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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N 型 QuickVic™ Installation-Ready™ 撓性接頭

 警告

 • 安裝任何 Victaulic (唯特利) 管道產品之前，請閱讀並理解全部
安裝說明。

 • 在對任何 Victaulic (唯特利) 管道產品进行安裝、拆除、調整或 
維護之前，請將管道系統卸壓並排乾積水。

 • 請佩戴防護眼鏡、戴安全帽並穿戴足部防護用品。

未能遵循這些安裝說明可造成死亡、嚴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177N 型接頭重新安裝方法說明

 

請勿拆下初始安
裝的螺帽/螺桿

1. 請勿拆卸接頭： 
177N 型 QuickVic™ 
Installation-Ready™ 撓性接
頭的設計使安裝人员在安裝時無
需拆除螺桿和螺帽，這個設計允
許了安裝人员將管道/配對部件
的溝槽端頭直接接入接頭，方便
了安裝。

2. 檢查對接部件端頭：對接部件端頭至溝槽的對接部件外表面必須 
光滑，不存在凹陷、凸起（包括焊縫）和滾壓壓痕，以確保密封墊圈的 
無洩露密封。必須清除所有油、脂、鬆散油漆、污垢和切割屑。溝槽對 
接部件端頭的測量尺寸不得超過最大允許喇叭口直徑。最大允許喇叭 
口直徑請参閱 Victaulic (唯特利) 標準溝槽規格說明。註：允許的對 
接部件最大橢圓度應遵守 ASTM A-999 和 API 5L 的要求。最大與最 
小直徑之間過大的差值變化將導致接頭裝配困難。

 

墊圈等級
顏色標記

3. 檢查密封墊圈：確保密封墊圈適用於既定工況。顏色標明了密封墊圈
的等級。顏色圖表請参閱《G-100 通用目錄》中的 05.01 目錄。

 小心

 • 安裝期間，必須採用兼容的潤滑劑，以防止密封墊圈在安裝過程 
中壓皺或撕裂。

使用不相容的潤滑劑將導致密封墊圈退化，造成連接洩漏或財產 
損失。

 

4. 潤滑墊圈：請在密封墊圈的内
層密封唇缘上塗上一層薄薄的
Victaulic (唯特利) 潤滑劑或矽
利康油(硅油)潤滑劑。註：密封 
墊圈的外部在出廠時已抹有潤 
滑劑，因此不必將密封墊圈從散
片上，並在其表面上塗抹額外的
潤滑劑。

 警告

 • 切莫讓177N型接頭的安裝中途停止。測试時
没有完全安裝妥當的 177N 型接頭存在墜落
危險或爆開危險。

 • 在試圖將溝槽对接部件端頭“插入”接頭時，
請保持人手遠離對接部件端頭和接頭孔口。

未能遵循這些安裝說明可招致嚴重的人身傷害
和/或財產損失。

5. 裝配接頭：請通過把對接部件的溝槽端“插入”接頭的孔口來裝配接
頭。溝槽式對接部件的端部必須插入接頭，直到接觸墊圈的中心脚邊。
要求進行目測檢查，以確保接頭嵌入與對接部件上的溝槽對中。 
註：可能旋轉接頭以便確保密封墊圈正確就位。

註：當在管端盲板上安裝177N型接頭時，請留心確保管端盲板緊靠密封
墊圈中心脚邊完全就位。僅限使用内表面帶有“EZ QV“標記的型號 60
盲板。註：Victaulic (唯特利) 建議使用帶177N型接頭的 Victaulic  
(唯特利) 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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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 螺帽必須兩邊交替均匀上鎖，直到螺桿座處達到金屬與金屬 
接觸。

 • 鎖緊過程中請保持人手遠離接頭接縫。

未能遵循這些指令和要求可能造成連接故障，造成死亡或嚴重 
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6. 鎖緊螺帽：兩邊交替均匀鎖緊所有螺帽，直至螺桿座金屬與金屬接
觸。確保在鎖緊時散片嵌入與溝槽充分咬合。

說明

 • 為防止密封墊圈被夾，兩邊交替均匀鎖緊螺帽，這一點非常重要。

 • 可使用電動扳手或帶套筒的標準套筒扳手，讓螺桿座形成金屬到
金屬的接觸。

 • 請参閱“177N型相關訊息”和“電動扳手使用指南”章節。

177N 型相關訊息

尺寸 螺帽尺寸 套筒尺寸

公稱尺寸
英寸或毫米

實際管道外徑
英寸/毫米

英寸/
公制

英寸/
毫米

2 – 3 2.375 – 3.500 1/2 7/8
60.3 – 88.9 M12 22

76.1 毫米
3.000 1/2 7/8
76.1 M12 22

108.0 毫米
4.250 5/8 1 1/16
108.0 M16 27

4 4.500 5/8 1 1/16
114.3 M16 27

133.0 – 165.1 毫米
5.250 – 6.500 3/4 1 1/4
133.0 – 165.1 M20 32

6 6.625 3/4 1 1/4
168.3 M20 32

8 8.625 7/8 1 7/16
219.1 M22 36

 警告

 • 目視檢測每一連接處非常重要。

 • 在系統投入運行之前，必須校正没有得到正確安裝的接頭。

未能遵循這些指令和要求可能造成連接故障，造成死亡或嚴重的人
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7. 目測檢查每一連接處的螺桿座，確保在整個螺桿座部分達到金屬與金屬接觸。

