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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

艺及金属缠绕垫片，涉及密封件制备的技术领

域，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带内外环的金属缠绕垫片

组装操作繁琐不便的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

括以下步骤：a．内环制备；b．外环制备；c．薄板成

型；d．片材成型；e．薄板绕卷；f．组装；将内环、外

环和密封垫片都沿竖直方向分别堆叠在容置箱、

进料箱和进给箱当中，然后推动外环和密封垫片

进入到初次组合孔中进行初次组合，然后将组合

有密封垫片的外环和内环进入到二次组合孔中

进行二次组合，得到最终的金属缠绕垫片，无需

人工进行进料和转运，使得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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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内环制备：将原材料粉末混合，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成内环的形状，

然后通过加热烧结，最终成型内环；

b．外环制备：将原材料粉末混合均匀，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呈外环的形状，

然后通过加热烧结的方式，最终成型外环；

c．薄板成型：通过裁切的方式，将钢带的宽度裁切成设计的宽度大小，然后将钢带通过

拉伸成型，加工成V字形钢带；

d．片材成型：片材选用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作为片材，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的形状都

呈V字形，且宽度与钢带的宽度相等；

e．薄板绕卷：先将钢带材料绕卷三圈，然后将钢带的绕卷内侧的一端点焊在绕卷在其

外部的钢带上，进行连接，然后将膨胀石墨带插入钢带绕卷的内侧与钢带一起进行绕卷，绕

卷的圈数为5圈，然后裁断膨胀石墨带，插入云母带，继续进行绕卷，绕卷的圈数为4圈，然后

将云母带裁断，单独的绕卷三圈钢带，将钢带裁断，并且将钢带裁断的一端点焊在内侧的钢

带上，完成密封垫片的制备；

f．组装：利用金属缠绕垫片组装设备进行组装，将制备完成的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分

别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置箱(41)、进料箱(21)和进给箱(31)当中，然后进料板(22)推动外

环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传输板(32)推动密封垫片运动至预装孔(12)中，然后初次

组合气缸(7)向上推动密封垫片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中并且将密封垫片压入到外环内侧

与外环完成组装，之后进给板(51)推动组合有密封垫片的外环进入到二次组合孔(14)中，

内环进料板(22)推动内环进入到预备孔(15)中，由二次组合气缸(8)推动内环向上运动至

二次组合孔(14)中并且插入到密封垫片的内侧，最后由出料板(62)将加工成型的金属缠绕

垫片从二次组合孔(14)中推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制备完成之

后，进行柔性石墨垫片的制备，柔性石墨垫片的形状大小与内环的形状大小相同，柔性石墨

垫片的厚度等于石墨垫片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内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胶剂，然后将两

层柔性石墨垫片分别贴合在内环的两侧，并且对内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环制备完成之

后，进行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制备，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形状大小与外环的形状大小相同，硅酸

铝纤维垫片的厚度等于外环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外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胶剂，然后将

两层硅酸铝纤维垫片分别贴合在外环的两侧，并且对外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和外环的原

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其重量比为100:2:1:4:3:0.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和外环的原

料进行混合的时候，先将一半的铁粉加入到混粉机当中，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

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剩余的一般铁粉加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

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和外环在进

行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

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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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环和外环成型

完成之后，对内环和外环的表面进行抛砂处理。

8.一种应用权利要求1-7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制备的金属缠

绕垫片，其特征在于：包括呈环形设置的外环层（9）、设置在外环层（9）内侧的呈环形设置的

中间层（91）以及设置在中间层（91）内侧的呈环形设置的内环层（92），外环层（9）和内环层

（92）的成分为耐高温镍基合金；

中间层（91）为缠绕层，缠绕层由镍基合金带缠绕而成，中间采用的填料为抗氧化柔性

材料，靠近内环层（92）的3-4圈采用的是耐高温抗氧化填料，靠近外环层（9）的3-4圈采用的

是耐高温抗氧化填料，中间部分采用的是耐高温柔性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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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及金属缠绕垫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密封件制备的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

