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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钢管的涂塑方法及涂塑

装置，属于钢管涂装技术领域。该用以涂塑钢管

的外壁的涂塑方法包括：将钢管加热至预定温度

后，旋转该钢管并在钢管表面喷涂防腐层；将喷

涂结束的钢管移送至固化阶段；其中，在该至少

部分移送阶段该钢管安装有管道固定装置，该管

道固定装置可使钢管不与运送装置接触从而避

免损伤钢管表面的防腐层。该涂塑方法防止了在

移送涂塑钢管时损坏未固化的防腐层，自动化程

度高，施工费用低，经济效益高，方法简单；该涂

塑方法制造的防腐管道的表面均匀，防腐层与钢

管的结合牢固，防腐层致密耐磨损抗腐蚀，防腐

管道的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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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涂塑方法，用以涂塑钢管的外壁，该涂塑方法包括：

将钢管加热至预定温度后，旋转该钢管并在钢管表面喷涂防腐层；

将喷涂结束的钢管移送至固化阶段；

其中，在至少部分移送阶段的钢管安装有管道固定装置，所述管道固定装置可使钢管

不与运送装置接触从而避免损伤钢管表面的防腐层;

所述管道固定装置包括：

主体、夹持单元和被获取机构；

所述主体为具有至少一个第一通孔的圆盘形结构，所述管道可穿过所述第一通孔，所

述主体在安装管道后可滚动；

所述夹持单元与所述主体连接，所述夹持单元与所述第一通孔配合使用，用于固定所

述管道；

所述被获取机构用于所述管道固定装置的运送；

所述第一通孔的内直径大于所述管道的外直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涂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固定装置在所述钢管加热前

安装或在所述钢管加热后安装。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涂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为圆环，所述第一通孔为圆

形孔，所述第一通孔与所述主体的外轮廓同圆心；

所述被获取机构包括所述主体上的至少一个第二通孔；

所述夹持单元包括至少一个夹持件，

所述夹持件包括限位机构和伸缩机构，所述限位机构固定在所述主体的表面，所述伸

缩机构可沿着所述限位机构的限定路径伸缩，所限定路径为大致沿着所述第一通孔的径向

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伸缩，

在所述第一位置中，所述伸缩机构可固定所述管道，

在所述第二位置中，所述伸缩机构与所述管道不接触，所述管道可自由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涂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机构为螺母，所述伸缩机构

为螺栓；

所述伸缩机构与所述管道接触的端面具有第一截面积，所述伸缩机构的主体具有第二

截面积，所述第一截面积小于所述第二截面积的最小值。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涂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体至少包括第一圆环和第二圆

环，所述第一圆环的直径大于第二圆环的直径并且大致同圆心，所述第一圆环与所述第二

圆环通过至少一处径向连接部固定；

所述夹持单元固定连接在所述径向连接部和/或第二圆环的表面；

所述第一圆环与所述第二圆环之间的空隙形成所述被获取机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涂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管的预定温度为180-260℃，所

述钢管的旋转速度为70-100转/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涂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防腐层的材料为环氧树脂粉末，

所述环氧树脂涂料的粒径范围为100-120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涂塑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管的防腐层是由喷枪将涂料喷

射至钢管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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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固化阶段为在170-190℃下保持10-20min。

9.一种涂塑钢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运送装置、辊轮装置、表面处理装置

和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塑方法中使用的管道固定装置；

所述运送装置固定在所述机架上，所述运送装置可获取并转移固定管道的管道固定装

置；

所述管道的两端分别固定所述管道固定装置，所述辊轮装置带动已安装好管道的管道

固定装置滚动；

所述表面处理装置对在辊轮装置上滚动的管道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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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管的涂塑方法和涂塑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钢管的涂塑方法和涂塑装置，属于钢管涂装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涂塑钢管是一种新型的高效防腐钢材，具有防腐性能优良，耐压强度高，使

