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伴热带安装手册电伴热带安装手册

伴热专家伴热专家





⑤

⑧

⑥

①

⑦

③

②

1

图1-1：典型伴热系统安装图

一、电伴热系统概述

完整的电伴热系统⋯
一个完整的电伴热系统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

参见图1-1

1. 电伴热带2（自调控型、限功率型、并联恒功率

  型或串联恒功率型）。

2. 电源连接组件。

3. 温控器3。

4. 两通/三通组件（适用于两根或三根伴热带连接）。

5. 伴热带尾端。

6. 绑扎带（每间隔300mm或根据规范或特殊要求

  使用）。

7. “电伴热带”标签（不干胶标签每间隔3米或根

  据规范或特殊要求粘贴在无障碍处）。

8. 保温层4及防潮外皮（其他方供应）

以上各部分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导致系统故障

或影响其安全性能。

伴热带类型⋯

1. 自调控伴热带：

BSXTM自调控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RSXTM 自调控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KSXTM自调控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HTSXTM 自调控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VSXTM 自调控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2. 限功率伴热带：

HPTTM 限功率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3. 并联恒功率伴热带：

EconoTrace® FP型并联恒功率伴热带（参见产

品样本）

4. 串联恒功率伴热带：

TEKTM 串联恒功率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HTEKTM 串联恒功率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MIQTM 矿物绝缘伴热带（参见产品样本）

