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阀排放管道支架设计

陈 红✷ 中国石化洛阳石化工程公司 洛阳 471003

摘要 分析和研究安全阀排放管支架的设计。通过分析和计算所受的力和力矩，介绍安全阀排放管

道支架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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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阀配管设计中，排放管支架设计是一

项重要的工作，它关系到安全阀能否正常工作，

也关系到装置的安全。

1 力和力矩

安全阀的排放系统分闭式和开式两种，计算

其反作用力和力矩采用不同的方法。

闭式排放系统排放至储罐或者火炬系统，排

放终点通常连接设备，其出口管道产生的热位移

较大。除要考虑排放介质反作用力和自重的影响

外，还需计算二次应力。

开式排放系统排放至大气，其特点是瞬时

性，排放管受热介质影响较小，不计算热位移对

出口管的影响，即不需计算二次应力。

1.1 闭式排放系统

通常，安全阀闭式排放系统的排放管相对较

长，我们称之为“管系”。在稳态流动条件下，

管系各部位所受的力和力矩具有自平衡性。

在连续排放高温介质的情况下，会使管道产

生变形。管道与设备（或火炬）相连接的地方，

由于设备温度的变化而出现端点位移，端点位移

也使管系变形。这些变形使管系承受弯曲、扭

转、拉伸和剪切等应力。目前，计算各点所受力

和力矩通常用应力分析程序CAESARⅡ进行计

算。我们可以将安全阀出口管道的操作条件和管

系的走向等数据输入计算机，应用程序进行计

算。由于闭式排放系统出口管道力和力矩的计算

有完善的计算程序，同时该程序应用也较为广

泛，故本篇对该部分不作介绍。

1.2 开式排放系统

开式排放系统的出口管道没有程序化的计

算，其计算结果对排放管的支架设计很重要，因

此我们将该部分作为重点进行分析和研究。

目前计算安全阀排放管所受力和力矩常用的

方法是荷载分析法。荷载分析及计算方法考虑安

全阀的排放管除承受内压、自重等静荷载以外，

还要承受排气的反作用力等动力荷载。下面将给

出排放管动力荷载的计算公式。

安全阀排放管出口的流动状态可能是临界流

动（临界压力大于或等于大气压力），也可能是

亚临界流动（临界压力小于大气压力），两者计

算方法是不同的。

首先，根据安全阀排放介质的参数计算排放

管出口的临界压力、临界流速和临界比容：

PcE 2
K（K+1ﾍ ）

·G
f P0Vﾍ 0·10-3 （1）

WcE 2K
K+1

·P0Vﾍ 0·103 （2）

VcEWc·fG
（3）

式中，Pc为 临界压力，MPa；Wc为临界流速，

m／s；Vc为临界比容，m3／kg；K为介质的比热

比（绝热指数），对于空气、O2、N2、CO等，K
E1.4；对H2，KE1.41；对于过热蒸汽、CO2、

H2S等，KE1.3；对饱和蒸汽，KE1.13；G为

介质 流 量，kg／s；f为 排 放 管 出 口 流 通 截 面，

m2；P0为安全阀入口滞止压力，MPa；V0为安

全阀入口滞止比容，m3／kg。

其次，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结果，可以判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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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的流动状态。

