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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属配管广泛地使用在各类工业建设中，举凡石化工业、钢铁工业、电子工业、船舶修

造等，处处可见其踪迹。以钢材质管线的配管最为常见，主要构材概分为直管、弯管、和阀

门类等。直管和弯管都是由固定规格(外径、管厚等)的钢管材所构成，占据配管工作的绝大部

份。直管和弯管间必须以焊接方式结合，来保证接头质量。 

  配管整体成本，除管材成本外，还包含焊接人力/机具/物料/检验等等，工序复杂，相对

的即为成本高昂、施工缓慢。如何降低配管成本、并有效提高配管成品的质量、缩短管线安

装速度、以满足快速建厂的要求，即成为下一世代配管工程的主要改进目标。本文讨论范围

大扺以石化工厂管线类为主，旁及其它各工业用管线。 

 

关键词: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快速弯管,德翰,dehan,颍璋,QHCE,elbow 

 

一、传统配管作业方式及优缺点 

  石化工厂管线为重型管线主要特色是内压力大、管壁厚度较高、材质强度较高，加上管

线内容物有其危性，故无法以牙口接管结合，必须以焊接作为结合方式。本文讨论范筹大致

上以石化工厂管线类为主，其它各工业用管线，因管内压力较小，当然更可适用。 

 

  配管工作(piping work)在工地施工时一般归类为安装工程。物料除了阀类(valve, flange)、

支撑(support)外，主要就是直管(pipe)、弯头(elbow)二大零件类，当然保温、仪表等不在此列。

随着配管的长度越长、或弯头越多，直管及弯管的消耗量就越大，焊口就越多，所需时间就

越长，检验数量也越多。 

 

1.1 配管工作的主要项次 

  在配管工作上，主要的工作项目有：材料采购、管线预制(预制场或承包商车间)、安装施

工(工地安装)三大块分项工作。 

 

材料采购 � 管线预制 � 安装施工 

 

  这三大项目都必须耗费许多的工期及成本进行。我们先排除特殊材质/管径的管线不予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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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一般可以自工程市场中常规购得的管线为例，在安装施工上，管线预制与现场安装的

期望比例大约是 6:4至 7:3之间，依个案情形而定，也可能更低。 

  管线预制工作量比例越高，表示工地现场工作量就越低，通常也表示工作就会进行的越

快、越顺利。管线预制工作是在承包商车间内施行，车间作业环境较为稳定，较不受天候干

扰，操作工具机械较多较齐全 (例如吊车、堆高车、焊机、轮切机、矫直器等等，不一一备

载)，劳务工作人员利用率和生产效率也较高，也易于指挥调度。一般而言，管线预制的质量

是高于现场安装的质量，也易于检视、检修，业主方和监造方也较喜欢管线预制。 

  如能增加管线预制量、且提升预制质量、最好再降低成本，将对配管工程产生重大变化。 

 

(1) 材料采购：先概分为直管、弯头二大类。 

  直管的堆置较为容易，也比较不会损坏。 

  弯头材料交货时，已经是加工过了(弯径、角度，包含管壁倒角研磨等)，一般不

建议堆栈置放，以免损伤，故通常需要比较大的堆置空间及仓储，在大型案件施行时，

弯头零件通常都会堆置的满坑满谷的。弯头交货顺序若不能妥善安排，也会造成后续

工作(预制或现场)的延宕。(见图 1-1) 

 

(2) 管线预制： 

  先不计入包含阀类或法兰类的预制。预制时必须动用许多的人力劳务予以量测、

切割、研磨、假固定、焊接、研磨，及后段的检测，包含有 RT/NDT、X-RAY test 等，

都是必要的工序。 

  以一组「直管+弯头」的焊接为例，除运搬/假固定/研磨等工序外，还必须以人工

进行环口焊，所需焊接时间依管径/壁厚而异，可能自 0.5 小时至数小时不等。 (注：

管线材质略定为常见的 ASTM A53/A106 等，以方便讨论) (见图 1-2) 

 

(3) 安装施工： 

  将各段的预制好的管线部品、及直管/弯头材料，运载至工地，予以现场组立安装。 

  不同于在预制场/车间内所进行的管线预制工作，管线零件可以藉由机具/人力加

以翻来覆去，在各角度充份加工，现场的管线安装组立工作常会受限于设施的位置、

角度、工作架的许可情形、天候等，而会在各个安装成品上出现很大的质量差异性。(见

图 1-3) 

