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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管道完整性是业主和操作人员所面
临的一大主要问题。 作为处理流体的主要
通道， 管道容易受到腐蚀、侵蚀或机械损伤

（见图 1）。 若这些问题未得到及时处理， 
很有可能会引发环境和安全隐患、事故并
造成高昂的成本。 如何持久降低这些事件
的发生概率成为行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以往， 在对受损管道进行维修时， 人们通
常切割掉受影响的管段并焊接新管段取而
代之。 这种方法需要停工并涉及高温作业， 
进而可能会带来冶金学问题， 若未进行严
格的风险管理， 则会危及施工人员安全并
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见图 2）。 

因此， 全球涂料和复合材料制造商一直致
力于新型修复技术的研发， 旨在避免高温
作业和停工， 提高安全性并持久保护资产

免受腐蚀。 复合修复材提供持久耐用且物
美价廉的工程解决方案， 施工简单， 节省
时间， 因此得到更广泛认可。 鉴于此， 高
性能复合材料和工业涂层制造商 Belzona 
Polymerics Ltd. 已成功研发出专门用于管
道修复的室温固化包扎材料。 

室温固化复合包扎材料
复合修复材料系统由高分子粘合剂和纤维
增强带组成。 纤维增强带为高分子材料提
供结构强度， 而高分子材料本身具有耐腐
蚀性以及与基材的粘附性。 

环氧树脂是一种使用方便的材料， 与聚氨
酯、甲基丙烯酸酯、醇酸树脂、乙烯树脂和
聚酯型聚合物等其他非金属材料相比， 其
具备卓越的粘附性和优良的机械性能。 

使用贝尔佐纳
进行包扎

图 2：焊接处的应力开裂图 1：侵蚀、腐蚀和点蚀损坏
穿孔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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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管道包扎
  施工步骤
嵌入到高分子材料中之后， 增强带为修复部
位提供结构强度。 增强带通常由碳纤维和玻
璃纤维制成。 值得一提的是， 与碳纤维相比， 
玻璃纤维刚度更低、成本更低廉且更易于切
割、设计和施工。 

焊接修复相关风险
由于高温作业存在爆炸危险， 因此， 焊接需
要在更加可控的环境中进行， 须确保周围环
境中不存在碳氢化合物。   此外， 焊接可能带
来冶金学问题， 例如， 在焊接部位的局部腐
蚀区域出现应力开裂。 

包扎方案的优点
与焊接相比， 包扎施工可原位在线进行， 因
为这些材料可室温固化， 因此管道无需退货
消除应力。 而且， 修复通常仅需数小时即可
完工。 

最后， 我们的复合修复材料可作为一种永久
性修复材料， 其符合国际标准要求， 其中一
些材料的设计使用寿命长达 20 年。 若不存
在自然降解， 且遵循适当的检修程序， 寿命
会更久。 

材料选择
可根据特定的涂覆环境选择不同的基底材
料。 贝尔佐纳 1161（超级水下金属）适用于
被水或油污染的基材。 贝尔佐纳 4301（乳浆 
CR1 厚浆）适用于需要耐化学性的场合， 其
对不同浓度的各种化学物质均具有优良的
耐化学性。 根据不同的修复区域面积， 可使
用贝尔佐纳 1121（超级 XL 金属）延长固化
时间， 或使用贝尔佐纳 1221（超级 E 金属）
缩短固化时间。 热管(70°C – 150°C/158°F 
– 302°F)施工时需要使用热活化材料贝尔佐
纳 1251（热激活金属）。 最后， 贝尔佐纳 1111

（超级金属）适用于对时间、温度、表面污染
物和管道介质无要求的一般应用场合。 

符合标准的复合材料技术
符合标准的复合修复材料与其他传统非标
修复材料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 前者采用预
认证的材料和预定义的数学设计并且需要
认证的施工工艺。 继 2007 年两项国际标准
发布后， 这些技术在工业领域获得了长足发
展和广泛应用。 两项国际标准为： 

• ISO/TS 24817 《管道复合材料补强——
资格认定、设计、安装、测试和验收》以及

• ASME PCC-2 第 4.1 章《管道非金属复
合材料维修系统：高风险应用》。

这些标准涉及复合修复材料的方方面面， 从
材料和修复系统的预认证到专门针对需要
修复的特定管道缺陷的修复设计。 此外， 这
两项标准还包括复合材料制造商提供的施
工人员培训和认证。 ASME PCC-2 标准《压力设备和管

道的维修》

此标准阐述了《ASME 压力容器技
术规范和标准》范围内的设备和管
道在投入使用之后的修复方法。 这
些修复方法涉及相关设计、制造、
检验和测试规范， 视具体情况而
定， 可分为临时性修复和永久性修
复。 该标准内提供的工艺， 明确了
零部件经适当检验与缺陷评定后
认为有必要进行维修的工艺。

ISO/TS 24817 标准《石油、石化和
天然气工业管道复合补强——资格
认定、设计、安装、试验和验收》

该标准阐述了用于修复石油、石化
和天然气工业领域受腐蚀或受损
管道使用复合修复材进行外部修
复的资格认定和设计、安装、测试
及检验方面的要求和建议。 

国际标准遵从性

无需高温作业

复合修复材料创新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管壁薄厚减薄修复完成

三通管包扎

密封后的法兰



3

焦点：管道包扎

由于盐雾和风化作用， 墨西哥湾石油和天
然气平台上直径为 15.3 厘米（6 英寸）的立
管受到了腐蚀。 该立管的工作温度为 25°C 
(77°F)， 工作压力为 10.2 MPa (1,480 psi)。 
其中， 第一个法兰上方的管道壁厚已显著变
薄， 仅为原始壁厚的 50%。 该平台的作业方
选用了符合标准的复合包扎修复解决方案来
恢复受损立管的强度， 有效延长其使用寿命。 