用寿命长，内表面光滑，液体流动性能良好等特点，使其迅速得到市场的认可。目前国内涂

塑钢管的生产方法大致有八种：①静电喷涂法；②挤压包覆法；③压送涂覆法；④幕帘式涂

覆法；⑤旋转涂覆法；⑥流动槽涂覆法；⑦火焰喷涂法；⑧负压法；这八种涂覆方法都各具优

点和适宜涂覆范围。钢管包括小口径钢管和大口径钢管，小口径钢管是指口径为15~50mm的

钢管。

[0003] 幕帘散布涂覆法是通过安装在旋转钢管上部的一排可调节漏斗，将塑粉呈幕帘状

均匀地散布在已加热的钢管外壁上，由于钢管的转动，就会将撒在其上的塑粉熔融于外表

面上，形成所需的涂塑膜。这种适用于较大直径直管外表面涂塑的方法，即为幕帘散布涂覆

法。幕帘散布涂覆机是专门为直管（包括带法兰直管）的内外表面涂覆而设计的设备。一般

而言，涂覆钢管的直径应大于76mm（3in），长度3~12  m。

[0004] 钢管外壁热涂塑需要在钢管喷涂结束后防腐层需要一段时间固化，然而传统的钢

管喷涂结束后会将涂覆钢管放置到传送带上运送至固定区，在此过程中钢管表面未固化的

防腐层易磨损。并且传统的防腐管道的涂层与钢管粘合度低、喷涂质量不佳、涂层不均匀。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申请提出了一种涂塑方法，该涂塑方法防止了在移送涂塑

钢管时损坏未固化的防腐层，自动化程度高，施工费用低，经济效益高，方法简单。

[0006] 根据本申请的一个方面，该种涂塑方法，用以涂塑钢管的外壁，该涂塑方法包括：

将钢管加热至预定温度后，旋转该钢管并在钢管表面喷涂防腐层；将喷涂结束的钢管移送

至固化阶段；其中，在所述至少部分移送阶段的钢管安装有管道固定装置，所述管道固定装

置可使钢管不与运送装置接触从而避免损伤钢管表面的防腐层。

[0007] 可选地，所述管道固定装置在所述钢管加热前安装或在所述钢管加热后安装。

[0008] 可选地，所述管道固定装置包括：主体、夹持单元和被获取机构；所述主体为具有

至少一个第一通孔的圆盘形结构，所述管道可穿过所述第一通孔，所述主体在安装管道后

可滚动；所述夹持单元与所述主体连接，所述夹持单元与所述第一通孔配合使用，用于固定

所述管道；所述被获取机构用于所述管道固定装置的运送；所述第一通孔的内直径大于所

述管道的外直径。

[0009] 可选地，所述主体为圆环，所述第一通孔为圆形孔，所述第一通孔与所述主体的外

轮廓同圆心；所述被获取机构包括所述主体上的至少一个第二通孔。

[0010] 所述夹持单元包括至少一个夹持件；所述夹持件包括限位机构和伸缩机构，所述

限位机构固定在所述主体的表面，所述伸缩机构可沿着所述限位机构的限定路径伸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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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路径为大致沿着所述第一通孔的径向在第一位置和第二位置之间伸缩；在所述第一位

置中，所述伸缩机构可固定所述管道；在所述第二位置中，所述伸缩机构与所述管道不接

触，所述管道可自由移动。

[0011] 可选地，所述限位机构为螺母，所述伸缩机构为螺栓；所述伸缩机构与所述管道接

触的端面具有第一截面积，所述伸缩机构的主体具有第二截面积，所述第一截面积小于所

述第二截面积的最小值。

[0012] 可选地，所述主体至少包括第一圆环和第二圆环，所述第一圆环的直径大于第二

圆环的直径并且大致同圆心，所述第一圆环与所述第二圆环通过至少一处径向连接部固

定；所述夹持单元固定连接在所述径向连接部和/或第二圆环的表面；所述第一圆环与所述

第二圆环之间的空隙形成所述被获取机构。

[0013] 可选地，所述钢管的预定温度为180-260℃，所述钢管的旋转速度为70-100转/

min。优选地，所述钢管的预定温度为180℃-220℃，所述钢管的旋转速度为80-90转/min。更

优选地，所述钢管的预定温度为190℃-220℃。

[0014] 可选地，所述防腐层的材料为环氧树脂粉末，所述环氧树脂涂料的粒径范围为

100-120目。进一步地，所述环氧树脂的密度为1.4-1.5g/cm3。

[0015] 可选地，所述钢管的防腐层是由喷枪将涂料喷射至钢管制得；所述固化阶段为在

170-190℃下保持10-20min。更进一步地，所述固化阶段为在180℃下保持15min。该固化方

式使得钢管表面的防腐层流平且对钢管的附着力增加。

[0016]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该管道固定装置包括：法兰和夹持单元。

[0017] 根据本申请的另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涂塑钢管的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机架、