  最重要的是，有时因安装点的空间局限或角度，而使焊工无法适当地施作，致使

焊接质量出现瑕痴，有时甚至无法进行检验。这除了会延迟安装工作的进行速度外，

在完工后，由于管线内容物是常时流动，特别容易在些质量不佳的焊接点处出现锈蚀，

而造成日后维修工作(岁修或临时维修)的增加，徒增成本。此外，这些缺失极为容易

促成突发性的意外事件，损伤人命及造成财物损失 (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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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传统的弯头材料 (数量多时会堆置如山) 

 

 

▲图 1-2：传统的承包商车间内管线预制 (仍大量依靠专业焊工) 
 

 

▲图 1-3：传统工地弯头配管安装时所用假固定工法(完工后焊道常有内在缺陷及残余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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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对照:传统工地破管抢修止漏(左图)与焊道旁管线母材穿孔泄漏(右图) 
 

1.2 配管工作各分项目的缺失 

  在配管工作施行上，各主要分项目仍有以下缺失可供讨论： 

 

(1)  材料采购：除阀类外，主要采购有直管、弯头二大类。 

(i)  直管与弯头要分开采购： 

  由于直管大多向盘商处下单采购，而弯头则须要向加工商处采购。多样不同

的采购，会衍生很多管理成本与困扰。 

(ii)  弯头采购取得(交期)较慢： 

  直管属于物资类材料，一般常规品在有库存时可以随时采购得到。弯头则是

加工商由直管再进行弯头加工而成，除材料采购运搬外，加工过程中除必要的处

理时间外，仍必须视加工线的生产排程而定，若急需且无库存或非常规品则有插

单需求，颇费事；弯头需求量少又规格特殊时，更是麻烦；此外有更换加工模具

组等工序。在预制或安装施工过程中，若有弯头缺少(尤其是特规品)，则会发生

待工或以他品权替的情形。 

(iii)  弯头交货须清点，堆置须空间，也须分类便于捡取： 

  弯头材料毕竟是金属，重量较重，大尺寸弯头常是人工无法轻易搬取，有时

须机具配合。弯头材料价格比较娇贵，小尺寸弯头容易为有心工人或外人携出遗

失，仓管必须注意，否则会造成后续工作(预制或现场)的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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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线预制：以在承包商车间内进行的「直管+弯头」焊接为例 

(i)  焊接工作须以人工劳务进行： 

  重型配管(恕以石化厂等级之工业配管为例讨论) 由于管线内的流动液体或

气体皆是以高压存在，管线内压力很大，无法以简单的螺牙套管进行结合，一般

都是以焊接方式结合。工业配管在正常操作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及风险存在，所

以配管焊接工作格外受到注意，焊工必须是受过特别培训的；而较重要的管线焊

接的焊工常必须是有经验的师傅级焊工才能适用，人工成本并不低廉。使用人工，

相应的，必须有劳健保、意外险、工安措施费用等必要的支出。(见图 1-2) 

  此外，遇有特殊材质的管线焊接(例如 TI 管、合金钢管…等)，还必须有特殊

培训合格的专业焊工配合，或另外委外进行，成本更高。 

(ii)  焊接工作须有焊条： 

  焊接工作除母材外，必然须有焊条的需求，焊条成本必定存在。焊条使用上，

人工领料、保温、零料耗损也必然会造成成本增高。特殊材质的焊条，成本更高。 

(iii)  焊接工作须耗时进行： 

  配管焊接耗时，一般以焊道长度及焊厚、焊层数相关，越多则耗时越高。除

非利用自动焊接机具进行，否则必和人工成本相关。而在重型配管上，皆是以人

工焊接进行，无可避免，人工成本较高，工期较长。(见图 1-5) 

 

 

▲图 1-5：传统的预制施工，必须使用大量的专业焊工 
 

(iv)  焊接工作的进行须有足够土地或空间： 

  人工焊接不可能是瞬时完成的，必须长时间进行。管件料铺地进行，承商车

间需有土地(露天进行)或车间空间(室内进行)，才能满足。若土地/空间不足，则

必须加班/轮班进行，成本增高、工期拉长、质量则会有下降。(见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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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传统预制施工，须使用大量的厂房或空地堆置 

 