产工艺及金属缠绕垫片。

背景技术

[0002] 金属缠绕垫片是目前应用广泛的一种密封垫片，为半金属密合垫中回弹性最佳的

垫片，由V形或W形薄钢带与各种填充料交替缠绕而成，能耐高温、高压和适应超低温或真空

下的条件使用，通过改变垫片的材料组合，可解决各种介质对垫片的化学腐蚀问题。金属缠

绕垫片的种类很多，现有一种金属缠绕垫片为带内外环的金属缠绕垫片，通过内环和外环

对密封垫片的限位和加强，增加了金属缠绕垫片整体的强度和密封效果。

[0003] 在内外环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过程当中，需要分别对内环、外环以及密封垫片进

行加工，然后在将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安装在一起，在进行安装的时候，需要先使用压力

机将密封垫片压入到外环当中，然后在通过人工将压入密封垫片的外环与内环一起放入另

一压力机当中将内环压入到密封垫片内侧，从而形成带内外环的金属缠绕垫片，在进行生

产的过程当中，需要频繁的对金属缠绕垫片进行转运，存在组装操作繁琐不便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

艺，其通过将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都沿竖直方向分别堆叠在容置箱、进料箱和进给箱当

中，然后推动外环和密封垫片进入到初次组合孔中进行初次组合，然后将组合有密封垫片

的外环和内环进入到二次组合孔中进行二次组合，得到最终的金属缠绕垫片，无需人工进

行进料和转运，使得操作更加方便快捷。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

a．内环制备：将原材料粉末混合，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成内环的形状，

然后通过加热烧结，最终成型内环；

b．外环制备：将原材料粉末混合均匀，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呈外环的形状，

然后通过加热烧结的方式，最终成型外环；

c．薄板成型：通过裁切的方式，将钢带的宽度裁切成设计的宽度大小，然后将钢带通过

拉伸成型，加工成V字形钢带；

d．片材成型：片材选用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作为片材，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的形状都

呈V字形，且宽度与钢带的宽度相等；

e．薄板绕卷：先将钢带材料绕卷三圈，然后将钢带的绕卷内侧的一端点焊在绕卷在其

外部的钢带上，进行连接，然后将膨胀石墨带插入钢带绕卷的内侧与钢带一起进行绕卷，绕

卷的圈数为5圈，然后裁断膨胀石墨带，插入云母带，继续进行绕卷，绕卷的圈数为4圈，然后

将云母带裁断，单独的绕卷三圈钢带，将钢带裁断，并且将钢带裁断的一端点焊在内侧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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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完成密封垫片的制备；

f．组装：利用金属缠绕垫片组装设备进行组装，将制备完成的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分

别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置箱、进料箱和进给箱当中，然后进料板推动外环进入到初次组合

孔当中，传输板推动密封垫片运动至预装孔中，然后初次组合气缸向上推动密封垫片进入

到初次组合孔中并且将密封垫片压入到外环内侧与外环完成组装，之后进给板推动组合有

密封垫片的外环进入到二次组合孔中，内环进料板推动内环进入到预备孔中，由二次组合

气缸推动内环向上运动至二次组合孔中并且插入到密封垫片的内侧，最后由出料板将加工

成型的金属缠绕垫片从二次组合孔中推出。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对金属缠绕垫片进行组装的时候，只需要将内环、外环

和密封垫片分别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置箱、进料箱和进给箱当中，之后无需人工对内环、外

环和密封垫进行转运，就能够完成对金属缠绕垫片的组装，使得操作更加方便快捷，并且在

对带有密封垫的外环与内环进行组装时，还能够同时在初次组合孔当中进行外环与密封垫

片的组装，提高了组装的效率。

[000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环制备完成之后，进行柔性石墨垫片的制备，柔性石

墨垫片的形状大小与内环的形状大小相同，柔性石墨垫片的厚度等于石墨垫片厚度的三分

之一，在内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胶剂，然后将两层柔性石墨垫片分别贴合在内环的两

侧，并且对内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柔性石墨垫片本身具有良好的防腐蚀性，并且能够耐高

温和耐低温，且具有良好的压缩回弹性和高强度，通过贴附柔性石墨垫片，使得内环不仅仅

能够对密封垫片进行限位和增强，还能够起到一定的密封效果，在密封法兰的时候，内环最

容易与各种溶液进行接触，通过设置石墨垫片，能够增加内环的防腐蚀效果，提高内环的使

用寿命。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外环制备完成之后，进行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制备，硅酸

铝纤维垫片的形状大小与外环的形状大小相同，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厚度等于外环厚度的三

分之一，在外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胶剂，然后将两层硅酸铝纤维垫片分别贴合在外环

