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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保护

法兰式连接的完整性对管道系统至关重
要。无论是化学品管线，如烃类和气体
输送管道，还是配水管道，泄漏将影响
环境、生产运行以及商业影响，也可能
构成严重的安全风险。
 
法兰腐蚀问题
在局部区域存在一定浓度腐蚀性物质的
场合，间隙腐蚀是一种常见的损伤机
制。事实上，在有限空间内，腐蚀会随
着腐蚀性物质浓度的增加而加速。两个
法兰面之间的缝隙是发生缝隙腐蚀的理
想环境。在强腐蚀性环境中，法兰面极
易形成间隙腐蚀。

随着时间的推移，始于法兰内径间隙上
的腐蚀会蔓延到垫片区域。在密封面与
垫片材料之间的间隙内，腐蚀性物质的

浓度会影响法兰面的腐蚀速度。

垫片覆盖从转角边缘面到法兰面加工面
端面的全部区域，起到密封的作用。密
封区域受腐蚀引起的密封失效和产品泄
漏，会给环境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这些密封区域若得不到充分的外部保
护，法兰和紧固件便会受到更大范围的
快速损害，进而加速系统完整性的劣
化。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因完全取决于
工况条件，其后果很难预测。根据环境
工况的恶劣程度，基材可能出现缓慢
持续劣化；然而在极端工况下，也可能
出现外部腐蚀过程迅速达到临界值的情
形，此时系统的结构完整性会受到严重
影响，并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密封失效。 

法兰修复和保护解决方案

严重受腐蚀的法兰面法兰全面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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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佐纳法兰解决方案 
 
法兰面修复
化学品腐蚀、间隙腐蚀、电偶腐蚀以及高压
蒸汽损伤会导致法兰出现劣化，久而久之造
成法兰泄漏。经过 10 多年的实践证明，贝
尔佐纳法兰面成型技术摒弃了涉及动火作业
的传统切割与焊接修复方法，能够在紧急情
况下进行简单涂覆，特别是在近海平台等物
资供应不便的地区。

贝尔佐纳法兰面成型套装 是一套独特的修
复套装，为辅助法兰面成型技术而开发，这
种技术能克服法兰接头结合面常见的热变
形、腐蚀和侵蚀等问题。该法兰修复套装与
贝尔佐纳双组分环氧修复复合材料（见下面
的产品选择表）结合使用，为客户提供一种
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不仅施工简便而且经济
实惠。

多年来，贝尔佐纳独特的法兰面成型技术已
成功修复大量法兰面，现在也用作新法兰的
腐蚀防护方案。

贝尔佐纳法兰面成型技术的应用包括：
• 保护新法兰和使用中的法兰面免受腐蚀
• 修复受损的法兰面
• 将不同的金属隔离，以免形成腐蚀
• 可与贝尔佐纳短管内衬和容器内衬涂料结

合使用，以形成全方位的屏蔽层，将腐蚀
终止在工艺环境外

用贝尔佐纳封装膜来保护法兰
为了解决外部法兰腐蚀问题，贝尔佐纳研制
了两种涂料（一种可剥离、一种可喷涂），
专门设计用于法兰、紧固件以及相关管道的
保护，这些材料能阻止水分渗入，防止间隙
腐蚀、电偶腐蚀以及大气腐蚀。在施工时，
首先均会涂覆一层缓蚀剂贝尔佐纳 8411。
然后，可使用贝尔佐纳 3411（封装膜）或
贝尔佐纳 3412形成牢固、柔韧的封装表面
涂层。

这些持久耐用的涂层材料可用来保护大多数
形状、尺寸或结构的法兰免受腐蚀，并完全
封装法兰以阻止水分渗入。贝尔佐纳 8411 
还具备可脱模性，可将贝尔佐纳 3411 和贝
尔佐纳 3412 形成的表面涂层从接合处剥
离，便于进行检查。

当需要维护时，可以轻松切开这些涂层材
料，只需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沿法兰圆周方向
从法兰面之间的间隙处切开封装膜即可。然
后将封装膜剥开，露出螺栓和法兰。一旦完
成所需的维护，将封装膜折叠回其原位，然
后在切割缝隙处涂刷一层贝尔佐纳 3411 或
贝尔佐纳 3412 进行密封。

