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7 型 W77 型

177 型 177N 型

背景

2013 年，Victaulic (唯特利) 成功完成了在 NASA 振
动和声学检测中心 (VATF) 进行的试验计划。该试验计
划用于判定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的阻尼效果 
和减振性能，并将结果与双球面橡胶接头和不锈钢编 
制泵接头进行对比.。

NASA Johnson 太空中心的 VATF 是一个用途多样 
的动态结构试验机构。该机构具有测试宇航和非宇航硬
件的能力。该能力包括组件测试，从小到几盎司的组件，
到大到完整结构或系统的测试。

试验摘要

减振试验对象是安装在标准壁厚碳钢管上的 4 – 12 英寸/ 
100 – 300 毫米，18 英寸/450 毫米和 24 英寸/ 
600 毫米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试验结果显示 
紧密靠近机械设备的三个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 
的减振性能超过了双球面橡胶接头和不锈钢编织泵接头。
管道组件压力可达 300 psi/20 bar，支持的频率范围为 
10 Hz – 2000 Hz。

管道系统中减振的重要性

管道系统中的振动和噪音可产生于设备（例如泵、冷水机
组等）。如同《2011 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暖
通空调应用手册SI版》上第 48.42 页所述，“任何振动、 
摆动或旋转设备的安装不得将产生的大量振动传输到周 
围或支撑结构中。通过机器底座或所安装的管道、或电气
连接传输的振动会导致墙壁、地面和/或天花板的振动。 
因此，对装在振动机器上的所有附件（包括结构底座和 
管道、电气系统的连接等）提供振动隔离是非常重要的。”

如同《2011 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暖通空调
应用手册 SI 版》上第 48.49 页所述，“管道系统必须有
足够挠性使之 (1) 能减少振动沿着所连管道传输，(2)  
允许设备运动而不降低减震器的性能，(3) 支持设备运 
动或连接处管道的热移动，不会在连接处和设备上施加
不适当的应力。

对于泵而言，叶片每次通过某一特定点，流体即在那一 
点受到一个推力。这一重复率或叶片通过频率通常与 
泵的转速和叶轮上的叶片数量有关，它会影响到振动 
情况。如果叶片数加倍或者其转动速率加倍，即令叶 
片频率加倍。对于大多数泵来说，转速通常为 1200 到 
3600 转/分，可产生 20 – 60 赫兹的轴旋转频率 
和叶片通过频率 100 – 360 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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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AULIC 接头如何减振

用于 IPS 管道的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如 75、77、177、177N 和 W77 型）和 31 型接头与挠性半径切削
开槽的 AWWA 球墨铸铁管道装配在一起，允许接头内受控的管道移动，同时还保持正的密封和自限连接。该设计允
许管道可以承受由于温度变化、建筑或地面沉降和地震活动引起的膨胀、收缩和偏转。

由于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不像焊接、法兰或螺纹连接的接头，没有刚性固定到管道上，因此该接头将传 
递到管道系统的噪声和振动（由泵或其他设备产生）降至最低。此外，每个接头内的弹性密封垫圈和管道间隙还能 
衰减系统振动。整个管道系统中额外使用 Victaulic (唯特利) 接头（无论是挠性还是刚性）都将进一步减少振动 
的传输。

人造橡胶挠性接头和不锈钢编织泵接头都是工程方和承包方在管道系统上习惯使用的接头，这些都是传统意义上的
典型减震产品。

177N 型接头的交叉部分 2 英寸/50 毫米 – 6 英寸/150 毫米

管端间隙
随着接头的安装，
形成管端间隙。

管端间隙能帮助减少
传到管道连接处的振动。

密封垫圈
弹性的人造橡胶密封垫圈在
接头外壳上形成内部腔体并
密封管道。它对压力敏感，
形成永久性的防漏密封。

该密封垫圈与接头外壳形成
全圆周的接触，两头管端都
能抑制振动并消除机械能。

沟槽
挠性接头的键咬合在沟
槽上，但不夹紧管道，
这样就可允许在管道连

接处内的线性和角向移动。
该功能还帮助减少传到
管道连接处的振动。

W77 型接头的交叉部分 14 英寸/350 毫米及以上

http://www.victau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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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振测试

测试的产品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 双球面橡胶接头 不锈钢编织泵接头

一系列的测试条件分别由使用了一个、二个或三个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的组合来构成，接头采用用于管径  
4 – 12 英寸/100 – 300 毫米，18 英寸/450 毫米和 24 英寸/600 毫米的 77、177、177N 和 W77 型。

所有管道组件注入水，压力加至 300 psi/20 bar，该压力超过了暖通空调系统的常规工作压力。三轴加速计用于 
测量源头处和设备测试后的振动水平。

振动测试在频率范围 10 Hz – 2000 Hz下执行数控正弦扫描。正弦振动模拟了在给定频率下各种泵和旋转设备 
机械和液压引起的振动。正弦扫描的大小是1 g（约 386 in/sec2）的加速度。每次测试中，扫描速率都是每分钟 
一个八度。该扫描速率可以确保采集足够的数据来确定每个测试配置的振动响应。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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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振测试结果

分贝测试结果仅适用于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不适用于其他制造商的接头。Victaulic (唯特利) 接头具有 
独有的专利设计并采用合成工程高分子材料制成的密封垫圈，化学配方和加工工艺独家拥有并针对长期使用进行 
了优化。

下列图表显示了三个 (3)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与双球面橡胶接头和不锈钢编织泵接头在典型 HVAC 泵速
度下各自的相关减振性能对比。测试结果显示在所有尺寸中，安装在靠近振动源附近的三个 (3)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的减振性能超过了其他被测试的产品。另外的挠性接头特性包括线性移动和角向偏离性能，支持管道未对
准，这减少泵或设备连接处的压力。对于给定的管径，隔振性能随着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数量的增加而增 
加（即每个额外接头传输的振动更少）。使用切削开槽或滚制开槽管道具有相同的减振性能。

安装在靠近振动源附近的三个 (3)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的减振性能比双球面橡胶接头和不锈钢编织泵接 
头强。该减振解决方案具备成本经济效益并带来额外的系统优势，如减少设备连接处的负荷，支持管道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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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该产品由 Victaulic (唯特利) 公司制造，或按 Victaulic (唯特利) 规范制造。所有产品 
均应遵循 Victaulic (唯特利) 现行安装/装配说明进行安装 Victaulic (唯特利) 保留不
经通告改变产品规格、设计和标准设备的权利，且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商标
Victaulic® (唯特利™) 乃 Victaulic (唯特利) 公司注册商标。

安装
请参考适用于您正在安装产品的《I-100 Victaulic (唯特利) 现场安装手册》。 
Victaulic (唯特利) 产品的发货包均附有各类手册，以提供全面的安装和组装数据， 
也可在 www.victaulic.com 上获得格式的手册。

担保
有关担保细节，请参阅现行价格表的担保一节，或与 Victaulic (唯特利)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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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三个 VICTAULIC 挠性接头的典型组件

以下是使用三个 (3)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排列的典型组件示例。我们产品间接但很重要的优点是用于减振
的接头也可用于系统组件。

Vic-300 
MasterSeal 蝶阀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

10 号弯头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

导流过滤器 731-D 系列

Vic-Check 止回阀

50 号同心异径接头

Victaulic (唯特利) 挠性接头

所示型号仅作图示目的，并未准确描述支持的系统。

http://static.victaulic.com/assets/uploads/literature/I-100.pdf
http://www.victau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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