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5卷第 3期 油 气 储 运 

管道球阀密封原理及泄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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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 目前石油化工和天然气管道输送行业应用最多的管道球阀进行分析研究，从各 

种密封的结构入手，比较了不同厂家不同形式密封结构球阀的密封原理及其在工作中的受力情况， 

分析了管道球阀泄漏原因，提出了管道球阀选型建议和球阀泄漏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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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整体焊接型阀门，在国内管道上应用较少。 
一

、管道球阀构造 

管道球阀一般是由一个经锻造(根据压力等级 

和用户要求可以采用铸造)的阀体、由精密抛光处理 

的球体、用于定位密封座圈的两个端盖(密封座圈 

座)、两个密封座圈、一个球体驱动杆和一个固定式 

支撑轴以及其它附件组成(见图 1)。按阀门与管道 

的连接形式分为法兰连接和焊接两种，按阀端盖和 

阀体的连接形式又可分为螺栓连接球阀和焊接球 

阀。将阀端盖和阀体焊接在一起的阀门密封座密封 

损坏后很难维修，在达到规定开关操作次数后就要 

更换整个阀f-j。CAMERON T31、T32、T33即为这 

的 

阀 
接 球体驱动杆 

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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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 

密封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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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固定式管道球阀结构示意图 

式中 C——油的比热； 

p——油的密度； 

D——管内径，mm。 

设k C p D
，自定义为停输时间修正系数。 

‘士 1 

在不同的地温情况下，使用大量的停输数据反 

算出了k ，结果见表 1。 

裹 1 仪金输油管道 七 的取值反算结果 

序号 序号 k 

1 8～ 11 45．67 4 17～ 21 40．12 

2 12～14 45．39 5 22～ 25 38．8O 

3 15～ 16 40．74 6 26～ 28 48．8O 

对于长期处于不饱和输送工况下运行的热油管 

道，如何合理地确定管道的总传热系数(K)，应根据 

管道实际运行情况，利用大量的停输数据反算管道 

总传热系数(K)值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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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道球阀经典密封原理 

规格为304．8 mm以上的管道球阀多采用球体 

用固定轴支撑和弹簧加载的浮动密封座圈结构，利 

用“活塞效应”原理，在关闭压差的作用下，保持严密 

密封的结构原理(见图 2)。“活塞效应”和弹簧加载 

的浮动座圈密封结构，可以在较高的温度和较大的 

压差范围内使密封座圈始终与球体保持紧密贴合， 

达到零泄漏的密封目的。另外，固定球、浮动阀座结 

构在最大压差情况下具有较小的操作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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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活塞效应密封原理 