说明⋯

1. 此安装元件针对一个典型电伴热回路而言。

2. 所有伴热回路均需安装接地故障保护装置。

3. 建议在所有防冻和温度维持的伴热应用中使用温控器。

4. 所有被伴热管线必须做保温。

⑤

④



固态导体 固态导体

氧化镁绝缘

焊接或冷拔

金属外壳 氧化镁绝缘

图4.1

二、电伴热系统应用

电伴热带用于管线、储罐和仪表设备等的防冻或工

艺温度维持。伴热带可以安装在普通（不分级）环

境和爆炸危险（分级）环境，安装于何种环境取决

于伴热带的使用认证。

三、应用标准及规范

应根据以下标准和规范最新版所规定的内容进行：

1. IEC（国际电工标准）

2. NEC（美国国家电气规范）

3. IEEE 515

4. 国家或地区认可的电气标准和法规

四、电伴热产品到货验收及测试

到货验收

1. 核对伴热带以确保所收到的伴热带型号和数量

准确无误。所有伴热带在其外护套上都印有产

品编号、额定电压和输出功率。在并联型伴热

带上可以看到伴热带编号（在带有编织层的伴

热带上，这些信息被打印在编织层下的护套

上）；工厂预制的串联型伴热带有与日期相关

的I.D.标签印记。比较伴热带与装箱单和订单上

的信息，确认收到货品是否正确。

2.  检查伴热带在运输过程中的受损情况。在结算中

告知运输方。

3. 伴热带及其附件需存放在洁净、干燥的的环境

中。

4.  MIQ伴热电缆，参照电缆剖面图4.1。

警告：

当伴热带尚处于成盘状态或尚在运输包装箱内时，不得连接电

源。

说明⋯

1. 建议：对于聚烯烃绝缘的伴热带可采用2500V兆欧表；对于
MIQ矿物绝缘伴热带可采用1000V兆欧表。

测试

1.  测试要求

所有伴热带及其附件都必须完成以下测试项。

•  初始检测和绝缘电阻测试报告。见表4.1

•  安装测试报告。见表4.2

2.  测试工具

•  兆欧表，直流500V1

•  电压表

•  钳式电流表

3.  注意事项

• 在开始测试前确保一切电气连接及接地连接准
确无误。

• 完成全部测试后，确保所有连接盒、控制器等
都被正确密封，以防止潮气侵入。

4.  测试

以下测试针对赛盟SX型伴热带

• 检查伴热带以确保所安装伴热带型号正确。所
有伴热带均标有产品编号、额定电压、输出功

率等参数。每卷伴热带运抵现场后都应立即进

行初始绝缘电阻测试。测试人员应完成初始检

查及绝缘电阻测试报告，参见表4.1。任何异常

都应及时报告。

绝缘电阻测试：

采用不低于500V1直流兆欧表，测量伴热带导

体与外层金属编制层之间的绝缘性能，最小绝

缘电阻读数为20MΩ，记录读数。

• 伴热带安装完成后且保温层敷设在管线上以 
前，重复一次绝缘电阻测试。测试人员应完成

绝缘测试报告，参见表4.2（第一步）。任何异

常都应及时报告。

• 伴热带的安装长度应记入绝缘测试报告中，参
见表4.2（第三步）。

• 保温安装完成后，重复绝缘电阻测试，作为预
调试检测的一部分。测试人员应完成绝缘测试

报告，参见表4.2（第二步）。

• 确保警示标签以3m的间隔贴在防护层上。

2



检查单—初始检查和绝缘电阻测试报告

说明：

对电伴热带应做如下检查：

1. 检查到货的每盘伴热带，确保型号和输出功率正确。所有伴热带外护套上均标有

产品编号、额定电压等级和输出功率。

2. 目测伴热带在运输过程中是否有破损。

3. 用直流500V兆欧表测量初始绝缘电阻，可接受的最小读数为20兆欧。

（如有必要、可附加额外的表格）

代表单位 名字 签字 日期

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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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5∞ 45∞45∞

90∞ 90∞

45∞ 45∞

90∞

45∞45∞

90∞

45∞

45∞

单根伴热带 双根伴热带 三根伴热带 四根伴热带

介质管线

RTD

传感器

(如需要）

伴热带

五、电伴热带安装

1. 伴热带安装前

(1)将伴热带1从电缆盘上卸下前，应当对伴热带进 

行测试，以确保绝缘完好。测试要求详见上文测

试部分。任何一种聚合物绝缘的伴热带，其可接

受的最低绝缘阻值为20MΩ 。

(2)确保所有被伴热管线和设备全面完成了安装、测

试并被认可。

(3)确保所有被伴热的管线和设备都已完成安装并进

行了压力试验。

(4)安装表面必须尽可能清洁。用金属刷清除污垢、

铁锈，采用适当的溶剂清除油污和油膜。

(5)安装伴热带前管线上的任何护层都必须干燥。需

做喷漆处理的管线必须已完成喷漆。

(6 )根据回路长度选择与出厂长度相适合的伴热带

卷，以减少回路接头。

( 7 )如果可能，开始时先安装较长的伴热回路。

2.伴热带在管段及管件上的初始安装

(1)在直管上安装

• 临时安装建议从伴热回路尾端位置开始安装，
将伴热带敷设在管线上，在电源连接处和其

他任何一种连接处留出适当的预量2。参见图

5.2.1。
伴热带及传感器与管线安装的相对位置参见图

5.2.2。

• 伴热带敷设过程中预留长度的确定见图5.2.3。
根据相应的图纸，在伴热带经过的阀门、法

兰、弯头、托臂等部位留出预量，阀门及泵的

预留量参见表5.2.1。 

• 对于MIQ伴热电缆，从供电电源点开始初始安
装，将伴热带沿管线敷设好。在阀门、法兰、

弯头和管座等处依照预流量表留出预量。对于

其它类型设备的预量将在伴热带/管线单管图

中给出。请注意：初始安装方式可以用于防冻

应用中的永久安装上。MIQ伴热电缆初始安装

图见图5.2.4。

图5.2.2：伴热带及传感器与管线安装相对位置图

图5.2.1：临时安装图

5

说明⋯

1. 有关伴热带型号和特性的详细信息参看伴热带产品样本。

2. 伴热带的最小弯曲半径参看产品样本。

伴热带连接在线
热损件所需预量

建议电源连接位置

管托

建议尾端安装位置



图5.2.4: MIQ伴热电缆初始安装图

从
阀
门
预
量
表
中

将此点在伴热带上做出标记

然后根据阀门预留表

划分伴热带长度

长度可从阀门预量表查出

管线支座

M.I.冷端支架

1/2 N.P.T 冷端

12号线规的冷引线

伴热带回路从阀门下部缠绕阀体。

临时或永久型不锈钢丝绑带绑扎间隔3m
或根据需要。

伴热带

阀门长度

伴热回路尾端

3” (80mm)3” (80mm)

