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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技术问题浅析 

路兰卿 

(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北京 100074) 

摘要 针对航天试车台试验系统的工况条件，对氢氧系统用安全阀密封副结构和弹簧的设计 

要点进行 了分析。对阀门密封、结构和试验等问题进行 了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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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afety valve’S technology issue 

LU Lan—q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Aerospace Testing Technology，Beijing 100074，China) 

Abstract： This text introduced the design of the direct spring loaded safety valve that used to the 

aerospace test-drive’S system of the oxy．hydrogen and explained detailedly the valve’S seal， structure 

and test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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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安全阀是压力系统广泛使用的安全装置。当压 

力系统内的介质压力超过规定值时，安全阀自动开 

启。当介质压力降低到一定值时，安全阀回座并自 

动关闭。直接作用式安全阀基本上分弹簧式和重锤 

式两种类型。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弹簧式安全 

阀，工作状态时，它通过弹簧提供密封力，保证设 

备正常运行。当压力升高时，介质压力克服弹簧力 

使阀门开启，系统压力下降，当压力下降到一定值 

时，阀门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回座。在试车台氢氧系 

统中，由于氢氧均为低温介质，为了减少介质的损 

失更好的绝热保冷，采用了全启式安全阀 (其中包 

括先导式安全阀)，降低开口尺寸，减少漏热。 

2 设计 

安全阀设计关键就是弹簧设计和密封面设计。 

弹簧不仅影响密封，更主要的还有阀门的灵敏性， 

而密封面结构形式和材料的设计将直接影响到阀门 

的密封。 

2．1 弹簧 

弹簧是在较高应力情况下工作的元件，材料表 

面受力最大，弹簧综合力学性能及材料表面质量对 

弹簧影响较大。弹簧材料用量较多的是弹簧钢，其 

次是镍合金、高弹性合金和不锈钢等，在试车台试 

验系统中由于大都涉及低温工况，所以弹簧材料大 

多 选 用 了 50CrVA、 60Si2MnA、 1Crl8Ni9Ti、 

0cr18Ni9和 QBe2等。其中1Crl8Ni9Ti(材料标准 

号DGB09—1989)高强度不锈钢丝和 50CrVA应 

用最为广泛。 

安全阀工作性能与弹簧刚度选择有关。弹簧的 

计算刚度 为 

、 一
0．9× (Q2一Q1) 

= —————_二■ 。_—— 。二 

凡 

式中 ——弹簧刚度，N／mm 

Q2——安全阀全开时弹簧的最大力，N 

Ql——安全阀关闭状态时的弹簧力，N 

h——安全阀开启高度，mm 

式中系数 0．9作为安全阀开启的安全裕量，其 

具体数值也可以根据经验确定。据此即可确定弹簧 

的各数据，从而得到弹簧的实际刚度 ， ≤ 为 

合格，两者之间差值在实际使用中可以根据经验确 

定，一般实际刚度比计算刚度小 5％～30％是可 

用。当弹簧与安全阀不相适应时，阀门就不可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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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地工作。因为如果弹簧过硬，则阀门开启时系统 