1、 密封原理 

“活塞效应”原理可以使管道介质压力作用在面 

积不同的环面上，浮动密封座上承受的作用力大于 

反作用力，从而产生一个正向压差 X。正是这个压 

差确保了上下游密封座圈始终紧贴在球体两边，实 

现了双向控制流体介质泄漏的目标。 

2、 最小操作扭矩原理 

密封与球体的贴紧力取决于受力环面的面积差 

(X)和加载弹簧的刚度，在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可 

靠密封和最大操作扭矩的关系，这也是不同制造商 

生产的同规格阀门操作扭矩与密封可靠性产生差异 

的主要原因。此外，固定球阀的球体用固定轴支撑， 

消除了因单侧操作压力使球体与密封座之间产生很 

大的密封负荷。球体支撑轴经精密加工，具有高光 

洁度，并配以具有自润滑材料的衬套(也称做轴瓦)， 

有效减小了摩擦阻力。基于以上结构原理，固定球 

球阀即使在单侧受压的情况下也有最小的操作扭 

矩。但由于机械加工精度和装配质量问题，支撑轴 

与衬套的材料选择对操作扭矩的影响非常大。 

三、几种管道球阀的比较 

1、 GROVE B系列管道球阀 

GROVE B系列管道球阀的密封座圈是由两个 

环状零件组合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结构便于在密封 

圈损坏或失效时更换。根据不同的应用场合，在密 

封座圈上安放不同的0形软密封圈，其中主密封圈 

的截面不一定是 0形，而是近似三角形的，以利于 

固定密封圈。另外，规格为 304．8 mm以上的管道 

球阀都设置了用于紧急密封的密封剂加注 口，其作 

用是在主密封圈有轻微划伤等损坏而不能密封的情 

况下，能采取临时的紧急补救措施。 

图 3是 GROVE B8球阀的密封结构。阀门在 

安装时如果管道内杂物未清除净，遗留的沙砾或焊 

渣会通过球体和密封座圈之间的缝隙进入到主密封 

圈处，使用中有可能降低密封性或者划伤球体表面， 

导致不能完全密封而出现泄漏。 

图 3 GROVE B8球阀密封结构示意图 

2、 CAMERON管道球阀 

CAMERON管道球阀在密封结构设计上有独 

到之处，软密封具有止回阀的功能，加载弹簧为板形 

弹簧(见图4) 

图 4 CAMERON T33球阀密封结构 

CAMERON管道球阀密封同样利用“活塞效 

应”原理，通过在密封座圈不同环面面积上建立不平 

衡力，始终让密封与球体保持贴紧(密封负荷)，阻止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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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流体介质泄漏。 

3、 上海耐莱斯 ·詹姆斯伯雷 G系列管道 

球阀 

上海耐莱斯 ·詹姆斯伯雷 G系列球阀在国内 

管道应用广泛，其密封原理与 GROVE相同，同样 

利用了“活塞效应”原理，但在密封结构设计上略有 

不同，其中G系列 K型球阀的密封结构设计几乎与 

GROVE B型球阀完全相同。 

图5是上海耐莱斯 G系列(非 K型)管道球阀 

的密封原理图。它是标准的上游密封球阀，分析阀 

门上游侧密封座圈的受力状况(见图 5(a))可知，密 

封座圈正向受力面积(A。)大于反作用力面积(A )， 

密封压差为 X，密封座圈在密封压差 X和负载弹簧 

的共同作用下，密封紧紧贴合在球体上，从而实现无 

气泡泄漏密封。分析下游侧密封座圈的受力情况 

(见图5(b))可知，密封座圈反向受力面积 A。大于 

正向受力面积 A ，即A。一A 一X：，这样，如果压差 

Xz大于加载弹簧的压力，密封座圈将会离开球体， 

这时腔体介质向下游泄漏。 

球 

(b) - 

图 5 上海耐莱斯 G系列(非 K型)管道球阀的受力原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该型阀门密封结构的优 

点是，当阀腔压力增高时可以向下游泄放，在阀腔建 

立高压后不会产生危险，其泄漏概率是 GROVE球 

阀的2倍。因为始终是阀门上游侧起密封作用，如 

果上游侧密封损坏，该阀门必定泄漏无疑。这也是 

该管道球阀在西气东输管道的泄漏率比 GROVE 

球阀泄漏率高 5O 以上的根本原因 因为一旦上 

游密封损坏，阀体压力不断增高，下游密封即失去密 

封功能。而 G系列 K型阀门的密封结构，则不会出 

现这种情况，它采用了和 GR0VE几乎完全一样的 

双向密封原理(见图 6)。上、下游侧密封座圈的受 

力分析见图7(a)和图7(b)。 

图 6 上海耐莱斯 G系列 K型管道球阀的密封结构图 

(b) 

图 7 上海耐莱斯 G系列(K型)管道球阀的密封受力原理 

在 G系列 K型阀门上游，密封座圈正向受力面 

积 A。大于反作用力面积 A ，总的密封负荷为 X 

与加载弹簧的张力之和，在这个合力的作用下，密封 

紧紧贴合在球体上，从而达到无气泡泄漏的目的。 

在 G系列 K型阀门下游，如果阀体压力为 P， 

密封座圈正向受力面积 A 仍然大于反力受力面积 

A ，则密封负荷为 X 与加载弹簧的张力之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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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下游侧，阀体压力高于管道压力时仍然可以 