的两侧，并且对外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硅酸铝纤维垫片本身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够耐高温、抗

酸抗碱且具有抗各种有机溶剂的特点，并且硅酸铝纤维垫片本身具有良好的弹性，将其与

外环组合在一起之后，能够防止外界的各种溶液和颗粒物通过外环与法兰之间的空隙处进

入到密封垫片处，从而防止外界的溶液和颗粒物对密封垫片的密封效果产生影响，从而能

够更好的对密封垫片进行保护。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环和外环的原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

和氟化钙粉末，其重量比为100:2:1:4:3:0.5。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对各类原料进行配比和混合，使得最终通过粉末冶

金制备的内环和外环具有高强度和高硬度的特性，从而使得内环和外环能够更好的对密封

垫片进行限位和防护。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环和外环的原料进行混合的时候，先将一半的铁粉

加入到混粉机当中，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

剩余的一般铁粉加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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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分两次加入铁粉，使得混合的时候能够更加容易将

铁粉与其余的各种物质混合均匀。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环和外环在进行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

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

℃～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先预热，再烧结的方式对内环和外环进行制备，预热

能够使得各粉末软化，相互之间更加充分的进行接触和融合，从而能够更好的提高内环和

外环的强度和硬度。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内环和外环成型完成之后，对内环和外环的表面进行

抛砂处理。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内环和外环进行抛砂处理，能够增加内环和外环表面

的粗糙度，从而在粘附柔性石墨垫片和硅酸铝纤维垫片的时候能够更加粘附的更加稳固。

[001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与提供一种金属缠绕垫片，包括呈环形设置的外环层、设置

在外环层内侧的呈环形设置的中间层以及设置在中间层内侧的呈环形设置的内环层，外环

层和内环层的成分为耐高温镍基合金；

中间层为缠绕层，缠绕层由镍基合金带缠绕而成，中间采用的填料为抗氧化柔性材料，

靠近内环层的3-4圈采用的是耐高温抗氧化填料，靠近外环层的3-4圈采用的是耐高温抗氧

化填料，中间部分采用的是耐高温柔性石墨。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现有金属缠绕垫片，在温度高于350℃的工况下会被氧

化，从而造成装备的泄露，造成安全隐患，一般的垫片在此工况下只能持续使用一年，而通

过采用耐高温材料和抗氧化石墨组合，使得垫片在1000℃下可以在高温装备一个检修周期

内持续使用，可以保证检修周期为三年。

[0021]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通过采用金属缠绕垫片组装设备，在对金属缠绕垫片进行组装的时候，只需

要将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分别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置箱、进料箱和进给箱当中，之后无需

人工对内环、外环和密封垫进行转运，就能够完成对金属缠绕垫片的组装，使得操作更加方

便快捷，并且在对带有密封垫的外环与内环进行组装时，还能够同时在初次组合孔当中进

行外环与密封垫片的组装，提高了组装的效率；

2、本发明通过采用柔性石墨垫片，柔性石墨垫片本身具有良好的防腐蚀性，并且能够

耐高温和耐低温，且具有良好的压缩回弹性和高强度，通过贴附柔性石墨垫片，使得内环不

仅仅能够对密封垫片进行限位和增强，还能够起到一定的密封效果，在密封法兰的时候，内

环最容易与各种溶液进行接触，通过设置石墨垫片，能够增加内环的防腐蚀效果，提高内环

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实施例四的完整结构的轴测图；

图2为实施例四体现二次组合孔的剖视图；

图3为实施例四体现初次组合孔的剖视图；

图4为实施例四体现进给孔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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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实施例五的完整结构的轴测图。

[0023] 图中：1、工作台；11、初次组合孔；12、预装孔；13、进给孔；14、二次组合孔；15、预备

孔；16、出料孔；2、支撑板；21、进料箱；211、进料槽；212、进料孔；22、进料板；23、外环进料气

缸；3、支板；31、进给箱；311、容纳槽；312、传输孔；32、传输板；33、密封垫片进料气缸；4、横

板；41、容置箱；411、容置槽；412、传送孔；42、传送板；43、内环进料气缸；5、水平板；51、进给

板；52、进给气缸；6、承接板；61、出料气缸；62、出料板；7、初次组合气缸；71、预装块；8、二次

组合气缸；81、预备块；9、外环层；91、中间层；92、内环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一：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a．内环制备：内环的制备原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其重