如果为临界流动，则排放管道的末段参数为

临界参数，始端参数与管道的总阻力系数ζ有

关。

始端参数可按下式计算：

PsEPc·（K+1
2 β-

K-1
2β

） （4）

WSEWC／β （5）

VSEVC／β （6）

β2E
2K
K+1ζ+1+2

·lnβ （7）

式中，Ps为排放管始端介质压力，MPa；Ws为

排放管始端介质流速，m／s；Vs为排放管始端介

质比容，m3／kg；β为介质的比容比；ζ为等截面

管道的总阻力系数：

ζE
λ
DL+∑ξ （8）

式中，λ为管道的摩擦系数；D为管道的内径，

m；L为管道的长度，m；∑ξ为管道局部阻力

系数的总和。

如果为亚临界流动状态，则虚段比容比：

βE
PII／PC+ （PII／PC）2+K2ﾍ -1

K+1
虚段阻力系数：

ξ1E
K+1
2K

（β2-2lnβ-1）

1.2.1 排放管受力

在稳态流动的条件下，安全阀开启时的反作

用力F包括动量效应和应力效应两部分，即：

FEG·W+（P-Pa）f·106 （9）

式中，F为排放管出口的反作用力，N；G为质

量流率，kg／s，按安全阀开启时最大流率的1.1
倍；W为排放管的出口流速，m／s；P为排放管

出口的静压，MPa；f为排放管出口的通流面积，

m2；Pa为大气压力，MPa。

为了考虑瞬态流动的影响，还应计入动载因

子DLF（及动力放大特性），常取DLFE2。

1.2.2 排放管受力矩

由排放管所受力引起的弯矩可按以下公式计

算：

M1EF·d·DLF （10）

式中，M1为弯矩，N·m；F为反力，N；d为分

析点到反力作用线的距离，m；DLF为动载因

子。

1.2.3 加放空管时所受力和力矩

在进行安全阀出口排放管设计时，如果在出

口管道外加设放空管，如图1所示，且安全阀放

空管和放空管支架生根点与安全阀出口管和出口

管支架生根点隔开，则将大大降低安全阀放空管

对安全阀的影响。故安全阀出口管道支架设计还

包括安全阀放空管支架设计，因此，需计算放空

管所受力和力矩。

放空管在安全阀开启时，受到FA和FB两个

力的作用，它们可按上述公式计算。设置支架

时，支架应能承受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不平衡

力和力矩。

图1 安全阀出口放空管

放空管所受力：

FEFB-FA-W
式中，FB、FA根据式（9）计算；W为放空管自

身的重量（如果放空管很短，可忽略）。

放空管所受力矩同样可以按式（10）计算。

为了便于分析安全阀排放管所受的力和力

矩，我们将把安全阀排放管分成两部分：安全阀

出口管和安全阀放空管（对闭式排放系统安全阀

出口排放管同样适用）。

1.2.4 示例

通过以上对开式排放系统排放管道所受力和

力矩的分析，我们可以用来解决实际问题。下面

以某炼油厂的安全阀开式排放条件为例，计算排

放管道所受力和力矩。

某炼油厂一安全阀的排放介质为过热蒸汽，

排放量为62t／h。安全阀开启压力为P0E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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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过热温度为520࠷，比容为V0E0.03245
m3／kg，垂直放空管道长度为LE10m。