运送装置、辊轮装置、表面处理装置和上述任一项所述的管道固定装置；所述运送装置固定

在所述机架上，所述运送装置可获取并转移固定管道的管道固定装置；所述管道的两端分

别固定所述管道固定装置，所述辊轮装置带动已安装好管道的管道固定装置滚动；所述表

面处理装置对在辊轮装置上滚动的管道进行处理。

[0018] 本申请能产生的有益效果包括但不限于：

[0019] 1．该涂塑方法防止了在移送涂塑钢管时损坏未固化的防腐层，自动化程度高，施

工费用低，经济效益高，方法简单。

[0020] 2.该涂塑方法制造的防腐管道的表面均匀，防腐层与钢管的结合牢固，防腐层致

密耐磨损抗腐蚀，防腐管道的使用寿命长。

[0021] 3．本申请所提供的涂塑装置结构简单，自动化程度高，操作方便，容易控制。

附图说明

[0022]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本申

请的示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3] 图1为本申请实施例涉及的一种管道固定装置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申请实施例涉及的一种管道固定装置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实施例详述本申请，但本申请并不局限于这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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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如无特别说明，本申请的实施例中的原料和催化剂均通过商业途径购买，其中，环

氧树脂粉末购自上海唯扬公司，WHITE10-2001型号的粒径为100-120目；钢管购自天津利达

公司的材质Q235B，DN15-DN600型号；加热炉购自浙江长兴兴达电动长公司，功率为56/30 

KW。

[0027] 根据本申请的一种实施方式，一种钢管外壁的涂塑方法，该涂塑方法包括步骤：

[0028] 1）对钢管表面做磷化处理或抛丸处理；

[0029] 2）将钢管加热至预定温度；

[0030] 3）将加热的钢管的两端分别安装管道固定装置；

[0031] 4）将已安装管道固定装置的钢管转移至喷涂室；

[0032] 5）在喷涂室内将喷枪中的环氧树脂粉末喷涂到旋转钢管的表面，喷涂结束后将钢

管移出喷涂室运送至固化区，钢管表面的涂层固化形成防腐层。

[0033] 实施例1  钢管涂塑装置

[0034] 钢管外壁涂塑装置包括：喷涂室，喷涂室内设置内喷装置和外喷装置，喷涂室内设

置辊轮装置，辊轮装置可带动待喷涂的钢管旋转以将钢管的表面喷涂均匀。

[0035] 钢管外壁涂塑过程为：

[0036] 参考图1，本申请的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用于管道表面处理的管道固定装置，包括：

主体2，具有第一通孔4的圆盘形结构，管道可穿过第一通孔4，第一通孔4的直径大于管道的

外径；夹持单元6与主体2连接，夹持单元6可拆卸的固定管道；被获取机构8，其与管道固定

装置的运送装置配合连接的圆孔；夹持单元6在固定管道后夹持单元6在主体1的外边缘在

主体轴线延伸的空间内。管道固定装置在固定安装管道后可以自由滚动。

[0037] 夹持单元6与主体2的连接方式可以为焊接和卡扣连接等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实

施的方式。本实施例的管道固定装置的材料为铁材质但不限于铁材质，其材料可以选自任

意满足工程力学的材料。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本申请实施例中第一通孔4不限于

圆形，第一通孔4还可以为正方形、三角形、多边形等，管道可以穿过第一通孔4的构型。

[0038]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运送装置为机械手，管道固定装置分别固定在管道的两端后，

机械手两端的圆柱抓手部插入管道固定装置的被获取机构8后移动转移管道，机械手的圆

柱抓手部与被获取机构8的位置、数量相匹配。

[0039] 进一步地，夹持单元6具有三个均匀分布的夹持件62，夹持单元6具有的夹持件62

的数量可以为任意，夹持单元6在固定管道时与管道的接触面积小于第一通孔4到管道的投

影面积，管道处理完成后需要修补的面积小。

[0040] 夹持件62包括螺母622和螺栓624，螺栓624可沿着主体2的径向旋进或旋出。螺栓

624与管道接触的第一截面积为圆形，第一截面积小于螺栓624主体的第二截面积。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本申请实施例中第一截面积不限于圆形，可以为任意形状。

[0041] 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管道固定装置由平焊法兰的表面焊接螺母制备。

[0042] 参考图2，在另一个实施例中，主体2包括第一圆环22和第二圆环24，第一圆环22的

内表面与第二圆环24的外表面焊接的三个径向连接部26；夹持单元6固定连接在径向连接

部26和第二圆环24的表面；第一圆环22与第二圆环24之间的空隙形成被获取机构8。

[0043] 在使用本申请的管道固定装置时，通常需要两个管道固定装置配合使用。比如，在

进行管道表面喷涂处理时，可将两个管道固定装置分别固定在管道的两端，然后采用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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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如机械手，抓取管道固定装置上的被获取机构，从而将管道连同管道固定装置放置在

