是大多数波纹管的工况均在

弹塑性范围，因此应选取屈服强度高，疲劳寿命长的材料。

◎ 耐腐蚀性：能与所接触的流体内容。薄壁波纹管对于应力腐蚀是十分敏感的。

◎ 制造工艺性：膨胀节用波纹管多是用板材或带材卷成圆筒，沿纵缝焊成管坯，同时焊接又是波纹管与膨

胀节两端接头连接常用的方法，因此材料的可焊性是选材必需考虑的。

（2）金属波纹管材料的选用

金属波纹管多用薄壁奥氏体不锈钢制造，管道膨胀节壁厚一般为

0.2～4mm。这是因为波纹管在压力和轴向位移作用下，应力水平相当

高，波峰和部分波谷的局部基本上在塑性范围内工作，如果处于腐蚀环

境，则高应力部分是最危险的。因此壁厚若太厚波纹管的应力反而升高，

更加促进腐蚀过程，加上

膨胀节不断伸缩屈曲，材料表面的氧化保护层很易剥落，腐蚀进

一步加速。所以，波纹管宜选用较薄的耐腐蚀材料。在循环应力

低，要求不高的场合，也可用碳钢、低合金或其他材料。在一般工

况下奥氏体不锈钢具有优良的耐蚀

性，是最常用的材料，例如0Cr18Ni9

（SUS304）、0Cr18Ni10Ti(SUS321)、

0Cr17Ni12Mo2(SUS316)00Cr17Ni14Mo4(SUS316L)。其缺点是在某些腐蚀性工

作介质中出现应力腐蚀和点蚀问题。其中SUS31L6耐点蚀性能较前者好些。国

内外标准中推荐的各种奥氏体不锈钢牌号，选用时尚需视具体的工作介质和环境

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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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膨胀节的制造质量控制

公司始终坚持“品质--价值与尊严的起点”这一原则。在波纹膨胀节的制造从产品的销售、材料供应商评

审、原材料采购、来料检查，入库存储、发料生产，设备调试，首检、工序自检、质检员检查、产品试验终检，入库到

发货运输、用户意见收集反馈整个循环的全过程均严格按照品质控制管理的程序及流程进行，从而真正意义上

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模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好的品质管理体系只是产品质量优异的意愿

和刚领，完备的质量检测手段及科学的方法才能使愿望变成现实。为此公司在完善和改进检测方法和手段上不

断跟进和采纳当今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对已有的设备加以改进，使每个设计者都有一副洞察秋豪的眼镜，每个生

产者都有一双明亮而犀利的眼睛。公司目前以引进Delta 便携式光谱仪；一体化超声波测厚仪PocketMIKE；超

声波相控阵探伤仪Prisma；Time®28XX系列覆层测厚仪；索诺德(SonoDur)硬度测量仪等60多台套检测设备。

（50吨）电子万能试验机

超声波相控阵探伤仪 X射线探伤仪 Delta 便携式光谱仪

覆层测厚仪 硬度测量仪 手持式粗糙度仪 金相显微镜

三坐标测量仪 质谱检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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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三：太阳能集热管专用膨胀节

■ 简介

随着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全世界的蓬勃发展，太阳能热发

电、太阳能制冷空调、太阳能海水淡化等太阳能工业热利用技术逐步被人

们所认识。为使太阳能中、高温集热达到工业用热的要求，槽式抛物面线

聚焦装置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设备。槽式太阳能热发电，是通过线聚焦太

阳能真空集热管集热，获取近500℃左右的热量，然后借助高温导热油导

热，通过常规换热技术获得蒸汽，或直接获取饱和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组

发电。由于该电站所要求的集热器工况温度和压力相对较低，可以利用

较为成熟的换热设备和发电技术，单位投资成本低，因此被认为是最具有商业化前景的一项太阳能热发电技术。

由于太阳能是一种低密度能源，为了高效的收集和利用太阳能，就要求聚光器和集热器在精度及耐久性等

方面必须有出色的表现。国外槽式抛物面聚光技术经过20多年的技术积累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德国

肖特公司和以色列solel公司为代表的槽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成为当前太阳能热发电用线聚焦集热管的主要