这些涂层材料易于涂覆，无需加热且固化
之后可形成一层坚韧的弹性防护屏障。此
外，贝尔佐纳 3412 适合快速有效的涂覆方
法——与贝尔佐纳喷枪配合使用。 

法兰连接是管道系统中的关键
部件，因此需要有效的监控和
检测技术来尽量减少由于泄漏
而导致的非计划停工，以满足
越来越苛刻的生产要求。法兰
连接密封面的目测只能在系统
停工时进行，这一过程必须越
简单越好，因此消除外部腐蚀
是最优先解决的问题。

如果停工检查不切实际，则可
使用超声波技术作为一种替代
方法，但如果外部腐蚀得不到
控制，超声波检查过程的复杂
度将大大提高，而精确度将会
显著下降。

因此，法兰和紧固件的外部腐
蚀防护至关重要，以便既能监
控系统，又能提供更切实有效
的质量控制和检查程序。

贝尔佐纳 3411 密封涂层材料不
仅可以为法兰、紧固件和相关
管道提供全方位的腐蚀防护，
还可作为预防系统，有助于对
法兰面进行更进一步的监控和
检查。

耐侵蚀性测试

法兰面成型产品选择表

产品 黏稠度 耐侵蚀性 抗压强度
在 15℃ (60°F) 
时的操作时限

在 15℃ (60°F) 时
的完全机械固化时间

贝尔佐纳 1111
（超级金属）

膏状 高 高 25 分钟 36 小时

贝尔佐纳 1121
（超级 XL 金属）

膏状 高 高 60 分钟 72 小时

贝尔佐纳 1311
（陶瓷 R 金属）

膏状 极高 高 25 分钟 36 小时

贝尔佐纳 1511
（超级高温金属）

膏状 高 高 40 分钟 24 小时

贝尔佐纳 4301
（乳浆 CR1 厚浆）

膏状 中 高 55 分钟 14 天

用贝尔佐纳 
法兰面成型套件修复后的法兰面

Belzona 3411 or
Belzona 3412

Belzona 8411

Bond Area

贝尔佐纳法兰包覆涂层材料

联系
我们

结合面

贝尔佐纳 8411 

贝尔佐纳 3411  
或贝尔佐纳 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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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佐纳 3411 与
贝尔佐纳 3412 接受测试

2014 年 11 月，北海一家大型石油天然气开采
企业需要一种解决方案，来修复其浮式生产储
油卸油装置 (FPSO) 上的一个惰性气体发生器
系统的法兰面。

原来的内衬已失效，造成容器内部受到腐蚀，
相邻的法兰也出现了严重的金属缺损。客户无
法进行高温作业，并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施工。事实上，传统的切割和焊接修复方法涉
及高温作业，还需要更换法兰，在紧急情况下
可能无法及时供货，特别是在诸如近海平台等
物资供应不便的地区。

选择贝尔佐纳法兰面成型技术来进行修复的原
因在于，它不需要进行高温作业或法兰更换，
还能迅速完成施工，最大限度地减少停工时
间。对法兰面进行表面处理后，将所选的贝尔
佐纳材料混合后涂覆在受损的表面和法兰模具
上，便可将材料制成精确的廓形。先将两个表
面贴合起来，一旦准确对齐，即可用螺栓将法

兰模具固定在法兰上。待产品充分固化后，拆
除螺栓和法兰模具，便成功在原来的法兰上制
造出一个精确成型的密封面。  
 
在周末便完成了施工，从接到通知到施工完
工，耗时不到一周。该客户对贝尔佐纳的解决
方案非常满意并委托贝尔佐纳使用法兰面再
造技术对其更多的法兰进行了改造。该容器
很快便恢复了生产，最大限度缩短了停产周
期。 

安全的法兰修复
贝尔佐纳再造 2" 额定压力 150psi 的法兰

严重受腐蚀的法兰面

贝尔佐纳材料法兰模具安装就位 法兰面再造完成

贝尔佐纳法兰面成型套装

• 简单易用，一个套装包含 所
有必要的配件

• 包含 6 件可重复使用的塑料
法兰模具

• 便于运输到出现紧急情况且物
资供应不便的区域

• 最大限度地缩短停工时间，该
套装消除了对备用法兰的需求

用来修复受损的法兰面以及提供腐蚀防护

耐腐蚀性
盐雾试验用于评估涂层抵御连续盐
雾侵蚀的能力，贝尔佐纳 3411 涂
层材料的耐腐蚀性已通过盐雾试
验得到了证明。盐雾试验箱将 5% 
氯化钠溶液转化为 35℃ (95°F) 的
热雾。