量比为100:2:1:4:3:0.5，将原材料粉末混合，混合时，先将一半的铁粉加入到混粉机当中，

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剩余的一般铁粉加

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成内环的形状，然后通过加热烧结，最终成型内

环；

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

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

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b．外环制备：外环的制备原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其重

量比为100:2:1:4:3:0.5，将原材料粉末混合，混合时，先将一半的铁粉加入到混粉机当中，

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剩余的一般铁粉加

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呈外环的形状，然后通过加热烧结的方式，最终成

型外环；

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

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

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c．抛砂处理：将成型完毕的内环和外环进行抛砂处理；

d．柔性石墨垫片的裁切安装：将柔性石墨垫片的形状大小裁切成与内环的形状大小相

同，柔性石墨垫片的厚度等于石墨垫片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内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胶

剂，然后将两层柔性石墨垫片分别贴合在内环的两侧，并且对内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e．硅酸铝纤维垫片的裁切安装：将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形状大小裁切成与外环的形状大

小相同，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厚度等于外环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外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

胶剂，然后将两层硅酸铝纤维垫片分别贴合在外环的两侧，并且对外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f．薄板成型：通过裁切的方式，将钢带的宽度裁切成设计的宽度大小，然后将钢带通过

拉伸成型，加工成V字形钢带；

g．片材成型：片材选用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作为片材，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的形状都

呈V字形，且宽度与钢带的宽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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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薄板绕卷：先将钢带材料绕卷三圈，然后将钢带的绕卷内侧的一端点焊在绕卷在其

外部的钢带上，进行连接，然后将膨胀石墨带插入钢带绕卷的内侧与钢带一起进行绕卷，绕

卷的圈数为5圈，然后裁断膨胀石墨带，插入云母带，继续进行绕卷，绕卷的圈数为4圈，然后

将云母带裁断，单独的绕卷三圈钢带，将钢带裁断，并且将钢带裁断的一端点焊在内侧的钢

带上，完成密封垫片的制备；

i．组装：将制备完成的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分别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置箱41、进料箱

21和进给箱31当中，然后进料板22推动外环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传输板32推动密封

垫片运动至预装孔12中，然后初次组合气缸7向上推动密封垫片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中并

且将密封垫片压入到外环内侧与外环完成组装，之后进给板51推动组合有密封垫片的外环

进入到二次组合孔14中，内环进料板22推动内环进入到预备孔15中，由二次组合气缸8推动

内环向上运动至二次组合孔14中并且插入到密封垫片的内侧，最后由出料板62将加工成型

的金属缠绕垫片从二次组合孔14中推出。

[0025] 实施例二：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a．内环制备：内环的制备原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其重

量比为100:2:1:4:3:0.5，将原材料粉末混合，混合时，先将一半的铁粉加入到混粉机当中，

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剩余的一般铁粉加

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成内环的形状，然后通过加热烧结，最终成型内

环；

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

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

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b．外环制备：外环的制备原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其重

量比为100:2:1:4:3:0.5，将原材料粉末混合，混合时，先将一半的铁粉加入到混粉机当中，

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剩余的一般铁粉加

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呈外环的形状，然后通过加热烧结的方式，最终成

型外环；

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

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

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c．抛砂处理：将成型完毕的内环和外环进行抛砂处理；

d．柔性石墨垫片的裁切安装：将柔性石墨垫片的形状大小裁切成与内环的形状大小相

同，柔性石墨垫片的厚度等于石墨垫片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内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胶

剂，然后将两层柔性石墨垫片分别贴合在内环的两侧，并且对内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e．硅酸铝纤维垫片的裁切安装：将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形状大小裁切成与外环的形状大

小相同，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厚度等于外环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外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

胶剂，然后将两层硅酸铝纤维垫片分别贴合在外环的两侧，并且对外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f．薄板成型：通过裁切的方式，将钢带的宽度裁切成设计的宽度大小，然后将钢带通过

说　明　书 5/9 页

8

CN 110788333 A

8



拉伸成型，加工成V字形钢带；

g．片材成型：片材选用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作为片材，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的形状都