卷尺
查
出
的
预
留
长
度

跨
过
阀
门

图5.2.3  伴热带安装预留长度确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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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及泵预量表

表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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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热带

绑扎带

管
托

长
度

3”

(80mm)

3”

(80mm)

12”

(300mm)

绑扎带

伴热带

安装图5.2.6：管线支撑

安装图5.2.7：管线法兰

说明：

法兰预量根据法兰及管线保温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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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图5.2.5, 5.2.6, 5.2.7安装伴热带。利用聚酯

纤维绑扎带将伴热带固定在管线上。

• 弯头：将伴热带沿弯头外径敷设，以便为管线
的弯曲部分提供足够的热量补偿。在弯头两端

用聚酯纤维绑扎带将伴热带固定在管线上。

• 管托：带有保温的管托不需要额外的伴热带。
对于没有保温的管托，需要两倍于管托长度加

上300mm长度的伴热带。

• 法兰：允许伴热带在靠近法兰的位置沿管线两
侧缠绕在管线上。伴热带在缠绕管线法兰时必

须保持与法兰接触以补偿额外的热量损失。

• 对于MIQ伴热电缆，以上安装均采用不锈钢丝
替代聚酯纤维带。

• 小法兰及连接处：在小的法兰和连接处，要想
使伴热带弯曲得同被缠绕管线表面接触很严密

是不切实际的。为避免伴热带嵌入保温层的危

险，以下两种方法可以被采纳：

(A) 用铝箔带将伴热带及法兰包裹起来。

(B) 用细的、无锈的金属编织层罩住法兰并支撑住

   伴热带。

(3) 在阀门和泵上安装

依照以下图5.2.8, 5.2.9图安装伴热带。利用聚酯

纤维绑扎带将伴热带固定在管线上。

• 在阀门、泵和多种设备并行的地方会有热量损
失的增加，这些位置都需要伴热带留出预量以

提供额外的热量。在表5.2.1中给出了阀门和泵

在典型安装情况下所需要的伴热带预留长度。

• 利用缠绕技术在阀门及泵上安装伴热带（采用
这种方法在需要时允许移动阀门和泵）。应避

免恒功率伴热带自身交叉。

• 参看产品样本查阅详细的伴热带规格及弯曲半
径。在安装过程中不要超出伴热带允许的弯曲

半径。

• 对于MIQ伴热电缆，上述安装均采用不锈钢丝
替代聚酯纤维绑扎带。

安装图5.2.5：管线弯头

伴热带

绑扎带

(2) 在弯头、托管、法兰、托臂上安装



伴热带绑扎带

介质管线

绑扎带伴热带

绑扎带
伴热带

过滤器

伴热带

聚酯纤维绑扎带（典型）

伴热带预量，参见设计图
纸所要求的预留长度

介质管线
过滤器

伴热带

聚酯纤维绑扎带（典型）

伴热带固定

伴热带测量

(4) 在过滤器上安装

安装图5.2.8：阀门安装详图

安装图5.2.9：泵安装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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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丝

