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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工艺处理容器绝大部分情况在高温和高压环
境中运行，有效管理这些设备对于设备业主
和作业者来说都面临巨大挑战。这些容器，
尤其是与碳氢化合物接触，油 、水 、天然
气分离器容器，在使用中，会面临多种极为
苛刻的工况条件，最终导致内部腐蚀。

传统涂层失效的原因
当使用涂层系统来抵抗高温高压浸泡时，了
解传统涂层失效的原因是极为重要的。传统
涂层材料多为溶剂型产品，除了涂层本身的
性能局限性外，大多数问题由于薄的漆膜厚
度里溶剂未能完全挥发所造成。当残留溶剂
暴露在高温环境条件下，出现涂层鼓泡。此
外，在一些运用场合，残留的溶剂与工艺介
质之间的反应也会导致涂层早期失效。

低铰链密度的涂层系统很容易受到液体与水
汽高压渗透影响，从而导致腐蚀发生。当涂
层系统达到温度软化点的时候，此现象会明
显加剧，当聚合物分子铰链之间的分子间隙
增大时，更容易出现液体穿过铰链，导致渗
透和鼓泡。传统的环氧树脂在常温下通常具

有良好的耐渗透性，然而在高温条件下，其
保护性能却很有限。

高温浸泡的创新解决方案
贝尔佐纳(Belzona)研发的一系列高分子聚
合物容器内涂层，可为在高温及高压环境条
件下运行的设备提供长期的腐蚀保护。涂层
固化后，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加热后固
化，进一步提高涂层的耐浸泡性能。所形成
的系统表现出极高的玻璃化转变温度，这意
味着高温运行条件下的交联密度高于传统系
统条件下的交联密度。

将高交联密度聚合物与增强性填料结合使
用，屏蔽保护层，使水和工业介质的气体的
渗透趋向大大降低，因而提高了在高温条件
下的耐浸泡性。大量的内部和独立测试中包
括150多个高压容器进行高温/高压浸泡的测
试均表明：

• 热变形温度超过250°C (482°F)；
• 耐水/碳氢化合物浸泡温度高达

180°C(356°F)； 
• 可以在使用中固化，无需额外的后加 

冷态施工高性能高分子涂层

低交联密度涂层出现起泡现象腐蚀的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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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固化时间，降低了后固化出现涂层失效
的风险。

• 在温度范围为0°C-200°C (32°F to 392°F)
时，其物理特性仅发生适度的变化；

在产品的使用温度区间，涂层粘接力性能变
化很小，这是促使涂层形成极佳高性能浸泡
特性的重要原因。

贝尔佐纳(Belzona)内涂层经过了完整的实验
室和现场测试对于抵抗高压、侵蚀、蒸汽吹
扫、急速减压和阴极剥离。在评估完罐体技
术规格后，可以帮助客户提供正确的涂层解
决方案。

贝尔佐纳(Belzona)技术原理-内涂层
多年来，贝尔佐纳(Belzona)研制了一系列用
于工业容器内的有机涂层，可以抵御多种极端
的运行条件。贝尔佐纳(Belzona)可以采取喷
涂或者手工涂装方式，用于修复腐蚀造成的受
损区域或者维修现有的内涂层系统包括玻璃鳞
片或者在设计阶段，即将涂层作为保护手段用
于罐体中。  

内涂层材料的设计规范受到罐体形状、工艺
介质和操作参数等影响，这些参数都与贝尔
佐纳(Belzona)产品的实验室内部和第三方测
试数据吻合，现场的实际经验同样可以帮助
作业者评估涂层的设计和使用寿命。 

表面处理可以参照下列的指导进行：通常在
对内部污染物进行测试后，清洁表面、除去
油污并进行喷砂处理达到ISO Sa 2.5规定的
清洁标准 “近白色金属”，使粗糙度至少达到
75um (3密尔)。同时，施工环境必须进行监
控。测量基材和环境的温度及湿度，并使其
达到适当的水平。为了降低因不适当的施工

