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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行业



软木是栓皮栎（学名Quercus Suber L.)的树皮，它包
裹着树干和树枝，是100%的天然植物组织。

显微镜下它由蜂窝状结构的细胞组成，细胞内部充满气
体，表层覆盖着软木脂和木质素。每立方厘米体积约包
含4千万个这样的细胞。

由于其蜂窝状的结构，软木亦有“天然泡沫”之称。封
闭的细胞结构使它具有轻质、气密性和防水性。并具有
耐酸、耐燃料和耐油的特性，且不会腐烂。

软木是由专业人士剥皮，剥皮过程不会损害树木并且树
木可持续生长出另一层软木，在合适时再次剥皮。一棵
软木树平均寿命200年，可被剥皮约17次。所以说软木
不仅是一种天然材料，而且还可再生和可循环使用。

软木，一种神奇的原材料

弹性和压缩性能

减振隔声性能

耐化学性能

振动缓冲性能

柔软，易于加工、安装

液体不渗透性能

耐火和耐高温性能

耐久性能

软木细胞显微镜下结
构



循环经济是创新的核心 在我们I.Cork创新研发中心，产品实现了性能和可持续性
之间的完美匹配。 新型、创新、高性能的循环经济产品不
断出现。

以软木为核心并混合了其它材料，这些材料来自其它行业
的废料（工业共生），我们通过研发新产品，赋予材料新的
生命，同时也保护了地球环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在软木方面的专业知识使我们能够
研发新型和高科技的配方，将软木与其它材料混合在一
起，充分利用软木的特性。

工业共生 天然

因此，我们一起，减少浪
费，给产品带来新的生
命，并保护地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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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 趋势

混合
软木+其它行业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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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软木在产品中不是那么明显可见时“, CORK INSIDE”的产品标示保证产品的配方中含有软木，软木是100%的天
然和可回收材料，且具有独特的技术性能。“CORK INSIDE”的产品混合了软木和其它材料，并经过ACC的创新工程
团队开发和严格测试。“CORK INSIDE”的产品可满足严格的要求，并保证应用所需的高性能。



输变电行业

应用

T&D材料不含有：
· 石棉
· 重金属 (Pb, Cd, Hg, Cr(vi))
· 多环芳香烃、多环芳烃(PAHs)

芯固定夹解耦

AMORIM软木复合材料公司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在为变
压器行业制造材料和密封垫。

AMORIM T&D 是为输变电行业专门设计和测试的产品品
牌, 提供出色的密封和减振降噪解决方案。

T&D 系列材料在变压器、电抗器、套管和其它
部分组件上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产品出色的性能，
已得到世界的认可。

电力设备结构往往承受着恶劣的工作条件，
设备因此需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软木复
合材料延长了发电厂和配电网的设备寿命。

密封垫

密封垫
套管电容芯子

缓冲保护
油枕密封垫

箱壁阻尼结构

外部减振垫 &
紧固件隔离

内部器身减振垫



主要优势
延长寿命
具有为多个行业和应用设计密封垫的经验，我们的材料
已证明在该领域的长期的性能。软木复合材料延长了发
电厂和配电网的设备寿命。

耐化学性能
与所有的变压器油兼容，如矿物油、硅油、脂油。

耐热性能
产品具有较宽的温度范围，可推荐用于极端工作环境。

定制解决方案
密封材料可提供卷材和片材，厚度范围1~12mm;卷材宽
度1000mm以上；背胶粘结胶可选，装配快速。

一 致性
对法兰面光洁度要求不高，最大范围的补偿法兰面不平
整，装配压缩后可确保良好的一致性，即使法兰中有表
面缺陷（变形、油漆缺陷等）。

AMORIM密封材料的设计满足应用需求，同时为我们的
客户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成本效益高的产品选择。