供应商，他们研制的线聚焦集热管虽然结构有所不同，但在技术上都代表着当代国际先进水平。这其中的关键

技术在于：

◎ 较高的太阳能透射率。

◎ 先进的金属内管表面溅射金属陶瓷热吸收涂层技术。

◎ 为确保集热管在使用寿命期间的真空稳定性，所采用的高机械强度和

优异耐热性能的玻璃-金属封接工艺。

◎ 采用性能优异金属波纹管以调节金属内管和玻璃封接间的热膨胀差

异。

◎ 足够小的真空压降（≤ 10-3 mbar），有效抑制气体热传导。

■ 集热管对波纹管的要求

目前，国内通常用于玻璃/金属封接的材料是可伐合金，由于其线膨胀系数目前还无法与玻璃完全匹配。

因此，在受热时玻璃/可伐合金的膨胀量会产生一定的差异，该差值通过可伐合金自身的形变得以吸收，这将要

求其它零件的变形应尽可能不传递到其上。波纹膨胀节是用来吸收金属内管与玻璃外管之间热膨胀量差异的

一种有效元件。目的在于利用波纹管自身的弯曲变形使得内外管之间因位移差所产生的热膨胀应力得以释放，

阻断其传递到封接材料上。

从上述意义上说就要求波纹管以下性能：

◎ 所采用的波纹管需具备非常严格的弹性系数，以确保集热管在热

变形时产生的弹性反力

较小而不致使支架发生

变形从而损坏可伐合金与玻璃外管的封接。

◎ 太阳能集热器是一种间歇性工作的设备，在其工作时内

管温度很高但到了夜间或非工作状态时管内温度将会明显下

降，因此要求所选用的波纹管具有较高的疲劳循环次数，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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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000次以上。

◎ 由于太阳能集热管中所使用的导热液种类繁多，各种介

质对薄壁波纹管的腐蚀机理、型式或程度各不相同，因此要求波

纹管在选材时应综合其强度、弹性、位移、介质腐蚀性等因素。

合理选择波纹管材料的种类。

◎ 高温集热管用膨胀节可依据其安装方式分为内置和外

置两类：

内、外置式波纹集热管区别在于内置式波纹集热管可将更多的了集热管的集热长度比例运用于聚集太阳能

辐射，使其效率提高。

由于内置式波纹管被封装在玻璃外管的内部，在集热管的制造过程中一但波纹漏气将造成整支报废，对波

纹管的密封性和稳定性要求将会更高。

外置式波纹管的最外一端与可伐合金焊接另一端与内管相连接。因此，在集热管的制造或使用过程中，及

使波纹管出现问题可采用其它补救措施（如加套外层波纹管使其产生双密封结构等）。

■ 集热管膨胀节的设计及工艺要求

波纹外置 波纹管内置

中、高温集热管中所采用的金属波纹，其作用在于吸收金属内管及玻璃外管的热位移差。以降低管壁的二

次应力峰值故可将其归结为波纹膨胀节的范畴。但由于其在集热管中所起的作用重要性和对波纹管的性能、精

确等苛刻要求又非作为普通管道元件的金属膨胀节所能比的。因此，要求我们在金属波纹管参数的选择设计、

工艺制造、零件检验要求等方面力求做到精确、稳定和一致的同时，还要求产品的实际使用参数与理论计算的偏

差值不宜过大。

针对上述要求，我公司依据用户的基本连接尺寸选择现有的成熟模具和成形、焊接等加工手段。并在波纹

管参数选择上采用根据美国膨胀节协会EJMA-2008版标准中所列出的应力计算公式所编制的计算机程序进

行参数优化设计。同时，我公司还依据自身的加工方法，设备条件等影响产品性能的工艺条件对该公式中的经

验系数作出适当调整，经十几年来近百次的本厂的校核试验及国家仪器仪表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反复多次试验证

明，该程序计算出的理论数据与实测值的负差小于2%。从而确保了波纹管产品批量生产的一致性与可靠性。

针对集热管对其使用波纹管的要求，参照JB/T6169-2006《金属波纹管》中敏感类波纹管的制造、验收及产

品性能要求制定出无论在波纹参数的设计计算还是对产品的制造检验要求均远高于用作管道元件的金属波纹

膨胀节的集热波纹管企业内控标准，使产品的检测更加贴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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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热管膨胀节的规格及技术要求

目前所有的集热管膨胀节的安装方式共分为内置式与

外置式两类。由于波纹膨胀节与内吸热管的焊接位置不同

因此在相同的集热管长度内外置式波纹管受热面小于内置

式波纹管的受热面。我公司生产的太阳能集热管专用膨胀

节含盖内外置各种类型规格有Φ 40；Φ 50；Φ 80；Φ 120等多种类型。在满足产品种类及规格要求的同时，我公

司热能技术的相关技术人员对产品的传热及受力要求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认为，该产品除应满足位移要求外还

需对产品的传热及径向导向有一定的限制。经对集热管道采用CAESARII进行应力分析可得出各种不同尺寸

及内部介质的集热管由于其单位长度下的重量差异不同，且各厂家的波纹管轴向刚度不同。因此，支架上所需

承载的轴向载荷差异很大。公司依据二十年管线设计的经验在权衡各种利弊后提出各种产品的最优轴/径向刚

度的比例关系为1:3---1:5之间。

■ 集热管道膨胀节

无论槽式、塔式太阳能发电系统是利用多个反射器大面积聚集热量，集中加热水变蒸汽推动汽轮发电机发

电。在这个过程中热能动力管网就成为整个系统中输送血液的命脉，只有安全可靠的管路系统才能为系统的正

常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这些管路中同样存在热膨胀问题，合理高效地解决这类问题正是我公司专业人员

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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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节重要业绩

