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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在CJ/T 3002-1992聚氨醋泡沫塑料预制保温管》基础上修订而成。为适应《城镇直埋供热

管道工程技术规程》，标准加重了产品与无补偿直埋敷设技术相关的有关内容。修订后的标准名称为《高

密度聚乙烯外护管聚氨酷泡沫塑料预制直埋保温管》。

    在修订过程中，认真总结了原标准执行6年来的经验，广泛听取了施工、设计、科研和大专院校等各

方面的意见.参考了欧洲标准EN 253:1994及其最新科研成果，增加了一些技术上较成熟的新项目、新

的检测手段 修订的重点放在使用功能和结构质量上，尽可能将性能量化。所引用的标准均为国家标准

或行业标准，其中相当一部分等同或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欧洲标准EN 253:19940

    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EN 253:1994有如下重大差异:

    — 引用标准全部采用我国标准;

    — 增加了3产品结构;

    - 4.1 钢管 基本不相同，主要以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为依据;

    —     4.2.2 外护管原材料性能 基本不相同，取消了热稳定性、原材料的长期机械性能、熔体流动

速率;

    - 4-2.3 外护管性能 基本不相同，增加了熔体流动速率;

    - 4.3. 2 泡沫密度 基本不相同.用保温层任意位置泡沫密度替代芯密度和整体密度;

    - 4-3.5 导热系数 基本不相同，由保温管性能调整为保温层性能;

    - 4.4 保温管 基本不相同，取消了抗蠕变性能、保留了预期寿命与长期耐热性能中的轴向剪

切强度;

    — 增加了6检验规则;

    — 文本编排结构基本不同。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都是提示的附录，均等同采用了EN 253:1994标准附录A和附录B,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CJ/T 3002-1992,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建设部城镇建设标准技术归口单位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哈尔滨东光机械厂、天津市管道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保温管厂、北京豪特耐集中供

热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市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第四检测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忠生、王铁军、张裕民、朴成春、董志武、曹晓强。

    本标准委托哈尔滨东光机械厂负责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建设行业标准

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聚氨醋泡沫塑料

          预制直埋保温管     CJ/T 114-2000
neq EN 253:1994

  Preformed directly buried insulating pipes

for polyurethane仁PUR] foamed-plastics and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PE] protect pipes

代替CJ/T 3002-1992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由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聚氨基甲酸酷(以下简称聚氨酷)硬质泡沫塑料保温层及钢

管组成的预制直埋保温管(以下简称保温管)的结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介质温度〔连续工作温度)不高于1201C,偶然峰值温度不高于140'C，工作压力

不大于2.5 MP。保温管的制造与验收。工作在不同温度下聚氨醋硬质泡沫塑料最短预期寿命的计算见

附录B(提示的附录)。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1033-1986 塑料密度和相对密度试验方法

    GB/丁2828-1987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 T 3682-1983 热塑性塑料熔体流动速率试验方法

    GB/T 4217-1984 热塑性塑料管材的公称外径和公称压力(公制系列)

    GB/T 6342-1996 泡沫塑料与橡胶 线性尺寸的测定

    GB/ T 6343-1995 泡沫塑料和橡胶 表观(体积)密度的测定

    GB/T 6671. 2-1986 聚乙烯(PE)管材纵向回缩率的测定

    GB/T 8163-1987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8804.2-1988 热塑性塑料管材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聚乙烯管材

    GB/T 8806-1988 塑料管材尺寸测量方法

    GB/ T 8813-1988 硬质泡沫塑料压缩试验方法

    GB,!T 8923-1988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

    GB/T 9711.1-1997 石油天然气工业 输送钢管交货技术条件 第1部分:A级钢管

    GB/T 10297-1998 非金属固体材料导热系数的侧定 热线法

    GB/T 10799-1989 硬质泡沫塑料开孔与闭孔体积百分率试验方法

    GB/T 12811-1991 硬质泡沫塑料平均泡孔尺寸试验方法

    GB/T 13018-1991 聚乙烯(PE)管材 外径和壁厚极限偏差

    GB,/T 13021-1991 聚乙烯管材和管件碳黑含量的测定 热失重法

    GB/T 14152-1993 热塑性塑料管材耐外冲击性能试验方法 真实冲击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2000-04-12批准 2000-10-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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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T3022一1993 城市供热用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3 产品结构

