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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管网的介质温度较高，供热管道本身长度又长，故管道产生

的温度变形量就大， 其热膨胀的应力也会很大。

因此，设置于管道上的补偿器的作用是：补偿因供热管道升温导

致的管道热伸长，从而释放温度变形，消除温度应力，避免因热伸长

或温度应力的作用而引起管道变形或破坏，以确保管网运行安全。我

们需要计算供热管道的热伸长量及热膨胀应力值来设置合适的补偿器。



自然补偿

人工补偿

波纹管补偿器

球形补偿器

套筒补偿器

方形补偿器



利用管路几何形状所具有的弹性

来吸收热变形。

管道变形时会产生横向的位移，

而且补偿的管段不能很大。



利用4个90°弯头的弹性来达到补偿

的目的

优点是制造方便，补偿量大，轴向推力小，

维修方便，运行可靠；

缺点是占地面积较大。





   利用波纹管的可伸缩性进行补偿

优点是结构紧凑，只发生轴向变形，与方形补偿器相比占据空间位

置小；缺点是制造比较困难，耐压低，补偿能力小，轴向推力大。



三部分组成：带底脚的套筒、插管和填料

优点：安装方便，占地面积小，流体阻力较小，抗失稳性

好，补偿能力较大；缺点：轴向推力较大，易漏水漏气，

需经常检修和更换填料，对管道横向变形要求严格。 





由外壳、球体、密封圈压紧法兰组成

适用于三向位移的热力管道。其优点是占用空间小，节省

材料，不产生推力；缺点：易漏水、漏汽，要 加强维修。



由外壳、球体、密封圈压紧法兰组成

适用于三向位移的热力管道。其优点是占用空间小，节省

材料，不产生推力；缺点：易漏水、漏汽，要 加强维修。



序号 名称 补偿原理 特点

1 自然补偿
利用管路几何形状
所具有的弹性来吸
收热变形

优点：最简单经济；缺点：管道变形时
会产生横向的位移，而且补偿的管段不
能很大

2 方形补偿
器

利用4个90o弯头的
弹性来达到补偿的
目的

优点：制造方便，补偿量大，轴向推力
小，维修方便，运行可靠；缺点：占地
面积较大

3 波纹管补
偿器

靠波纹管壁的弹性
变形来吸收热胀或
冷缩量

优点：结构紧凑，只发生轴向变形，与
方形比占空间小；缺点：制造较困难，
耐压低，补偿能力小，轴向推力大

4 套筒补偿
器

内插管随温度变化
自由活动，从而起
到补偿作用

优点：安装方便，占地面积小，流体阻
力较小，抗失稳性好，补偿能力较大；
缺点：轴向推力较大，易漏水漏气，需
经常检修和更换填

5 球形补偿
器

利用球体管接头转
动来补偿

优点：占用空间小，节省材料，不产生
推力；缺点：易漏水、漏汽



上述补偿器中，自然补偿器、方形补偿器和波纹管

补偿器是利用补偿材料的变形来吸收热伸长的，而套筒

式补偿器和球形补偿器则是利用管道的位移来吸收热伸

长的。



3.补偿器安装要点

(1)有补偿器装置的管段，补偿器安装前，管道和固

定支架之间不得进行固定。补偿器的临时固定装置在管

道安装、试压、保温完毕后，应将紧固件松开，保证在

使用中可自由伸缩。补偿器应与管道保持同轴，安装操

作时不得损伤补偿器，不得采用使补偿器变形的方法来

调整管道的安装偏差。

(2)直管段设置补偿器的最大距离和补偿器弯头的弯

曲半径应符合设计要求。在靠近补偿器的两端，应设置

导向支架，保证运行时管道沿轴线自由伸缩。



(3)当安装时的环境温度低于补偿零点（设计的最高

温度与最低温度差值的1/2) 时，应对补偿器进行预拉伸，

拉伸的具体数值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经过预拉伸的

补偿器，在安装及保温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证预拉伸不

被释放。





(4)L形、Z形、方形补偿器一般在施工现场制作，制

作应采用优质碳素钢无缝钢管。方形补偿器水平安装时，

平行臂应与管线坡度及坡向相同，垂直臂应呈水平放置。

垂直安装时，不得在弯管上开孔安装放风管和排水管。



(5)波纹管补偿器或套筒式补偿器安装时，补偿器应

与管道保持同轴，不得偏斜，有流向标记（箭头）的补

偿器，流向标记与介质流向一致。填料式补偿器芯管的

外露长度应大于设计规定的变形量。

(6)球形补偿器安装时，与球形补偿器相连接的两垂

直臂的倾斜角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外伸部分应与管道坡

度保持一致。

(7)采用直埋补偿器时，在回填后其固定端应可靠锚

固，活动端应能自由变形。





