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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管道系统

无论在何处使用唯特利产品，
总能实现时间节省和盈利增加。

皆赢。

承包商

•	 	更快的安装时间实现了工时的减少，降低了面对危险的机会

•	 	采用具有知识产权的管道连接技术，满足甚至超越紧张的项目工期

•	提升作业现场安全性	—使用无焰技术连接管道

•	选择唯特利作为所有管道系统的单一供货商，有效减少风险

•	 	选择唯特利作为综合项目交付的合作伙伴，最小化工期和底线风险

业主

•	 	通过消除热工作业，减少业主责任和受伤风险

•	减少系统改造和扩建的停工时间

•	形成更加可持续的环境

•	通过更短的建筑施工工期，实现更快地盈利

工程师

•	通过目测检查接头的完整性，减少风险

•	 	支持更小空间内的管道系统移动，对各组件的压力更小

•	 	信心之选。唯特利产品经过专业的工程化设计

•	 	提供因地制宜的系统解决方案，增强设计的多功能性

victau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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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ory + hydraulic =

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沟槽端头管道连接或	
“沟槽”概念诞生于1925年。当时唯特利	
首次成功推出了机械管道接头，它使用机	
械式接头，结合沟槽管端来连接管道系统。
人们称这项发明为“胜利接头”。

现在，您在全球各地都能见到无数个使用唯特利	
沟槽机械系统的管道应用。

在沟槽概念成为更快、更易安装的代名词的时期，
并非所有沟槽产品的制造商都是相同的。

只有一个唯特利。

www.victaulic.com

原创发明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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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与振动衰减

减少整个管道系统的噪声	
和振动传输。

系统维护与扩建

在每个连接处提供活接头，
便于维护和系统扩建。

挠性

支持可预见的受控管道
热运动。

地震应力的吸收

特有效果显著的压力约束和管	
端承载能力，能抵挡地震应力	
产生的管道运动。

方便对准

沟槽接头可调整为任意	
方向，在狭窄空间安装时	
也十分方便。

您的设计受益于我们的
产品特性

victaulic

Exaggerated for clarity

如何工作？
沟槽通过冷成型或在 
管端加工沟槽而形成。

被接头本体包着的密封垫圈绕着两个沟槽管端，
接头本体的键部分咬合在沟槽上。

用套筒扳手或冲击扳手拧紧螺栓和螺母。

沟槽接头类型

•	 	挠性接头	–	允许受控的线性和角度移动，
支持管路偏转以及热膨胀和收缩。

•	 	刚性接头	–	不允许移动，类似于法兰或焊接接头。

密封垫圈

壳体

沟槽

螺栓/螺母

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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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槽式管道连接技术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唯特利与众不同之处

www.victaulic.com[ 4 ] www.victaulic.com [ 5 ]

85+周年超过85年的创新历程。

自1925年起，唯特利一直处在机械管道系统创新的前沿，
已获得了管道相关产品的1000多项专利。

®

advanced Groove System
更宽的楔形沟槽便于接头正确定位，非常便于装配，同时还具有良好的速度和
可靠性，实现承包商所需的速度和工程师所需的性能。
适合所有尺寸的两件式接头本体。实现两倍端头负载性能。	14	–	60"/350	–	
1525	mm尺寸。	获得专利

www.victaulic.com/aGS

即装式技术

特有的单装置接头设计和即装式技术允许安装人员通过简单地将接头插入管
道、管件、阀门或附件的沟槽端头，然后拧紧螺母，即可完成接头组装。比其他
连接方法最多可快10倍	。1¼	–	8"/32	–	200	mm尺寸，视接头类型而定。已获得

专利

www.victaulic.com/inStallationready

水循环平衡

唯特利提供平衡产品，帮助承包商提升作业现场的生产力，允许工程师准确控
制建筑物的温度，同时优化能效。平衡阀通过对建筑物温度的准确控制，提升
了舒适性，并减少了能源成本。

唯特利KOIL-KIT™	盘管包为作业现场提供可定制的盘管解决方案	，作为预连
接的设备，实现更快、更容易的安装。

www.victaulic.com/balancinG

技术年表

1925 唯特利引入首款沟槽式接头——“胜利接头（Victory Joint）

1930 推出AWWA尺寸球墨铸铁系统

1946 第一款现场加工型切槽机面市

1957 唯特利引入滚槽概念

1979 第一款用于连接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的机械接头

1983 引入第一款倾角衬垫刚性接头

1991 唯特利在北美首家推出小管径IPS尺寸管道挤压连接系统 

2005 推出用于大管径管道系统的先进沟槽系统

2006 推出特有专利即装式技术的接头

2011 唯特利推出用于壁厚10S不锈钢的Vic-Press™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AGS
http://www.victaulic.com/installationready
http://www.victaulic.com/bal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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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铸造厂位置	 					配送中心位置	 				特色项目位置