3.1 保温管的结构见图1。

锅管 聚乙绍外护曹 某氮留硬质泡沫保锡层 支架 报铆线

                                                    图 l

3.2 保温管是由钢管、聚氨醋硬质泡沫保温层和高密度聚乙烯外护管紧密结合的预制管。保温层内可

有报替线和支架。

4 技术要求

4.1 钢管

4.1.， 钢管的材料、尺寸公差及性能应符合CJ/T3o22或

4.12 钢管的外径尺寸和最小壁厚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l

GB/T9711.1或GB乒T8163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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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可以按使用单位要求，使用其他规格的俐管

2 可以按使用单位要求使用其他技术要求的炯管，但匆管力学性能须有明显的屈服极限

.3 发泡前钢管表面应加以清理，去除铁锈、轧钢鳞片、油脂、灰尘、漆、水分或其他沾染物

钢管表面锈蚀等级应符合GB/T8923一1988中A、B、C规定，除锈等级应符合GB/T8923一1988



CJ/T 114一2000

中Sat合规定。
4.2 夕卜护管

4.2.1 外护管使用温度条件应控制在一50℃一+50̀C ,

4.2.2 外护管原材料性能

42.2.1 密度和成分

    外护管应使用高密度聚乙烯塑料制造 聚乙烯树脂的密度应为935 kg/m'-950 kg/m',
    应使用有助于外护管生产及提高外护管性能的添加剂，如抗氧剂、萦外线稳定剂、碳黑(或由碳黑预

制的色母料)等。

    所添加的碳黑应满足下列要求:

    — 密度:1 500 kg/m'-2 000 kg/m';

    — 甲苯萃取量:G0.1%(质量百分比);

    — 平均颗粒尺寸:0. 01 rm-0. 025 hem,
4.2-2.2 Cal用料

    可以使用不超过15%〔质量百分比)的洁净回用料，但回用料必须是制造商自己的产品产生的。

4.2.3 外护管性能

4.2-3. 1外护管密度不应小于940 kg/m'
    碳黑含量应为2.5%士0.5%(质量百分比)，碳黑应均匀分布于母材中。当按5.2.2规定进行试验

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 碳黑结块、气泡、空洞或杂质尺寸不应大于100 gym,
    — 外护管不允许出现色差条纹。

4.2.3.2 熔体流动速率

    外护管供应方应注明外护管的熔体流动速率值，以便于外护管焊接时参考。

    当两个外护管焊接时，其熔体流动速率的差值不应大于。5 g/10 min,
4.2.33 外护管外观

    外护管应为黑色.其内外表面目测不应有损失其性能的沟槽。不允许有气泡、裂纹、凹陷、杂质、颜色

不均等缺陷。

    管两端应切割平整，并与管的轴线垂直，角度误差应小于2.5“。

4.2.3.4 拉伸屈服强度及断裂伸长率

    外护管任意位置的拉伸屈服强度不应小于19 MPa,断裂伸长率不应小于350%.