（二）阀门

1.阀门的作用

阀门是用启闭管路，调

节被输送介质流向、压力、

流量，以达到控制介质流动、

满足使用要求的重要管道部

件。



（1）闸阀
闸阀是用于一般汽、水管路作全启或全闭操作的阀门。

按阀杆所处的状况可分为明杆式和暗杆式；按闸板结构特点

可分为平行式和楔式。

闸阀的特点是安装长度小，无方向性；全开启时介质流

动阻力小；密封性能好；加工较为复杂，密封面磨损后不易

修理。当管径大于DN50mm时宜选用闸阀。



阀体

阀盖

支架

手轮

阀杆 

阀体

阀座

闸板

阀杆

阀盖

上密封座填料压盖

阀杆螺母

闸阀



（2）截止阀
截止阀主要用来切断介质通路，也可调节流量和压

力。截止阀可分直通式、直角式、直流式。直通式适用

于直线管路，便于操作，但阀门流阻较大；直角式用于

管路转弯处；直流式流阻很小，与闸阀接近，但因阀杆

倾斜，不便操作。

截止阀的特点是构造简单、价格较低、调节性能好；

安装长度大，流阻较大；密封性较闸阀差，密封面易磨

损，但维修容易；安装时应注意方向性，即低进高出，

不得装反。



（2）截止阀
   



（3）柱塞阀
柱塞阀主要用于密封要求较高的地方，使用在水、

蒸汽等介质上。

柱塞阀的特点是密封性好，结构紧凑，启门灵活，

寿命长，维修方便；但价格相对较高。



（4）止回阀     
止回阀是利用本身结构和阀前阀后介质的压力差来自动启闭

的阀门，它的作用是使介质只做一个方向的流动，而阻止其逆向

流动。按结构可分为升降式和旋启式，前者适用于小口径水平管

道，后者适用于大口径水平或垂直管道。止回阀常设在水泵的出

口、疏水器的出口管道以及其他不允许流体反向流动的地方。



（5）蝶阀
蝶阀主要用于低压介质管路或设备上进行全开全闭操作。

按传动方式可分为手动、涡轮传动、启动和电动。手动蝶阀

可以安装在管道任何位置，带传动机构的蝶阀，必须垂直安

装，保证传动机构处于铅锤位置。蝶阀的特点是体积小，结

构简单，启闭方便、迅速且较省力，密封可靠，调节性能好。



手轮

传动
机构

阀杆

蝶板

阀体



（6）球阀
球阀主要用于管路的快速切断。主要特点是流体阻力小、

启闭迅速，结构简单，密封性能好。

球阀适用于低温（不大于150oC）、高压及黏度较大的

介质以及要求开关迅速的管道部位。



（7）安全阀
安全阀是一种安全保护性的阀门，

主要用于管道和各种承压设备上，当

介质工作压力超过允许压力数值时，

安全阀自动打开向外排放介质，随着

介质压力的降低，安全阀将重新关闭，

从而防止管道和设备的超压危险。安

全阀分为杠杆式、弹簧式、脉冲式。

安全阀适用于锅炉房管道以及不同压

力级别管道系统中的侧压侧。



（8）减压阀
减压阀主要用于蒸汽管路，靠开启阀孔的大小对介质进行节流

从而达到减压目的，它能以自力作用将阀后的压力维持在一定范围

内。减压阀可分为活塞式、杠杆式、弹簧薄膜式、气动薄膜式。



（9）疏水阀
疏水阀安装在蒸汽管道的末

端或低处，主要用于自动排放蒸

汽管路中的凝结水，阻止蒸汽逸

漏和排除空气等非凝性气体，对

保证系统正常工作，防止凝结水

对设备的腐蚀以及汽水混合物对

系统的水击等均有重要作用。常

用的疏水阀有浮桶式、热动力式

及波纹管式等几种。



（10）平衡阀
平衡阀对供热系统管网的阻力和压差等参数加以调节

和控制，从而满足管网系统按预定要求正常、高效进行。



3.阀门安装要点
(1)安装前应核对阀门的型号、规格是否与

设计相符。查看阀门是否有损坏，阀杆是否歪斜、

灵活，指示是否正确等。阀门搬运时严禁随手抛

掷，应分类摆放。阀门吊装搬运时，钢丝绳应拴

在法兰处，不得拴在手轮或阀杆上。阀门应清理

干净，并严格按指示标记及介质流向确定其安装

方向，采用自然连接，严禁强力对口。

(2)阀门的开关手轮应放在便于操作的位置，

水平安装的闸阀、截止阀的阀杆应处于上半周范

围内。



3.阀门安装要点
(3)①当阀门与管道以法兰或螺纹方式连接时，阀门应在关闭状

态下安装，以防止异物进入阀门密封座。

②当阀门与管道以焊接方式连接时，宜采用氩弧焊打底，这是

因为氩弧焊所引起的变形小，飞溅少，背面透度均匀，表面光洁、

整齐，很少产生缺陷；另外焊接时阀门不得关闭，以防止受热变形

和因焊接而造成密封面损伤，焊机地线应搭在同侧焊口的钢管上，

严禁搭在阀体上。对于承插式阀门还应在承插端头留有1.5mm的间

隙，以防止焊接时或操作中承受附加外力。阀门焊接完成后降至环

境温度后方可操作。

(4)集群安装的阀门应按整齐、美观、便于操作的原则进行排列。



