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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漏风治理的意义



1.1 节能  增产
n 烧结过程中系统的负压必将导致料面缝隙及台车侧壁间发生一定程度

上的漏风，使空气由密封性较差的位置进入烧结系统，同时降低了烧
结系统的工作负压及烧结台车单位面积的有效风量，从而降低烧结矿
产量、质量。

n 风机所消耗的电量占烧结过程总电量的70%以上，较高的漏风率将大
幅度降低风机的有效功率，大量漏风不仅影响电耗，还影响烧结过程
能量的有效利用，并降低了生产效率，最终增加了烧结生产能耗及烧
结矿的生产成本。经验数据告诉我们，每平方米烧结机漏风率降低
1%，其每年直接经济效益在4000～5000元左右。国外一些烧结厂的
实践证明：漏风率每减少10%，增产6%，节电2kW·h/t，降燃耗
l.0kg/t，成品率提高1.5%～2.0%。

n 因此，降低漏风率是烧结生产过程增产降耗，增加经济效益的最直接、
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目前，如何有效降低烧结生产过程漏风率已成为
钢铁企业的工作重心之一，准确判断烧结机漏风率较高区域，及时采
取措施对漏风区域进行修复，能够在增加烧结产量的同时提高烧结矿
质量，也是我国钢铁企业绿色生产的发展方向。



1.2 超低排放基准含氧量16%
n 《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8662-2012）规定的基准含氧量为16%，
自2017年10月1日起执行。烧结和球团实烧烟气
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换算为16%条件下的
排放浓度，并以此作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

n 正常情况下，钢铁企业烧结烟气含氧量为16%左
右，但有的企业达到18%～19%，同一实测浓度
折合成相同基准含氧量条件下，折算浓度相差1
倍左右。 





1.3清洁生产评价



2、烧结机漏风现状及原因分析



2.1 烧结机漏风现状 
n 我国烧结机有效面积大小差异巨大，最大有
效烧结面积为660㎡，而国内最小的仅为28㎡，
烧结机装备的差异对烧结过程系统漏风率有
一定影响。

n 当前国际先进的烧结系统可将漏风率控制在
30%以下，宝钢3#机漏风率约在35%，宝钢湛
江烧结机本体漏风率为17.59%。

n 而国内大多钢铁企业烧结机漏风率仍在45%以
上，甚至一些企业的烧结机达到65%。 



2.2 烧结机漏风区域 

           从图可知，烧结本体部分漏风占烧结系统漏风的60%以上，因此
烧结机本体部位是烧结生产过程中产生漏风的重点部位，针对该部
位进行实施监控并采取治理措施可以有效降低烧结系统的总漏风率。

图1 宝钢原3# 烧结机抽风系统各漏风段的漏风比率



2.3影响漏风率的因素分析 
（1）机头机尾密封装置的漏风。这部分漏风主要由
于台车塌腰、腐蚀冲刷、疲劳作业等。

（2）台车体漏风。是关键漏风部位，有台车拦板变
形、裂纹、箅条与销子配合不紧密。这些漏风影
响很大，处理也极其困难。

（3）台车与风箱滑道之间的漏风。是重点漏风部位，
实际漏风率跟烧结机长宽比例有关，一般呈正比
关系。

 （4）风机与烧结风箱之间的漏风。风箱与大烟道
内壁受到高负压气流的冲刷和酸性烟气腐蚀损坏
较快，易产生孔洞，漏风率因厂而异。



2.4 漏风率测定的方法 
n 烧结系统漏风率的测定，早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鞍钢和武钢

使用过两种方法，即废气成分换算法和密封法。到了七十
年代，国外有报道用风速仪直接测定烧结机料面风速和直
接测定烧结台车与风箱间有害漏风的装置，称之为“料面
风速法”和“局部漏风法”。

n 按测漏风的概念来归纳可分为两类：①直接测定法，即直
接测定漏风量或漏风部位前后风量，如密封法，料面风速
法、边缘漏风法等；②间接测定法，如废气成分换算法，
它可以换算出漏风率，为了计算漏风量，仍需测定漏风部
位前或后任一处通过的风量。 