(v)  焊接工作的成果必须被检验： 

  工业配管焊接是一项重要工作，除了承包商自检外，业主或上包商常须派驻

厂监工及检验人力，也必须有外包第三方检验单位进行 PT/RT 等检验程序，以防

止不当的施工质量，致日后工厂操作时衍生意外，其至重大事故，责任不轻。这

些必要程序都是会增加成本、拉长工期的。(见图 1-7) 

 

▲图 1-7：传统预制施工须使用大量的 X-RAY 检验程序 

 

(3)  安装施工：将预制部品、及直管/弯头材料，运载至工地，予以现场组立安装。 

(i)  须使用大量焊接工作： 

  大致上的工地安装都与承包商车间预制差不多，只是工作地点是在工地现而

已，当然也会因地衍生不一样的措施。工地焊接量的多寡，是与管线所需接合点

多寡成正比，接合点越少，则焊接量越少，成本就可以降低、工期就可以缩短，

当然质量就越高 (这是以车间预制质量优于工地安装为例相比)。 

(ii)  工地焊接质量会受到空间局限或角度影响： 

  毕竟工地焊接必须以人工进行，焊工进行工作时会受到工作空间、人类肢体、

焊接工具的多重限制。当角度不佳、空间拥挤时，焊工焊接的质量就必然受到影

响而降低，其完成工期必然相应拉长，成本会相应增加 (见图 1-8)。这点在船舶

船舱内施作的配管工作或维修工作，更是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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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管线焊接质量容易受制于狭窄空间、工作环境 

 

二、新式「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配管方式及优缺点 

  如上述的传统工业配管，仍有其缺失存在。新进开发出来的「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 (以

下简称”快速弯管”) 即是用来改善传统配管方式，以降低成本、缩短工期、提升质量。 

 

2.1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的作业原理及方式 

  拜现代科技的进步，现代的工业配管图件都已数字化(指 AutoCAD 制图、或其它软件制图，

如台湾常见的 PDMS/PDS 等)，具体的转出为 ISO图面也可以轻易为其它厂商协同人员所阅读。

这是展现在设计制图端的现代化，大量降低人力，且提升设计/制造图面质量。 

  但在实际的施工端，包含承包商车间预制和工地安装的实作段落上，并没有大步的进步，

仍停留在大量人力的使用上(包含专业焊工及其它辅助人力)。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的发展，就是用来改善旧式配管工作方法以节省人力及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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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的作业原理，主要是利用精密度的大型油压加工机台(见图 2-1)，

将直管材料直接冷作弯曲成特定角度的弯头，且弯头部位仍是与前后直管相连接 (可视需求

而加以裁切加工)。一段直管可被加工作业成包含数个弯头和直管的连续组成(见图 2-2)。新开

发出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机器设备有 CNC 弯管机、NC 弯管机。采专业客制化制造，可达

专营工业级配管长径弯头 R/D=1.5倍率的弯管加工技术。 

 

 

 

▲图 2-1：快速重型冷作弯管 CNC 工作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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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成品例(连续弯头) 
 

  原本这种冷作弯管是用来弯曲一些小直径的薄管，由于现代的加工机具已渐渐大型化，

也使得适用的弯管外径更大、管壁更厚。目前只表列到 5”Φ 管径，不久即可到达 10”～12”Φ

管径的适用 (见图 2-3)。产品应用于石化厂与科技产业之工业管线冷弯重型加工(碳钢管、不

锈钢管、合金钢管…等加工弯制)。钢管适用尺寸口径从 0.5”～5”Φ，以及弯管能力从 5S至 X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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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均为加工技术处理范围。 

   

 

 
▲图 2-3：快速弯管，厚度适用表 (1/2”至 5”管等级) 

 

  在快速弯管作业上，最为紧要的是部份成品在弯头段之真圆度及减薄率 (见图 2-4)。实

际冷作施作执行下的数据都不逊于采购的弯管要求。 

 

▲图 2-4：快速弯管，真圆度及减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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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弯头的制作，除了大尺寸外径的弯头有采用拼接焊(俗称虾仔管)的方式外，主要是加

