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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P管国际最新标准的设计使用年限

2. 依据

3. 启示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GRP ）管作为给排水管，是

重要的基础设施结构物。一直以来，国内外相关标准

规定使用年限不能少于50年。

 在最新的FRP管国际标准中，首次将其管材使用年

限扩展为100年！



在早先的FRP相关

ISO国际标准中指出：

玻璃钢夹砂管具有

50年使用寿命的长

期性能。



直到BS ISO 25780:2011年版，

仍采用FRP管具有50年的使用年

限的规定。



最近，ISO10639-2017
版的国际标准中对此进行
了修改，明确指出：        
    最小使用年限是50年；
    实践推荐使用寿命能扩
展至100年。



BS  ISO10467-2018版的
国际标准中对此也进行了
相同的修改，明确指出：        
    最小使用年限是50年；
    实践推荐使用寿命能扩
展至100年。



   国际标准为什么对GRP管最重要

的特性，做出如此颠覆性的改变呢？



 GRP管道国际标准中的管材使用寿命，主要依据是其长期性能实验。

下面仅以耐腐蚀弯曲应变”Sb”长期性能实验进行说明。

Ø 地下排污管道中的生活污水本身不具有强腐蚀性，但在厌氧条件下，

细菌、尤其是硫杆菌类等会分解污水，形成硫化氢气体。当与废物上方

的潮湿空气结合时，将形成硫酸，这对混凝土管、钢管等具有很高的腐

蚀性。

Ø 针对这类管道，1978年，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制定了ASTM D3681标

准，采用长期耐腐蚀性弯曲应变（Sb），评价FRP排污管道的使用寿命。

该实验方法至今尽管已多次改版，但其试验方法基本未变。



1、有效试样至少为18个；

2、将受最大拉应力的管内壁浸泡在规定的腐蚀性溶液中

3、数据的分布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测试时间（小时） 破坏试样数
10～1000 ≥4

1000～6000 ≥3
≥6000 ≥3
≥10000 ≥1

为了论述方便起见，将上述表格的测试时间记为“10000小时”



FLOWTITE 是国际上较早进行FRP管道长期性能实验
的著名的管道公司。



从1978年以来，在挪威Amiblu的ISO 17025认证实验室进行了大

量的包括Sb在内的认证实验，美国的豪瑟实验室也进行了部分

的认证实验。 FLOWTITE



 FLOWTITE 1999年3月发布



初始失效弯曲应变为1.96%，50年后的抗腐蚀长期弯曲应变

预测值为: Sb=0.66%。



后来FLOWTITE又发布新的实验结果（25件试样）：初始失
效弯曲应变为1.93%，50年后的抗腐蚀长期弯曲应变预测值
为: Sb=0.67%。



 在1978年至2018年间， Amiblu实验室有1769个Sb试样，共获得

了1658件试样随时间破坏的实验数据，还有111件试样仍在实验中。

其中，最短时间内发生破坏的管材应变1.35%，仅维持了18分钟；而

最长时间内发生破坏的管材应变为1.05%，维持了28年零78天。

1978年投入
Sb实验的试样。

1981年投入
Sb实验的试样。



1980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投入使用的DN1800
地下排污管道,2004年出土进行性能实验的GRP管。



下图列举了Amiblu 实验室1978年至2018年间的大量实验数据，包括数据

点数量和失效时间，失效样本沿时间尺度分布，并聚集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应

变带上。其中，共有40个样品持续了12年以上，其应变范围从0.5%到1.1%；
有16个试样已经破坏，还有24个试样仍在实验中。



     通过仅用后10年的部分实验数据来推断这条回归线，可
以得出150年的Sb值= 0.93%。这相当于按3%径向变形率
（0.27%应变）长期运行到150年（0.93%应变），仍有3.4
的安全裕度。