呈V字形，且宽度与钢带的宽度相等；

h．薄板绕卷：先将钢带材料绕卷三圈，然后将钢带的绕卷内侧的一端点焊在绕卷在其

外部的钢带上，进行连接，然后将膨胀石墨带插入钢带绕卷的内侧与钢带一起进行绕卷，绕

卷的圈数为5圈，然后裁断膨胀石墨带，插入云母带，继续进行绕卷，绕卷的圈数为4圈，然后

将云母带裁断，单独的绕卷三圈钢带，将钢带裁断，并且将钢带裁断的一端点焊在内侧的钢

带上，完成密封垫片的制备；

i．组装：将制备完成的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分别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置箱41、进料箱

21和进给箱31当中，然后进料板22推动外环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传输板32推动密封

垫片运动至预装孔12中，然后初次组合气缸7向上推动密封垫片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中并

且将密封垫片压入到外环内侧与外环完成组装，之后进给板51推动组合有密封垫片的外环

进入到二次组合孔14中，内环进料板22推动内环进入到预备孔15中，由二次组合气缸8推动

内环向上运动至二次组合孔14中并且插入到密封垫片的内侧，最后由出料板62将加工成型

的金属缠绕垫片从二次组合孔14中推出。

[0026] 实施例三：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a．内环制备：内环的制备原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其重

量比为100:2:1:4:3:0.5，将原材料粉末混合，混合时，先将一半的铁粉加入到混粉机当中，

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剩余的一般铁粉加

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成内环的形状，然后通过加热烧结，最终成型内

环；

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

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

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b．外环制备：外环的制备原料包括铁粉、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其重

量比为100:2:1:4:3:0.5，将原材料粉末混合，混合时，先将一半的铁粉加入到混粉机当中，

然后将铜粉、石墨粉、镍粉、钼粉和氟化钙粉末加入到混粉机中，最后将剩余的一般铁粉加

入到混粉机中进行混合，混合完成之后，粉末静置12h之后再进行使用；

然后经过成型模具的挤压成型，制备呈外环的形状，然后通过加热烧结的方式，最终成

型外环；

加热烧结的时候，先进行预热，预热的时候温度控制在300℃～500℃，预热时间控制在

1h，然后进行高温烧结，温度控制在1200℃～1250℃，加热的时间控制在45min～50min，加

热完成之后空冷至室温；

c．抛砂处理：将成型完毕的内环和外环进行抛砂处理；

d．柔性石墨垫片的裁切安装：将柔性石墨垫片的形状大小裁切成与内环的形状大小相

同，柔性石墨垫片的厚度等于石墨垫片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内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胶

剂，然后将两层柔性石墨垫片分别贴合在内环的两侧，并且对内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e．硅酸铝纤维垫片的裁切安装：将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形状大小裁切成与外环的形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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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相同，硅酸铝纤维垫片的厚度等于外环厚度的三分之一，在外环的两侧分别涂覆一层粘

胶剂，然后将两层硅酸铝纤维垫片分别贴合在外环的两侧，并且对外环的两侧进行加压；

f．薄板成型：通过裁切的方式，将钢带的宽度裁切成设计的宽度大小，然后将钢带通过

拉伸成型，加工成V字形钢带；

g．片材成型：片材选用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作为片材，膨胀石墨带和云母带的形状都

呈V字形，且宽度与钢带的宽度相等；

h．薄板绕卷：先将钢带材料绕卷三圈，然后将钢带的绕卷内侧的一端点焊在绕卷在其

外部的钢带上，进行连接，然后将膨胀石墨带插入钢带绕卷的内侧与钢带一起进行绕卷，绕

卷的圈数为5圈，然后裁断膨胀石墨带，插入云母带，继续进行绕卷，绕卷的圈数为4圈，然后

将云母带裁断，单独的绕卷三圈钢带，将钢带裁断，并且将钢带裁断的一端点焊在内侧的钢

带上，完成密封垫片的制备；

i．组装：将制备完成的内环、外环和密封垫片分别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置箱41、进料箱

21和进给箱31当中，然后进料板22推动外环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传输板32推动密封

垫片运动至预装孔12中，然后初次组合气缸7向上推动密封垫片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中并