而带来的风险，贝尔佐纳(Belzona)会对施工
人员以及现场施工监理工程师进行培训和认
证。

法兰面成型技术
法兰面腐蚀是影响压力容器的常见问题，为防
止其受到腐蚀影响，必须隔绝屏蔽法兰面腐蚀
因素。贝尔佐纳(Belzona)复合材料不会出现
腐蚀，并可以紧固地粘接在法兰面上，预制的
模具可以将指定的贝尔佐纳(Belzona)材料进
行成型加工。

小口径短管
由于涂装小尺寸短管时会出现针孔或漏涂风
险，传统的涂层无法保护小口径短管。使用贝
尔佐纳(Belzona)耐腐蚀复合材料制造的套管
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为确保腐蚀防护，在
安装和粘接前，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涂层
等级材料浸湿容器短管和套管。

工艺容器附件冷焊
焊接容器为防止其受到腐蚀影响，必须隔绝
屏蔽法兰面腐蚀因素。必须进行后焊接热处
理，然而工况条件是无法进行动火作业的。
冷焊技术已被应用于许多行业，近些年实验
室及现场测试证明贝尔佐纳(Belzona)针对工
艺容器的冷焊解决方案可以极好地解决已建
成工艺容器的改造方案。

容器内部和外部的配件可采用
贝尔佐纳(Belzona)材料进行冷
焊。冷焊复合材料具有同容器内
涂层同等的腐蚀性和耐化学性。
在几个独立的测试也证明了其性
能在一些特定环境下比焊接更加
具有优势。

2 0 1 4 年 3 月 ， 贝 尔 佐 纳 
(Belzona)委托英国劳氏船级
社 进 行 测 试 ， 测 量 贝 尔 佐 纳 
(Belzona)1511（超级HT-金
属）拉伸剪切粘附、拉伸粘附力
和撕裂粘附力。在湿度50%和
温度23°C (73°F)条件下，使用
Schenk/Instron水压试验机进
行测试。

Adhesion test Max Load 
(kN)

Tensile shear 
adhesion

51.31

Tensile adhesion 20.62

Cleavage adhesion 22.32

Lehigh测试实验室对贝尔佐
纳(Belzona)1111(超级金属)外
部冷焊补片修复进行了测试，
测 试 表 明 维 修 处 可 抵 抗 高 达
3,400psi (23 N/m2)的压力。

采用处理容器内涂层进行腐蚀防护可喷涂施工的贝尔佐纳(Belzona)内涂层

CONTACT 
US

焦点： 工艺处理容器腐蚀管理

冷焊-焊接的安全替代方案

http://www.belzona.com/en/contac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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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防腐涂层因具备附着力强，耐磨、耐高
温、耐急速减压，抗H2O、CO2等气体腐蚀和电
化学腐蚀等优点，在国外工程项目中得到大量
的应用。近些年来，国内的油气公司逐渐开始
接受并认可高温防腐涂层。

在中石油的西南气田的地面开发工程中，针对
高温、高湿，含H2S、CI-和CO2等腐蚀环境恶
劣的设备内壁，采用经过测试验证并具有成功
应用业绩的贝尔佐纳(Belzona)高温防腐涂层进
行内防腐，储罐及设备见下表：2014年5-8月，
在天然气净化厂建设中对原料气重力分离器、
再生塔顶回流罐、酸气分离器、液硫捕集器、
酸气放空分离器等77个设备内壁进行了内防腐
涂层施工；从2015年投产以来到2017年下半年
为止，对生产运行后的设备进行检修和内衬检
测：内衬整体表面平整光滑，无漏点、脱落、
鼓包、裂纹等涂层防腐失效现象；采用内涂层
防腐的容器设备易于清洗，且能持续满足防腐
设计要求。 

高温，高压，酸性气田的压力容器整装防腐
解决方案
运行3年后检测，结果完好无损。

2015年9月检测时的内涂层-2

除沫器内涂层-42014年8月投产时的内涂层-1

推出新一代高温处理容器内涂层

可喷涂施工的Belzona 1523
和可刷涂的Belzona 1593 

创新的配方使施工和检测更加
简便。

设备名称
腐蚀环境

运行温度 ℃ 运行压力 Mpa 介质

原料气重力分离器 20-40 6.8 含硫天然气、酸水

酸气分离器 40-60 0.1 酸性气体

液硫捕捉器 127-147 0.1 过程气、液硫(H2S
为0.051%)