4.2.3.5 纵向回缩率

外护管任意管段的纵向回缩率不应大于3%.纵向回缩率试验结束时管材表面不应出现裂纹、空

、气泡等缺陷。

2.3.6 外护管的长期机械性能

洞

车

外护管的长期机械性能应满足表2的要求。

表 2

拉伸力，MPa 最短屈服时间.b 试验沮度，c

4 1 500 80

4.2.4 外护管规格

4.2-4. 1 预制保温管用外护管的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应符合表3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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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称外径 110 125 140 160 200 225 250 280 315 355 365

最小壁厚 2.5 3.0 3.2 3.5 3. 9 4. 4 4.9 5.6

公称外径 I1   400 420" 450 500 5501' 560 630 655" 71D1    760 850" 955"

最小壁厚 6. 3 70 7.8 8.8 9.8 11. 1 12 13

注:可以按使用单位的要求，使用其他公称外径的外护管，其最小壁厚应按本表由内擂法确定

1)标记的管材外径尺寸是GB/T 4217以外的规格

4.2-4.2 外护管外径和壁厚允许的极限偏差应符合GB/T 13018规定。

43 保温层

    保温层材料采用聚氨醋硬质泡沫塑料。

4.3.1 泡沫结构

    泡沫体应无污斑、无收缩分层开裂现象。泡孔应均匀细密。按5.3.1的要求试验时，沿径向测量的

泡孔平均尺寸不应大于。5 mm,

    按5.3.2的要求试验时饱沫的闭孔率不应小于88%.

    泡沫应均匀地充满工作钢管与外护管间的环形空间。按5. 3. 3的要求试验时，任一保温层截面上空

洞和气饱的面积总和占整个截面面积的百分比不应大于5%;单个空洞的任意方向尺寸应不超过同一

位置保温层厚度的1/30

4-3.2 泡沫密度

    按5. 3. 4的要求试验时，保温层任意位置的泡沫密度不应小于60 k创m',

4.3.3 压缩强度

    按5. 3.5的要求试验时，保温层泡沫径向压缩强度或径向相对形变为10肠时的压缩应力不应小于

0. 3 MPa,

4.3.4 吸水率

    在常压沸水中浸泡90 min后，泡沫的吸水率不应大于1o% a

4.3.5 导热系数

    未进行老化的泡沫保温层50℃状态下导热系数标不应大于。. 033 W / Cm - K) }

4.4 保温管

4.4.1 保温管保温层厚度应保证外护管在一50̀C~  +50'C温度范围内正常使用。

    钢管两端头应留出150 mm--250 mm裸露的非保温区以备焊接。

4.4.2 外护管外径增大率

    保温管发泡前后，外护管任一位置同一截面的外径增大率不应大于2%,

4-4.3 轴线偏心距

    保温管任一位置外护管轴线与钢管轴线间的距离应符合表4规定。

                                                    表 4                                         mm

外护管外径 最大轴线偏心距

  <160

180-400

450--630

  >710

3.0

4.5

6.0

8.0

4月.4 预期寿命与剪切强度

4.4.4.1 正常使用的保温管寿命，在120℃下连续工作至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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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2 保温管轴向剪切强度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5规定。

                                                    表 5

测试温度，℃ 试验方法 最小轴向剪切强度,MP.

23 t2
140士 Z

5.4.3.2

54，3.3 ， :.:;
4.4.5 抗冲击性

    按5.4.3测试时，外护管不应有可见裂纹。

4.4.6 报警线与报警线、报警线与钢管之间的电阻值为20 MO~二。

5 试验方法

5门 通则

    若本产品标准中的测试要求与其他标准提供的参考不一致，则本标准规定优先使用。

    全部试样应是产品中有代表性的。

5.1.1 试样

5.1.1.1 外护管性能试样应从室温(23℃士2'C)下存放16h后的外护管上提取;保温层和保温管试样

应分别在室温(23℃士20C)下存放72 h后的保温管上提取。

5.1门.2 为检测保温层性能和保温管总体性能，试样应在同一根保温管的两端头提取，取样点距保温

层端面应大于500 mm,
5.1.1.3 从保温管保温层取样用以检测泡沫结构((4.3.1),泡沫密度((4.3.2)、压缩强度〔4.3.3),吸水

率(4.3.4)和导热系数((4-3-5)时，应去除紧贴钢管和外护管的泡沫皮层，清除层厚度应分别为5 mm和

3 mm,

    每个测试项目所需试样至少三个，试样应均匀分布在环形保温层的同一截面上。

    试样的外形尺寸按GB/T 6342侧定。测量精度0. 02 mm,

5.2 外护管

5.2. 1 密度

    密度测试应按GB/T 1033执行。

5，2.2 碳黑弥散度

    碳黑弥散度应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塑料切片来确定。切片厚度约25 }xm，面积约15 mm'.