唯特利被指定用于全球各地严苛的项目。

在世界各地

•  全球制造和不断成长的销售网络

唯特利是一家获得 ISO 9001认证的公司

•  所有全球各地都获得了可能的最高认证等级

英国

瑞士再保险

中国

奥林匹克国家体育场

唯特利与众不同之处

您值得信赖的超过85年历史的全球解决
方案提供商。

埃及

尼罗河城市大厦

加拿大

Winspear中心

澳大利亚

尤里卡大厦

台湾

台北101

马来西亚

国油双峰塔

新加坡

滨海艺术中心

美国

威尼斯人酒店

加拿大

温哥华会议中心

美国

川普大厦

美国

牛仔体育馆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通过选定并安装唯特利系统，可为工程师、
业主和安装承包商节省时间和成本：

•	 压缩施工工期	
•	 降低总体安装成本
•	 更为安全的工作环境	
•	 缩短系统停产时间

victau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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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热和制冷系统

唯特利沟槽系统

• 	平均比焊接少45%的工时

• 	避免了昂贵的火灾监控设备，
消除了有害烟气

• 	降低30-70%的物料处理

•  减少能耗

®Quickvic®

制热

用于¾	–	60"/20	–	1525	mm尺寸制热应用的完整
产品系列。

制冷

用于¾	–	60"/20	–	1525	mm尺寸制冷应用的完
整产品系列。

产品用于：
碳钢管
镀锌管

www.victaulic.com/Hvac

应用

•	热（液体循环）加热
•	乙二醇系统
•	锅炉管道系统
•	双温度控制系统
•	水源加热泵
•	周边供热/翅片管

•	风机盘管
•	盘管加热器
•	 	带热水盘管的
变风量末端装置

•	 	被动或主动太
阳能系统

应用

•	冷却水
•	冷凝器冷凝水
•	乙二醇系统
•	冷却塔
•	盐水系统

•	特殊冷却液系统
•	中央冷水机
•	冰冻制冷机系统
•	空气处理机组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HVAC


消除铜焊或锡焊管道系统的需要，	
承包商减少现场返工风险。

唯特利还提供市场上最快的连接方法，安装速度
比铜焊、锡焊快几乎两倍，比“压合”产品快20%。

给排水系统

给排水

用于½	–	60"/15	–	1525	mm尺寸给排水应用的完
整产品系列

唯特利提供了专门为消防系统设计的各种创
新产品系列。	

victaulic victaulic

消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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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vic®

消防

用于½	–	8"/15	–	200	mm尺寸消防应用的完整
产品系列

产品系列包括

•  设备、阀门、接头、管件、挠性喷淋头管件、切孔
产品和全系列自动喷淋头

•  用于干、湿应用的完整系统解决方案

•  管道准备工具和附件

产品用于：
碳钢管

产品用于：
铜管
不锈钢管
镀锌管

www.victaulic.com/plumbinG www.victaulic.com/fp

应用

•	饮用水系统
•	雨水系统
•	屋顶排水系统
•	真空给排水系统
•	排水、废物和通风系统

firelock eZ™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plumbing
http://www.victaulic.com/fp


满足甚至超越紧张工期。

标准沟槽接头的安装速度比焊接接头快	5	倍，比法
兰接头快	3	倍。唯特利接头特有的即装式技术让安
装只有标准沟槽接头不到一半的时间。

提升安全性，减少风险。

通过选用唯特利产品并消除热作业，减少业主的潜在
责任和费用，工程师可减少设计阶段的风险。消除可
能的热作业，减少客户、住户和承包商的风险。

班次最高人力线

焊接施工峰值人力

唯特利
峰值人力

完成或提前完
成项目计划

机械施工周数

现
场
人
数

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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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aulic

创建更可持续的环境。
唯特利产品…

•	 	90%由回收材料制成，使用可靠的精益制造工艺。

•	 	便于进入系统进行不定期和定期维护，让建筑物
系统以最高效率工作。

•	 	与所安装的建筑物寿命匹配，是可回收和再使用的。

•	 	消除危险的烟气，减少能耗。

由唯特利设计，减少风险，满足最终用户
的各种需求。

•  唯特利研发弹性配方，设计垫圈/密封外形，并制造其自己的密
封垫圈。

•  唯特利所有的原型都由自己生产。

•  唯特利对其铸造厂的每一次浇注都实施了冶金测试。

•  	除了利用自身的工程经验，实施严苛的要求外，
唯特利还使用产品测试标准以及工业规格。

•  	唯特利是一家垂直整合型公司，
支持持续工艺改进和始终如一的全球制造。

•  唯特利利用最新的分析设备。

•  	唯特利值得信赖，有着将近一个世纪的产品开发
和制造历史。

只有一家管道产品制造商，他们对质量的	
承诺为之增色不少，那就是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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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victaulic.com/ScHedule

SuStainablepipinGSolutionS.com

www.victaulic.com/Safety

2" 4" 6" 8"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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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即用即装

标准沟槽

法兰

焊接

每
接
头
工
时

管道尺寸规格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schedule
http://sustainablepipingsolutions.com
http://www.victaulic.com/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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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aulic

