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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管道球阀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总结了管道球阀在安装、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分析了故障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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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阀在长距离输送管道上的应用范围很广。西南管道工程是一条成品油长距离输送管道，工程干线 

(1 539 km)以广东茂名为首站，途经广西、贵州，最终到达云南昆明，同时敷设黎塘一南宁(107 km)、柳州支 

线(27 km)、昆东支线(18 )三条支线，干线和支线总长 1 691 km，年输送成品油 1 000万 t，共有输油站 19 

座。该工程选用了大量的球阀应用于主干线(作为线路截断阀)及输油站内的收发球筒、下载线、进出站 

线、越站线等众多场合，因此，保证球阀的良好运行对于长输管道企业的连续稳定输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1 管道球阀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1)基本结构。 

球阀主要由阀体、阀座、球体、阀杆等部件组成， 

见图 1。 

球阀是 由旋塞演变而来，它的启闭件为一个球 

体，利用球体的绕阀杆的轴线旋转 90~实现开启和关 

闭的目的。球阀在管道上主要用于切断、分配和改变 

介质流动方向。设计成 V形开 口的球阀还具有 良好 

的流量调节功能。⋯ 

2)工作原理。 

在固定球球阀中，球体具有上、下转轴，被固定在球体的轴承 

中，球体的位置固定，液体的压力不能使它产生位移，流体压力在 

球体上产生的作用力全部传递给轴承，阀座不会承受过大的压力， 

因此，阀门操作力矩小，密封性能稳定_2]。可是，阀座却是浮动的， 

它们借助于弹簧及流体推力压向球体，建立初始密封比压。金属 

阀座与阀球之间建立第一道密封(同时也确保在失火状态下的密 

封)，软密封与阀座紧密贴合建立第二道密封，以保证完全零泄漏。 

(阀座密封原理见图2) 

3)管道球阀的特点。 

球阀不仅结构简单，密封性好，而且在一定的公称通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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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较小、重量轻、材料耗用少、安装尺寸小，并且驱动力矩小、流阻小、操作简便。易于实现快速启闭，是 

近年来发展最快的阀门品种之一，而且向高压、大口径 高密封性、长寿命、优良的调节性方向发展，其可靠 

性及其他性能指标均达到较高水平 引。 

全焊接阀体的球阀，可以直埋于地下，使阀门内件不受侵蚀，最高使用寿命可达3O年，是石油、天然气 

管线最理想的阀门。 

2 球阀在西南管道工程中的应用 

在西南管道工程选用的开关型球阀中，线路截断阀采用了全焊接阀体、固定球、自泄式阀座；站内球阀 

则用了法兰结构阀体、固定球、自泄式阀座。全线共计 158台开关型球阀，其中全焊接线路截断阀54台， 

法兰球阀104台。西南管道球阀主要分布及使用情况见表 I。 

表 1 西南管道球阀分布及使用情况表 

序号 安装位置 数量，台 故障，台 主要故障原因 

主干线 

茂名首站 

玉林分输泵站 

贵港分输站 

黎塘分输泵站 

南宁末站 

柳州分输泵站 

柳州分输库区 

河池分输泵站 

陆桥泵站 

下司泵站 

都匀分输泵站 

贵阳分输泵站 

安顺分输泵站 

晴隆分输泵站 

盘县分输泵站 

曲靖分输站 

秧田冲分输泵站 

长坡末站 

昆东库区 

内漏、过力矩 

内漏 

内漏、过力矩 

内漏、过力矩 

过力矩 

内漏、过力矩 

内漏 

内漏、过力矩 

内漏、过力矩 

过力矩 

内漏、过力矩 

过力矩 

内漏 

开关型球阀故障原因主要是内漏及过力矩，调节型球阀则主要是阀 

杆填料密封渗漏，西南管道全线共计 l6台调节型球阀，其中有3台调节型 

球阀曾出现过阀杆填料密封渗漏问题。 

球阀各种故障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 

3 长输管道球阀常见故障及原因分析 

3．1 内漏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存放不当造成阎球及阀座损坏。 图3 球阎故障分布情况 

订购的球阀到货后一般都不是立即安装，如果在开箱检验后，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或恢复厂家出 

厂时的包装状态，有可能造成阀门球体的锈蚀，严重的甚至导致球体表面镀层的脱落，直接影响球体的耐 

磨性和抗腐蚀能力，缩短阀门的使用寿命。 

2)残留硬质杂质造成阀球及阀座损坏。 

长输管道的线路很长，尽管采取了分段通球试压清管，但在水联运期间及投油初期，仍旧无法保证管 

道内的杂质已经全部清理干净，这些硬质杂质(如焊条头、焊渣、焊接飞溅等)跟随水或油在操作中进入球 

阀内，一旦在开关过程中夹杂在球体密封面和阀座密封间，就会损坏金属阀座和软阀座，甚至造成球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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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划伤。譬如，西南管道安顺分输泵站收球筒前球阀在运行中，由于硬质镶人阀座密封面处，造成阀座 