    每次试验制备6个切片，在外护管的同一截面上均匀取样。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应选用100倍。

5.2.3 碳黑含量

    碳黑含量测试应按GB/T 13021执行。

5.2.4 熔体流动速率

    熔体流动速率测试应按GB/T 3682-1983中试验条件4执行。

5.2.5 外观

    外护管内外表面无放大目测(见4.2-3-3).

5-2.6 拉伸屈服强度及断裂伸长率

    拉伸屈服强度及断裂伸长率测试应按GB/T 8804.2执行

5.2.7 纵向回缩率

    纵向回缩率测试应按GBIT 6671. 2执行。

5.2.8 外护管的长期机械性能

    试样按图2和表6机制而成。在恒温80℃士1'C、恒定拉力4. 0 MPa士。.04 MPa下浸人含2.0纬表

面活性剂的水溶液中测试。

    表面活性剂应是壬酚聚乙二醇醚或仲辛基聚抓乙烯醚[TX-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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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溶液不断进行搅拌，以确保溶液均一，防止表面活性剂沉淀;

应切取6个试样进行测试，试样沿外护管轴线方向切取，取样位置应在同一截面均匀分布

记录破坏时间，计时精确到士12h;

计算出6个试样的几何平均值.偏差超过二倍标准偏差的测试数据应删除。

如果试验进行1500h后试样没有破坏，则试验可以停止，并判定试样满足要求
                                                                    Z飞

图 2

表 6 nlm

符 号           一
八             1
lJ 最小总长度 )150

“ 一 夹具间初始距离 115=2

J 厚度 管材壁厚

r 半径 60士1

              1 平行部分宽度 一

10士0咨

b: 端部宽度
                                  一

> 20

52.9 外护管尺寸

    外护管尺寸检测应按GB/T8806执行。

5.3 硬质泡沫塑料试验方法

5.3门 泡孔尺寸

    泡孔尺寸检侧应按GB/T12811执行。

    在保温层中心沿径向取样，试样长度至少20mm。

5.3.2 泡沫闭孔率

    泡沫闭孔率检测应按GB/TIO7gg执行

    可以与GB/TIO799中规定的试样尺寸存在差异。若按5.1.13无法从保温层上切取满足尺寸要

求的试样‘则尺寸可以是25只25汉t(mm)，其中‘为保温层径向最大允许厚度。

5，3.3 保温层截面上空洞、气泡百分率的测定

    可距外护管端头1.sm，切5刀形成4个环状切块(环状切块包括外护管和泡沫保温层)，每个环状

切块长100om。要求切面平整完好，并且切面垂直于保温管轴线。

    次序剥开4个10omm长的环状切块，露出保温层环形切面，侧量环形切面上空洞和气泡尺寸。

    对大于6mm的空洞和气泡(平面上任意方向测量)，应在两个相互垂直方向上测量其尺寸，这两个

尺寸的乘积定义为空洞或气泡的面积。

    小于6mm的空洞和气泡不做测量-

    所有被测空洞和气泡面积之和占保温层切表面面积的百分率作为测定结果。

5.3，4 泡沫密度

    饱汰密度测试扁按GB/T634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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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5.1. 1.3从泡沫中心取3个试样(含空洞、气泡的试样舍弃)，每个试样尺寸为:30X3OXt(mm),

t为保温层径向最大允许厚度，但不应大于30 mm.同样试样也可以取成30 mm长的圆柱体(按轴线方

向)，直径为d,d为保温层径向最大允许尺寸，但不应大于30 mm.