热处理弯头方式(高周波加热)，也有采用冷作模具挤压的处理方式，端视管线材质及管径厚度

而定。 

  一般在管线设计方面最为顾忌的是经快速弯管的管线中的应力残余问题。其实在传统配

管工艺上，除了弯头材料在加工厂处理时即会留下残留应力外，进行直管与弯头的环口焊接

高温接合所造成的应力残留，并不会小于该应力残留；而焊接所留下的对管线管体的损伤更

大，日后运转在维护维修上所残留的问题更多，隐患更多。我们公司的快速弯管技术是采用

大型加工机具进行冷弯处理，精密度高。藉由大功率弯机、高精度且复杂的直径模、导模、

夹模、及通蕊等组件部品，在可调速的时间数字控制下，可以几近完美地弯制出无需焊接的

弯管。在数字化的控制加工下，快速弯管还可以弯出各种角度的组合，是传统弯头配管所不

能及。 (见图 2-5) 

 

  

 

▲图 2-5：快速弯管，厚管能力及多种角度示意(2”_160S_SS304) 

 

  目前一般的配管，也有采用冷作弯管的型式，但多数都是弯径 3DR 的弯管(俗称大弯)。

这是因为以前的加工机台技术上仍有不足之处，只能弯出大弯径的弯管，这会在配管空间上

形成很大的影响。 

  在石化工厂的配管上，由于技术需求及空间要求，弯头大多是弯径 1.5DR(俗称长径弯头)，

因此传统工具机台冷作弯管都不适用，只能采用弯头焊接。我们的快速弯管技术利用了最新

的大型加工机台，可以作到小弯径 1.5DR 的直接弯管，最小则可以到达弯径 1DR(俗称短径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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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皆需视材质、管尺寸而定。机台是机器，但不是万能的)，可以满足石化工厂的需求。 

 

2.2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的优点 

  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必代表旧技术的某一些已存在的缺点可以被改进、或精简化、或提

升质量。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有以下的优点： 

 

(1)  快速弯管可以节省加工时间： 

  传统工业配管「直管+弯头」接合都是使用专业焊工予以环口焊接结合，焊合时

间随管径、壁厚、管材质而异。例如以常见的 ASTM A53 的 2”Φ sch.40 管为例，一

口环焊约需要 0.5至 1.0 小时，包含专业焊工及辅助人工。另有搬运、假固定、管材

研磨修整、焊道研磨修整等时间耗费。另外，还须再加上各式检验所需时间等(依承

包要求而定)。若要使弯头两端各与直管相接合，则需花费二倍时间。(见图 2-6) 

  而在新式的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只要直管管材一上加工机台，以 ASTM A53

的 2”Φ sch.40 管为例，一个弯管(指弯头连着两端的直管) 几乎可在 10至 30秒内完

成。完成弯管加工过程，完全由程序数字控制，精准不会错位。 

  这个优点几乎就是新式的「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的所有优点缩影及代表。其

它优点，我们往下续说。 

  

图 2-6：传统配管焊接与快速冷作弯管实作情形比较(同为 4” 40s cs pipe) 

 

(2)  快速弯管可以节省传统弯头的采购，节省成本：   

  传统工业配管「弯头」必须另外采购，由于弯头较直管更贵，会增加成本。而且

弯头零件的采购交货时程，明显的会比直管采购更久。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技术直接采用既有的直管管材，进行弯管加工，可以明显

省下不少的弯头成本。而使用直管直接加工弯成弯管，也可以降低直管材料的零料耗

损，效益明显，采购交货的速度也较快。这些快速弯管的材质与直管的材质是一样的，

不会有材质错接的错误产生。使用精密机台加工，弯管不论是 90°、45°、或其它特殊

角度的弯头，都可以直接数字化精密加工，不必再将弯头予以二次裁切加工，节省成

本、缩短工期、提升质量。 

  快速弯管可以一直管管材制作成连续弯头_节省加工时间及材料。传统工业配管

固定「直管-弯头-直管-弯头」的类似搭配方式，注定了每一弯头必须有两端的环口焊

道，也注定会浪费较多的工期，也增加成本。 

  新式的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可用一直管管材在加工机台上，连续弯管成数个

「直管+弯管」型式；当然这会受限于机台大小、弯折限制及采购的直管管材长度等。

标准的工业配管，尤其是多管组成的管排，在线型上转弯多是以「先上弯，再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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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似方式进行转弯，所以路径上必须有多个连续弯头。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技术

可以制作所须的连续弯头，每一个弯管处即省下二个环口焊接，效益明显。(见图 2-7) 

 

  

▲图 2-7：快速弯管，此一连续弯管可节省 8道环焊(图左)，各式角度弯管(图右) 
 