维持地震期间管道系统运行的
完整性。

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	Bethlehem市	Lehigh大学的大
结构系统先进技术中心实时多向定位试验室进行的
测试证明，唯特利沟槽机械接头在地震环境中适于维
护管道系统运行的完整性。

抑制总振动幅度达80 – 
90%。

基于西雅图的SSA	Acoustics	LLP进行的现场测
试表明当把三个接头两两连接到振源附近，唯特
利机械管道系统将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振动隔离和
声音衰减性能。

10"6"4""3 8"

三个（3）唯特利 77 型挠性接

头提供的额外衰减百分比*

*10－100Hz频率范围的平均值

唯特利 77 型挠性接头

人造橡胶挠性“弓形”连接头

管子名义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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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管道移动，
对组件的压力更小。

唯特利接头键的尺寸比管道沟槽更窄，留下了一定	
空间，在保持加压密封垫圈密封的同时，允许接头件	
在沟槽内移动。

此外，接头本体的宽度允许隔开管端，因此留下了空间
用于受控的线性和角度移动。

机械接头仍然是自约束型接头，独有的压力反应设计提
供了良好密封，即使在偏转和管道移动时。

唯特利接头以四种方式支持热管道移动：

•  提供使用沟槽机械组件的膨胀接头

• 允许系统“自由浮动”

•  使用挠性沟槽接头的线性移动/偏转性能

•  提供使用沟槽机械组件的膨胀环

系统解决方案

www.victaulic.com/tHermal www.victaulic.com/SeiSmic

设计满足真实需求

www.victaulic.com/noiSeandvibration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thermal
http://www.victaulic.com/seismic
http://www.victaulic.com/noiseandvibration


最小化工期和底线风险。

唯特利与您的业务紧密配合，从设计到施工，确保您的项目尽可能地高效运行。

您的综合项目交付合作伙伴
victaulic

整合供应链

更安全的系统安装	实现更少的工时、
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暴露危险。

打包和标记服务最小化材料的搬运工作。

协调发运在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发送产品。

培训和继续教育机会

检查服务对系统寿命的管道安装提供了保障。

提供全部产品系列

www.victaulic.com[ 16 ]

唯特利制造车间

3D模型 虚拟装车软件

评估

多平台3D建模	（Revit、MEP等）

BIM协调包	有助于减少工时、
日历天数和意外费用。

产品规格和选用服务

价值工程，如支持系统移动、振动衰减、
系统灵活、校准容易等。

精益预制概念通过消除瓶颈，可以增加物料通过量。

•  精益制造概念被用于制造车间和现场

• 精益制造车间评估

• 唯特利制造车间

虚拟装车软件	允许“一触式”制造。专利正在申
请中。

精益施工设计到施工

http://www.victaul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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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www.victaulic.com

•	可搜索的产品与全球项目数据库
•	可下载的产品技术文件和产品手册
•	管道系统软件演示与模块
•	工程支持

victaulic

唯特利全球联络信息

美国及世界各地总部

P.O. Box 31
Easton, PA 18044-0031 USA

4901 Kesslersville Road
Easton, PA 18040 USA
 
1-800-PICK-VIC 
(+1-800-742-5842)  
(北美境内)
+1-610-559-3300 
+1-610-250-8817 (传真)
pickvic@victaulic.com

加拿大

123 Newkirk Road
Richmond Hill, ON L4C 3G5
+1-905-884-7444
+1-905-884-9774 (传真)
viccanada@victaulic.com

www.victaulic.com

欧洲 

Prijkelstraat 36
9810 Nazareth, Belgium
+32-9-381-15-00
+32-9-380-44-38 (传真)
viceuro@victaulic.be

中东地区

P.O. Box 17683
Unit XB 8
Jebel Ali Free Zone
Dubai 
United Arab Emirates
+971-4-883-88-70
+971-4-883-88-60 (传真)

亚洲 

Unit 06-10, Floor 3A 
A Mansion 291 Fumin Road 
Shanghai, China 200031 
+86-21-6170-1222
+86-21-6170-1221 (传真)
vicap@victaulic.com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7 Chambers Road
Unit 1
Altona North, Victoria
Australia 3025

1-300-PIC-VIC
(+1-300-742-842) 
(澳大利亚境内)
+61-3-9392-4000
+61-3-9392-4096 (传真)
vicaust@victaulic.com
  

中南美洲

P.O. Box 31
Easton, PA 18044-0031 USA

4901 Kesslersville Road
Easton, PA 18040 USA

+1-610-559-3300
+1-610-559-3608 (传真)
vical@victaulic.com

英国

Units B1 & B2, SG1 Industrial Park
Cockerell Close
Gunnels Wood Road
Stevenage
Hertfordshire, SG1 2NB (UK)
+44-(0)-1438-310-690
+44-(0)-1438-310-699 (传真)
viceuro@victaulic.be

http://www.victaulic.com
http://www.victauli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