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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法兰注胶法带压堵漏
技术的应用

王留超
"辽宁润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 沈阳!$$#####

!摘!要"!大口径长距离输水管线带压运行$法兰处漏水时有发生$是长距离输水管线难以解决的技术课题' 注

胶法带压堵漏技术在大伙房水库输水管线法兰上的应用$成功解决了这一技术难题$本文通过带压堵漏操作过程

的详细描述$总结出注胶法带压堵漏的重点及操作方法$对同类工程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大口径% 法兰% 注胶法% 带压堵漏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L'' ''文章编号# )**+,$--$$%*)-%*),**-*,*$

(DD4130/1757F15J@3/15G ;@/<7:4@0K15G 2/7DD0G@/@3<5747G6 H5:@>

D>@22H>@1540>G@3041=@>F405G@

8*:_034BF6>

,F*+#$*$. 7($@4#$. 6+&/'<(22Q5"#." F&,." <4/$5+$. $$####" "4*$+-

(=2/>03/# 06A<@B6?3P@A?>7<E3GD67B@H6D@AB>7M@567B@;3;@?37@3G>;@A6D@E 47E@A;A@GG4A@I86D@A3G?@6]@E >BB6G3>76??5

37 DF@R?67<@I1D3G6D@BF73B6?D6G] HF3BF B677>DP@@6G3?5G>?M@E 37 ?>7<E3GD67B@H6D@AB>7M@567B@;3;@?37@I17O@BD37<

C@DF>E ?@6]37<GD>;;6<@D@BF7>?><547E@A;A@GG4A@3G6;;?3@E 37 J6F4>R67<=@G@AM>3AH6D@AB>7M@567B@;3;@?37@R?67<@GI

QF@D@BF73B6?E3RR3B4?D53GG>?M@E G4BB@GGR4??5I17 DF@;6;@A$ ?@6]37<GD>;;6<@D@BF7>?><547E@A;A@GG4A@3GE@GBA3P@E 37

E@D63?IQF@]@5G67E >;@A6D3>7 C@DF>EG>R37O@BD37<C@DF>E ?@6]37<GD>;;6<@47E@A;A@GG4A@6A@G4CC6A3L@EI1DF6GB@AD637

A@R@A@7B@M6?4@R>AG3C3?6A;A>O@BDGI

?@6 A7>:2# ?6A<@B6?3P@A% R?67<@% 37O@BD37<C@DF>E% ?@6]37<GD>;;6<@47E@A;A@GG4A@

)'工程概况

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是向辽宁省抚顺'沈阳'辽

阳'鞍山'营口'盘锦'大连七个城市约 (### 万人口输

水的一项大型输水工程# 输水管道线路 全 长

")&./]C"其中!输水线路 " g1I)"## ,̀,̀ 管道长约

))./]C(输水线路 " g1I"/## ,̀,̀ 管道长 $"".(]C(

输水线路 " g1I"'## 钢管长约 ']C"输水线路 $ g

1I$/## 玻璃钢管道长 /).%]C(输水线路 $ g1I$'##

玻璃钢管道长 )$.(]C(工程总投资约 %# 亿元#

输水线路穿越公路'铁路'河流及阀门前后均设置

了法兰"法兰口径1I$/## V1I)"## 多种规格"输水管

线带压运行"运行压力 #./ V#.'Ù 6"输水管线 "#$#

年正式通水"运行多年"法兰处漏水时有发生"是长距

离输水管线难以解决的技术课题#

法兰处漏水通常采用紧固螺栓止漏"当紧固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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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漏无效时"采用停水换胶垫止漏# 主管线停水换胶

垫"需要输水管线停水'法兰段输水管道排水等"造成

下游供水城市停水"产生较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会造成

一定的社会影响#

%'法兰漏水情况

输水管线有一处 1I"/## 法兰"多次漏水"经过多

次拧紧法兰连接的螺栓止漏"螺栓已经达到最大扭矩"

再紧固螺栓不但损坏螺栓"对漏水处止漏已没有效果#

漏水位置在1I"/## 法兰,面对下游-角度
+

-aV

+

"-a"漏水法兰周长方向长度约 -#BC"管道正在输水

运行"运行压力 #./-Ù 6"漏水量约为 $# C

)

TF"井室内

设置一台两寸潜水泵抽排水#

法兰漏水如图 $ 所示"法兰横断面如图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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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法兰漏水示意图,单位!CC-

310 ��

8

7676

19

图 %'法兰横断面示意图,单位!CC-

B'注胶法带压堵漏应用

按照法兰尺寸制作一个外径弧度相同的注胶卡

具"安装位置如图 ) 所示"借助法兰螺栓进行固定卡

具"注胶卡具上设置三个注胶孔"每个注胶孔安装一个

注胶嘴,见图 /-"注胶嘴上有独立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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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法兰带压注胶卡具安装位置示意图,单位!CC-

图 $'注胶嘴

图 +'注胶卡具及手动液压泵照片

注胶工具,见图 -'图 %-包括一个手动液压泵,额

+!'+

王留超T大口径法兰注胶法带压堵漏技术的应用! !!!!