由于安全阀出口管通常做法是加放空管，所

以下面将同时计算安全阀出口管出口和放空管固

定点所受的力和力矩。根据工艺参数和出口介质

压力，可计算出安全阀出口管为Φ159mm*4.5
mm，放空管为Φ219mm*6m（可参考表1放

空管尺寸选择表），安全阀排放管如图2所示。

图2 安全阀排放管

计算放空管重量：

WEL*π（D
2

）2-（d
2

）［ ］2 *p
E315N

通过计算，II-III段的流通截面为0.01767
m2；质量流率为974.6kg／m2·s。I-II段的流通

截面为0.03365m2；质量流率为511.8kg／m2·s。

由等截面管道的总阻力系数得II-III段总

阻力系数为0.4677；I-II段的总阻力系数为

1.5。

首先计算I-II段：

过热蒸汽的比热容比：

KE1.3
临界压力：

PcE 2
K（K+1ﾍ ）

·G
f P0Vﾍ 0·10-3

E 2
1.3（1.3+1ﾍ ） ﾍ*511.8 11.2*0.03245*

10-3

E0.252MPa
临界流速：

WcE 2K
K+1

·P0Vﾍ 0·103

E 2*1.3
1.3+1ﾍ *11.2*0.03245*103

E640.9m／s
临界比容：

VcEWc·f
G

E640.9／511.8

E1.252m3／kg
由于Pc大于大气压力，所以为临界流动，

管段I-II按临界流动状态计算。

按式（7）经试算求得管段I-II段的比容比：

βE2.027
截面II的参数为：

PIIEPc（K+1
2 β-

K-1
2β

）

E0.252*（1.3+1
2 *2.027- 1.3-12*2.027

）

E0.569MPa
WIIEWc／β
E640.9／2.027
E316.18m／s

VIIEVc／β
E1.252／2.027

E0.618m3／kg
然后计算II-III段：

临界压力：

PcE 2
K（K+1ﾍ ）

·G
f P0Vﾍ 0·10-3

E 2
1.3（1.3+1ﾍ ） ﾍ*974.6* 11.2*0.03245*10-3

E0.480MPa
临界流速：

WcE 2K
K+1

·P0Vﾍ 0·103

E 2*1.3
1.3+1ﾍ *11.2*0.03245*103

E640.9m／s
临界比容：

VcEWc·f
G

E640.9／974.6

E0.658m3／kg
由于Pc小于PII，所以为亚临界流动。

则虚段比容比：

βE
PII／PC+ （PII／PC）2+K2ﾍ -1

K+1

E0.569
／0.480+ （0.569／0.480）2+1.32ﾍ -1

1.3+1
E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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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段阻力系数：

ξ1E
K+1
2K

（β2-2lnβ-1）

E1.3+12*1.3
（1.1452-2ln1.145-1）

E0.0363
全段阻力系数：

∑ξE0.4677+0.0363
E0.5039

按公式（7）经试算求得管段C-B段的比容比：

βE1.574
截面III的参数为：

PIIIEPc（K+1
2 β-

K-1
2β

）

E0.480*（1.3+1
2 *1.574- 1.3-12*1.574

）

E0.823MPa
WIIIEWc／β
E640.9／1.574
E407.18m／s

VIIIEVc／β
E0.658／1.574

E0.418m3／kg
故可以算出III点所受的力：

FIIIEG·W+（PIII-Pa）f*106

E623.6*407.18+
（0.823-0.0981）*0.01767

*106

E19821N （方向向右）

截面II受力：

FIIEG·W+（PII-Pa）f*106

E623.6*316.18+
（0.569-0.0981）*0.03365

*106

E21291N
方向向下，相反，截面II放空管受力向上。

安全 阀 入 口 接 管 根 部 的 弯 矩：动 力 系 数

DLF取2，则

MEFII·d·DLF
E21291*0.5*2
E21291N·m

为了克服安全阀入口接管根部处的弯矩，故

要求在安全阀出口管弯头处设一支架。

截面I受力：

FIEG·W+（PC-Pa）f*106

E623.6*640.9+
（0.252-0.0981）*0.03365*

106

E16216N

I点处垂直分力：

FIVEFI*cos30≠
E14043N

水平分力：

FIHEFI*sin30≠
E8108N

动力系数取2，求固定点受力：

垂直分力：

FVE2*（FII-FIV-W）

E2*（21291-14043-315）

E13866N（方向向上）

水平分力：

FHE2*FIH
E2*8108
E16216N（方向向右）

由垂直分力FV对固定点产生的力矩为：

MVEFV*L0E13886*0.5
E6943N·m

根据判断力和力矩方向，用右手原则，力矩

方向朝里。

又由于水平分力对固定点也产生了力矩

MHEFH*0.5
E16216*0.5
E8108N·m

用右手原则，力矩方向朝里，故固定点所受

弯矩：

MEMV+ MH
E15051N·m

通过计算固定点所受的力和力矩，为设计放

空管支架提供依据。

2 支架设计

安全阀排放管道支架设计包括：开式排放管

道支架和闭式排放系统管道支架的设计。所谓支

架设计，实际上是根据各种已有的支架型式（已

通过计算程序校核，并现场实际应用可行），依

据计算的各点所受的力和力矩（闭式排放系统管

道还包括位移），正确选取合适的支架。

选取支架的原则：所选取的支架允许的荷载

和许用弯矩，必须大于实际所受的力和弯矩。

2.1 开式排放系统

由前面分析，安全阀开式排放系统管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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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管和放空管。其支架设计包括这两部分管道