原气过滤分离器封头及管板 60-100 6.7 含硫天然气

酸气放空分离器 110-130 0.1 含硫天然气

脱硫重沸器封头及管板 127-170 - 低压蒸汽、半贫液

2015年9月内涂层-3

小口径短管和法兰面的腐蚀、侵
蚀不利于容器运行。特别是短管
会加速恶化，同时由于其长度和
狭窄性，传统涂层系统很难进行
修复。

贝尔佐纳(Belzona)预制的复合材
料套管被粘附到小口径短管内，
因而避免穿孔或侧漏的危险。在
极度磨损的条件下，复合材料套
管也可以用作为牺牲级耐腐蚀
层。

与法兰面成型技术结合，可以将
容器的薄弱环节与腐蚀介质有效
地进行隔离。

法兰面成型工具包现已出售，它包
含法兰成型涂装的辅助工具。目前
供应#300 psi，包含所有系列的6
个成型器(2x2”, 2x3”, 2x4”)。

为最薄弱环节提供保护



焦点： 工艺处理容器腐蚀管理

4

105 期

2003年，Opus赢得了一份合同，检查并
推荐具有成本效益的升级措施，提高功效及
运行性能，同时提高第一阶段分离器的生产
能力。由于大部分设备需要升级，现有的容
器无法进行焊接。不论从粘附性或是机械
结构的方面考虑，测试项目确定贝尔佐纳
(Belzona)冷焊解决方案为理想的方案。

新的挡板下部安装到横梁上，横梁两端采用
垫板，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材料粘接到
容器壁上。如此在容器对中形成一个固定的
支撑，挡板组件用横梁支撑，使用同样的方
法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材料进行粘接。
围堰延伸部分，双片围堰采用螺栓与原有的 
 

围堰进行固定，于容器壁接触的地方，采用
贝尔佐纳(Belzona)材料粘接夹具进行密封。

由于工艺水含量提高，现有的排水口尺寸不
能满足要求。为解决该问题，决定更换现有
通过围堰的油水排污口，机械加工一个短接
并用垫板支撑该短接，短接另一端插入现有
的排污口，并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材料进
行密封。

拆除旧的液滴分离器，新的液滴分离器使用
旧液滴分离器的支撑框架进行支撑，新液滴
分离器顶部法兰和罐壁之间采用贝尔佐纳
(Belzona)涂层进行粘接，使用千斤顶确保粘
接的贝尔佐纳(Belzona)涂层被压实，直到涂
层固化后拆除千斤顶。

聚结板组件，采用模块化设计制造，使用中
间横梁支撑，横梁使用新夹具粘接在罐壁
上，聚结板底部，在粘接横梁的时候配合
安装在横梁上，这样确保横梁在贝尔佐纳
(Belzona)材料固化期间，与罐壁定位精确，
且粘接贴合。

施工8到10年后，对分离器进行了检测。使用
贝尔佐纳(Belzona)材料粘接的配件状况极
佳。

多级分离器升级 
8年后检查冷焊配管及附件-状况极佳

Original application in 1974

欧洲工程设计院将段塞流捕集
器的经济收益与使用寿命进行
了对比。设计院认为采用传统
的625镍基复合板容器，设备周
期内无需维护。为了降低项目
投资成本，他们考虑使用贝尔
佐纳(Belzona)内涂层保护碳
钢容器，每5年维修一次，将投
资成本和运行成本进行核算，
选择贝尔佐纳(Belzona)成本
效益是传统方案的3.5倍。

贝尔佐纳(Belzona)推荐在设
计阶段采用全面腐蚀防护解决
方案，包括：

 » 容器内内涂层
 »
 » 提供小口径短管保护
 » 法兰面保护
 » 配件的冷焊

贝尔佐纳(Belzona)致力于通
过其全球经销商网络为客户服
务。这一网络可以专门为客户
直接提供贝尔佐纳(Belzona
)优质的产品、专业的施工服务
及检测和监理服务。贝尔佐纳 
(Belzona)的宗旨是满足目标
行业和全球市场的专业修复和
维护需求。 罐内顶部粘接附件 8年后检测

冷焊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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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此处联系您当地的贝尔佐纳代表

设计阶段提供容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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