(3)  快速弯管的连续弯头可以错开不易焊接的接点，可以提升质量： 

  传统工业配管固定「直管-弯头-直管-弯头」的零件搭配方式，在运至工地安装时，

许多工地接点可能会位在空间受限的地点，整体质量会较为不佳。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可用使用连续弯管的方式，尽力将未来工地安装时不易

焊接的地点错开，可以提升质量。也因为连续弯管的技术，降低工地安装的环焊接口

数，也使整体施工成本降低、缩短工期。这个特性尤其适用于极度狭窄空间，如船舶

船舱等不易烧焊处所。 

 

(4)  快速弯管预制工作可以 24 小时进行加工： 

  传统工业配管预制毕竟限于人类体能、家庭生活、场地照明、天候限制、劳动法

令限制，工作时间性有其限度与限制。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采用现代高科技的精密加工机台，只要供给电能，用极

少数的人力即可进行长时间的加工作业，理论上可以 24 小时作业 (当然，再好的机

器仍须休息保养)，节省工期，相应节省成本。这点在现今台湾产业界人力短缺，尤

其是在必须采用专业焊工师傅的工业配管业更是明显，快速弯管加工可以利用最精简

的人力进行预制作业，效益明显。 

 

(5)  快速弯管预制工作可完全在车间室内进行加工： 

  传统工业配管预制毕竟限于承包商的作业场所厂房有限，必须部份采用室外露天

作业(预制场)，也受部份天候影响(焊接工作易受下雨影响)，质量较易有差异。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采用高科技的精密加工机台，几乎可以完全在厂房内作

业，即使雨季仍可施作，质量稳定度高，产出质量的稳定性不致因长时间连续工作的

原因而降低。 

 

(6)  快速弯管预制成品，质量稳定： 

  传统工业配管预制毕竟使用人工操作，成品会受限于承包商的专业焊工素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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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可能会因焊工专业培训程度不同而有差异，再者，承包商可能因赶工、工人流

动、甚至工人抗争、劳资纠纷等因素，而被迫进行临时调工/派遣、生手上线当老手

用、外包/再转包作业等，而影响质量及交期。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采用现代高科技的精密加工机台，几乎成品质量可以完

全相同，这是机械生产的特性，虽尚无法达到关灯生产的最高境界，但与传统生产方

式相比，已是大大进步了，相距已是不可以里计。 

 

(7)  快速弯管预制，使用极少人力，可以更专业培训，质量稳定： 

  传统工业配管预制必须使用大量人工操作，工作人员体力负荷大、人员流动量大，

承包商必须不断的招募、训练焊工，易有质量差异。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采用现代高科技的精密加工机台，使用人力几乎降到最

低。而这种高精密加工机台必须使用经专业培训过的人员操作，因人数少，容易集中

培训。且工作处所为厂房室内工作，人员稳定、流动性较低，质量容易把关，技术更

容易积累。 

 

(8)  快速弯管预制，集中作业，于厂房内机台附近其它机具齐全，作业益更高： 

  传统工业配管是人力集中的产业，即使在车间预制，也都必须在大片土地/空间

中加以展开，虽使用机具(如吊具、堆高机等)，效益较难展开。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主要作业都集中在加工机台附近，加上就近使用其它机

具辅助，效率明显。现代车间管理都讲究尽力机器化，以降低人力、提高效能，成本

降低，这与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技术十分契合。 

  传统工业配管预制仍是必须在「直管-弯管」接点使用焊接结合，其实焊接处才

是整条管线最弱点。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直接将直管管材弯成弯管或连续弯管，不使用焊接，可

以确保成品质量。当然，这倒也不是说快速弯管加工就不必要使用焊接，而是可以使

焊接工量降到最低，提升质量。(见图 2-8) 

 

 

▲图 2-8：快速弯管，弯管内壁光滑流畅(4”_40s与 2”_80s CS PIPE)，无焊道焊缝 

 

(9)  快速弯管预制，质量更好，检验更少、更省： 

  传统工业配管的预制，使用大量焊接，成品仍是需要进行检验，以确保质量达标。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在弯头和直管接口并无焊接 (管线中的焊接处为最脆弱

的点)，无进行焊接检验之必要。快速弯管虽是机械化生产，但仍会有因人员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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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而造成不良，例如弯管折皱等，多数的检验以目视、触感即可查验。这个优点

也影响到未来工地安装时的检验，因为快速管的焊接点较少，工地安装检验的量也会

较少。 

 