的支架设计。

2.1.1 出口管道

通过前面分析，安全阀出口管II点受力和

力矩为：

FIIE21291N

ME21291N·m
根据FII受力方向向下，故在弯头处应设置

支撑支架。根据张德姜等编著的《石油化工装置

工艺管道安装设计手册》第十五章“管道支吊架

系列”里“碳钢管道弯头支托系列”，选取 WT
-1-150-H型号的支架。通常，支撑管管径比

安全阀出口管小一级，如图3所示。

图3 安全阀出口管支架

2.1.2 放空管道

安全阀放空管道的支架要求应能承受泄放时

的反作用力和产生的力矩。通常在安全阀放空管

道上靠近最上面排放口处设置固定支架，同时，

为了防止安全阀出口产生过大的横向冲击力，在

固定支架下面的垂直管道上，每隔6~8m设置

导向支架，如图2所示。

（1）固定支架

通过以上计算的放空管道固定点的受力和力

矩，依据张德姜等编著的《石油化工装置工艺管

道安装设计手册》中第十五章“管道支吊架系

列”进行选取。

支架计算条件长度：

L0E500mm
固定点垂直分力：

FVE13866N
水平分力：

FHE16216N
弯矩：

ME15051N·m

可选用生根在柱子上的三角支架ZJ-2-8
型。

支架的悬臂梁型钢规格为：［12.6，斜撑为

∠100*8。

支架允许的垂直荷载：

F'VE113050N>FV
其允许的水平推力：

F'HE0.3F'V
E33915N>FH

也许有人会说所选取的允许垂直荷载F'V和

水平推力F'H 比实际大很多，但如果选用［10，

其允许的垂直荷载F'VE19650N>FV 满足条

件，但由F'HE0.3F'VE5895N<FH，就不能

满足计算要求，故应选取ZJ-2-8型支架，如

图4所示。

图4 放空管固定支架

另外，为了支撑该管道，还需采用U型管

卡，如图5所示。

图5 U型管卡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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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卡、支耳和螺栓可按图5和有关手册进行

