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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热补偿是热力管道敷设时要解决的问题，它是由管道

因输送热介质而导致温度上升，造成管道热伸长而进行的

必要处理方法。热补偿的方式主要由管道自然补偿以及使

用补偿器进行补偿。自然补偿是指不使用补偿器，对管道

进行合理约束，让管道在受控的状态下受热伸长，从而保

证管道不破损。如果因场地限制和其他因素限制，不使用

补偿器无法使管道在受热状态下不破损，则需要使用补偿

器进行热补偿。

本文针对旋转补偿器使用中经常遇上的问题作了总

结，供同行探讨。

1    旋转补偿器的制造规范

旋转补偿器是近年发展较快的一种新型补偿器，有直

管式和变径式两种，主要结构为内管、外套管、填料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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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旋转补偿器是一种新型补偿器，与传统补偿器相比具有补偿量大、寿命长、性价比高的特点，在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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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旋转补偿器在工程设计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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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填料、紧固件、直管延伸管或变径延伸管等组成，如

图 1、图 2 所示。

在工程实践中，会遇上旋转补偿器的各种质量问题，

这大多是由于产品没严格按照 JB/T 12936-2016 《旋转补偿

器》标准生产及试验导致。JB/T 12936-2016 《旋转补偿器》

标准在 2017 年 4 月 1 日才实施，因此在此之前生产的旋

转补偿器借用的其他标准，其中较为可靠的是按 GB150
标准生产的产品。

对于国外项目，一般采用美标，而美标没有旋转补偿

器制造标准，这就需要与相关单位协商采用 JB/T 12936-
2016 标准。    

2    支吊架的注意事项

由于旋转补偿器的热补偿原理所致，其支吊架的布置

要求与自然补偿的管道有所区别，同时由于其多用在供热

管网，多采用保温管托等，因此可能会遇上各种企业自研

图 1    直管式 图 2    变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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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吊架。这些支吊架都应符合 GB/T 17116.1-2018 的质量

要求。

另外使用旋转补偿器的管道直管段较长，应增加导向

支架以免横向不稳定。尤其在使用滚动底座时更应注意控

制管道的横向位移及横向摩擦力，因为滚动底座主要是利

用轴承的滚动摩擦来降低轴向的摩擦系数，而管托横向位

移时与滚动底座产生的是滑动摩擦，摩擦系数较大，由可

能对滚动底座的轴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对轴向及横向位

移都较大的支座，可以考虑采用滚珠底座。 
国外采用美标的项目，可以使用按 MSS SP-58 标准制

造的支吊架。

3    旋转补偿器的常用布置方式

旋转补偿器的基本布置方式为П组合和Ω组合，其

补偿原理是转动臂 L 在管道受热伸长的驱使下转动，通过

在转动臂 L 两端会产生扭转的管道安装旋转补偿器，使管

道能顺利旋转，由于旋转补偿器的特性，管道不会因扭转

而产生太大的内应力，从而解决管道热补偿的问题。其组

合方式如图 3、图 4 所示。

由于旋转补偿器布置的自由度很高，可以很容易地将

П组合演变成图 5 所示的布置形式。

以上 4 种布置方式为旋转补偿器的常用补偿方式，涵

盖了 Z 形布置、直管布置、直角布置和角度布置等常见管

道布置方式。

旋转型补偿器因结构的特点，主要技术核心在密封，

发生泄漏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1）工作时填料磨损，造成填料腔内松动，发生泄漏；