烟气分析法

图2 烟气分析法测定漏风率的装置
1-台车；2-风箱；3-炉箅处烟气取样管；4-风箱弯管处
烟气取样管；5-真空泵；6-装气球胎；7-干式除尘装置



取样管位置分析 
n ①将取样管放在台车的箅条上，将箅条的销钉拔去即可安放取样管。但是，

取样管距离料层太近（无铺底料时，实际上是置于料层之中），气流容易短
路，易使废气样无代表性，易产生“废样”，需要重取，此外，取样管容易
烧坏。②将取样管放在台车箅条下（图3）废气完全通过料层并穿过箅条，废
气样的代表性和可比性较高。但测定前需在台车一侧钻孔。建议新设计或新
增台车，应留有测量孔。③取样管固定在风箱上并向上弯至箅条之下（图4）。

n 为了使漏风率的测定方法规范化，建议采用第二种方法。 
 

图3   取样管置于箅条下 图4 取样管固定在风箱上



2.5漏风率对产量及经济效益分析
n 众所周知，风

在烧结生产中
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以致
在操作方针中
有“以风为纲”
或“以风保产”
的字样，甚至
在科教书中也
写明：“垂直
烧结速度和产
量与通过料层
的风量近似成
正比关系”。 



3、动态漏风和静点漏风



3.1 烧结机漏风部位

n根据烧结机结构特点、运动特性、力学特
性发现，烧结机存在间隙的部位即烧结机
漏风的部位，主要有台车与台车之间的漏
风、台车与风箱结合面侧部的漏风、台车
与风箱结合面端部(头、尾部)的漏风、联接
风箱与大烟道的风箱支管漏风、大烟道灰
箱排灰时的漏风等，这些部位的漏风可根
据特性分为动态漏风和静点漏风。



3.2 动态漏风和静点漏风区别

n 漏风部位处于运动状态的，称为动态漏风，如台车与台车
间、台车与风箱滑板间、台车与风箱头尾端部等，因台车
在不停地运转，并且温度高、变化大、环境差，导致解决
动态密封是个疑难问题。由于动态漏风在整个系统漏风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很受重视，现今柔性端部密封、负压
吸附式端部密封、石墨自润滑机械侧密封等一批先进技术
的投入使用，大大地降低了动态漏风，但是往往忽略了静
点漏风。

n 静点漏风指风箱至风机前的各部位连接处和孔洞的漏风。
由于负压、腐蚀、磨损等原因，出现裂纹、孔洞而漏风，
主要有台车箅条销孔、风箱、大烟道、连接法兰、弯头、
热膨胀节、电除尘箱体、积灰斗、卸灰阀、人孔检查口等，
这些静漏风点虽然小，如果长期不被重视和忽略治理，将
增加漏风率，甚至造成停产。



4 头尾密封形式及优缺点 



4.1弹簧压板密封 
n 弹簧压板式密封是早期烧

结机头尾密封装置的一种，
主要靠弹簧力将密封板支
撑起来上下活动，与台车
工作面紧密接触，达到密
封效果。但因弹簧反复受
冲击作用和高温影响，容
易失去弹力和频繁工作断
裂，造成密封板下沉，使
密封效果变差，现在基本
被淘汰。

图5 烧结机头尾弹簧压板式
密封示意图

1-密封压板；2-弹簧。



4.2德国鲁奇双杠杆式密封 
n 具有灵敏度高、调整方便等优点，

技术核心是杠杆原理，通过配重调
整密封板工作面，使密封板上下活
动与台车工作面紧密接触，达到密
封效果。缺点：

n （1）密封板工作面与两个三角支
撑点、与密封槽体是刚性接触，安
装有一定的间隙，在高负压状态下
运行，受烧结颗粒及粉尘的冲刷，
3～6个月后，两条支撑点磨损成锯
齿状，随着设备运行时间的增加，
两条支撑点的磨损情况加剧，同时
产生严重的漏风。

n （2）配重是“密封”在箱体内，
与高负压的风箱相连接，烧结颗粒
及粉尘在高负压的作用下产生旋流
区，安装2～3个月后，因配重的磨
损，密封板的重量大于配重的重量，
密封板工作面产生下移，同时产生
严重漏风。