•哈电集团

•哈尔滨锅炉厂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华能发电有限公司

•爱博乐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

•LANCO INTERNATIONAL PTE.LTD.(LIPL)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攀枝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钢集团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甘肃酒泉钢铁公司

•杭州钢铁厂

•四川锅炉厂

•无锡锅炉厂

•湖南省火电建设公司

•天津电力建设公司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北京强联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东骏水泥有限公司

•威顿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嘉兴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九江炼油厂

•扬子石化集团

•山东齐鲁石化

•巨化集团公司

•广州大亚湾岭澳核电站

•浙江嘉兴电厂

•浙江余姚电厂

•江苏淮阴电厂

•江苏谏壁发电厂

•山东聊城电厂

•东方锅炉--邹县2×1000MW超临界

•浙江火电建设公司

•大唐三门峡发电有限公司2×600MW

•大唐托克托电厂4×600MW

•华能太仓电厂二期2×600MW

•华能井冈山电厂二期工程2×660MW超临界燃煤

•国华浙能宁海电厂4×600MW

•国电泰州电厂2×1000MW

•国电福州发电有限公司2×600MW

•国电费县电厂一期工程2×600MW

•国电康平发电有限公司2×600MW超临界

•国电河北龙山发电一期2×600MW亚临界（空冷机组）

•贵州华电塘寨发电有限公司2×600MW

•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台山电厂4×600MW

•广东珠海发电厂2×600MW

•福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600MW

•内蒙古霍林河坑口电厂2×600MW

•霍林河电厂2×600MW机组（空冷机组）

•山西华能榆社电厂（空冷机组）

•内蒙古通辽电厂（空冷机组）

•印度KAWAI卡哇依2×660MW（涉外）

•印度提隆达TIRODA 4×660MW（涉外）

•越南永新2×622MW燃煤机组（涉外）

•宁夏石嘴山电厂4×300MW扩建工程

•鄂尔多斯电力冶金有限责任公司2×330MW

•内蒙古蒙华海勃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330MW

•越南广宁2×300MW（涉外）

•山东菏泽电厂2×300MW

•华能瑞金电厂2×350MW

•马鞍山第二发电厂2×300MW

•印尼苏门达腊2×114MW（涉外）

•菲律宾4×135MW kauswagam（涉外）

•菲律宾1+（1）×660MW Dinginin（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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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吊架 SUPPORT AND HANGER YITONG ELECTRIC

产品一：YT-2000-1 国标恒力弹簧吊架

■ YT-2000-01手册说明

本手册执行JB/T8130.1-1999《恒力弹簧支吊架》。对JB/T8130.1-1999《恒力弹簧支吊架》及GB10181

的修订。提高JB/T8130.1-1999精度。

本手册规定了国标恒力弹簧支吊架的系列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位移范围50-400mm，荷载范围为123.5“31599IN (12.6“32444kgf)的恒力弹簧支吊架。

■ 用途与原理

恒力支吊架是专门用于电站锅炉本体，发电厂的汽、水、烟、风管道及燃烧器等悬吊部分，或在石油、化工装

置和其这需要减少位移应力的地方，均可采用恒力支吊架。

恒力支吊架是按力矩平衡原理设计的，在规定的载荷位移范围内，外加于恒力支吊架的载荷力矩，能始终与

恒力支吊架内部产生的弹簧力矩相平衡。因此，用恒力支吊架悬吊和支承的管道或设备，当其产生热位移时，不

管热位移增大，减少或消失，它们始终可以获得恒定的支承力，这样就不会给管道或设备带来附加应力。

根据国外的经验，一般当管道系统内某吊点的热位移超过12mm时，就应考虑选用恒力吊架来支承，因避

免管道系统产生危险的弯曲应力，及有害的应力转移。

■ 结构与特点

国标恒力支吊架结构，主要由圆柱螺旋弹簧、固定框架、回转框架及运动机构、调整装置、弹簧筒体等零部件

所组成。其结构简图，请见图一：

1．回转框架 2．固定框架 3．主轴 4．指针 5．调整螺栓 6．弹簧筒体 7．圆柱弹簧

8．载荷花篮螺母 9．恒力弹簧吊架支吊装置

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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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弹簧支吊架形式见表一

类型

平式

立式

座式

型式

YTPA

YTPB

YTPC

YTPD

YTPE

YTLA

YTLB

YTLC

YTLE

YTLZA

YTLZB

吊架固定方式和管道、设备支吊形式

固定框架顶板用双拉杆与支承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单拉杆与支承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单孔耳板与支承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底板安装在支承构件上，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双孔耳板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双拉杆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单拉杆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单孔耳板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双孔耳板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弹簧罩筒底板用安装在支承构件上，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弹簧罩筒底板用安装在支承构件上，支撑上方管道和设备

图例

见图二

见图三

见图四

见图五

见图六

见图七

见图八

见图九

见图十

见图十一

见图十二

■ 恒力弹簧吊架各种型式图例

表一

1.YTPA 2.YTPB

图 二 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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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TPC 4.YTPD

