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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液化天然气终端的预制保温管道系统

最快的输配方案



预先做好，随时可用
预制保温管道让所有造价昂贵、耗时长的天然气管道工程

成为历史。

朗格斯特预制保温管道系统是经过多项测试形成的成熟技

术，在工厂精确控制的条件下进行测试，在交货的时候确

保货品已经通过完整的测试，并提供所有的配件，保证现

场无障碍安装。

始终如一的管道和保温质量确保非凡的安全性、可靠性以

及耐久性。

朗格斯特这一突破性技术使现场的保温工作减到了最低，

项目管理更加容易，整个系统的安装和调试的过程要更快

速，更安全，更节约。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能更快、更高效的获得收益.

安全并准时
敷设液化天然气终端管道时, 朗格斯特用一个快速、简单

的方式来做装配和保温的工作.这样可以利用较少的工作

量,工程也能变的更加容易管理.

有了朗格斯特预制温管道系统,不用再担心外界天气和气候

对施工进度的影响.对您和您的承包商来说,双方的人力、

后勤和基础设施投资也会随之减少。

这使工程的监理变的非常简单,并且帮助您保证高标准的工

作效率和安全.

端对端的可靠性

有了朗格斯特预制保温管道系统,所有的工程难题都在管道投入现场使用时迎刃而

解.您只需用一个相对简单、快速的程序来完成了零件的组装即可.

有了朗格斯特预制绝缘保温管道，您的天然气终端管道的完成时间可以从以前的几

年缩短成几周,大大提高了效率。

进度更快

利用朗格斯特预制保温管道系统，使从协定到交货的过程

变的更加迅速

举个例子，在最近一次天然液化气项目中，我们完成了9.3

公里的预制绝缘保温管道，完成所有的连接、所有必要的

管道弯曲、补口、支座一共用了不到8周时间。



多合一
朗格斯特预制保温管道能为您提供一整套的终端管网系

统。在钢管与外护管之间使用的是我们独特的聚氨酯发泡

材料

这些保温泡沫使管道足够坚固，也有足够灵活性去吸收来

自钢管伸缩产生的力量，并将这些力传输到外壳。

整个系统就是一个整体，保温层内部不会因应力发生位

移。

朗格斯特预制保温管道系统能够适应重复的从—200℃到

80℃的温度波动，并且保证没有材料老化或者裂纹形成。 

在英国马恩岛,朗格斯特 

为那里的天然气终端建造 

了9.31公里的预制保温管道.

工作量计算

为您提供一些完成项目的信息 --   最近朗格斯特在英国进行

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中,我们进行现场焊接,绝缘保温工作

的效率高达每天100米,并且只有8个人来完成这项工作.

现场施工的人越少,就意味着物流更加简单,工程更容易监督,

安全也更加有保证.



坚硬外壳
保温层外被高密度聚乙烯套管包裹，这种外壳可以有效防

止被盐、化工或者其他种类的腐蚀，并且有效抗冲击，百

分百防水。

这些品质使我们的管道非常耐用，与此同时我们将为暴露

在典型海岸线为之的液化天然气管端提供长期的免费维修

与维护。

零缺点
朗格斯特预制保温系统的优点之一就是任何潜在的问题都

会被提前解决

•  只有保温工作在现场是利用快速可靠的发泡过程，来完

成相当小一部分的管道补口安装

•  保温层覆盖补口，对于任何长度的管道都一样有效

•  每根管道都用焊熔补口进行连接，这道工艺已经通过实

地验证并保证质量

•  支架定位在管道的外壳，有效的消除热传递

•  无论气候和天气如何，都不必担心管道的渗硫，结冰

最有利的优势
朗格斯特预制保温管道系统的设计理念意味着从安装就已

经开始获得实际效益和财政优势。整个系统设计理念的积

累已经近30年。

我们的预制保温管道系统的设计是为了确保能量的最少流

失，多年来没一种材料发生退化，需要对管道进行的维修

和保养也几乎没有。不论什么规格，您的运营成本都将降

到最低，并且完全可以预测

您现在对朗格斯特的经济优势感兴趣么？

175000公里-计算

朗格斯特是世界上预制保温管道系统的杰出供应商。我

们拥有最安全的技术，最低的能耗，并且能在—200℃

到315℃的范围内高效的完成液体和气体的运输。

我们目前每年的生产数据都大于10000公里

除了液化天然气终端项目，我们的系统在其他方面也有

很多应用。我们还为陆上和海上的石油天然气的运输提

供标准的设备，以及海下运输，集中供冷供热，这些技

术在业界都被广泛使用。

所有朗格斯特预制绝缘管道和配件的制造都符合

ISO9001以及ISO14001的标准。

更多详情请浏览朗格斯特官网www.logstor.com



一般性数据    

A.  工作管
材质  不锈钢，ANSI B36,19 10S
介质密度 490 kg/m3  

    
B. 保温管
材质  聚氨酯，发泡孔闭合
Lλ—170℃ºC 0.014 W/mK  
聚氨酯设计压力 0.45 Mpa  
运行温度 —200ºC to +120ºC

  
C.  外护管
材质  HDPE 最低标准PE80, ISO 12162
熔体流动速率 不到0.5克/每10分钟
氧化诱导时间 210ºC条件下30分钟以上 

   
直管的最大轴向剪切力

管道尺寸

Ø 273/500 mm 68000 N/m
Ø 323/560 mm 81000 N/m
Ø 355/630 mm 89000 N/m
Ø 406/710 mm 102000 N/m
Ø 457/800 mm 115000 N/m
Ø 508/900 mm 128000 N/m
Ø 610/1000 mm 153000 N/m
Ø 711/1100 mm 179000 N/m
Ø 813/1200 mm 204000 N/m
Ø 914/1300 mm 230000 N/m 
Ø 1016/1400 mm 255000 N/m

    
固定支架的最大垂直负荷力

管道尺寸  支座宽度
Ø 273/500 mm 22181 N 325 mm
Ø 323/560 mm 24894 N 325 mm
Ø 355/630 mm 28088 N 325 mm
Ø 406/710 mm 36150 N 350 mm
Ø 457/800 mm 40600 N 350 mm
Ø 508/900 mm 50000 N 400 mm
Ø 610/1000 mm 50000 N 450 mm
Ø 711/1100 mm 62500 N 450 mm
Ø 813/1200 mm 定制 定制
Ø 914/1300 mm 定制 定制
Ø 1016/1400 mm 定制 定制

预制绝缘管道技术

朗格斯特预制绝缘管道理念包括所有的补口，弯头，三通，阀门，这些都是管道

系统所必要的，并且朗格斯特的技术能够满足每一个具体的需要。

朗格斯特绝缘管道技术的核心在于，以环戊烷为发泡剂，聚氨酯多孔泡沫。这些

为水管和任何服务管道提供了高效的保护，保证能量的最小流失。

模块化设计保证了最低成本下最简单高效的安装，每一个单一部分的设计目的都

在于避免系统中的误差。

A. B. C.



丹麦朗格斯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地址：北京四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昆泰国际大厦909室

电话:010-58790108   ·   传真: 010-58790750

朗格斯特绿色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明道6号

 电话:0316-2773888    ·    传真: 0316-2773899

 www.logstor.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