尾端

伴热带 不锈钢丝

伴热带 不锈钢丝

不锈钢丝 不锈钢丝

伴热带

(5) MIQ伴热电缆在泵上安装

(6) MIQ伴热电缆在盲板三通上安装

(7) MIQ伴热电缆在小尺寸阀门上安装

对于小阀门（如：小于2” ）将伴热带的预留

长度以正确的方式缠绕在阀体上可能不是很现

实。可以如下图所示，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将伴

热带安装在管线的任意一侧。

(8) MIQ伴热电缆在小直径三通上安装

10

不锈钢丝 伴热带

不锈钢丝



热端连接组件

（背离管线方向抬起伴热带并插入保温层）

不锈钢丝

伴热带

冷端连接组件

（背离管线方向抬起伴热带并插入保温层）

伴热带

不锈钢丝 保温层

3. 完成安装

(1) 从伴热带的末端即伴热回路尾端组件开始固

   定，逐渐推向前端的电源供电点。

 • 柔软的伴热带可以采用聚酯纤维绑扎带安装  

  固定。为保证伴热带与管线的适当接触，绑扎

带应当以300mm的间距缠绕绑扎。根据下表

5.3.1可以计算出不同管径1下需要绑扎带的长

度或卷数。

• MIQ矿物绝缘伴热电缆安装，参见图5.3.1

(A) 管线、阀门和设备上正式安装伴热带应当从

     冷端（电源端）开始并逐步向尾部（热端）推

     进。

(B) 伴热带最小弯曲半径为6倍的伴热带外径。

(C) 利用不锈钢丝以12” (300mm)的间隔将伴热带固

   定在管线上。

(D) 极端暴露温度下安装详见上文图。

(2)在下列情况，除采用环型绑扎带绑扎外，还需继 

  续覆盖铝箔带：

• 当采用喷涂或发泡树脂绝热材料2做保温时。

• 为非金属管线伴热时。

• 设计要求指出采用铝箔带以提高热传导效率时。

(3) 完成连接件的安装（如果需要），根据各连接

   组件提供的安装结构图进行。

(4) 在进行电源连接之前，应再次进行绝缘测试。

  详见上文“测试”部分。任何一种聚合物绝缘的

伴热带，其用兆欧表测得的可接受的最小绝缘

阻值都应不小于20MΩ。

(5) 根据电源连接组件提供的安装结构详图安装电

   源连接组件。

(6) 用绑扎带将温度传感器固定在管线上。传感器

   的定位参见上文图5.2.2。

(9) MIQ伴热电缆在托臂上安装

(10) MIQ伴热电缆在极限暴露温度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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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Q伴热电缆典型安装工序

第一步

沿管线侧面敷设伴热带，将
热冷端连接头固定。

第二步

将伴热带临时绑在管线上，
为散热件留出测量得出的预
量。

图5.3.1

伴热带

第三步

在必要的地方调整伴热带，
利用不锈钢丝开始固定伴热
带并将伴热带在散热件处缠
绕。

第四步

利用不锈钢丝从头至尾完成
伴热带的固定。

每卷绑扎带可用于绑扎的管线长度 (m)

表5.3.1

热冷端连接头

不锈钢丝

不锈钢丝

为方便将冷端
绕起来

最大间隔10’ (3m)

间隔1’ (300mm)不锈钢丝

不锈钢丝

末端 3’ (76mm)

说明：

1. 表5.1.3-1所给出的绑扎带长度是根据假设沿管线固定伴热带的间距为300mm情况下得出的。

2. 核实保温材料的耐受温度是否满足伴热带暴露温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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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1