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复合修复系统依据 
ISO 24817 标准设计， 与填补点蚀坑的贝尔
佐纳膏状复合材料贝尔佐纳 1121（超级 XL 
金属）结合使用。 

该施工在一天之内便完成了。 在喷砂处理、清
理和除油除脂后， 使用贝尔佐纳 1121 对整个
受腐蚀表面进行了涂覆。 选用该材料的原因
在于， 该材料具有更长的操作时间， 并且能
够有效恢复壁厚。 接着， 在 990.6 毫米（3 英
尺）的长度上包扎 4 层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使其总厚度达到 8 毫米。 整个修复施
工在当天下午完工。 固化后， 在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涂层系统上略加喷砂处理， 再
涂覆聚氨酯抗紫外线面漆。 

应付自如
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修复管道壁厚减薄缺陷 永久性解决方案——专门针对管道

修复应用场合而设计， 设计寿命长
达20年。

替代焊接方案， 有效减少停工时
间。 室温固化能力可在 24 小时内
在线完成对存在腐蚀损伤的零部
件的修复。 

符合 ISO/TS 24817 和 ASME 
PCC-2 标准 。 
对管道和容器进行原位包扎施工， 
包括工作压力高达 250 巴的应用
场合。 

可用于任何几何形状管道， 包括弯
头、三通管和复杂几何形状管道， 
能够耐各种化学品、油和工艺流体
的化学腐蚀。 

贝尔佐纳 SuperWrap 受到全球诸
多石油和天然气、石化及电力客户
的青睐， 已使用超过 3.5 万小时。 

为便于设计和施工， 该材料必须满
足一系列要求。 该修复材料必须由
经验证的设计人员进行设计和审
核， 由经验证的施工人员进行施工
并由经验证的监理人员进行管控。 

贝尔佐纳 SUPERWRAP

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BELZONA SUPERWRAP II IS: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belzona.com/superwrap

符合 ISO / ASME 标准的复合修复系统

Strong (high Young’s Modulus) • Easy and quick to apply • Low cure 
temperature option • Long working life

用于恢复薄弱或穿孔金属基材的强度，
符合 ISO 24817 和 ASME PCC2 
标准。

ltaper lover ldefect

lover

总轴长

ltaper

tdesign

织物结构

贝尔佐纳 SuperWrap II 包扎完成

喷砂后的立管

点蚀坑已填补且壁厚已恢复

抗紫外线面漆涂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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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外部腐蚀和点蚀造成炼厂管道出现
管壁变薄和穿孔缺陷。 由于存在健康和安全
隐患， 因此对表面进行喷砂处理不是理想之
选， 而客户需要能够快速解决这一问题且最
大限度缩短停工时间的方案。 毕竟， 每停工
一天的成本是 150 万英镑。 

施工团队在无需停工的情况下完成了作业， 
因此生产得以继续。 在存在泄漏的地方， 使
用贝尔佐纳 1221（超级 E 金属）在穿孔位置
粘接钢板。 使用同一材料在该区域进行了临
时包扎。 然后使用以极佳的耐化学性而著称
的贝尔佐纳 4301 (CR1) 对整个管道进行了
包扎。 

接着， 在上方使用贝尔佐纳 1161（超级水下
金属）材料进行了包扎， 并包覆相邻的法兰。 
这一智慧材料系统被选用的原因在于， 由于
管道出现穿孔， 贝尔佐纳 4301 (CR1) 可有
效耐管道介质的侵蚀。 而贝尔佐纳 1161（超
级水下金属）提高机械强度， 同时保护管道
免受外部损害。 

施工仅用了 3 天时间， 无需高温作业、无需
更换设备、不必停工。 

常温施工
无动火作业——无问题

一款适用于特定应用场合和运行
工况的包扎材料。 

 » 内部腐蚀
 » 外部侵蚀、腐蚀
 » 点蚀损坏
 » 管壁减薄缺陷
 » 穿孔缺陷
 » 堵漏
 » 弯头和三通管受损
 » 法兰密封
 » 抗腐蚀性化学品和工艺流体

贝尔佐纳不仅是产品制造商， 而
且还致力于通过其全球经销网络
提供全方位的产品供应和施工服
务。 该网络致力于帮助客户便捷
获得优质的贝尔佐纳产品以及专
业的施工服务、检测服务和监理服
务。 满足全球目标行业和市场的
专业修复和维护需求是贝尔佐纳
的使命。 

贝尔佐纳室温固化包扎材
料解决管道问题

受损管道

对穿孔区域进行临时包扎

贝尔佐纳 4301 (CR1) 提供耐化学性

贝尔佐纳 1161（超级水下金属）最后填充和包扎

贝尔佐纳 1161（超级水下金属）密封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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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联系您当地的贝尔佐纳代表， 了解更多信息：

自 1982 年以来， Perspect Benelux B.V. 一直是比荷
卢经济联盟地区的贝尔佐纳产品官方经销商。 
我们为您提供：
• 产品选型支持
• 培训和认证
• 贝尔佐纳产品供应

P.O.Box 1239 , 2280 CE, Rijswijk
Heulweg 13, 2288 GP, Rijswijk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0) 15 219 00 11
电邮 info@belzona.nl
网站 www.belzona.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