同样的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材，其使用寿命不同，

150年使用寿命的Sb值甚至还高于50年的近40%！显

然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Sb值 使用寿命

“10000小时” 的实验数据 0.67% 50年
40年的实验数据 0.93% 150年



u首先，相对于标准试验方法“10000小时”以内的实验

结果，显然,40年的长期性能实验结果更令人信服。因此表

明：按照ASTMD3681标准不仅低估了其所保留的应变强度

（Sb）值，而且低估了FRP管的使用寿命。

u 其原因在于：

1）按照ASTM D3681，为了获得“10000小时”以内有18件以上有效

的破坏试样数据，人为地提高了试样的弯曲应变。

2）当进行更长时间的实验中出现双线性实验数据或双回归线时，

人们才发现：这种“10000小时”以内的高应变实验，未考虑低应变长

时效对玻璃钢管材的影响，这不能不说ASTMD3681标准的试验方法存在

缺陷。



 Amiblu实验室四十年的耐腐蚀长期实验表明：国际先

进企业的FRP不仅具有高达150年的使用寿命，而且具有

更高的弯曲强度品质。这对排污管道尤其是重大的基础设

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赋予了这些国际先进企业

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述150年的使用寿命等结论，

仅限于国外先进企业的GRP管产品。



HOBAS管的长期性能实验



此资料由福建路通公司 王磊提供



3.1 树脂体系对FRP管长期性能的影响

  



2007年底，我校开始长期性能实验。在制定实验方案初期，
参照FLOWTITE在10h左右的环弯曲应变的比率进行初始实验



与FLOWTITE那件在1.35%应变下18分钟

就发生了破坏的管材试样很相似。



经过反复试验，直到选用

上海华昌的乙烯基酯树脂

做管道试样的内衬，才使

我们的长期性能实验得以

继续，并成功获得了该长

期应变腐蚀Sb值。



  

                          

耐腐蚀弯曲应变长期性能实验曲线



ASTM D2992 Standard Practice for 
Obtaining Hydrostatic or Pressure Design 
Basis for Fiberglass (Glass-Fiber-
Reinforced Thermosetting-Resin) Pipe 
and Fittings  PROCEDURE B

武汉理工大学HDB长期性能实验
新疆永昌委托



武汉理工大学HDB长期性能实验



长期环弯曲Sb实验
ASTM D5365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Long-Term Ring-Bending Strain of 
Fiberglass (Glass-Fiber-Reinforced 
Thermosetting-Resin) Pipe 

武汉理工大学环弯曲Sb长期性能实验
新疆永昌委托



德国专家检查Sb试验

武汉理工大学环弯曲Sb长期性能实验



 通过对GRP管的SB长期性能试验，特别是在其初始

实验方案过程的探索，深刻的体会到：采用我国玻缠绕

制品行业通常使用的(间苯)树脂，无法获得与

FLOWTITE Sb长期性能实验中类似的初始性能参数，且

无法继续进行50年使用寿命的Sb长期性能实验。

 换言之，对于GRP排污管，采用通常的间苯树脂

（更不用说邻苯树脂），其管材的50年使用寿命难以

确保，或有待进一步论证。



Amiblu是Amianti 
Europe及其Flowtite 
Technology和Hobas 

Eifrope
等国际知名企业的

合资集团

为使用150年设计制造的
可持续管道系统

3.2  国际一流企业使用树脂状况



关键是什么？

 我们提供的产品预期使用寿命超过150年。



Our thermoset 
resins are designed 
to be inert and 
stable for 150 years. 
Glassfibers  add 
stability and 
strength.
我们所设计选用的热
固性树脂具有150年
的惰性和稳定性。玻
璃纤维增加了稳定性和
强度。



在50℃以上的温度，乙烯基酯树脂通常被
推荐使用。Amiblu管道可在85℃的工作温
度下使用，适当时考虑管道设计、材料使用
和垫圈材料。



确保Amiblu可持续管道系统

预期使用寿命超过150年的

关键在于：树脂的品质

值得一提的是：Amianti

公司采用的乙烯基酯树脂来

自于上海华昌公司



美国Future pipe公司 





大型发电厂使用的 DN4000连续缠绕玻璃钢加砂管道



输送海水、冷却水



Harshad Rothod 
      Manager Vendor and Rm Development 
      Globol Procurement and Sourcing
      Future Pipe Industries 