上的主密封圈(软密封)两处严重磨损。 

3)运行操作不当造成阀座及阀球损坏。 

开关型球阀不允许作为调节型球阀使用，如果操作中把开关型球阀用做调节阀，将阀门置于半开半关 

状态，那么阀座将直接经受夹带杂质流体的冲刷，急速加剧阀座的磨损，流体中夹杂的硬质杂质会直接破 

坏阀座密封面，造成阀门出现内漏问题。 

阀球表面划伤和阀座软密封圈损坏示例见图4、图5。 

图4 阀球表面划伤 图5 阀座软密封圈损坏 

3．2 过力矩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1)球阀所需力矩与执行机构输出力矩不匹配，设计安全系数小。 

目前大部分球阀启闭力矩均是根据工况条件进行理论计算 ，并结合实际使用情况加上经验修正后得 

出的理论计算力矩，因此其提供的力矩数据并非实验测得的力矩数据，如果经验修正不准确很可能会造成 

球阀实际的启闭力矩远远大于阀门的理论计算力矩；另一方面，执行机构输出力矩的安全系数选择偏小， 

导致球阀所需的启闭力矩与执行机构的输出力矩相去甚远，执行机构提供的最大输出力矩不足以打开全 

压差下操作的球阀，从而引起阀门出现过力矩的故障[4]。 

2)杂质增大阀门开关操作力矩。 

管道内大颗粒的硬质杂质不仅能损坏阀座及阀球，而且还会阻碍球体的转动，增大摩擦力，急剧加大 

阀门的启闭力矩。另外 ，小直径的杂质如果大量淤积在阀体内，也会增大球阀操作力矩。 

西南管道林站越站球阀(位号为02MOV013)，在全压差下出现过力矩问题 ，无法打开，分别对球阀本体 

所需要的力矩及执行机构的输出力矩进行了检测，结果见表 2、表 3。 

表 2 球阀操作力矩检测结果 表 3 执行机构输出力矩检测结果 

注：技术要求，球阀操作力矩(BID)≤4421 N·m 

由检测结果发现，该球阀过力矩的原因主要是球阀本体的实际操作力矩大于设计操作力矩，同时电动 

执行机构输出力矩又远小于技术要求的输出力矩，所以在大压差情况下，电动执行机构无法操控球阀，出 

现过力矩问题。另外，如果球阀在长期不使用状况下，球阀的操作力矩要大于定期操作时的球阀所需要力 

矩(如表2中开关球阀数次后，球阀操作力矩逐渐减小并基本趋于稳定)。 

4 故障应对措施 

球阀在长输管道上相对主输油泵而言并不属于特别关键的设备，但由于它在长输管道上应用非常普 

遍，因此，必须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避免其出现故障，即使出现故障也能够及时予以处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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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 合 理选 型 。 

结合各种不同结构球阀的优缺点，充分考虑性价比，确定合适的选型原则。其中，着重考虑球阀的实 

际操作力矩与理论计算力矩的差别，准确选择输出力矩满足要求的执行机构，既要避免产生过力矩问题， 

也要防止出现“大马拉小车”。 

2)严格施工管理。 

施工期间，将未安装的球阀置于全开位置，采取适当的措施对球阀进行润滑、干燥、密封和固定，保证 

球阀在安装前处于完好无损的状态。 

长输管道的清管扫线工作是长输管道试运行前的重点和难点工作，但这项目工作也是保证长输管道 

各种设备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一方面，要从施工期间开始着手，加强施工管理，防止杂质进 

人管道；另一方面，管道试运前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对管道进行多次、彻底的清扫，确保管道内干净无物。同 

时，执行施工期间或水联运期间的站问清管扫线，由于管道内杂质非常多，尽可能不要使用球阀作为截断 

阀门，避免杂质堵塞损坏球阀。 

3)规范运行操作。 

严格按厂家提出的操作要求，依据厂家说明书，编制阀门的操作规程，规范实际操作，开关型球阀严禁 

作为调节球阀使用，防止不正确的操作损坏球阀阀座密封面；定期开关操作，减少阀门卡阻的可能性 

长期处于关闭状态的球阀，其实际操作力矩会逐渐上升，为了减少球阀卡阻的可能性，要据管道工艺 

运行的情况，适当安排球阀定期进行开关操作，确保其灵活好用。 

4)维护保养。 

从管道清管扫线、水联运开始，直到全线的投油运行，在不同阶段制定合适、详尽的润滑、清洗、维护保 

养计划，并组织实施。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阀门内漏的主要原因是管道内的硬质杂质镶人密封面处，在球阀的开关过程中，划伤密封 

面，从而引起球阀的内漏；球阀的过力矩问题则主要是设计、选型及制造存在问题引起的；管道内的杂质及 

维护保养的情况也对过力矩有较大影响。本文对管道球阀故障分析与研究的结果，不仅对于提高管道球 

阀的使用管理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改进球阀结构设计及提高球阀适应性也有一定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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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ure and Solution to Pipeline Ball Valves 

I-JN Yuan—nlao 

(Control Center。SINOPEC Sale Co．Ltd．South China Branch，Maoming 525000，China) 

Abstract：Basic structure and principle of work ofpipeline ball ValV~S is expatiated．Common failures ofthe installation，operation and ma- 

intenance of pipeline ball valves are summarized，probable cause$ale analyzed，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le put forward． 

Key words：ball valves for pipelines；ball vaeves failures；installetion of ball vo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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