图 四 图 五

5.YTPE 6.YTLA

图 六

图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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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TLB

图 八

8.YTLC

图 九

9.YTLE

图 十

10.YTLZA 11.YTLZB

图 十二图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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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二：YT-2000-2 ITT恒力弹簧吊架

■ 用途与原理

恒力支吊架是专门用于电站锅炉本体，发电厂的汽、水、烟、风管道及燃烧器等悬吊部分，或在石油、化工装

置和其这需要减少位移应力的地方，均可采用恒力支吊架。

恒力支吊架是按力矩平衡原理设计的，在规定的载荷位移范围内，外加于恒力支吊架的载荷力矩，能始终与

恒力支吊架内部产生的弹簧力矩相平衡。因此，用恒力支吊架悬吊和支承的管道或设备，当其产生热位移时，不

管热位移增大，减少或消失，它们始终可以获得恒定的支承力，这样就不会给管道或设备带来附加应力。

根据国外的经验，一般当管道系统内某吊点的热位移超过12mm时，就应考虑选用恒力吊架来支承，因避

免管道系统产生危险的弯曲应力，及有害的应力转移。

■ YT-2000-02手册说明

ITT恒力弹簧支吊架是本公司引进美国ITT-G公司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优化设计，保证了

产品性能，提高ITT恒力弹簧吊架精度。

本手册规定了ITT恒力弹簧支吊架的系列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位移范围38-508mm，荷载范围为120~396900N(12.2~40500kgf)的恒力弹簧支吊架。

■ 结构特点

ITT恒力支吊架结构，主要由固定框架、回转框架、调整装置、锁紧指示装置、弹簧简体、载荷连接装置、恒

力弹簧吊架支吊装置等零部件所组成。其结构简图，请见图一

1．固定框架 2．锁定指示装置 3．回转框架 4．调整装置 5．弹簧简体

6．荷载花篮螺母 7．恒力弹簧吊架支吊装置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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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弹簧支吊架形式见下表

类型

卧式

立式

型式

YTH-A

YTH-B

YTH-C

YTH-E

YTV-A

YTV-B

YTV-C

YTV-E

YTV-G

吊架固定方式和管道、设备支吊形式

固定框架顶板用双拉杆与支承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U形吊板与支承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单孔耳板与支承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恒吊，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双拉杆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U形吊板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固定框架顶板用单孔耳板与支吊构件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恒吊，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双恒力弹簧吊架横担结构，用于水平管道

图例

见图二

见图三

见图四

见图五

见图六

见图七

见图八

见图九

见图十

表一

■ 恒力弹簧吊架各种常用型式图例

1.YTH-A 2.YTH-B

图 二 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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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TH-C 4.YTH-D

图 四 图 五

5.YTV-A 6.YTV-B

图 六
图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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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YTV-C 8.YTV-E

图 八 图 九

9.YTV-G

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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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三：YT-2000-3 ZH弹簧吊架

■ 用途与原理

弹簧支吊架主要用于电厂汽水管道或锅炉设备、在运行中产生热位称及其设备装置上。

根据管道受力情况计算确定的弹簧支吊架工作和热位移要求，本厂将弹簧支吊架按照设计荷载进行整定：

即弹簧预压并锁定冷态荷载位置上；同时标上冷态时的理论工作位置。

弹簧支吊架在出厂前制造厂进行了整定，当安装到管道和设备上后，作有关螺纹调整，将锁定销脱开，这是

弹簧的实际承载就是设计所需求的冷态荷载。

■ YT-2000-03手册说明

ZH整定式弹簧支吊架有两大系列主要是由西北电力设计院设计的T1、T2、T3、T4、T5型和华东电力设计院

设计的THI、TH2、TH3型，二系列使用ZH系列可变弹簧，基本特性相同。结构形式主要有悬吊式、支承式和并

联悬吊支承式。

本手册规定了ZH整定式弹簧支吊架的系列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荷载范围为20daN - 2lOOOdaN弹簧支吊架。

■ 结构与特点

ZH弹簧支吊架结构，主要由圆柱螺旋弹簧、壳体、支吊装置、压盖指针、标牌标签、整定装置等零部件所组

成。其结构简图，请见图一

1．吊板 2．壳体 3．压盖及指针 4．标牌及标签 5．弹簧 6．花篮螺母 7．整定销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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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整定式弹簧支吊架形式见下表

类型

西北院

华东院

型式

T1

T2

T3

T4

T5

TH1-A

TH1-B

TH1-C

TH2

TH3

吊架固定方式和管道、设备支吊形式

用U形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用单孔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吊架，拉杆直接穿过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支架，上面支撑管道和设备

双弹簧吊架横担，用于水平管道

用U形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用单孔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吊架拉，杆直接穿过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拉杆直接穿过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支架，上面支撑管道和设备

图例

见图二

见图三

见图四

见图五

见图六

见图七

见图八

见图九

见图十

见图十一

表一

■ ZH弹簧吊架各种型式图例

1.T1/THI-A 2.T2/THI-B

图 三、图八 图 二、图七

3.T3

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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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2