（2）长期使用因管道中介质的不利因素（如 Cl-、温

度等）使填料发生氧化，造成填料腔内松动，发生泄漏。

以上第（1）条与设计相关，设计员要注意旋转补偿

器使用过程中每旋转一次填料就会磨损一点，当磨损量达

到一定值时，产品就会出现泄漏。因此要控制旋转补偿器

的旋转情况，在设计中转角大小不应超过 30°，且越小

越好，一般通过调节旋转臂 L 与 A、B 段夹角及旋转臂 L
长度来改变转角。订货时应提供转角大小。

布置方式（2）是直管段补偿的常用布置，其原理是通

过 A、B 段安装 45°或 30°弯头来创造安装П组合的空间。

4    旋转补偿器的布置注意事项

旋转补偿器的布置方式相对自由，但是在使用中仍需

要注意一些细节：

4.1    注意累加支吊架的摩擦力
在管道柔性计算中，设计员由可能会出于简化计算

的目的而缺省支吊架的摩擦系数，这在两个固定架相

距不远的自然补偿管系问题不大，但是采用旋转补偿

器的管系，其热补偿能力有可能超过 1000mm，两个固

定点之间的距离较远，支吊架的数量较多，累加的摩

擦力会对固定点的受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不应

忽略支吊架的摩擦力。 
4.2    旋转补偿器尽量不与弹簧组件联合使用

以图 6 所示的某蒸汽管的布置为例。

对于直管段来说，向上布置的方形自然补偿和旋转补

偿器组合都具有一定的刚度，直管段受热伸长并克服方形

自然补偿和旋转补偿器组合的刚度使其变形。在联合使用图 3    П组合 图 4    Ω组合

图 5    П组合平面图 图 6    旋转补偿器与弹簧组件联合使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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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方形自然补偿和旋转补偿器组合各自吸收的热

伸长量与其刚度有关，而旋转补偿器组合的刚度与其扭矩

大小有关，向上布置的方形自然补偿吸收的热伸长量影响

其向上位移的量，从而影响弹簧选型。

因此扭矩大小旋转补偿器影响弹簧组件的选型，但是

旋转补偿器扭矩大小不一定就是厂家提供的数值，该大小

对设计员来说只是设计最大转矩，因此在实际运行中，此

处管段的热位移有可能会超出设计员的设想，增加不确定

因素 , 因此应该避免这样布置。

4.3    在非常见布置中，注意预设转角
利用旋转补偿器可以对一些场合进行针对性布置，但

是要注意预设转角，如图 7 所示。

在图 7 所示的布置中，中间的旋转补偿器没有布置在

两端旋转补偿器的中间，而是向外偏出一定角度，这样使

管道往确定的方向热位移。如果没有预设转角，则管道热

位移的方向就不确定，有可能往相反的方向热位移，从而

发生事故。

5    结语

旋转补偿器是一种新型补偿器，具有安全、经济、耐

高压、耐高温、补偿量大等优点。在热力管道工程中有着

广泛的使用前景，用好旋转补偿器能优化管道的布置方式，

能有效提高经济性。

图 7    非常见布置预设转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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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 / 租赁机械信息，机械粘贴二维码扫描了解其信息。

3.2    机械效率分析和管理预警
路桥工程机械管理系统通过机械定位盒硬件设备云端

采集机械设备运行记录，自动生成机械运行台账，统计分

析每台机械设备工作效率，有效掌握其工作情况。同时，

软件平台采用平台预警技术，有效实现机械设备低油量、

保养等管理预警，将预警信息实时发送到机械管理平台、

移动终端，避免机械运行出现多种管理安全风险。

3.3    机械管控平台功能
软件平台能够迅速准确地读取定位盒上的云端数

据，采用 BI 分析技术开发机械管控平台，将硬件设备

获取的信息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并在机械管控平台上进

行机械数据显示，能够更加系统全面地展示机械作业情

况和项目进度。

4    结语

机械设备管理工作开展质量对整个路桥工程施工工

作能否顺利进行具有直接影响。相关管理人员结合工程

施工情况和实际需求，科学合理地应用信息技术，创建

机械安全管理系统、可视化监控系统等，及时了解机械

设备运行状态，发现安全隐患，做好检修维护工作，提

高机械管理成效，为路桥工程建设创造安全的施工环境，

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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