Harshad Rothod对我说： 

Future Pipe 从内衬至结

构层全部采用华昌的乙烯

基酯树脂。

此外，还了解到：Future 
Pipe 所使用的海底GRP
管道，使用的也是华昌公

司耐海水的专用乙烯基酯

树脂。

2018年9月作者与Future Pipe 

Industries设计主管哈萨德

（Harshad）先生在上海合影（略）



 日本积水化学公司的玻璃钢夹砂管管壁全部采用

乙烯基酯树脂制作，主要用于日本的地下排污管道。

2004年1月作者随同新疆永昌
访问日本积水化学（照片略）



Ø150年的可持续管道系统的技术关键是：采用具有

150年的惰性和稳定性的热固性（乙烯基）树脂体

系，管内不同介质采用不同的树脂体系。

ØAmiblu（Amianti、Flowtite 、Hobas）集团、美国

Future pipe 、日本积水化学等国际一流企业的150
年使用年限玻璃钢夹砂管多采用乙烯基酯树脂制作。



u FLOWTITE等公司几十年的长期性能实验，为原材料选

择、工艺技术、使用寿命等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工艺技术积

累。我国虽然也有几家企业和科研院所也进行了长期性能

实验，但实验年限不长，经验技术积累有限，与国际先进

水平差距不小。

u 我国在国际大型给排水工程、水利工程的竞争力方面亟

待提高。



Ø 目前，无论是给水还是排污管道，我国普遍使用的树脂

是间苯树脂或邻苯树脂；采用这类树脂，尤其对排污管道，

将有可能造成服役期过早失效的事故，令人担忧。

Ø 甚至还有少数企业存在着这样一种误区：排污管道可选

用较次的树脂。近年来，一些玻璃钢管道企业生产面临停产

窘境，除目前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外，与这些质量事故的影响

不无关系。

Ø 国际新标准还给了我们另一个启示：当国际先进企业正

在使用高品质原材料制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之际，我国相关

企业还能满足于现状吗？还能停留在中低端产品的水平吗？



 成本问题，是FRP管道采用乙烯基树脂面临的主

要挑战。

 出路在于技术创新。

高度致密的夹砂层截面照片

DN1500，壁厚30mm（按公称直径的2%设计）；

现场测试结果：管刚度SN14970Pa，B水平达17%，按照我国国标超过
B水平的30%。



　 树脂
夹砂层树脂

含量
一次成型

厚度

 夹砂层抗
弯弹性
模量

国际领先水
平 乙烯基 11% >40mm 11GPa

国内湿法技
术 间苯 18% <20mm 7GPa

按国际先进工艺生产不仅产品质量有所提高，而且成本也能进一步降低。

例如：采用国际先进工艺生产DN2000PN6 SN10000管，

          与国内目前工艺DN2000PN6 5000Pa管的材料成本持平。

高致密低树脂含量的夹砂技术



 国际领先水平企业生产FRP所采用的高致密低树脂

含量的夹砂技术，具有如下特点：

u 基于具有致密化的生产装备；

u 基于一整套致密化工艺技术；

u 管材抗B水平品质远高于国内外标准；



Ø 联合相关企业，进一步开展长期性能实验的长期研究，建

立不同树脂体系在不同使用条件下(给排水、地上地下、管

内外有无腐蚀等）玻璃钢管道使用寿命的相关性及规律；

Ø 以150年使用寿命的可持续玻璃钢夹砂管道系统为目标，

冲破中低端制造的传统观念，树立高品质制造的企业理念

与规范，依靠科技创新，重振行业雄风。

Ø 向国际标准看齐，在长期性能实验的基础上，修改新标准

新规范。



 8月10日凌晨，“利奇马”在浙江省温岭市登陆。
10日下午抵达杭州。

视频由杭州市富阳和博管道研究所所长
          何军 提供



利马奇造成9省
897万人受灾

171万人
紧急转移



Ø 利奇马给我国包括几个最发达的地区带来了重大

灾害同时，也给我们一个警示：我国城市地下管涵

等基础设施亟待进一步发展。

Ø 此外，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必须以只争朝

夕去追赶国际先进水平，才能使我国玻璃钢管道工

业在世界立足；以150年使用寿命为制造目标，才能

更好地造福子孙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