图 十 图 五

7.T5

5.T4 6.TH3

8.TH1-C

图 十一

图 六 图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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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四：YT-2000-4 VS弹簧吊架

■ 用途与原理

弹簧支吊架主要用于电厂汽水管道或锅炉设备、在运行中产生热位称及其设备装置上。根据管道受力情况

计算确定的弹簧支吊架工作和热位移要求，本厂将弹簧支吊架按照设计荷载进行整定：即弹簧预压并锁定冷态

荷载位置上；同时标上冷态时的理论工作位置。

弹簧支吊架在出厂前制造厂进行了整定，当安装到管道和设备上后，作有关螺纹调整，将锁定销脱开，这是

弹簧的实际承载就是设计所需求的冷态荷载。

■ YT-2000-4 手册说明

VS整定式弹簧支吊架有两大系列主要是执行JB/T 8130.2-1999标准的国标弹簧吊架标号TD和执行HG/

T 20644-1998标准的化工弹簧吊架标号VS，二系列使用VS系列可变弹簧，基本特性相同。结构形式主要有悬

吊式、支承式和并联悬吊支承式。

本手册规定了VS整定式弹簧支吊架的系列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荷载范围为127N - 240263N弹簧支吊架。

■ 结构与特点

VS弹簧支吊架结构，主要由圆柱螺旋弹簧、壳体、支吊装置、压盖指针、标牌标签、整 定装置等零部件所组

成。其结构简图，请见图一。

1.吊板 2.壳体 3.压盖及指针 4.标牌及标签 5.弹簧 6.花篮螺母 7.整定销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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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整定式弹簧支吊架形式见下表

类型

西北院

西北院

型式

TD A

TD B

TD C

TD D

TD E

TD F

TD G

VS A

VS B

VS C

VS D

VS E

VS F

VS G

吊架固定方式和管道、设备支吊形式

用拉杆直接连接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用U形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用单孔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吊架拉杆直接穿过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支架，上面支撑管道和设备

双弹簧吊架横担，用于水平管道

用拉杆直接连接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用U形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用单孔吊板连接，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吊架拉杆直接穿过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吊架，悬吊下面管道和设备

支座式弹簧支架，上面支撑管道和设备

双弹簧吊架横担，用于水平管道

图例

见图二

见图三

见图四

见图五

见图六

见图七

见图八

见图二

见图三

见图四

见图五

见图六

见图七

见图八

表一

■ VS整定式弹簧支吊架各种型式图例

1.TD A/VS A 2.TD B/VS B

图 二 图 三

3.TD C/VS C

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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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D D/VS D 5.TD E/VS E 6.TD F/VS F

图 五 图 六 图 七

7.TD G/VS G

图 八

33



支吊架 SUPPORT AND HANGER YITONG ELECTRIC

支吊架重要业绩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爱博乐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

•LANCO INTERNATIONAL PTE.LTD.(LIPL)

•哈电集团

•哈尔滨锅炉厂

•东方锅炉集团

•四川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华能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火电建设公司

•湖北省第二建设工程公司

•威顿达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嘉兴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石化集团

•吉林石化总公司

•南京化学工业公司

•湖南岳阳巴陵石化

•燕山石化

•安庆石化总厂

•新疆独山子炼油厂

•内蒙古乌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康达（山东）水泥有限公司

•宁夏赛马水泥集团

•云南东骏水泥有限公司

•北京强联水泥有限公司

•贵阳中化开磷化肥有限公司

•贵州宏福事业公司翁福磷矿

•上海宝钢集团

•太原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忠州铝厂

•青海长青铝业公司

•广州大亚湾岭澳核电站

•广东深圳妈湾电厂

•广州乙烯有限公司

•江苏田湾核电站

•深圳国际机场

•上海地铁一、二号线

•北京航天工业921工程

•北京航天工业508工程

•南京跃进汽车集团

•上海大众汽车集团

•天津夏利集团

•北京西客站文体中心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湖北二汽集团

•国电长源荆门2×600MW（四大管道）

•国电康平2×600MW（四大管道）

•福建华电可门电厂2×600MW（四大管道）

•华能井冈山电厂2×600MW（四大管道）

•华能太仓电厂2×600MW（四大管道）

•缜东煤电二期2×600MW（四大管道）

•浙江大唐乌纱2×600MW（四大管道）

•河北大唐王滩发电厂一期4×600MW（四大管道）

•山西柳林电厂二期2×600MW（四大管道）

•印度KAWAI卡哇依2×660MW（涉外）

•印度提隆达TIRODA 4×660MW（涉外）

•印度海萨2×600MW（涉外）

•内蒙古京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330MW

•鄂尔多斯电力冶金有限责任公司2×330MW

•重庆合川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300MW

•贵州华电大龙发电有限公司2×300MW

•华銮山发电厂2×300MW

•南阳热电一期2×200MW

•印尼苏门达腊2×114MW（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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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冷热风隔绝门系列