选择。

（2）导向支架

为了防止安全阀出口产生过大的横向冲击

力，在固定支架下面的垂直管道上，每隔6~8
m设置导向支架。根据本例的情况，需在靠近安

全阀出口管处设一导向支架，如图6所示。

图6 导向支架型式

其中，支架的型材可用：∠100*8。

2.2 闭式排放系统

如前所述，闭式排放系统可用计算机程序计

算各点受力和力矩，以及各点的位移。根据这些

结果，来选取合适的支架。闭式排放系统管道与

开式排放系统管道固定支架的设计是不同的。下

面分析闭式排放系统固定支架的设计。

由前面分析，闭式排放系统排放管需考虑二

次应力的影响。通常，根据程序计算的结果，固

定点处位移向上。如果采用开式排放系统管道固

图7 弹簧承重支架

定支架形式，则该处在正常稳定排放时支点与固

定架会脱空。为此，需在该处设置弹簧承重支

架，如图7所示。

与开式排放系统排放管固定支架选择方法一

样，横梁和连接梁可按根据计算的力和力矩进行

选择。

弹簧支架可按承受的最大荷载和该点管道最

大的垂直位移量来选择弹簧。

上面分析了安全阀排放管支架设计，通过以

上设计，安全阀放空管支架保证了安全阀正常、

安全的工作。另外在设计时，为了降低放空管在

放空时对安全阀的影响，通常将放空管与出口管

隔开，且放空管与安全阀支架生根点也分开，如

图8所示。

图8 安全阀出口管与放空管

说明：①环板与排出管分开，与安全阀出口

管焊在一起；②环板的材质与安全阀出口管材质

一样；③排出管支架与安全阀所有支架支点分

开；④以上各段的尺寸可参考表1。

表1 放空管尺寸选择表

A B（PIPE）C（PIPE） D E F G
2-1／2" 4" 10" 200 480 Φ300*8 150
3" 4" 10" 220 500 Φ300*8 170
4" 6" 12" 250 540 Φ350*8 210
5" 8" 14" 300 580 Φ400*8 250
6" 8" 14" 350 610 Φ400*8 280
8" 10" Φ460 420 640 Φ500*10 360
10" 12" Φ520 500 690 Φ560*10 440
12" 14" Φ610 580 720 Φ650*10 520

3 结语
（下转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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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车

3.1 预热

由于汽提换热管管壁薄，换热管内外侧温差

大容易引起换热管扭曲变形。预热采用从换热管

管、壳侧同时加蒸汽的方法预热，以控制管内外

侧温差。对一分塔进行预热，缓慢打开蒸汽阀，

温升速度控制在15~30࠷／h，汽提管内外壁温

差≤30࠷，当预热到140࠷，停止加蒸汽，开空

压机加入二次空气，按正常的二次空气加入量，

吨尿素加入气量约2m3。

3.2 过料

过料后要密切注意换热管内外温差，以防止

温差过大造成管间受热不均。此时进尿素界区的

蒸汽压力1.2MPa，一分塔蒸汽调节阀后蒸汽压

力0.6~0.8MPa，一分塔温度控制在156࠷，液

位控制在50%。由于系统刚过料不稳，调节阀

先用手动控制。到系统稳定后，改为自动控制。

4 运行

改进型自汽提一分塔开车后，蒸汽消耗大幅

度下降。

（1） 一 分 塔 使 用 的 蒸 汽 压 力 低， 平 均

0.70MPa。实际压力较1.275MPa的设计压力降

低了45%，而且是在正常过热的情况下实现的。

两次抽查的蒸汽压力平均为0.70MPa，其饱和

温度为171.2࠷，以表观有效传热温差计，改进

型自 汽 提 一 分 塔 仅 为Δt实E171.2-156.6E
较原预蒸馏塔换热段的设计温差减少，࠷14.6

58%，效果非常显著。这说明了改进型自汽提一

分塔的膜传热系数较预蒸馏塔有大幅度提高，甚

至超过了板式换热器的薄壁型设备的传热系数。

改造前后相比吨尿素可节省150kg蒸汽。

（2）尿塔减压后的尿液温度即一分塔进液温

度为126࠷左右，一分出气（平均在128࠷左右）

与一分进液温度的温差仅为2࠷左右。当一股冷

流物质与一股热流物质混合传热时，若混合后温

度愈接近于冷流物质说明精馏效果愈好，因此足

可说明一分塔的精馏效果好。而且由于气相温度

的降低，使气相中的水含量降低，致使回收工序

加水量的操作弹性加大，提高了系统水平衡的操

作能力。

（3）一分出口尿液的平均温度为156.6࠷，

较160࠷的设计温度值降低了2~3࠷。在产量达

到600t／d，合成转化率在63%左右的情况下，

一分出口尿液的温度仍在156࠷左右，一段甲铵

分解率达到94%，说明设备的负荷较轻，还具

有挖潜的能力。

5 技改效益分析

由于可提高20%左右的蒸汽利用率，每吨

尿素蒸汽消耗降低150kg以上，按年产200kt
尿素计，年节省生产费用240万元，不到一年即

可回收投资。

（修改回稿 200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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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安全阀排放管流动状态。

（2）根据流动状态，确定安全阀排放管所受

的力和力矩。

（3）根据所受的力和力矩，确定安全阀排放

管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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