经过 1000 小时的盐雾环境考验，
在封装涂层材料下未发现任何腐蚀
现象。相比之下，法兰端部裸露的
钢铁部位出现了高度腐蚀。

粘附性
为了在涂覆的端部形成持久耐用的
密封并且阻止水分渗入，贝尔佐纳 
3411 和贝尔佐纳 3412 涂层材料
要求具有很好的粘附性，尤其是在
手工表面处理过的表面上。

根据 ASTM D429/ISO8510-1 St 
2 要求，我们在三种手工表面处理
过的基材上进行了粘附性测试。结
果表明，所有基材上都出现了内聚
力失效。

基材  表面处理 粘附性 失效模式

手工表面处理
碳钢 (ISO 8501-1 
St 2)

手工
打磨

>6.6 pli
（内聚力
失效）

>22 pli
（内聚力
失效）

手工表面处理
无溶剂环氧树
脂涂料

手工
打磨

>6.4 pli
（内聚力
失效）

>16 pli
（内聚力
失效）

手工表面处理的溶
剂型聚氨酯涂料

手工
打磨

>6.4 pli
（内聚力
失效）

>17 pli
（内聚力
失效）

联系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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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美国南路易斯安那州一家化
工厂的工厂维修经理联系了贝尔佐纳，寻求
一种非传统的法兰腐蚀防护解决方案。

客户容器设备的出口管道上连接有一个 52" 法
兰，需要防腐保护。之前，为避免法兰面之间
发生腐蚀，客户在其它容器的法兰上使用了由
玻璃纤维保护层组成的防护措施。玻璃纤维具
有极佳的耐热性，因此成为备受关注的容器解
决方案。然而这种材料价格昂贵且施工费时。

为了避免这些缺点，客户一直在寻找一种更
经济实惠的防腐蚀替代方案，要求施工简
单，能适用于各种形状和尺寸的法兰，还便

于检查。

我们推荐使用贝尔佐纳 3411，因为该涂层
材料能为法兰、紧固件以及相关管道提供完
整的腐蚀防护，不仅施工简便，在需要维护
时还能够很方便地剥离与涂覆。

该工厂的工作人员按照贝尔佐纳标准施工程
序进行了施工作业。与之前采用的玻璃纤维
保护方案相比，我们的解决方案为客户节省
了数千美元的成本，同时施工更便捷。设备
安装 90 天后检查发现，其状态如新。客户
对贝尔佐纳解决方案非常满意，并计划在其
他法兰上使用贝尔佐纳 3411。 

52" 法兰受到保护仍在运行 

贝尔佐纳 3411 在美国解决腐蚀问题

请访问khia.belzona.com贝尔佐纳历
年相关案例综合数据库。

贝尔佐纳 3411
 » 第二十九卷，第 119 期- 储罐供

应商
 » 第二十八卷，第 198 期 - 化工厂
 » 第二十九卷，第 75 期 - 天然气

配送公司 

法兰面再造
 » 第二十九卷，第 89 期- 石油、

天然气
 » 第二十九卷，第 87 期 - 石油、

天然气
 » 第二十九卷，第 80 期 - 石油、

天然气
 » 第二十七卷，第 46 期 - 水电站
 » 第二十四卷，第 48 期 - 核电站
 » 第二十四卷，第 7 期 - 冶金工程
 » 第二十三卷，第 96 期 - 核电站
 » 第二十一卷，第 57 期 - 玉米磨

粉机
 » 第二十四卷，第 30 期 - 水电站
 » 第二十六卷，第 44 期 - 海军造

船厂

请访问 Belzona.com 了解更多有关
贝尔佐纳全方位解决方案的信息，
及贝尔佐纳如何帮您最大限度地减
少停机时间并延长免维护期。

贝尔佐纳致力于依托其全球经销商
网络为客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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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获得贝尔佐纳修复材料、专业施
工服务、监理服务和检测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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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应用

喷砂处理后的 52" 法兰

法兰涂覆完成

首层贝尔佐纳 3411 已涂覆

工作数月后法兰仍处于理想状态

请点击此处联系您当地的
贝尔佐纳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