冷热风隔绝门用于电厂冷热风道中冷热风阻断隔绝，它要求风门动作灵活、可靠、快速及良好密封性。我公

司现生产的冷热风经过不断努力改进已完全满足电厂运行环境需要，并成为隔绝门不可多得的优选产品。现将

我公司的隔绝门特点简介如下：

从门结构上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以槽钢为主要结构件的框架部分，整体焊接强度高；二是门板及其相应运

动的部分，门板和门座为焊接结构并整体热处理和机加工，变形小承压能力好，门板上装有多个承载轮和限位

轮，保证了风门动作灵活可靠，门板上密封材料在400℃情况下无磨损不漏气，门板后采用偏心凸轮轴方法锁紧

伺服机构，可采用用电动执行机构也可采用气动执行机构作为动力，可近程控制也可以远控，采用气动元件可在

较短时间内完成启闭、锁紧全过程。

YTFM-D 型气动隔绝门 YTFM-Q型电动隔绝门

产品二：关闭挡板风门系列YT-GBFM

电动关闭挡板风门用于电厂烟风管路中作截流工质之用，它具有全开全关

两个功能，使系统某一管路工质全部流通和关断，它具有起闭转动灵活，驱动力

矩小，有较高的严密性和能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与工作温度。

产品三：调节挡板风门系列YT-TJFM

调节挡板风门用于烟风管路中作调节流量之用，当挡板在90°行程内开度

变更时，通过管路中的工质流量也相应变更。风门调节特性优良，转动灵活。

产品四：圆风门系列

圆风门主要用于锅炉烟风系统中作调节介质流量或截断介质流动作用，风

门位置可水平或垂直布置，启闭转动灵活，密封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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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五：DD系列圆形防爆门

本系列圆形防爆门为膜板形式，其利用当内部介质爆炸压力达到规定值

时冲破膜板排放而泄压的原理设计。膜板爆破压力较高，可用在制粉系统

上，用来避免设备和管道在介质爆炸时不受损坏。

本系列圆形防爆门按公称通径区分，编制规格定Dg300-Dg1000等8

种。

标号

公称通径Dg

D

D1

H

DD4301

300

325

325

221

DD4302

400

528

426

DD4303

500

645

530

223

DD4304

600

745

630

DD4305

700

843

720

DD4306

800

943

820

DD4307

900

1043

920

DD4308

1000

1153

1020

225

产品六：DD系列斜面防爆门

本系列斜面防爆门为为膜板形式，其利用当内部介质爆炸压力达到规定

值时冲破膜板排放而泄压的原理设计。膜板爆破压力较高，可用在制粉系统

上，用来避免设备和管道在介质爆炸时不受损坏。

本系列圆形防爆门按公称通径区分，编制规格定Dg300-Dg1000等8

种。

标号

公称通径Dg

D

B

B1

H

DD4321

300

325

427

563

572

DD4322

400

426

528

706

673

DD4323

500

530

645

866

782

DD4324

600

630

745

1008

882

DD4325

700

720

843

1142

976

DD4326

800

820

943

1285

1075

DD4327

900

920

1053

1424

1174

DD4328

1000

1020

1153

1578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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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七：磨煤机插板式隔绝门系列

磨煤机插板式隔绝门安装在磨煤机出口管道上，用来切断磨煤机和锅炉之间煤粉混合气体的通道。CBM

系列插板式隔绝门是锅炉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设备。采用气动执行机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切断介质。手动

插板门是在检修磨煤机和气动门时确保人生安全而安装的辅助设备，它也是锅炉制粉系统中不可缺少的设备。

本公司插板门结构紧凑，门板为不锈钢精刨磨削而成，在中下门框间槽内做插入，抽出运动，插板门启闭驱

动可采用电动、手动、气动作为插板门动力源，插板门采用环形高温硅橡胶密封性能好无泄漏。它运行可靠，便

于保养和维修。

磨煤机出口燃烧器入口

CBM-Q型启动插板门
磨煤机出口燃烧器入口

CBM-D型电动插板门

磨煤机出口燃烧器入口

CBM-S型手动插板门

CBM-K型双芯可调缩孔阀

产品八：双密封空气隔绝式关断器系列脱硫风门YTTLFM

我公司作为国内最具领先有事的专业电站门类生产厂家与国外公司合作已有近5年的经历，经不断努力，

成功推出该系列产品，主要应用于电厂，烟气脱硫系统，低氧气化氮电厂，燃气轮机，水泥厂，钢厂，废物焚化场，

以及化工等系统的安装。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工程经验，这保证了各种实际问题的完美解决。同时，我们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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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标准的安全质量认证，确保我们最高程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我们制造的YT双层关断器，它合二为一。当双密封空气隔绝式关断器关闭的时候，叶片设计成中空形式，