图7 双杠杆式（德国鲁奇）烧结机
密封示意图



4.3四连杆重锤式密封 
n 铰接四连杆密封是为宝

钢一期引进的结构，主
要通过杠杆力的作用，
与双杠杆密封原理基本
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内
部结构不同。

n 四连杆的最大弊端，有
拐点的存在，配重磨损
后，工作面下移，使四
连杆进入拐点以下；另
一种现象是，台车在运
行过程中，通过烧结矿
颗粒与密封板的作用力
大于配重的重量，造成
密封板工作面下移，使
密封板工作面进入四连
杆拐点以下，从而形成
严重漏风。 

图6 重锤连杆式机头机尾密封装置
1-台车；2-密封板；3-风箱；4-挠性石棉密封板；

5-重锤；



4.4新特全金属柔磁性密封 

n 密封本体由本体底
座，侧面C或S型
密封板簧、内部弹
性支撑系统，高能
磁性物质、水冷却
系统，密封上面板
等部分组成 。

图8 全金属柔磁性密封原理图



4.5蓬达橡胶柔性动态密封 
n 鞍山蓬达烧结机端部柔性动密封装置，采用耐高温、弹性

模量适中的动密封装置，同时在烧结机运行方向（纵向）、
横向、垂直方向作了周密的安排，杜绝了烧结机断部三维
空间的漏风。纵向主要采取迷宫式密封板与板之间工作间
隙产生的漏风。

图9 头尾柔性动密封装置示意图



4.6鸿泰摇摆涡流式柔性密封 
n 原理（1）摇摆：浮动板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任意角度任意方向的倾斜摆动，从而实现了

与台车底梁之间始终保持紧密贴合的状态。
n （2）涡流：在浮动板上表面延台车运行的垂直方向开有两道阻尼槽，可以降低当台车

底梁有沟槽或局部出现变形漏风时，风会吹到槽的对面形成涡流，可以降低风的通过
量。    

n （3）柔性：当台车底梁出现挠度（塌腰）变形时，浮动板可以随着台车底梁的塌腰变
形而形成相同挠度的形变，从而确保了与台车底梁之间的紧密接触。

图10 摇摆涡流式柔性密封装置原理图和实物图



4.7负压吸附式端部密封 
n 燕山大学白明华教授、中冶长天专利技术；
n 巧妙地利用烧结机供风系统的负压，迫使风箱密封板与烧结机台车底

板贴合，以负压作为密封动力，负压越大，贴合越严，密封效果越好，
从而克服了负压越大漏风越多的问题。 

图11  负压吸附式端部密封原理图



5 烧结机侧密封结构及优缺点

n 烧结机台车和风箱滑道之间的漏风是烧结机漏风
的主要部位之一，占总漏风率的30%以上，而且
漏风率会随着烧结机长宽比例的增大而增大。

n 传统密封中，台车与风箱滑道的密封多以采用弹
簧密封装置和润滑脂密封装置。这些密封装置在
投产初期一般都会取得较好的密封效果。但时间
一长，就会由于各种不同原因的磨损、热变形或
者弹簧弹性失效致使密封性能的下降。



5.1 弹簧密封 
n 按照安装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弹簧安装于风箱上和弹簧安装于台车