且将密封垫片压入到外环内侧与外环完成组装，之后进给板51推动组合有密封垫片的外环

进入到二次组合孔14中，内环进料板22推动内环进入到预备孔15中，由二次组合气缸8推动

内环向上运动至二次组合孔14中并且插入到密封垫片的内侧，最后由出料板62将加工成型

的金属缠绕垫片从二次组合孔14中推出。

[0027] 实施例四：一种金属缠绕垫片组装设备，参见附图1和附图2，包括工作台1、固定连

接在工作台1一端的水平板5、固定连接在水平板5顶部背离工作台1一端的进给气缸52、固

定连接在进给气缸52的活塞杆上的进给板51、固定连接在工作台1一侧靠近进给板51一端

的支撑板2、固定连接在工作台1背离支撑板2一侧的支板3、固定连接在支撑板2顶部的进料

箱21、固定连接在支板3顶部的进给箱31、固定连接在工作台1背离水平板5一端的横板4、固

定连接在横板4顶部的容置箱41、固定连接在工作台1底部靠近容置箱41一端的二次组合气

缸8以及固定连接在工作台1底部靠近进给板51一端的初次组合气缸7。

[0028] 参见附图2，工作台1内靠近进给板51一端的位置开设有初次组合孔11，初次组合

孔11为圆孔，初次组合孔11的轴线竖直设置，初次组合孔11的直径等于外环的外径，初次组

合孔11底部设置有开设在工作台1上的预装孔12，初次组合孔11与预装孔12相互连通，预装

孔12也为圆孔，预装孔12与初次组合孔11同轴，预装孔12的直径等于密封垫片的外径，预装

孔12中设置有能够在预装孔12中上下滑动的预装块71，预装块71的直径等于预装孔12的直

径，初次组合气缸7的活塞杆固定连接在预装块71的底部，初次组合气缸7推动预装块71进

行上下滑动；工作台1内靠近内环支撑板2的一端开设有二次组合孔14，二次组合孔14与初

次组合孔11的形状大小相同，二次组合孔14的顶部和底部分别与初次组合孔11的顶部和底

部相互平齐；二次组合孔14底部设置有开设在工作台1上的预备孔15，预备孔15为圆孔，预

备孔15与二次组合孔14相互连通且同轴设置，预备孔15的底部设置有能够在预备孔15中上

下滑动的预备块81，预备块81的直径等于预备孔15的直径。

[0029] 将进料箱21当中的外环推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将进给箱31当中的密封垫片推

入到预装孔12当中，并且使得密封垫片位于预装块71顶部，然后初次组合气缸7推动预装块

71向上运动，将密封垫片推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并且使得密封垫片嵌入到外环当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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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给板51将组合有密封垫片的外环推入到二次组合孔14当中，将容置箱41当中的内环推