好好

不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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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N 型接頭重新安裝方法說明

 警告

 • 試圖拆卸任何接頭之前，確保將系統卸壓並完全排
乾積水。

未能遵循本安裝說明可能導致死亡或嚴重的人身傷害
和財產損失。

1. 試圖拆卸任何接頭之前，確保將系統卸壓並完全排乾積水。

2. 遵循“177N 型接頭重新安裝方法說明”章節的步驟 2 – 3。檢查密
封墊圈有無任何損害或磨損。如有任何損害或磨損，用 Victaulic  
(唯特利) 供貨的相同等級的新密封墊圈更換。

 小心

 •  在安裝期間，必須採用相容的潤滑劑，以防止密封圈壓皺/撕裂。

使用不相容的潤滑劑將導致密封墊圈退化，造成連接洩漏或財產 
損失。

3. 對於177N 型接頭再安裝，請潤滑密封墊圈：僅在密封墊圈的密封唇
緣及其外表面塗上一層薄薄的 Victaulic (唯特利) 潤滑劑或矽利康潤
滑劑。使用後，密封墊圈的表面上一層薄薄的白霧狀是正常現象。

說明

177N 型接頭的重新安裝可按 
以下兩種方法進行。

 

 • 重新安裝方法 1：接頭可重新裝配到“installation-ready” 
狀態，將密封墊圈安裝到散片中，然後插入螺桿，將螺帽鎖入 
到每個螺桿上，直到露出 2 – 3 個螺紋，如上圖所示。如果選 
擇了該方法，必須先執行上面的步驟 1 – 3，然後是第 1 和 2  
頁的 5 – 7。

或

 • 重新安裝方法 2：密封墊圈和散片可裝配到管端上，方法： 
執行上面的步驟 1 – 3，然後是以下列中開始的步驟 2 – 4b。

重新安裝方法 2
1. 確保遵循“177N 型接頭重新安裝方法說明”一節中所有步驟。

 

配對部件
的端頭

墊圈中
心脚邊

2. 安裝墊圈：把對接部件的溝槽端插入墊圈，至其接觸到墊圈的中心 
脚邊。

 

3. 連接對接部件：對齊對接部件的兩溝槽端同軸。把對接部件的另一 
端插入密封墊圈，至其接觸到墊圈的中心脚邊。註：確保密封墊圈延伸
的任何部分均没有進入任一對接部件上的溝槽中。

 

4. 安裝散片：將散片包覆密封圈安裝好。確保本體嵌入在兩管道/對接
部件上均妥當咬合到溝槽中。

4a. 安裝螺桿/螺帽：安裝螺桿，用手將螺帽鎖緊在每個螺桿上。 
註：確保每個螺桿的椭圓頸部於螺桿孔中妥當就位。

4b. 鎖緊螺帽：遵循“177N 型接頭重新安裝方法說明”章節中的 
步驟 6 和 7，完成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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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扳手使用指南

 警告

 • 對於 Victaulic (唯特利) 傾角墊襯剛性接頭，兩邊交替均匀鎖緊
至螺桿座處達到金屬面與金屬面接觸，這點非常重要。

 • 接頭目測安裝步驟完成後，不要再繼續鎖緊螺帽。

未能遵循這些說明可能造成密封墊圈擠壓和接頭損壞，從而招致連
接失效、嚴重的人身傷害和財產損失。

採用電動扳手時，由於裝配速度較高，安裝人員應格外小心，通過交替
鎖緊兩邊螺帽，確保螺帽均衡上鎖，直到完成正確裝配。有關全面完整
的裝配要求，應参閱特定產品的 Victaulic (唯特利) 安裝方法說明。

電動扳手並没有為安裝者提供判斷螺帽鬆緊程度的直觀的“扳手感知 
功能”或扭矩。由於有些電動扳手能够提供高輸出功率，摸透電動扳手
的特性以避免安裝過程中損壞或弄斷螺桿或接頭螺桿咬合面，這一點非
常重要。接頭目測安裝步驟完成後，請勿再繼續鎖緊螺帽。

如果電池没電或電動扳手電力不足，必須使用新的電動扳手或新電池組
以確保實現接頭目測安裝的要求。

請用電動扳手試裝配，並用套筒扳手或扭矩扳手確定電動扳手的性能。
採用同樣的方法，在整個系統安裝中定期檢查其它螺帽。

為了安全、正確地使用電動扳手，請参閱電動扳手製造商的操作說明。
此外，請核實接頭安裝中採用的是否是適當等級的電動套筒。

 警告

鎖緊接頭五金件時未能遵守以下說明可能導致：

 • 螺桿斷裂

 • 螺桿座損壞或斷裂或接頭斷裂

 • 連接洩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