上两种，后者的结构比较简单，维修也比较方便，被更广泛的采用。
但是烧结机如果没有尾部摆动装置，一般会采用前者。

        a-弹簧安装在风箱上                           b-弹簧安装在台车上

图12   弹簧密封
1-台车；2-密封板；3-弹簧；4-游动板；5-滑槽；6-风箱；

7-销轴；8-Π型匣体；9-滑板；10-调节螺钉



5.2 双板簧密封
n 钢铁研究总院与北京京都机械厂合作开发的烧结机台车双板簧密封滑道成功地消除了

滑道游板与滑道盖之间的漏风，图13。
n 中冶长天应用在宝钢湛江新型滑道密封技术利用板弹簧的弹性部件直接作用在滑板上，

使滑板受力均匀，消除其在滑板和游板槽之间的间隙，从而解决台车与风箱结合面侧
部的漏风，其技术原理如图14所示。该密封装置密封效果好，运行可靠。。 

图13 双板簧台车滑道断面
示意图

图14  新型滑道密封技术
原理图



5.3 柔性橡胶动密封装置 
n 鞍山蓬达烧结机台车滑道柔性动密封装置的设计主要采取在原台车弹

簧密封的Π型匣中加装耐高温橡胶板，实现了烧结机滑道柔性动密封。 

图15  台车滑道柔性动密封装置示意图



5.4 柔性差压侧密封 
n 宝鸡晋旺达柔性差压侧密封装置是由安装在台车底部U 型

槽内的柔性密封板和风箱挡板外侧及 U 型槽正下方横梁
上的水冷滑道构成。通过系统的负压吸合，使柔性密封板
紧贴在水冷滑道上来达到密封的效果。 

 图16  陕西晋旺达压差柔性侧密封装置



5.5 非刚性无油润滑密封 
n 分为金属上滑道密封和非金属下滑道密封两部分，下滑道由安装板、

复合密封板组成；上滑道为不锈钢异形结构件，安装于台车底部两侧。
密封板为具有耐磨、耐高温性能的非金属复合高分子材料复合体，下
滑道安装板固定于滑道支撑梁。 

图17 原弹簧滑道密封装
置示意

图 18 烧结机的非刚性无油
润滑密封装置



5.6石墨自润滑侧密封
n （1）主要特点是台车密封的上滑板和滑道的下滑板均安装在带有弹簧、板簧的盒体中，设

备运行时相互补偿，密封效果良好，使用寿命长，节省润滑油。
n （2）台车上滑板采用石墨自润滑机械式密封，同时采用弹簧、插板簧双层柔性密封设计，

内部弹性系统采用耐高温 650℃进口弹簧，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柔性效果
提高数倍。

n （3）轨道下滑板采用耐热钢调质处理并镶嵌自润滑石墨，安装在“J”型特制耐磨钢盒体中，
相邻的滑板采用子母口对接形式，要求下滑板安装后，上表面在同一平面上，接口平滑无
台阶，杜绝卡死推掉下滑板现象发生。

图19 兰荣石墨自润滑机械式下密封 图20 现场安装效果图



5.7石墨滑道密封安装现场
n 石墨自润滑侧密封装置自2015年投放市场以来，现已经

安装在吉林建龙360m2、河北普阳300m2、河北裕华
300m2、鞍钢360m2等150多台烧结机。河北新钢2台烧
结机安装此密封后，与原密封相比节约润滑油脂三分之一，
提产13.8%，漏风率下降19.2%。



6 静点漏风的治理



6.1 箅条销孔静漏风不可忽视

n烧结机台车虽然处于运动状态，但台车箅
条销孔也属于一个关键的静漏风点。每节
台车压篦条的销子孔有6个，为提高箅条安
装与拆卸的便捷性，设计的箅条销孔尺寸
通常比箅条销子略大3mm左右，从而在销
孔处形成缝隙而造成漏风。此外，若销孔
在频繁机械力与热应力作用下开裂或箅条
销子脱落，则将进一步加剧该处的漏风。



6.2销孔漏风治理技术

          使用密封型烧结机台车箅条
销子。销子杆外径与台车上的销
子孔内径是配合的，消除了该处
的漏风。销子杆后部作成圆锥形，
安装时该锥体露在外面，既满足
了箅条销子的快速拆装要求，又
满足了箅条销子孔与箅条销子杆
之间的密封。

图22 密封型台车箅条销
示意图



6.3 烧结机风箱静点漏风分析

         烧结机风箱系统（见图23）主要包括风
箱、支管、降尘管（也称大烟道）、积灰
斗、卸灰阀等，相互之间通过采取焊接、
法兰连接、阀门连接、软连接等方式，结
构非常复杂，由于在高风温、高负压、高
腐蚀、高流量、高流速等环境中，容易出
现开裂、孔洞、变形、腐烂、堵塞等情况，
致使漏风率增加。



图23 宝钢烧结机风箱系统结构图
1-纵向梁；2-风箱；3-风箱支管闸门；4-连接法兰；

5-伸缩管（膨胀节）；6-风管支管（弯管）；7-脱硫系统降
尘管；8-灰斗；9-双层卸灰阀；10-非脱硫系统降尘管；11-

骨架；12-支管闸门开闭机构；13-支撑管



风箱的漏风主要部位（1）
n （1）风箱锥管部位漏风。风箱锥管部位（简称风箱）采

用的是钢板焊接，风箱及弯管处采用法兰连接。风箱内采
用双层钢板焊接起耐磨作用。风箱内壁在高负压气流的冲
刷和酸性气体腐蚀下损坏较快，长时间的使用后部分风箱
和管道会出现开裂、穿孔现象，导致漏风，需经常在计划
检修时进行焊补处理。

