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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输送液体和固体的过程使设备长期处于受压
绷紧的状态，这会导致泵的主要部件如叶
轮、泵体和轴受到腐蚀及侵蚀。在可能出现
重大的关于泵运行及性能问题以前，需对分
水角、耐磨环和泵壳进行监测。  
 
开始最初，所造成的损坏会导致表面变粗糙
及出现点蚀，这会增加摩擦、降低系统效
率以及增加运行成本。然而，如果不及时
处理，腐蚀-侵蚀问题会危害到部件的完整
性，甚至造成设备失效。 

若选择置换设备，不但费用高昂，且通常需
要耗费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热作业包
括焊接和堆焊会引起设备热应力，造成电偶
腐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方案都不
能解决根本问题。

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泵操作人员使用冷固
化高分子技术对设备进行修复及维护。

延长使用寿命及节省费用

贝尔佐纳.(Belzona®)系统提供了一个简便
并具有经济效益的解决方案，重塑至原有的
轮廓，并保护部件免受损坏，短短几天时间
内设备便可重新投入使用。施工后泵的效果
如新的一样，具有更强的耐侵蚀/腐蚀性及
更好的性能。

修复

贝尔佐纳.(Belzona®)产品范围包括一系列
膏状级材料，为各种各样的施工情况提供针
对性的修复方案。

贝尔佐纳.(Belzona®)1111（超级金属）在产
品系列中被称为“耕马”。如所有的贝尔佐
纳.(Belzona®)泵修复材料，这是一款多用
途修复材料，提供极佳的耐腐蚀性，重塑至
精确的轮廓形状，在一次施工中可敷涂成薄
的或厚的部分。它可极强地粘接在任何金属
基材上，在固化过程中不会收缩、膨胀或变
形。这是比其它含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材料
更出色的特性。

在很多案例中，基材都受到了严重的侵蚀-
腐蚀，贝尔佐纳.(Belzona®)1311（陶瓷R-
金属）是修复磨损及重塑严重侵蚀区域至精
确尺寸的第一选择。除了提供极佳的耐腐蚀
性，该材料是由很高比例的陶瓷填料组成，
因此可极大地减缓侵蚀速度。

那些严重受损的区域（例如部分基材受撞击
造成缺损），可搭建框架用于受损表面的机
械强度支持。该构架可以用螺栓固定或粘接
进行钢板/钢丝网搭建。然后对此构架使用
贝尔佐纳材料进行填充修复，重塑原本的轮
廓。

贝尔佐纳(BELZONA®)泵的解决方案

尽管是看似平滑的金属表面，在高倍放大     
显微镜下检验显示出相对粗糙的表面。



2

焦点：泵

保护

为了获得全方位保护，免受潜在的损害，需
对部件进行敷涂。认识到在大量各种各样的
条件状况下（化学品、温度、固体夹带）不
同的泵操作，贝尔佐纳.(Belzona®)提供了一
系列的液体施工保护系统，包括运行温度高
达180°C.(356°F)，并可抵抗多种化学品。
如贝尔佐纳修复材料，贝尔佐纳涂层均不含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减少健康及安全问题，
并避免其它涂层技术常遇到的产品收缩问
题。此外，其它涂层需要敷涂较厚的涂层，
而贝尔佐纳涂层系统相对较薄，因此不会对
流量造成任何影响。 

贝尔佐纳.(Belzona®)1321（陶瓷S-金属）常
与贝尔佐纳.(Belzona®)1311（陶瓷R-金属）
一同使用。该系统形成一种持久耐用的保护
层，在持续浸泡在温度高达60°C (140°F)的
情况下也可以为金属修复及侵蚀腐蚀防护提
供极佳的耐化学性能。