我们的密封材料是由软木与橡胶混合而成的，专注于平
面的密封。

密封

弹性和压缩性能

耐化学性能

耐火和耐高温性能



主要优势
延长寿命
拥有其它多个行业设计及应用经验，变压器减振降噪解决
方案早已被世界各地主要的油变、电抗器和干变厂家验证，
并具有长期高性能。

专业的方案
AMORIM减振降噪包括各种解决方案，例如：内部器身减振
垫、外部减振垫、芯固定夹解耦、箱壁阻尼结构、紧固件隔
离。

技术支持
我们专业的工程团队及专家对变压器、电抗器、套管及其它
组件在技术和应用方面提供帮助和建议，确保最佳的解决
方案。

耐化学性能
与所有的变压器油兼容，如矿物油、硅油、脂油。

减振降噪
保证噪声降低，机器或设备寿命更长，维护周期更长，
不会传输到周围环境。

定制解决方案
可提供板材或所需的厚度材料。

方案 降噪值

内部器身减振垫 1dB–2dB 3dB–5dB 6dB–8dB 9dB–10dB

芯固定夹解耦

箱壁阻尼结构

外部减振垫

降噪的累积效果
根据T&D材料应用经验，为处理“噪声”设备而开发的优先4步系统方法。通过 使用这些解决方案，可以获得多少降噪值？

噪声 & 振动控制
隔振的目的是控制不必要的振动，使其不利影响保持在
可接受的范围内。

隔振&阻尼降噪可通过降低磁致伸缩和磁激励力和避免
共振频率来实现，使用阻尼和隔离解决方案。AMORIM软
木复合减振材料具有优异的阻尼性能，有助于降低结构
振动和缓冲冲击力。

耐化学性能

耐火和耐高温性能

减振隔声性能



电力设备结构往往承受着恶劣的工作条件，
设备因此需要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软木复
合材料延长了发电厂和配电网的设备寿命。

AMORIM软木复合材料公司在过去四十年中一直在为
变压器行业制造材料和密封垫。

技术参数 AMORIM T&D 密封材料的设计满足应用需求， 同时为我
们的客户在生产过程中提供成本效益高的产品选择。

减振降噪应用

技术参数 VC1047 VC2100 VC6400

最大负载 (MPa) 1.5 2.0 2.0 

最大负载(Psi) 218 290 290

工作应力范围 (MPa) 0.25 – 1.0 0.5 – 1.5 0.5 – 1.5

工作应力范围 (Psi) 36 – 145 72 – 217 72 – 217

温度范围 (°C) -25 to 120 -40 to 125 -50 to 110

应用位置 外部 内部(油浸) 外部

典型值

套管电容芯子保护应用

技术参数 RI1001 RI1002

压缩率 [%] @ 2.8 MPa 10 – 18 30 – 50

回弹率 [%] @ 2.8 MPa >80 >80

拉伸强度 >4 MPa >1.3 MPa

软木橡胶密封应用

技术参数 TD1049 TD1120 TD1310 TD7000

低温 (°C) -30 -40 -50 -60

高温 (°C) 125 125 110 175 

矿物油 √ √ √

硅油 √ √ √

脂油 √ √ √

SF6

典型值   适合 √ 推荐应用

请访问amorimcorkcomposites.com网站,使用我们的专业软件“Joint Q-TOOL”选择密封材料，使用“NVD-tool”软件
选择振动控制材料。联系您的阿莫林团队成员，以获得专业建议，为您的设备设计最佳解决方案。



Amorim Cork Composites
Rua Comendador Américo Ferreira Amorim, 260
4536-902 Mozelos, Santa Maria da Feira, Portugal
T. +351 22 747 5300 F. +351 22 747 5301 E. info.acc@amorim.com

www.amorimcorkcomposit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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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提供的是典型值的数据。有关信息不可被买方视为材料的采购规格，亦不表示一定适用于某一特定用途。选材不当可能损坏材料甚至造成人身伤害。请联系Amorim Cork Composites推荐 合适
的产品。Amorim Cork Composites将不作任何保证，包括产品的保证和对某一特定用途适用性的保证。Amorim Cork Composites不会因任何人或个体使用本册内的信息、任何材料规格说明 和产品，
又或因任何未来的使用或重复使用所引致的任何间接、特殊、偶然、附随或惩罚性损害负任何责任。如欲拟订合约，请索取我们的产品规格说明书（PDA）。 由于产品主要是用再生材料生产，所以在外观
上可能会不一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