n （2）连接法兰漏风。法兰上面加工出槽型加石棉绳或采
用了石棉橡胶板材质垫片，再用螺栓联接。连接法兰漏风
主要是种情况：①法兰密封不严或抽空损坏；②法兰螺栓
孔对位不齐，割的螺栓孔孔洞过大造成漏风；③螺栓直径
明显小于螺孔直径；④密封材料经历频繁的高低温变化后，
弹性变差，致使法兰联接处的石棉绳或石棉垫片在大负压
下较早损坏被吸走，从而使漏风率升高。

n （3）弯头部分漏风。弯头部位大多因受物料冲刷加酸腐
蚀造成漏风，主要以冲刷为主。



风箱的漏风主要部位（2）
n （4）热膨胀节漏风。热膨胀节的漏风原因是由于热膨胀

节一般属于软连接，里面有波纹，有软质材料，较易产生
物料堆积、吸湿，易发生二氧化硫沉积而产生腐蚀通洞；
二是为了确保收缩率，选用材料一般为软质或厚度较薄，
抽风时在负压的作用下较易产生孔洞。

n （5）热膨胀节附近管道漏风。热膨胀节附近的管道较易
出现孔洞漏风的原因主要是二氧化硫在附近沉积形成的酸
腐蚀。

n （6）卸灰阀漏风。双层卸灰阀筒体内径较小，耐磨材料
薄，被物料磨损后会出现孔洞，并且孔洞会在短时间内迅
速增大，造成严重漏风。另外，双层卸灰阀插板在正常生
产的时候受物料挤压，经常磨漏，在放灰时形成较严重的
漏风。双层卸灰阀与烟道相连，内部形成负压，磨损出的
孔洞平时很难用电焊作业封堵，只能采取临时措施，封堵
效果不好。



6.4 风箱系统漏风的治理 
n （1）风箱、弯管、大烟道和积灰斗涂抹耐磨材料；
厚约20mm，在自然环境下固结。此内衬具有耐高
温（400～1200℃）、抗冲刷、抗腐蚀的特点，使
用寿命3～5年，减少了维修量和维修费用。

n （2）风箱支管阀门处容易卡堵箅条、隔热垫等杂
物，造成通风不畅。同时销轴、法兰连接处也易
漏风。建议取消除点火器下风箱（即1#、2#、3#）
以外所有风箱的调节阀，用主抽风机前的调风阀
门或电机变频器来控制烧结机的启动和调节整个
烧结机的风量。



上海铭伦生产的“丹斯特耐磨涂抹材料”
直接涂抹内衬 现场



n （3）大烟道保温和伸缩节改
造。通过岩棉保温材料外包镀
锌铁皮的方式增强大烟道的保
温性能，防止烟气温度过低，
水蒸气凝结，形成酸雾，缓解
烟气对烟道的腐蚀，有效减少
风箱的破损机率，提高风箱使
用寿命，减少风箱磨损漏风。

n （4）连接法兰漏风的治理。
针对风箱法兰漏风严重的部位，
采取两种解决办法。对补偿器
法兰，在日常点巡检中每发现
一处就用石棉盘根蘸玻璃水或
油漆封堵；而对于其它不经常
拆卸的法兰，则予以取消，采
用内部焊接或外部灌浆等方式
将法兰全部封严，逐步减少或
杜绝风箱法兰漏风。

n 对风箱法兰口、管道连接处等
部位的密封垫片材质采用金属
增强型石墨垫片替代普通石棉
橡胶板。 

图25 大烟道伸缩节改造前后
示意图



n （5）双层卸灰阀漏风的治理或技改
n 双层卸灰阀由于工作条件差，导致使用寿命

短，漏风较严重。检修时对卸灰阀本体损坏
严重的进行了整体更换，对其它密封不严的
卸灰阀进行密封胶圈和阀芯等易损件更换。
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下面介绍几个
先进经验：

n 首先，将原筒体内径300mm的双层阀改为筒
体内径为500mm的双层阀，并在筒体内壁增
加耐磨层，起到了保护作用，增加了其耐磨
性，延长了双层阀使用寿命，避免了双层阀
漏风。