入到预备孔15当中，使得内环位于预备块81的顶部，然后预备块81在二次组合气缸8的作用

下将内环推入到二次组合孔14当中，并且使得内环嵌入到密封垫片内侧，完成对金属缠绕

垫片的组装。

[0030] 参见附图3，进料箱21背离工作台1的一侧设置有固定连接在支撑板2上的外环进

料气缸23，外环进料气缸23的活塞杆上固定连接有进料板22，进料板22能够在支撑板2上沿

靠近和远离初次组合孔11的方向滑动；进料箱21顶部开设有横截面呈圆形的进料槽211，进

料槽211的直径等于外环的外径，进料箱21背离工作台1的一侧设置有沿进料板22的滑动方

向开设在进料箱21和工作台1上的进料孔212，进料板22插入到进料孔212当中，进料孔212

的两侧与分别与进料槽211的两侧相切，进料孔212的两侧也与初次进料孔212的两侧相切，

进料孔212的顶部和底部之间的距离等于外环上两硅酸铝纤维垫片相互背离一侧之间的距

离，进料孔212的底部与进料板22的顶部相互平齐，进料孔212的顶部和底部与初次组合孔

11的顶部和底部相互平齐。

[0031] 将外环沿竖直方向堆叠在进料槽211当中，进料的时候，进料板22推动最底部的外

环经过进料孔212进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

[0032] 参见附图3，进给箱31背离工作台1的一侧设置有固定连接在支板3上的密封垫片

进料气缸33，密封垫片进料气缸33的活塞杆上固定连接有传输板32，传输板32能够沿靠近

和远离预装孔12的方向滑动，进给箱31顶部开设有横截面呈圆形设置的容纳槽311，容纳槽

311的直径等于密封垫片的外径，进给箱31背离工作台1的一侧设置有沿传输板32的滑动方

向开合在进给箱31和工作台1上的传输孔312，传输孔312的两侧分别与容纳槽311和预装孔

12的两侧相切；传输孔312的顶部和底部之间的距离等于密封垫片的厚度，传输孔312的底

部与传输板32的顶部相互平齐。

[0033] 将密封垫片沿竖直方向堆叠在容纳槽311当中，进料的时候，通过传输板32推动最

底部的密封垫片通过传输孔312进入到预装孔12当中并且落在预装块71的顶部。

[0034] 参见附图2，工作台1靠近进给板51的一端开设有进给孔13，进给孔13将初次组合

孔11和二次组合孔14连通，进给孔13的两侧分别与初次组合孔11和二次组合孔14的两侧相

切。进给板51插入到进给孔13当中并且能够沿进给孔13的长度方向滑动。密封垫片和外环

组合完毕之后，进给板51插入到进给孔13当中，并且推动组合有密封垫片的外环从初次组

合孔11滑动至二次组合孔14当中。

[0035] 参见附图2，容置箱41背离工作台1的一侧设置有固定连接在横板4上的内环进料

气缸43，内环进料气缸43的活塞杆上固定连接有传送板42，传送板42在横板4的顶部沿靠近

和远离预备孔15的方向进行滑动；容置箱41的顶部开设有横截面呈圆形的容置槽411，容置

槽411的直径等于内环的外径，容置箱41背离工作台1的一侧设置有沿传送板42滑动方向开

设在容置箱41和工作台1上的传送孔412，传送孔412的两侧分别与容置槽411的两侧和预备

孔15的两侧相切。传送孔412的顶部和底部之间的距离等于内环的两柔性石墨垫片相互背

离一次之间的距离，传送孔412的底部与横板4的顶部相互平齐。

[0036] 内环在容置箱41当中沿竖直方向堆叠，传送板42推动最底部的内环通过传送孔

412进入到预备孔15中并且落入大预备块81的顶部。

[0037] 参见附图1和附图4，工作台1一侧固定连接有承接板6，承接板6的顶部固定连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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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料气缸61，出料气缸61的活塞杆上固定连接有出料板62，出料板62沿靠近和远离二次组

合孔14的方向进行滑动，工作台1靠近出料气缸61的一侧沿出料板62的滑动方向开设有贯

穿工作台1的出料孔16，出料孔16的两侧与二次组合孔14的两侧相切，出料板62伸入出料孔

16当中将组合完毕的金属缠绕垫片从出料孔16背离出料气缸61的一侧推出。

[0038] 该金属缠绕垫片的生产工艺在进行使用时的工作原理如下：将进料箱21当中的外

环推入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将进给箱31当中的密封垫片推入到预装孔12当中，并且使得

密封垫片位于预装块71顶部，然后初次组合气缸7推动预装块71向上运动，将密封垫片推入

到初次组合孔11当中并且使得密封垫片嵌入到外环当中；然后进给板51将组合有密封垫片

的外环推入到二次组合孔14当中，将容置箱41当中的内环推入到预备孔15当中，使得内环

位于预备块81的顶部，然后预备块81在二次组合气缸8的作用下将内环推入到二次组合孔

14当中，并且使得内环嵌入到密封垫片内侧，完成对金属缠绕垫片的组装；并且带有密封垫

片的外环在二次组合孔14当中进行二次组合的时候，将下一外环和密封垫片分别送入到初

次组合孔11和预装孔12当中进行组装，大大的提高了组装的效率。

[0039] 实施例五：一种金属缠绕垫片，参见附图5，包括呈环形设置的外环层9、设置在外

环层9内侧的呈环形设置的中间层91以及设置在中间层91内侧的呈环形设置的内环层92，

外环层9和内环层92的成分为耐高温镍基合金，例如Incoloy600/800；中间层91为缠绕层，

缠绕层由镍基合金带缠绕而成，中间采用的填料为抗氧化柔性材料，靠近内环层92的3-4圈

采用的是耐高温抗氧化填料，靠近外环层9的3-4圈采用的是耐高温抗氧化填料，中间部分

采用的是耐高温柔性石墨。

[0040] 现有金属缠绕垫片，在温度高于350℃的工况下会被氧化，从而造成装备的泄露，

造成安全隐患，一般的垫片在此工况下只能持续使用一年，而通过采用耐高温材料和抗氧

化石墨组合，使得垫片在1000℃下可以在高温装备一个检修周期内持续使用，可以保证检

修周期为三年。

[004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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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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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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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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