当遇到极具腐蚀性的化学品时，高性能屏障
涂层贝尔佐纳.(Belzona®)4311（乳浆CR1）
非常适合对表面进行保护，免受化学侵害，
尤其是酸和碱。

其它贝尔佐纳涂层系统专门为需要耐超高
温、耐热无机酸、耐高强度汽蚀及耐高磨损
颗粒的设备提供保护。

一系列持久耐用的保护涂层中包括了贝尔佐
纳.(Belzona®)1341（超滑金属），它是一种
特别的高性能涂层系统，可对泵进行提效。
由于它的超滑性、自流平、疏水性及低表面
能，因此通过了多个独立测试，结果证明可
减少涡流及表面张力。同时，该涂层可保护
部件免受潜在腐蚀，其性能的瞬即效应可持
续很长一段时间，减少能源消耗及节省施工
费用。

经过验证，贝尔佐纳.(Belzona®)1341（超
滑金属）对旧泵有明显帮助，同时，该材料
也被越来越多的客户使用于新的设备，以延
长使用寿命并节省能源费用。使 用贝 尔 佐
纳.(Belzona®)1341（超滑金属）敷涂新设备
也越来越常见，以避免冗长的精细加工和抛
光时间，特别是用在效率方面不符合最初设
计规范的结构。

这个测试中，选用吸入与排出口
径为10英寸的单级端吸离心泵做
实验。

未 敷 涂 前 运 行 速 度 为 1 3 0 0 转
数/分，泵的效率为875立方米/每
小时，扬程为26.5米，整体最高
效率为83.5%。

对 同 一 个 泵 敷 涂 了 贝 尔 佐 纳
(Belzona®)1341（超滑金属）进
行测试，结果显示最高效率提高
了6%，而在耗电负荷点上减少了
5.1千瓦特。假设，每年5000小
时的运行周期，则可节省电量高
达25500千瓦时。

钢丝网安置在 
扩散叶片上

离心泵分水角上的 
典型侵蚀-腐蚀现象

进行盐分污染检测（包括氯离子浓度测量
以确保最佳的表面处理）

原始设备制造商使用贝尔佐纳 
(Belzona®)1341（超滑金属）

施工完成

使用贝尔佐纳进行           
重建及敷涂后

Belzona Polymeric E�ciency Coating (Ra 0.078 um)

Polished Stainless Steel (Ra 1.19 um)

贝尔佐纳高分子高效涂层 (Ra 0.078um)

抛光的不锈钢（Ra 1.19um）

施工完成

英国国家工程实验室
独立流量试验

扬
程

 (米
)

 效
率

 (%
)

流量（立方米/小时）

已敷凃

未敷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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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市场需要，贝尔佐纳于
1989年首次研发出了贝尔佐纳
(Belzona®)1341（超滑金属）特
配方，可为泵 提效，增长泵的使
用寿命，同时减少维修的需要。

因此，这种疏水涂层为耐腐蚀、
减缓侵蚀及提高流体流动而专门
设计。

贝尔佐纳 (Belzona®)1341
（超滑金属）：

简便
 » 涂刷或喷涂施工
 » 混合后较长的操作时限
 » 混合及使用适量材料

安全
 » 低温固化，确保无火灾危险
 » 对环境无害
 » 可与饮用水直接接触
 » 不含溶剂

多用途
 » 施工后可在24小时内进行复涂
 » 可应用在水温度高达60°C 
(140°F) 的运行环境中

高效
 » 极佳的粘接力
 » 极佳的耐汽蚀性
 » 极佳的耐化学性
 » 极佳的耐磨损性能
 » 提高水动力性能
 » 经过证实比抛光不锈钢光滑15

贝尔佐纳 (BELZONA®)高效涂层

重建前受损的转子 敷涂贝尔佐纳 (Belzona®)1311及1321

配流盘受到侵蚀-腐蚀损害 使用贝尔佐纳 (Belzona®)1111修复配流盘

可喷涂式耐侵蚀内衬的介绍

贝尔佐纳 (Belzona®)1331 & 贝尔佐纳 (Belzona®)1381
高分子聚合物复合材料

• 作为单一涂层施工
• 其柔韧性及耐冲击力比传统环

氧内衬更优秀
• 贝尔佐纳 (Belzona®)1331可抵

抗50°C(122°F)的高温，贝尔
佐纳 (Belzona®)1381可抵抗
95°C(203°F)的高温

耐磨损性
十台真空泵的使用寿命增加了六倍
在以下的案例中，一家大型的造纸公司为10
个磨损严重的西门子液环真空泵寻求解决方
案。这些泵运行大约12个月却已出现了严重
的性能下降。