(10)  快速弯管预制，可将工地安装的接点安排在直管段，而错开弯头接头： 

  传统工业配管的工地安装，大致上会将焊接口安排在「直管-弯头」的接点，以

降低环焊口量。这个环焊口其实是整修管线中最弱的接口点。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直接将直管作成弯管或连续弯管。由于原始的直管管材

有一定的长度，在弯管加工后会有剩余的直管段，可尽量利用，避免材料的浪费。其

次，「直管-直管」的接点环焊总是比「直管-弯头」的接点环焊来的轻松，质量也比较

好。但这个优点必须在设计/制造图中加以改善相辅，才能真正达到经济效益。(见图

2-9) 

 

  

▲图 2-9：冷作弯管依立体 ISO图加工(一体成型) 

 

(11)  快速弯管，在弯头处的流体流动性能较佳： 

  传统配管在「直管-弯头」处会有环口焊接，而这些环口焊接常是管线中流动的

最大阻碍点。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直管弯管间并无环口焊接，自「直管-弯管-直管」中的

管线内壁光滑无焊道，会使管线弯头中流量的阻碍降到最低，有助于业主工厂生产制

程效率。 

 

其次，快速弯管，在弯头处的维护维修量较低： 

  传统配管在「直管-弯头」处会有环口焊接，而这些环口焊接常是业主工厂日后

运转中最易锈蚀、裂缝、造成操作工安事故的点。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加工，直管弯管间并无环口焊接，不易有锈蚀、裂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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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减少操作工安事故的发生率，降低业主工厂的人员/财产/停俥之损失隐忧，也会

减少岁修支出。(见图 2-10) 

 

  

▲图 2-10：直管弯管间并无环口焊接工序(1.25”_160s_CS PIPE) 

 

(12)  快速弯管，在数字化控制下，同尺寸规格弯管可进行大量高精度复制： 

  传统配管必须一个一个由人工予以焊接给合，耗时费工，精度也差。 

  快速弯管藉由大型机台、数字控制，在相同规格下可大量进行复制，快速、且精

度高。(见图 2-11) 

 

  

▲图 2-11：快速弯管，可快速、大量、高精度复制 
 

2.3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的缺点 

  说了这么多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的优点，无法避免的，也会有些缺点。事实上，这些

都是产业投入，谈不上是缺点，而已日后都会变成运转资本。 

 

(1) 快速弯管必须耗资购置精密加工机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高科技的精密加工机台，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

即无法施行。这些精密加工机台的价格都不低，动辄几千万，生产者必须先期投入巨

资。(见图 3-1) 

 

(2) 快速弯管必须培训加工机台的专业操作人员： 

  初步是藉由加工机台厂家的专业培训，建立基本的操作能力。其次，再经由厂内

实际的操作，磨练操作人员的经验、及准确度。不可讳言，这是必须的消耗成本。但

拜高科技之赐，我们已能大量地节省操作人员的培训时间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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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扎实的操作人员除了对成品质量有保障外，也能降低残次品的比率，毕竟再

精密的机器也是要人去操作的。(见图 2-12) 

 

  

▲图 2-12：弯管良品(图左)，操作不良时会产生残次品/管壁皱褶(图右) 
 

(3) 快速弯管机台的耗材相当贵： 

  快速弯管所适用于重型工业管线而使用的大型机台，因功率较大，对机件的耗损

也大。这些耗材价格不斐，动辄数十万元，也是必要维护成本。(见图 2-13) 

 

 

▲图 2-13：快速弯管机台夹具耗品(图左)，及破损夹具(图右) 

 

(4) 快速弯管必须建立独特性的技术 KNOW-HOW： 

  身处剧烈变化的现代产业竞争，有机台、人员，也不是仅依靠厂家机台手册就可

以生存，独特的技术 KNOW-HOW才是永续经营的眉角。除了以机具、人员作入门坎

外，还需要有深厚技术以垫高竞争门坎。这段比较深，以后再来谈吧。 

 

(5) 有些特规管材，仍是须业主或上包供料： 

  由于快速弯管是属于加工的一环，财力有限，采购线也有受限，所以有些特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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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管管材(材质或管径等)，仍是须业主或上包供料，才能予以弯管加工。这个部份的

加工营运模式就像是俗称的「来料加工」。部份材质特殊管线交货期长、或必须向国外

采购者，也不适宜。 

 