二、供热站设施及安装要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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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压力为1.5倍设计压力，且不低于0.6MPa

供热管道强度试验



升压至试验压力，

当压力趋于稳定

后，检查管道、

焊缝、管路附件

及设备等无渗漏，

固定支架无明显

的变形等。

供热管道严密性试验



供热管道和设备安装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强

度和严密性试验。

一级管网及二级管网应进行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

供热站（含中继泵站）内系统应进行严密性试验。



二、强度试验

1.强度试验的主要准备工作

(1)试验前应编制试验方案，并经监理（建设）、设

计等单位审查同意后实施。试验前对有关操作人员进行

技术、安全交底。

(2)试验前焊接外观质量和无损检测已合格，管道安

装使用的材料设备资料齐全。

(3)试验区域已经划定，设置安全标志并专人值守有

效隔绝无关人员。



(4)站内、检查室、沟槽中的排水系统经检查可靠。

(5)试验所用的压力表精度符合要求并经检定合格，

且在检定有效期内。

(6)管道自由端的临时加固装置安装完成并经检查确

认安全。



二、强度试验

2.强度试验的实施要点

(1)管线施工完成后，经检查除现场组装的连接部位

（如焊接连接、法兰连接等）外，其余均符合设计文件和

相关标准的规定，方可以进行强度试验。强度试验应在试

验段内的管道接口防腐、保温施工及设备安装前进行。

(2)强度试验所用压力表应在检定有效期内，其精度

等级不得低于1.0级。压力表的量程应为试验压力的1.5~ 

2倍，数量不得少于2块。压力表应安装在试验泵出口和

试验系统末端。



二、强度试验

2.强度试验的实施要点

(3)强度试验压力为1.5倍设计压力，且不得小于

0.6MPa。充水时应排净系统内的气体，在试验压力下

稳压10min，检查无渗漏、无压降后降至设计压力，在

设计压力下稳压30min,检查无渗漏、无压力降为合格。

(4)当试验过程中发现渗漏时，严禁带压处理。消除

缺陷后，应重新进行试验。



三、严密性试验
1.严密性试验的主要准备工作

(1)试验前应编制试验方案，并经监理（建设）、设计等单位审查同意

后实施；对有关操作人员进行技术、安全交底。

(2)试验前，一个完整的设计施工段已经完成管道和设备安装，且经强

度试验合格。

(3)试验区域已经划定，设置安全标志并专人值守有效隔绝无关人员。

(4)站内、检查室、沟槽中的排水系统经检查可靠。

(5)试验所用的压力表精度符合要求并经检定合格，且在检定有效期内。

(6)管道自由端的临时加固装置安装完成并经检查确认安全。



2.严密性试验的实施要点

(1)严密性试验应在试验范围内的管道、支架、设备

全部安装完毕，且固定支架的混凝土已达到设计强度，

管道自由端临时加固完成后进行。

(2)对于供热站内管道和设备的严密性试验，试验前

还需确保安全阀、爆破片及仪表组件等已拆除或加盲板

隔离，加盲板处有明显的标记并做记录，安全阀全开填

料实。  



2.严密性试验的实施要点
(3)严密性试验所用压力表的精度等级不得低于1.5级。压

力表的量程应为试验压力的1.5~2倍，数量不得少于2块，应

在检定有效期内。压力表应安装在试验泵出口和试验系统末端。

(4)严密性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1.25倍，且不小于

0.6MPa。—级管网和供热站内管道及设备，在试验压力下稳

压1h，前后压降不大于0.05MPa，检查管道、焊缝、管路附

件及设备无渗漏，固定支架无明显变形，则为合格；二级管网

在试验压力下稳压30min，前后压降不大于0.05MPa，且管道、

焊缝、管路附件及设备无渗漏，固定支架无明显变形的为合格。



四、试运行

试运行在单位工程验收合格，并且热源巳具备供热

条件后进行。试运行前需要编制试运行方案，并要在建

设单位、设计单位认可的条件下连续运行72h。

试运行中应对管道及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特别要重

点检查支架的工作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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