喷涂设备中，喷涂室内的辊轮装置带动管道固定装置滚动，从而使得钢管滚动；由于管道固

定装置的主体采用圆盘或圆环状结构，被固定的管道可与管道固定装置同时旋转，从而便

于管道的表面喷涂；管道喷涂结束后，机械抓手抓取管道两端的管道固定装置并将管道移

出喷涂设备。管道表面喷涂处理时通常需要高温，管道表面喷涂完毕后需要固化处理；管道

固定装置可防止管道表面直接接触地面或其他操作台，避免管道表面的磨损。

[0044] 在整个喷涂处理过程中，待喷涂的管道不与任何操作台接触，并且管道可与管道

固定装置同时旋转，可方便快捷的实现管道表面的喷涂；本申请的管道固定装置上还包括

被获取机构，可便于管道在处理过程中的运输；此外，管道固定装置上的夹持件与管道的接

触点少、接触面积小，拆卸后，管道上的破损点较小，便于后期的修补。

[0045] 实施例2  钢管表面的预处理

[0046] 对小口径钢管进行表面预处理，处理过程为：将小口径钢管试样放入5  %-7%的

NaOH溶液中浸泡30分钟以除去基体表面残留的油污以及其它污染物；经清洗干燥后，进行

喷砂粗化处理，要求待喷表面呈均匀的银白色。喷砂参数如表1所示。

[0047]

[0048] 实施例3  钢管的涂塑

[0049] 将经过实施例1预处理的钢管进行涂塑处理，涂塑步骤如下：

[0050] 1）将处理后的钢管加热至预定温度；

[0051] 2）将加热的钢管的两端分别安装管道固定装置；

[0052] 4）将已安装管道固定装置的钢管转移至喷涂室；

[0053] 5）在喷涂室内将喷枪中的环氧树脂粉末喷涂到旋转钢管的表面，喷涂结束后将钢

管移出喷涂室并且运送至固化区，钢管表面的涂层固化成防腐层，即制得防腐管道。

[0054] 具体以防腐管道外喷为例进行说明，防腐管道制造使用的钢管的长度为6m，钢管

的公称通经DN为100mm。喷枪的设置在钢管的上方，喷枪的大致与钢管的中心线重合。防腐

管道制造的环氧树脂粒径、环氧树脂喷涂所述钢管使用的环氧树脂的量、喷枪喷涂实验条

件和钢管喷涂实验条件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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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外观目测：样品1-5无鼓包，平整、光滑、无流挂；对比样品1有鼓包，对比样品2有不

平整，对比样品3有鼓包。

[0057] 实施例4  涂塑钢管的针孔实验、弯曲实验、压扁实验

[0058] 根据标准CJ/T  120-2008，进行针孔实验，涂塑钢管内面用电火花检测仪检测，样

品1-5均无电火花产生，对比样品1-3均产生电火花。根据标准CJ/T  120-2008，进行弯曲实

验，样品1-5内涂层无裂纹和剥离出现，对比样品1-3产生裂纹和剥离出现。根据标准CJ/T 

120-2008，进行压扁实验，样品1-5内涂层无裂纹和剥离出现，对比样品1-3产生裂纹和剥离

出现。

[0059] 实施例5  钢管涂塑防腐层的拉伸实验检测

[0060] 拉伸试样的制备

[0061] 喷涂前将小口径钢管表面先用丙酮进行除油处理，然后用粒度为16目的棕刚玉进

行喷砂除锈及表面粗化处理。喷涂结束后应保持涂层表面清洁。实验中的粘结剂采用E44环

氧树脂胶和聚酞胺固化剂，粘结过程中应保证粘结剂涂抹均匀、无气泡。粘结完成后应在60

℃下对其进行为期3天的加热固化。固化过程中应保证试样与对偶件的同轴度。

[0062] （2）拉伸试验

[0063] 结合强度测试参照GB/T  8642-2002中规定的对偶件拉伸试验法，在WE-100型万能

试验机上进行。此方法是在垂直与基体表面的方向施加拉力，拉伸涂层，使其从基体表面剥

离，以此检验涂层与基体或涂层内部的结合能力，试验时应保持垂直载入。根据试样断裂位

置，可以判断结合强度类型。

[0064] 剥离法定性测量高密度聚乙烯涂层的结合强度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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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几个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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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0

CN 109465161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RA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