n 其次，将双层阀插板与阀体由原先的整体式
改为分体式。整体式双层阀如需要更换阀体，
则主抽风机必须停机，这样会导致烧结停机。
改整体为分体式后，只要将插板关闭就可随
时对双层阀进行更换，大大提高了日常检修
的灵活性。同时也减小了烧结机漏风率。

n 采用新型气动双层卸灰阀（见图27），减少
了大烟道卸灰口的密封问题，其上下阀芯通
过气缸作用交替进行排灰，一方面可将风管
中的积灰排出，另外一方面不使风管内部与
大气短路，引起漏风。大烟道的卸灰点多，
采用气动双层卸灰阀后可大大提高大烟道的
密封性。

图27 气动双层卸灰阀结构
示意图



n （6）膨胀节漏风的治
理。膨胀节漏风表现
在波纹管及补偿器内
胆管损坏，导致漏风。
内胆应选用不锈钢或
碳钢加内耐磨喷涂料
层。采用进口不诱钢
板，须根据烟气中的
含硫量选用适应的不
锈钢材质，烟气中的
含硫量越高，进口不
锈钢板村质越好。

n （7）改变卸灰阀放料
方式减少漏风，见图
26。 

图26  卸灰阀以料堵漏原理



6.5 电除尘漏风原因分析 

n ①原料结构复杂，烟气中酸性物含量较高，含硫
烟气因结露对电除尘壳体产生腐蚀而漏风；

n ②壳体结构缺陷产生漏风，在烟气负压和腐蚀作
用下，易使壳体钢板焊缝撕裂，从而导致大量漏
风；

n ③粉尘的长期磨损而产生漏风，烟气中的粉尘长
期与壳体壁板摩擦，使壁板越来越薄，尤其是焊
缝经粉尘冲刷更容易磨穿而漏风。



6.6 电除尘漏风的治理 
n （1）针对电除尘的漏风一般在中修期间，对电场进行了

全面清理，将两侧墙板内侧彻底除垢，并对其表面整体进
行修整找平，对焊缝修整后逐一加焊。对于腐蚀严重的壁
板，进行了整体更换。除尘器壳体焊缝处加焊适当宽度钢
板，增加焊缝的抗破坏能力。

n （2）除尘器本体与灰斗接口处较易漏风，改为加铁板倾
斜焊接。

n （3）阳极板框架与灰斗连接螺丝紧固处漏风，改为螺丝
与灰斗焊接为一个整体。

n （4）除尘器入口膨胀节法兰接口处石棉密封，改为浸油
盘根密封。

n （5）人孔门、检修孔密封由橡胶密封改为浸油盘根密封。



6.7 管理措施 
n 降低风箱系统漏风除了采用先进的技术外，还要从设备的日常检查、

维护保养等几个方面入手。
n （1）提高点检定修质量，加强对风箱法兰、非金属波纹补偿器、风

箱变径管的点巡检，分析漏风点产生漏风后与正常时在声音、振动、
外观等方面的细微差别，及时发现问题。对发现的漏风点尽快处理，
避免通洞变大，漏风加剧。

n （2）建立漏风跟踪治理台账，对风箱不同部位及非金属波纹补偿器、
变径管等做出使用寿命分析，找出规律，提前做出检修计划利用检修
时间更换。

n （3）针对风箱法兰漏风严重的问题，采取两种解决办法。对补偿器
法兰，在日常点巡检中每发现一处就用石棉盘根蘸油漆或玻璃水封堵；
而对于其它不经常拆卸的法兰，则予以取消，采用内部焊接或外部灌
浆等方式将法兰全部封严，逐步减少或杜绝风箱法兰漏风。

n （4）将风箱分包到人，安排专人进行仔细排查，并采取“临时+系统”
的治理方式，即当天发现的漏风点立即安排维修人员临时焊补处理，
并且每月计划检修时有计划的安排对风箱进行系统完整的更换维修。 



7  结 论



n（1）降低漏风率是烧结生产过程增产降耗，
增加经济效益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之
一。

n（2）必须采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

n（3）静点漏风虽然占比不算太高，但其发
现和处理都相对比较容易，要值得关注。

n（4）建立健全点检、保养、维护机制，及
时发现、尽快处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