单相伴热回路中管壁温度传感器的连接

（确保金属编织层在连接盒处或连接盒内接地）

A B

C

D

L1

L2/N

说明⋯

对于工厂预制串联电阻型伴热带，不特殊要求在管线上安装
连接盒来终止伴热回路。

5. 保温

(1) 在伴热回路上覆盖保温层前，必须做好绝缘测试

以确保电气绝缘完好。这将保证伴热带在安装

中或暴露在无保温的管线上时不会被损坏。伴

热带的绝缘测试，详见上文“测试”部分。任

何一种聚合物绝缘的伴热带，其用兆欧表测得

的可接受的最小绝缘阻值都应不小于20MΩ。

(2) 必须正确安装和良好维护保温层，这一点已无需

过分强调。因为没有了保温层，管线的热量损

失通常远远大于伴热系统所能弥补的热量。

(3) 除管线外，管线的在线设备如泵和阀，所有的散

热元件/部件都必须做适当的保温。这些部位包

括：管线支撑、支架、法兰以及大多数情况下

的阀体。

(4) 无论使用哪种型号或厚度的保温材料，都必须安

装保护层。它可以保护保温层免受水气侵入，

机械破坏并有利于保证伴热系统的良好运行。

应当密封全部穿透保温层的缝隙。

(5) 完成保温层安装和环境防护层后，在伴热带通电

前，必须再重复一次绝缘测试。这将测出伴热

带在保温安装期间造成的任何破坏并引起足够

的重视。

(6) 一旦这些工作全部完成，就可以连接电源了。为

伴热带接通临时电源，记录下电压、电流、管

线温度和周围环境温度。这些数据可能会对日

后运行有参考价值并会被保存在历史运行记录

数据日志中。有关故障排除见第八部分“故障

处理”。

4.电气连接

(1) 以下回路安装结构适用于典型伴热带。电源连接

和回路尾端连接组件适用于各种型号伴热带；

不包括备件。电源连接盒在管线上的安装见图

5.4.1所示。

(2) 进行绝缘测试。详见上文“测试”部分。任何一

种聚合物绝缘的伴热带，其用兆欧表测得的可

接受的最小绝缘阻值都应不小于20MΩ 。

(3) 对于由环境温控器控制功率输出的伴热回路，电

伴热带应当直接连接在可控制关断的电源馈线

上。

(4) 对于由管线温控器控制的伴热带，伴热回路应当

以串联形式与温控器相连，如图5.4.1所示。管

线温控器的安装支点应不少于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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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源连接盒可以固定在管线上（如图所示）确保     

  所有穿透保温层的部位以及与连接盒相连或在连

  接盒内接地的伴热带金属编织层周围完全密封。

B. 管壁温度传感器（如图所示）测控点可多于一个。

C. 温度传感器应当用与伴热回路相似的方式安装固定。

D. 伴热回路应依照本手册前面所述方法安装。



六、 调试

1.系统投运以前，确保伴热带已被测试且每一个回  

  路的测试报告文件均已完成。被安装系统的确认

  应根据制造商的要求进行。

2.电伴热系统的投运包括以下过程：
    • 通电前，确保所有连接盒、温控器、电缆格兰 

   等安装正确可靠。
    • 将温控器（如果使用了温控器）设定在所需的

   温度设定值。参见温控器手册的详细说明。温

   度的设定应根据设计施工图和/或伴热带参数

   表。
    • 向伴热回路提供额定电压。电压和电流都应测

   量并记录。所记录的数值将同厂商产品说明相

   比较。测试人员应完成绝缘测试报告，参见表

   4.2（第三步）。任何异常都应及时报告。

3.确保所有连接盒和/或控制器都被正确密封且不

  会被潮汽侵入。

4.检测报告填写完成后，检测执行人员应签署名字

  并向客户提供一份永久记录。

5.至此，系统已处于正常可投运状态。当然还要看

  所提供的设计图纸/信息中是否有进一步的细节 

  要求。

七、维护

一旦伴热系统安装完成，就需要具有合格资质的人

员来进行日常预防维护工作。那些提供系统中各伴

热回路正常运行信息和运行历史记录的支持文件都

应被妥善保管。

表4.2的安装测试报告结果将成为测试基准或正常

范围值。此后将定期地测量并记录参数并与此基值

相比较，以帮助确认是否存在潜在问题。

赛盟建议目测检查在日常维护中还应当使用。检查

中应包括是否有保温损坏、电气连接松动、腐蚀

等。温控器应采用正确的方法检测。

伴热系统出现的任何问题，参照第八部分故障处理

解决。如仍有问题无法解决，请与赛盟制造公司或

赛盟公司当地代表处联系取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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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柔性的塑料外套的伴热电缆可以现场做接头，MI电缆通常需要
更换。

2.机械式温控器的传感器不能修理或更换,RTD或热电偶传感器
可以更换；一些控制器的继电器/接触器可以更换；一些控制
器检测到伴热回路有跳闸条件后，需要手动复位。

3.多数电伴热带在供电电压变化时，对运行影响很大。在改变电
压之前，向电伴热带制造厂咨询改变电压的资料。否则在有
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电伴热带故障或存在电气安全危险。

八、故障处理 

以下资料将帮助处理电伴热系统的故障。首先要深刻理解成

功的伴热安装包括那些要素，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保温

层。在打电话给伴热供货商之前，对保温层进行外观检查。

看是否潮湿、损坏或缺少。同时考虑维修管线及附近设备时

造成伴热设备损坏的可能性。这些是引起伴热故障的常见原

因，通常却被忽视。如果怀疑电伴热回路被损坏，应进行绝

缘电阻测试。聚合物绝缘层的伴热电缆使用500伏兆欧表，

MI电缆使用1000伏兆欧表。以往定期测试的准确记录确立

了正常读数范围（参见 表8.1 电伴热系统检测报告表）。

绝缘电阻的读数偏离正常值范围就可以立即发现回路受

损。

下表列出了其他引起故障的原因、故障现象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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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电伴热系统检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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