定压力 (#Ù 6-"一个压力表,最大刻度 (#Ù 6-"一根

液压油管长 /C"一个专用注胶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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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注胶工具

图 -'石墨胶棒

"#$/ 年 $" 月 - 日进行带压堵漏注胶操作"注胶棒

选用含铜丝石墨胶棒,见图 (-"主要参数如下!颜色为

黑色(固化类型为非固化型(流动级别为 " 级,企业堵

漏产品标准+T#-#'"_jJJ,规定!_oJ丝杆注胶嘴安

装至法兰螺丝上用注胶枪向内注射胶棒"注射压力

"#Ù 6以内的为 $ 级""#Ù 6以上的为 " 级"/#Ù 6以

上的为 ) 级-(使用温度为零下 -#s V$###s(规格为

标准级"直径
#

"""长度 &#CC(适用介质为高温高压蒸

汽'过热蒸汽'水'各类气体'液体'粉面'泡沫等介质(

优点为耐温性特别好"石墨可耐 $###s以上"流动性

能佳"强度高'注射性能好"不固化'二次注胶容易#

选用原则!

#

卡具和泄漏管道结合面的缝隙小于

$CC的选用含铜丝的堵漏胶棒(

$

卡具和泄漏管道结

合面的缝隙小于 "CC的选用含大钢球的堵漏胶棒(

&

卡具和泄漏管道结合面的缝隙很小时"选用堵漏胶

棒直接注射#

室外温度为零下 $%s"管道输水运行压力

#./-Ù 6# 按照卡具和泄漏管道结合面缝隙小于 $CC

的选用含铜丝的堵漏胶棒原则"经过注胶棒试压"手动

液压泵达到 $#Ù 6时"注胶枪正常出胶# 经过计算"

此处漏水点堵漏需要注胶棒约为 $- 根#

操作过程"从注胶卡具的一端开始注胶"其他两个

注胶嘴打开"当相邻注胶嘴流出胶时"关闭正在注胶的

注胶嘴(然后"进行对相邻的注胶嘴进行注胶"直到完

成最后一个#

第一个孔位注胶 % 根"最终注胶压力为 "(Ù 6(第

二个孔位注胶 - 根"最终注胶压力为 )"Ù 6(第三个孔

位注胶 / 根"最终注胶压力为 /-Ù 6# 在第三个孔位

注胶完成之后"又进行第二个,中间-孔位注胶 " 根"最

终注胶压力为 %#Ù 6"总计注胶 $( 根#

注胶过程中"漏水量明显减少"注胶完成之后"拆

除注胶卡具"发现注胶面还有漏水# 仔细观察"水从石

墨中渗出"经过分析"石墨胶棒为非固化型"管道输水

带压运行"石墨再细腻和压缩"中间也有一定的间隙"

管道内带压水就是从石墨的间隙中渗出的#

通过该次注胶结果分析"注胶棒的材料选择有些

不合适"通过市场调查"选用带压堵漏万能微膨胀密封

图 N'万能微膨胀密封注剂胶棒

注剂胶棒,见图 '-"主要参数如下!颜色为棕红色(固

化类型为热快固化,固后微膨胀-(流动级别为 " 级(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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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 V'&#s(注射压力
%

(#Ù 6(规格为标准级"直

径
#

"#"长度 '-CC(配料为英硅碳纤墨等(适用介质为

高温高压蒸汽'造纸烘缸'各类气体'液体'粉面'泡沫'

水'油类等介质#

"#$/ 年 $" 月 ") 日进行第二次注胶"室外温度为

零下 ""s"管道输水运行压力 #./-Ù 6# 使用带压堵

漏万能微膨胀密封注剂胶棒"经过注胶棒试压"手动液

压泵达 %#Ù 6时"注胶枪还不能出胶# 分析原因"由

于当时气温较低"注胶棒属于橡胶类"温度低时较硬"

温度高时就能柔软# 根据这一特性"将万能微膨胀密

封注剂胶棒在水中加热至 %#s"经过注胶棒试压"手

动液压泵达到 &Ù 6时"注胶枪正常出胶#

注胶前将石墨胶清除干净"经过计算"此处漏水点

堵漏需要注胶棒约为 $% 根# 注胶顺序改为先两端后

中间#

第一个孔位注胶 % 根"最终注胶压力为 /-Ù 6(第

三个孔位注胶 - 根"最终注胶压力为 /'Ù 6(第二个孔

位注胶 ( 根"最终注胶压力为 %#Ù 6"总计注胶 $' 根#

注胶过程中"漏水量明显减少"注胶完成之后"拆

除注胶卡具"漏水处已完全被堵住"再未发现渗漏#

$'总'结

通过该处法兰带压注胶堵漏"发现注胶棒的材质

选择非常重要"根据市场调查发现有很多种注胶棒"可

以根据使用部位'适应温度'固化类型'适用介质等进

行选择#

此后输水管线有 % 处其他位置发现漏水"均采用

该方法进行带压堵漏"选用了带压堵漏万能微膨胀密

封注剂胶棒"输水管线法兰堵漏之后经过近两年的正

常运行"采用该方法堵漏的位置再未发现漏水现象#

输水管线每天向下游七个城市约 (### 万人供水"日供

水量约 "## 万C

)

"大口径法兰注胶法带压堵漏技术在

输水管线上的应用"保证了输水管线的安全运行"同时

节省了因停水运行造成的经济损失"避免了因停水检

修造成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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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邢台紫金山水利风景区

!!景区位于河北省邢台县"依托紫金山小流域治理

工程而建"景区规划面积 $(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I' 平方公里"属水土保持型水利风景区#

景区通过植树种草'封育保护"建设塘坝'谷坊'蓄

水池'护堤护岸挡土墙等"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 平方

公里"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改善了景区生态环境# 景

区风景资源丰富"类型多样"清溪'幽谷'飞瀑'怪石'深

潭'秀峰美不胜收"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相得

益彰# 景区内有紫金书院'峻极关'玉皇殿等多处历史

人文景观"被评为%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景区

现为国家地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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