可进行双层密封，可以形成一个由密封气体压缩产生的气密间隔。可以保证零泄漏，并能完全取代双百叶窗挡

板门。

与双百叶窗关断器相比，双层关断器只需要一排叶片，这样大大减少了机械部件，例如轴承，密封材料等，设

备安装时间也缩短了。

在我们的YT挡板中大量使用了叶片轴承，它们是特别精选的，可以提高我们双密封空气隔绝式关断器的效

率和可靠性。

产品九：孔类

人孔有Ø500圆形焊制人孔，分不保温和保温两种。有500x600矩形人孔，分保温和不保温两种，有

300x400随圆形人孔一种后者适用于制粉管道。有300x300烟道除灰人孔，一般装饰在积灰集中，积灰较大的

面积，如锅炉空气空热气出口转弯烟道和风机后水平烟道的底部等，以便检修时清除结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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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门重要业绩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爱博乐（北京）进出口有限公司

•四川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火电建设公司

•哈电集团

•东方锅炉集团

•东方希望重庆水泥有限公司

•中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国华浙能宁海电厂二期2×1000MW

•新疆天富一期2×660MW工程

•中电投开封火电厂2×600MW机组扩建

•华电湖北西塞山2×680MW挡板风门

•贵州盘南发电厂2×600MW

•印度KAWAI卡哇依2×660MW（涉外）

•印度提隆达TIRODA 4×660MW（涉外）

•安徽宿州发电有限公司2×600MW

•印尼公主港3×350MW（涉外）

•印尼苏门达腊2×114MW（涉外）

•国电肥城石横发电有限公司

•淮浙煤电凤台电厂二期工程

•华能淮阴发电有限公司

•内蒙古新丰发电厂

•内蒙古蒙华海渤湾发电公司

•哈尔滨锅炉厂黄台7#挡板门

•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厂

•湖南岳阳华能电厂

•北京石景山电厂

•安徽淮南电厂

•贵州鸭溪电厂

•江西贵溪发电厂

•湖南石门电厂

•湖南湘潭电厂

•江苏利港电厂

•河南彭城发电厂

•河南汝州电厂

•江西贵溪发电厂

火电站
Thermal power stations

核电站
Nuclear power stations

商业楼宇
Commercial buildings

钢铁厂
Iron and steel plants

石油化工
Petrochemical

摩天大厦
Skyscr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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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桥架 Cable tray YITONG ELECTRIC

产品一：组合式桥架

组合式桥架是一种新型桥架，是电缆桥架系列中的第二代产品。它适用各项工程、各个单位、各种电缆的敷

设，它具有结构简单、配置灵活、安装方便、形式新颖等特点。组合式桥架只要采用宽100、150、200mm的三种

基型就可以组成您所需要尺寸的电缆桥架，它不需生产弯通、三通等配件就可以根据现场安装任意转向、变宽、

分引上、引下。在任意部位、不需要打孔、焊接就可用管引出。它既可方便工程设计，又方便生产运输、更方便安

装施工，是目前电缆桥架中最理想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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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电缆桥架 Cable tray

产品二：槽式桥架

槽式电缆桥架是一种全封闭型电缆桥架，它最适用于敷设计算机电缆、通信电缆、热电偶电缆 及其它高灵

敏系统的控制电缆等，它对控制电缆屏蔽干扰和重腐蚀环境中电缆的防护都有较好效果。槽式电缆桥架的护罩

随槽体配套供货，其它配件与梯级式、托盘式桥架通用。用户如需槽式电缆桥架的其他品种规格可来图来函或

面洽订货。

�
�
�
�

&
�
�
�
&

�
E

-
�
F

&
�
�
�
(

�
E

-
�
F

&
�
�
�
'

�
E

-
�
F

&
�
�
�
)

 
�
-
F
�
�

&
�
�
�
$

"
�
�
F

&
�
�
�
$


-
�
�
F

&
�
�
�
$


-
�
�
F

&
�
�
�
&

"
�
�
F

&
�
�
�
$

43



电缆桥架 Cable tray YITONG ELECTRIC

产品三：托盘式桥架

托盘式桥架是石油、化工、电力、轻工、电视、电讯等方面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托盘式桥架具有重量轻，载荷

大，造型美观、结构简单，安装方便等优点，它既适用于动力电缆的安装，也适用于控制电缆的敷设。托盘式桥架

其表面处理可根据用户需要分为镀锌、静电喷塑和热镀锌三种，在重腐蚀环境中可作特殊防腐处理。托盘式桥

架可备护罩，需要配护罩时可在订货时注明，其所有配件与梯级式，槽式桥架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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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电缆桥架 Cable tray

产品四：梯级式桥架

梯级式桥架具有重量轻、成本低、造型别致、通风散热性能好等特点，它适用一般直径较大的电缆敷设，特别

适合用于高、低压动力电缆的敷设，考虑到动力电缆发热而主要采用梯级式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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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桥架 Cable tray YITONG ELECTRIC

产品五：防火防腐桥架

防火桥架适用于10KV以下电力电缆，以及控制电缆、照明配线等室内室外架空电缆沟、隧道的敷设。防火

桥架主要由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和无机黏合剂复合的防火板与金属骨架复合以及其他的防火基材组成。外层加