5.I5 压缩强度

    压缩强度侧试应按GB/T 8813执行

    试样为30X30Xt(mm)的立方体或直径30 mm,高度为t的圆柱体，t为保温层径向最大允许尺寸，

但不应小于20 mm,

5.I6 吸水率

5.I6门 仪器

    天平，感量0. 01 g;

    干操箱，

    干燥器;

    浸泡桶，敞口容器或水池。

5.3.6.2 试样

    试样尺寸:25 mmX25 mmX25 mm的立方体或直径30 mm,高度为25 mm的圆柱体。

    试样表面用细砂磨光。

    每组试样数为3个。

5.I6.3 试样处理

    a)把试样放人50℃士3'C的干操箱中干燥24 h;

    h)取出试样放人干燥器中冷却到室温，称重，精确到。.01 g;

    C)把试样重新放人干燥箱中4h，取出放人干燥器中自然冷却到室温(23℃士2'C )，称重，精确到

0. 01 g ;

    d)将上述两次称重的结果相对比，两次称重值之差小于0. 02 g时，则可认为试样达到恒重，取后

者的称重值作为试样质量(、。)。两次称重值之差大于。. 02 g时，应按C)重复进行，直至达到恒重要求。

5.3-6.4 侧试步骤

    测量试样线性尺寸，精确到0. 02 mm。计算出试样体积(Vo)，精确到0. 01 cm',把试样放人浸泡桶

内用网压住试样。把新鲜蒸馏水倒进浸泡桶内，水位应高出试样上表面50 mm(必须使试样与水充分接

触，两试样之间应保持一定距离，不得互相接触)。用短毛刷除去试样上的气泡。加热蒸馏水使试样浸在

1 atm沸水中90 min,然后立即浸人23℃士2℃水中1h，取出试样，用滤纸轻轻吸去表面水，立即称重

(二)，精确到0. 01 g,

    按式((1)计算吸水率，数值修约到三位有效位数。

乳 令m, - M,VoxP“100 %, ·..·...··.···⋯ ⋯ 。二(1)

式中:7.— 试样吸水率;

    。。— 试样吸水前质量，9;

    m,— 试样吸水后质量，9;

      V,— 试样原体积,cm';

      P 蒸馏水的密度，9/cm',

    试验结果取每一组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5.3了 导热系数

    导热系数测试应按GB/T 10297执行

5.q 保温管试验方法

5.4. 1 外护管外径增大率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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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侧量外护管同一位置在发泡前后的周长，计算出直径增大量占原直径的百分比。

外径增长率一D,哥Dax1000c
                                      止产n

·⋯ ⋯ ‘⋯ ⋯‘.。⋯⋯ (2)

式中:D,— 发泡后的外径;

      Dc— 发泡前的外径。

5.4.2 预期寿命

5. 4. 2.1 预期寿命试验可按保温管老化试验进行，计算寿命见附录A(提示的附录)。

5.4.22 保温管老化试验

    对于输送介质温度(连续工作温度)高于110℃的保温管系统，在测量保温管轴向剪切强度前，应对

保温管试样进行如下老化处理:

    钢管公称直径DN>500时，保温管老化试样长度应为3 m;

    钢管公称直径DN(500时，保温管老化试样长度应为2 m;

    老化前，泡沫保温层端面应密封;

    老化过程:外护管应暴露在室温23〔士2'C状态中，钢管应保持在高温状态下 老化条件见表7.