(6) 有些特规管材，无法被快速弯管加工： 

  快速弯管是使用大型机台加工，但机台能量及适配模具毕竟有其限度，无法提供

全面性的弯管加工。例如： 

(A) 目前最大加工管线尺寸是 5”～6”Φ，超过了，就只能用传统的弯头环焊方式了。我

们正朝向 10”～12”Φ 弯管加工机台的开发，未来会逐步克服；但明显地不会全面提供

所有管径加工，毕竟市场会说话决定。 

(B) 部份的特厚管，也无法弯管加工。 

(C) 部份材质特殊管线，也无法弯管加工。 

 

(7) 快速弯管，也受限于管材长度： 

  直管管材一般有其长度限度(例如：6米)，意思是在弯管加工后，直管+弯管的总

长也不是可以无限延伸的，仍必须有环焊接合的必要性。优良的制造设计是将管长充

份利用完毕，尽量不浪费。(见图 2-14) 

 

 

▲图 2-14：使用于液化石油气 LPG系统 4”_40S_CS PIPE 冷作弯管配管 

(上图为管线 Tie-in旧管处，下图为地下管管线修改为地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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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 

  其实一般型的冷作弯管技术早已存在多年，一般都是小尺寸管径、薄管壁的冷作弯管，

广泛应用于各产业。例如：土木建筑行业的栏杆弯管(常见为不锈钢管、1.25”至 3”Φ居多)、

电子业的排热弯管(如电子部品排热铜管，约 1/16”、1/8”Φ 不等)、汽机车的排热管等，可见冷

作弯管已是一项可靠的技术。 

 

  拜数字科技进步之赐，及先进的高精密加工机台之助，德翰公司发展出来的快速重型冷

作弯管技术，将前述技术更进一步提升至更大管径 (目前为 5”～6”Φ 机台，10”～12”Φ 管径

的机台已开发完成)，应用面则以管内压大的工业用管为主，尤其是石化业管线。(见图 3-1) 

  石化业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工业建设，有一定的风险存在，产品广泛应用在各

个相关行业。现在新发展出来的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在管线工程上，确实能够降低成本、

缩短工期、提升质量、减少检验，甚至可以降低运转后的维修维护频率和费用、及岁修费用。 

 

  时代不断前进，环境也不断改变。业主需求更是不断提高，价格不断的削减，工期不断

的被压缩，工作安全不断的被要求提高。传统配管工程却必须使用大量人工、大量零件、大

量时间制作，渐渐赶不上时代了。近年来台湾社会的劳动法令也有了化，一例一休或许未来

又有可能变形成另一种更严峻的情势，产业更应该体认到未来的挑战；而科技日新月异，带

来了数字化、精密化、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与新的商业模式。 

 

  「快速重型冷作弯管」技术正足以满足当前的时代需求。 

 

 

▲图 3-1：冷作弯管 CNC 加工机台(前后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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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服务领域：  

【专业技术服务项目】:提供冷弯弯管加工领域范围 

1. 建厂项目配管工程承包施工。 

2. 立体图面指定弯管弯制代工。 

3. 提供非焊接型弯管弯头管件。 

4. 其它附加价值。 

 

【冷弯弯管技术优势】:业主端成本降低与管线质量提升 

1. 无须花费采购弯头的购买物料直接成本。…(cost down) 

2. 节省对于弯头焊道非破坏检测施工费用。…(cost down) 

3. 降低现场动火程序相关人事物综合成本。…(cost down) 

4. 减少管线与弯头材质误用之虞虑。…(材料质量控制) 

5. 省略弯头焊接热应力影响。…(减少焊接热应力数量) 

6. 减少弯头处全渗透焊道对于流体扰动阻挡！…(无管内焊道抗阻) 

7. 使用于高速流体低阻力流体物质。…(输送更加顺畅) 

 

    我们秉持着『专业技术、服务至上、质量导向』朝着永续经营的理念迈进。 

人才与经验是工程的支柱，我们累积了四十余年的丰富配管经验及工程实绩，所有人员均经

过专业之培训。藉由不断的学习以及经验上的累积，提供您最专业、最完善及最有效率的服

务质量，祈盼各界好友的支持及指教。 

 

技术洽询： 

公司：颍璋工程兴业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林园区文贤南路 226巷 3-1号 

电话：(+886) 07 - 642 2576 / (+886) 0932-792-307 余韦庆/总经理 

传真：(+886) 07 - 643 6184 

e-mail：a89302767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