防火涂料，防火桥架遇火后不会燃烧，从而阻隔火势蔓延，具有极其良好的防火阻火效果，又具有耐火、耐油、耐

腐蚀、无毒、无污染，整体安装方便，结构合理，使用寿命长，并且美观，电缆安装在电缆桥架中，环境整洁，清扫方

便。防火涂料有涂层薄、耐火极限高、粘接力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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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电缆桥架 Cable tray

产品六：玻璃钢桥架

玻璃钢桥架由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和阻燃剂及其它材料组成，通过复合模压料加夹不锈钢屏蔽网压制而成。

由于其所选材料具有较低的导热系数及阻燃剂的加入使产品不仅具有耐火隔热性、自熄性，而且具有很高的耐

腐蚀性，同时还具有结构轻、耐老化、安全可靠等优点，可方便地与金属桥架配套使用，在化工、冶金、石油等强腐

蚀环境得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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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母线槽 Busway

LCMC8 A 1 30005000

铜导体母线槽 额定电流5000A 母线功能单位 插口数为1 单元长度3000m

■ 型号说明

配电箱
终端盖

带插孔母线槽

变压器

进线箱

弹簧支架

变容母线

插接箱

L型垂直接头

L型水平接头

T型水平接头

T型垂直接头

直通母线槽

开关柜

■ 母线系统示意图

■ 功能单元代号参照表

代号

Code

单
元
名
称

A

普
通
母
线

S

始
端
母
线

LS

L
型
水
平
接
头

LC

L
型
垂
直
接
头

TS

T
型
水
平
接
头

TC

T
型
垂
直
接
头

ZS

Z
型
水
平
接
头

ZC

Z
型
垂
直
接
头

SS

+
型
水
平
接
头

SC

+
型
垂
直
接
头

BR

变
容
接
头

P

膨
胀
接
头

SH

始
端
箱

Z

终
端
箱

X

插
接
箱

ZD

中
间
分
段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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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母线槽 Busway

■ 带一插口母线（A1）

Bub-bar with one plug socket (A1)

■ 135°L型垂直接头（LC）

135°L vertical joint (LC)

■ T型垂直接头（TC）

T vertical joint (TC)

■ 135°L型水平接头（LS）

135°L horizontal joint ( LS)

■ 90°L型垂直接头（LC）

90°L vertical joint (LC)

■ 普通母线（A）

Common bus-ba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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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母线槽 Busway

■ 90°L型水平接头（LS）

90°L horizontal joint(LS)

■ T型水平接头（TS）

T horizontal joint(TS)

■ +型水平接头（+S）

+horizontal joint(+S)

■ 母线伸缩节（P）

Bus-bar reducer (P)

■ Z型水平接头（ZS）

Z horizontal joint(ZS)

■ 始端母线（S）

Beginning bus-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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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母线槽 Busway

■ +型垂直接头（+C）

+Vertical joint(+C)

■ 变容接头（BR）

Variable-capacitance joint(BR)

■ Z型垂直接头（ZC）

Z vertical joint (ZC)

■ 始端箱（SH）

Beginning box (SH)

■ 插接箱

Tap-off box

■ 接头器

J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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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G ELECTRIC 母线槽 Busway

1、XQJ、LQJ、FQJ系列电缆桥架虽属通用产品，但各用户具体规格有异，订货时务必写清规

格、型号、数量，以免生产时产生差错而影响订货单位施工。

2、XQJ、LQJ系列桥架直通、弯通（包括三通、四通）均按米或公斤计算价格，其余部分由于件

小且生产工艺复杂，故按件计价，FQJ桥架按展开面积（m2）或按长度（米）计算价格。

3、XQJ、LQJ桥架计算重量时均按理论重计算。

4、母线订货按设计电流等级每米（或每安培）计算价格，插接箱和配件另行计价。

5、我公司有较强的设计能力，如订货单位在设计选用时有难度，我公司可派人到现场协助设

计选用。

6、我公司地处扬子江中，风景秀丽，鱼米皆富，交通方便，欢迎莅临指导。来我公司乘车路线：

火车：在上海、南京、镇江下车均可换乘汽车。

安装验收

桥架安装完工后，必须全线检查各个固定点的牢固度和挠度，检查各个接地点是否可靠，测量

接地电阻是否符合要求。

母线槽安装完工后，必须全线检查各个连接点及外壳接地线是否牢靠和遗漏，按电气规范要

求，进行全面性能检查。

母线槽水平安装或垂直安装后，要求母线槽的水平直线及垂直度不得超过±5/1000。

母线槽全线安装完毕，供电端及分支引线全部切断，不与电器设备相连，常温常态下用1000V

兆欧表测量其相与相，相与地的绝缘电阻≥20MΩ，若温度在30℃以上，相对湿度在90%以上时，

其绝缘电阻小于0.5MΩ，经过烘烤后绝缘电阻且能显著上升，绝缘耐压每分钟2000V测压无闪烙

现象，则可连接通电试运行。

订货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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