使密封紧紧贴合在球体上，实现无泄漏密封。 

综上所述，上海耐莱斯 G系列 K型管道球阀阀 

门比G系列的其它阀门有较好的密封可靠性 ，用户 

应根据使用场合不同合理选型。否则，将会影响生 

产安全。对于在施工安装质量难以控制，安装中不 

可避免地存在沙砾等异物的场合，应尽可能选择双 

向密封结构的管道球阀，因为其可靠性比单向密封 

的管道球阀高 5O％。 

4、 浙江特福隆集团 HPQ固定球阀 

浙江特福隆集 团生产的 HPQ 固定式球 阀和 

GROVE、耐莱斯有共同特点，在结构上稍有改进， 

密封原理相同，见图8。 

图8 浙江特福隆 HPQ固定球阀密封原理 

同样，特福隆 HPO固定球阀也是利用“活塞效 

应”原理设计的密封座圈，但相对于 GROVE固定 

球阀，两个受力面积的差比较小，在减小操作扭矩的 

同时也降低了密封负荷，会影响密封可靠性。这就 

需要精确计算负载弹簧的张力与压差的合理匹配， 

同时各个配合点的机械加工质量对其密封效果 

敏感 。 

四、球阀的泄漏原因分析及处理措施 

通过对不同厂家固定式管道球阀的结构原理分 

析研究，发现其密封原理都相同，均利用了“活塞效 

应”原理，只是密封结构不同。尽管原理相同，但产 

品质量各不相同。上述各厂家都是在国内外阀门制 

造行业中享有一定声誉，在相关市场中占有一席之 

地的阀门制造商。根据近几年各用户的反馈信息， 

进口阀门可靠性还是显著高于国产阀f-1(当然价格 

也昂贵)，主要原因是各制造商对阀门零部件的选材 

不同，机械加工水平不同。 

阀门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不同程 

度、不同形式的泄漏，根据密封结构原理和安装施工 

质量分析，造成阀门泄漏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阀门安装施工质量是主要原因 在安装施 

工中不注意阀门密封面和密封座圈的保护，密封面 

受到损伤；安装完工后，对管道及阀腔吹扫不彻底、 

不干净，在操作中有焊渣或沙砾卡于球体与密封座 

圈之间，导致密封失败。出现这种情况，紧急时应在 

上游密封面临时注射适量的密封剂，缓解泄漏，但不 

能彻底解决问题，必要时应更换阀门密封面和密封 

座圈。 

(2)阀门机械加工、密封圈材质和装配质量原 

因。阀门结构虽然简单，但它是一个对机械加工质 

量要求较高的产品，其加工质量直接影响密封性能。 

密封座圈与圈座的装配间隙和各个环面面积要经过 

精确计算，表面粗糙度要合适。另外，软密封圈材料 

的选取也非常重要，不仅要考虑耐腐蚀和耐磨性，还 

应考虑其弹性和刚度。如果太软会影响 自洁能力， 

太硬则容易断裂。 

(3)根据应用场合和工况合理选型。不同密封 

性能和密封结构的阀门使用场合不同，只有在不同 

的场合选用不同的阀门，才能获得理想的应用效果。 

以西气东输管道为例，应尽可能地选择具有双向密 

封功能的固定式管道球阀(强制密封的轨道球阀除 

外，因为其价格更贵)。这样，一旦上游密封损坏，下 

游密封仍可起作用。如果要求绝对可靠，应选择强 

制密封的轨道球阀。 

(4)不同密封结构的阀门，应用不同的操作、维 

护和保养方法。对于不存在泄漏的阀门，可以在每 

次操作前后或每 6个月在阀杆和密封剂注射口少量 

地加注一些润滑脂，只有在已经发生泄漏或不能完 

全密封的情况下才注射适量的密封剂。因为密封剂 

的粘度很大，如果平常对未泄漏阀门也加注密封剂， 

就会影响球面自洁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将一些小的 

沙砾等污物带入密封之间造成泄漏。对于具有双向 

密封功能的阀门，如果现场安全条件许可，应将阀腔 

中的压力泄放为零，有利于更好地保证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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