当拆开其中一个泵的时候，发现由于过度运
行对泵部件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和腐蚀损伤，
并且主要部件的临界公差已经损失。

贝尔佐纳解决方案

转子的修复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1311   
（陶瓷R-金属）及贝尔佐.(Belzona®)1321
（陶瓷S-金属）以消除腐蚀的侵害，并大大

延缓侵蚀速度。使用贝尔佐.(Belzona®)1111
（超级金属）对真空泵的配流盘进行重建，
然后进行机械加工恢复临界公差。

在投入使用13个月后进行泵的内部检测，结
果证实贝尔佐纳材料仍处于极佳的状况，并
对泵提供全方面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运行
中泵并未出现任何改变，然而一个未受保护
的泵在不到12个月就几乎破损。厂内全部10
个泵都进行了修复，并敷涂贝尔佐纳，持续
投入使用六年后才需全面检修。正因为贝尔
佐纳解决方案，厂内操作员完全避免了泵的
更换。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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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中的供水公司需要处理两个严重腐蚀/
汽蚀的KSB离心水泵，其输出量骤减了11%。
除了由汽蚀造成的侵蚀以外，常见的双金属
腐蚀也造成了耐磨环处的泄漏，以致带来严
重的效率损失。

使用成型技术，通过将颈环作为成型器重塑
颈环座。首先，对铸铁泵体内部进行喷砂处
理至所要求的表面处理标准，对颈环使用脱
模剂进行处理。然后使用贝尔佐纳1111（超
级金属）逐渐敷涂在经过处理的颈环区域。
在此之后立刻将泵的叶轮（包括脱膜后的颈
环）降低到指定位置，使所有剩余的贝尔佐
纳材料从成型面底部流出并将其移除。通过
准确的安装及定位轴承确保正确的高度及对
齐成型的部分。

同样的技术也使用于修复另一半的泵体，固
化后，叶轮被移除，修复完成。

最后，使用贝尔佐纳.(Belzona®)1341（超滑
金属）敷涂于泵上，以防止腐蚀并减缓侵蚀
损坏。结果：修复后的泵流量为540升/秒，
与受腐蚀的泵相比增加了12%以上。 

施工后3年半对泵进行检测，流量为530
升/秒，与受腐蚀的泵相比仍增加了9.5%以
上。
 

泵受到腐蚀和汽蚀

贝尔佐纳为大量不同类型的泵及
其部件提供修复、重建和保护的
解决方案。 其中最常见的施工
包括：

 » 一般侵蚀-腐蚀损害
 » 提效涂层
 » 轴承和填料座垫
 » 水润滑轴承
 » 修复和保护叶轮
 » 磨损的分水角轮廓
 » 受侵蚀的整流器
 » 叶轮口环间隙
 » 铸件凸轮
 » 锥体间隙
 » 套管
 » 转子
 » 阀板和端盖

贝尔佐纳不仅是产品制造商，而
且通过其全球经销商网络提供完
整的供应以及提供施工方案。该
网络是为了让客户可直接获得贝
尔佐纳高质量产品、专业的施工
服务、检测服务及监理所专门创
立。提供专业修复及在全球特定
的工业和市场满足维修需求是贝
尔佐纳的使命。

装配转动部件 成型模具

喷砂或打磨

修复完成

敷涂后运行3年半年仍处于良好状态

更多贝尔佐纳泵解决方案

ZINPUMPS(CN)01/16

泵的流量
离心泵运行3年半后流量增长率仍保持在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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