                                                    表 7

钢管沮度，℃ 老化时间，h

160 3 600

170 1 450

    钢管升温速度:当温度小于100℃时，为25̀C/h;当温度大于100℃时，为50̀C/h;

    钢管温度在老化过程中应连续记录，温度偏差士050C;

    老化后，试样自然降温至室温23℃士2℃状态

5.4.3 老化后的保温管剪切强度

5.4.3. 1 试验方法

    取样:在符合5.4.2.2规定的保温管上截取试样。试样应在距离管端至少1 000 mm处取得，其长

度为保温层厚度的2.5倍，但不得小于200 mm,所取试样端面应垂直于保温管轴线。

    试验过程:在试验机上进行试验，试样按图3放置。向钢管端施加轴向力，试验机速度取5 mm/

min，直至试样破坏。记录最大轴向力并计算出轴向剪切强度。试验可以在试样轴线置于水平方向或竖

直方向两种情况下进行。当试样轴线置于竖直方向时，钢管的质量应予以考虑

    三个试样测试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试结果。

    剪切强度计算公式:

                                          r。二=F.,/LXdXa ···中···················⋯⋯(3)

式中:r�— 轴向剪切强度，MPa;

        d - 钢管外径，mm;

      F-— 轴向力，N(竖放时包括钢管质量);

      L— 试样长度，m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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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_L4-七习
                                                    图 3

5.4-3.2 室温条件下的轴向剪切强度按5.4-3.1测试。试样全部保持在室温(23℃士2'C)状态下。

5.4-3.3 高温条件下的轴向剪切强度按5.4.3.1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外护管应暴露在室温(23'C士

2C)状态中，钢管温度应控制在140℃士20C,钢管升温速度:当温度小于loo℃时，为250C/h;当温度大

于100'C时，为50 CA。恒温30 min后施加轴向力进行试验。

5.4.4 抗冲击性

    试样在保温管上截取，试样长度应为外护管外径的5倍，但不应大于1.5m。试验应按GB/T 14152

执行。试验温度取一20̀C，落锤质量取3. 0 kg，落高2 000 mm.
    在保温管试样上划等距离标线，按GB/T 14152-1993中表1确定等距离标线个数。

    试验前将试样置于一20℃士1℃环境中3h，从保温设施中取出试样 10s以内开始试验，试验应尽

可能快速完成。

6 检验规则

依据GB/T 2828制定本规则。

  组批

同一原料，同一配方，同一工艺条件生产的同一规格保温管作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50根。

抽样检验方案

1 方案一:合格质量水平AQL= 6. 5，一般检查水平I。批量数、抽取样本单位数及合格判定数见

I

c了

2

8

已

已

已

表

表 8

批数量 N

  1- 15

  16- 50

抽取样本数 。 批合格判定数Ac 批不合格判定数Re

6.2.2 方案二:合格质量水平AQL=4. 0.特殊检查水平5-3。批量数、抽取样本单位数及合格判定数见

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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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一 抽取样本数” } 批合格判定数Ac 批不合格判定数Re

1一50                         3
                                一

0 I

6.2.3 检验项目，抽样方案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63 出厂检验

6.3.1 保温管外护管的密度、拉伸屈服强度、断裂伸长率，保温管外径增大率按4.2.2.1,4.2.3.4,

4.4.2有关规定进行检验。批合格判定数见表8,

6.3.2 保温管保温层密度、保温管的尺寸偏差、轴向偏心距、绝缘电阻值按4.3.2,4.4. 1,4.4.3,4.4.6

有关要求进行检验。批合格判定数见表9。

6.4 型式检验

6.4门 若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产品停产一年后，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或累计产量达300 km(按延长米计)，应进行周期性型式检验。

6.4.2 型式检验按第4章规定全项目检验。

6.5 判定规则

6.5.1 样本中被检验出的不合格样本单位数不超过表8、表9中规定的批质量合格判定数时，则判定

交付批合格;超过批质量合格判定数时，则判定交付批不合格。

6.5.2 不合格批未经剔除不合格品时，不得再次提交检验。复验应按表8,表9进行抽取样本单位数和

进行批质量的判定。复验结果作为最终判定依据。

了 标志、运输、贮存

了门 标志

    保温管可用任何不损伤外护管性能的方法标志，标志应经受住运输、贮存和使用环境

7门.1 外护管

    外护管生产者应在外护管上标志如下:

    — 外护管原材料商品名称及代号;

    — 熔体流动速率(MFR)值;

    — 外护管外径尺寸和壁厚;

    — 生产日期;

    — 厂商标志

了.1.2 保温管

    保温管生产者应在外护管上标志如下:

    — 钢管外径和壁厚;

    — 钢材规格及等级;

    — 生产者标志;

    — 产品标准代号;

    — 发泡日期或生产批号。

7.2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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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温管必须采用吊带或其他不伤及保温管的方法吊装，严禁用钢丝绳直接吊装;在装卸过程中，严

禁碰撞、抛摔和在地面拖拉滚动。

    长途运输过程中，保温管必须固定牢靠 不应损伤外护管及保温层。

7.3 贮存

7.3.1 保温管堆放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_— 地面应平整、无碎石等坚硬杂物;

    — 地面应有足够的承载能力，保证堆放后不发生塌陷和倾倒事故;

    — 堆放场地应挖排水沟，场地内不允许积水;

    — 堆放场地应设置管托，管托应确保保温管外护管下表面高于地面150 mm.

7.3.2 保温管堆放高度不应大于2. 0 m ,

了.3.3 保温管不得受烈日照射、雨淋和浸泡，露天存放时宜用蓬布遮盖。堆放处应远离热源和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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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提示的附录)

实际连续工作条件与加速老化试验条件之间的关系

    CEN/TC107工作组研究了泡沫塑料老化对整体式管道系统剪切强度的影响 附录中有关最小预

期寿命计算和标准中加速老化后保温管剪切强度要求，是根据该工作组对符合本标准要求的整体式保

温管系统的调研结果确定的

    研究结果表明可用阿雷尼乌斯方程(该方程建立了保温管预期寿命的对数与持续工作绝对温度的

倒数关系式)和高温老化试验数据，反推出在实际工作温度下的预期寿命值。这个推导的关键是老化过

程中的活化能，本标准中活化能值采用1洲 kJ/mo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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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l 本标准要求的连续工作温度夕之下的预期寿命与5，42要求的

                温度之下的加速老化试验之间的关系

    阿雷尼乌斯方程可用图AI表示，从图中可得出结论:为满足30 年最短预期寿命要求，需要进行

160亡，3600h;或170℃，145oh的老化试验

    如果热水管网设计最短寿命为30年，最高持续工作温度不是120℃，则测试温度或测试时间必须

加以修改。

    若测试时间为3600 h，则测试温度可由式(Al)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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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6 -+ 273)-̀  - 2.丽反不J='一273 ·⋯ (A1)

式中:%- 测试温度，℃;

      8— 设计30年连续工作温度，℃。

若测试温度为160"C,则测试时间可由式(A2)得到:

T二。( s6 07-书矫护) :.(A2)

式中:T

        0

测试时间，h;

30年持续工作设计温度，℃。

                      附 录 B

                      〔提示的附录)

工作在不同温度聚低亩硬质泡沫塑料最短预期寿命的计算

热水管网的寿命将取决于聚氨酷泡沫塑料及其成分、工作钢管、高密度聚乙烯外套管和管网设计与

运行中周期性温度变化引起的各种机械应力。

式〔Bl)仅适用于图A1所示的正常运行温度范围内温度有缓慢或偶然变化(如:满足供热的季节性

要求)的管网中直管段的寿命计算。而未考虑机械应力。

假定每年的运行温度循环波动是相同的，则可用式(BD估算其预期寿命

L一「冬+李+⋯、李下’
      LL,    1.x 上、J

........⋯⋯。⋯。.(B1)

式中:L— 系统的预期寿命，年;

    L,— 持续运行温度为B:时的系统预期寿命，从图A1所示阿雷尼乌斯图中选取;

    Lz— 同上，温度为Bz，等等;

      t— 一年中系统以温度0;运行的时间比例;

      ‘— 同上，温度为6,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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