压力就升得太高，使设备不能够安全运行。如果弹 

簧过软，则阀门的回座压力将大大降低，使得设备 

浪费大量的介质。在工业生产中，为了得到要求的 

排放和回座压力，一般采取设计上、下调节圈的方 

法，但是在氢氧试车系统中的阀门不能采取这种办 

法，因为这类介质的危险性决定其排放应在规定地 

点进行，而调节圈的存在使得阀门在排放时向大气 

泄漏。 

2．2 密封副 

安全阀关闭件的材料应具有抗侵蚀性、耐腐蚀 

性、抗压性、良好的机械加工性和良好的弹性变形 

能力，其中抗侵蚀性是选材时应首先考虑的，侵蚀 

是介质对金属表面的机械磨损和腐蚀共同作用的结 

果。在试车台系统中材料的耐低温性质也是一个主 

要应考虑的问题，所以采用不锈钢 (0Cr18Ni9)作 

为阀门的主要材料。密封副材料主要有不锈钢 

(0Cr18Ni9)一黄铜、不锈钢 (0Crl8Ni9)一铝、 

不锈 钢 (0Crl8Ni9) 一聚 四 氟 乙 烯、不 锈 钢 

(0Cr18Ni9) 一 增 强 聚 四 氟 乙 烯 和 不 锈 钢 

(0Cr18Ni9)一聚酰亚胺等。 

阀门设计时，提高密封面上的比压是经常采取 

的方法。但是，根据国家标准的要求，安全阀的开 

启压力 。= (1．05～1．1) ，该要求使得作用在 

密封面上的力为一个定值，密封面上的比压在密封 

面宽度选定时，其值也成为了一个定值，而且通常 

情况下不能使密封机构保持可靠的密封。因此安全 

阀的密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阀门的结构以及制 

造和装配的精度。工作状态安全阀的泄漏除了和密 

封面上的比压低有关之外，还与密封面是否受到机 

械损伤、阀瓣受力的对中性、周围介质温度的变化 

引起密封面变形以及密封面受到介质中杂质的污染 

等因素有关。为了降低阀门的泄漏需要在结构、制 

造和装配上提高要求，尤其要注意密封面的表面质 

量及形位公差要求。合理选择密封面的宽度和结构 

型式，尽量使得计算比压值与最小密封比压相近， 

以保证阀门密封性能。 

3 试验和验收 

零部件加工后，根据试车台系统介质的性质， 

对所有零件进行清洗之后组装，组装过程中应保护 

好各配合表面和密封面。为了达到一定的密封要 

求，密封面不允许有划伤。阀门组装完成后需进行 

各类试验。 

3．1 强度试验 

对于阀门中承受压力的零部件应进行耐压试 

验，试验压力为 1．5倍的公称压力。试验过程应符 

合国家相关标准，试验持续时间、试验介质等要求 

符合 GB／T 12241—2005的规定，试验中不允许有 

泄漏、异常响声和材料表面 “冒汗”等现象。 

3．2 密封试验 

为了确保设备的正常工作，实现一定压力下密 

封，其密封试验压力不低于表 1的要求。 

表 1 试车台安全阀的密封试验压力 

表 2 空气或其他气体用安全阀最大允许泄漏率 

试车台系统安全阀的试验介质采用空气时，泄 

漏率采用如图 1所示的系统时，满足表2的规定即 

为合格。为了确定泄漏的确切量，一般把每分钟的 

气泡数转化为泄漏率 Q，其转化公式为 

图 1 空气或其他气体用安全阀密封性能试验系统 

Q= ×1 

式中 Q——气体泄漏率，Pa·m3／s 

户——当地大气压力，Pa 

72——￡秒内逸出的气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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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检测时间，S 

3．3 动作性能试验和排量试验 

安全阀进行动作性能试验时，开启压力、排放 

压力和回座压力的大小及偏差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要 

求。．试验过程中动作应稳定，阀门无频跳，颤震， 

卡阻等现象发生，且应至少连续动作 5次。动作性 

能试验合格后，为了测定阀门的实际排放能力应进 

行排量试验，排量试验介质尽量选择工作气或者空 

气，如果试验介质与工作气体不一致应进行转化。 

G 气B压 
同时如果工作状态时气体的排放存在背压，试 

验应当在具有符合工作条件的背压下进行。 

4 结语 

试车台系统的安全阀基本上都是高压或低温的 

使用状态，所以在进行选材、结构设计、。加工装配 

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安全阀工作性能试验 

后，库存前应适当放松弹簧，尤其是在密封面采用 

软密封的情况下更应放松，因为一般情况下初始弹 

簧力产生的比压往往会超过密封材料的许用比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在安全阀使用现场对调节 

弹簧力的螺杆进行调整后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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