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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分析了核电站通风系统用核级风阀的工况条件 ,论述了风阀的设计、制造及试验要求 ,

总结了风阀的维护与保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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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o logy cond ition of nuclear pow er sta tion c lassif ied b low va lve w ere in troduced in

th is p ap er. The p rocess of design, m anufac tu re and test of nuc lea r pow er sta tion c lassif ied b low valve

w ere com p le te ly in troduced in th is pap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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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核电站用核级风阀主要应用于核岛的通风系

统、安全壳内大气监测系统及风机出口处等 ,起阻断

气流、切断通风系统、防止放射性气体倒流和对系统

的自动隔离作用。目前国内外核级风阀按照其实现

功能的不同 ,其结构形式主要有截断型隔离阀、对开

式隔离阀、电磁式快速隔离阀、气动快速隔离阀、调

节风阀和止回阀等。由于核电阀门的安全和可靠性

直接影响反应堆的安全性和可利用率。因此 ,核电

用阀门与常规的大型火力发电站用阀门相比 ,其技

术要求非常严格。

2　结构

核级风阀根据实现不同的功能其结构形式有多

种 ,但阀门的组成、工作原理基本相同。现以典型的

截断型隔离阀为例进行论述。核级风阀主要由阀

体、阀板、密封圈、阀轴、轴承等零部件组成 (图 1)。

(1)阀体和阀板

阀体和阀板采用冷成型。阀体由两个冷成型的

异型框架组焊而成 ,焊后不需要加工。为保证两法

兰面相互平行 ,两个异型框架采用高精度板材下料 ,

图 1　核级风阀

在专用冷成形设备上进行加工。薄板焊接时 ,首先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验证确定合理的焊接工艺参数 ,

依照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编制焊接工艺 ,合理设置焊

接工装 ,将焊接变形控制在设计许可的范围内。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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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连接端有法兰连接端和焊接连接端 2种形式 ,法

兰连接端设计执行 ASME B1615 - 2003标准的要

求 ,焊接连接端设计执行焊接接头专用技术规格书

的要求。阀板采用流线型 ,使得阀门具有很小的流

体阻力和噪声。在阀板四周均设有空心橡胶密封

条 ,从而保证阀门的内泄漏要求。

(2)阀轴与填料

阀轴两端采用滚动轴承支承 ,确保阀门灵活运

行。针对轴承介质侧易进灰尘的问题 ,在轴承内侧

增加了防尘圈。阀轴与阀体之间采用 O形环密封 ,

减小了阀门启闭过程的摩擦力矩。

(3)阀门操作

阀门的操作方式有手动、蜗杆传动、气动 (双作

用或弹簧复位单作用 )和电动等。

3　执行标准

阀门设计制造过程中一般执行下列标准。

RCC - M　压水堆核岛机械设备设计和建造规

则 (2000年版及 2002年补遗 )

RCC - E　压水堆核岛电气设备设计和建造规

则 (1993年版 )

RCC - P　压水堆核电站系统设计和建造规则

(1991版及 1995修订 )

ASME B16134a　法兰、螺纹和焊接端连接的阀

门

ASME B1615　管法兰和法兰管件

ASME QME - 1　核电厂能动机械设备的鉴定

要求 (2002版 )

ASME N509 Nuclear power p lant A ir Cleaning u2
nit and Component

ASME AG - 1 Code on Nuclear A ir and Gas

Treatment

GB /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 未注公差值

EJ /T 1039　核电厂核岛机械设备无损检验规

范

EJ /T 1116　核设施通风空调和气体处理系统

机械设备设计规范

4　计算机辅助设计

设计时根据 EJ /T 1116的要求 ,对核级风阀的

主要零部件采用 ANSYS有限元分析软件进行了数

值仿真。以便综合分析和确定各件在自重、地震、风

道连接载荷、压差和内压等复杂应力状态下的许用

值和变形值及屈曲失稳评定。

5　样机试制

样机试制过程中严格依据产品图样、工艺文件

和技术标准的规定操作。如阀体焊接时严格按焊接

工艺评定确定的工艺参数执行 ,金切加工按机械加

工工艺过程卡操作 ,装配时按装配明细表备齐所有

零部件及工装夹具 ,按装配工艺过程卡的操作规程

进行组装调试。所有操作均做好记录 ,并有见证人

员和检验人员进行跟踪验证。

6　试验

为了确保产品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必须对样机

阀门进行一系列型式试验和可靠性试验。试验均根

据不同种类的阀门、不同的性能参数 ,设计专用的试

验大纲和规程 ,并在专用的试验装置或设备上完成。

(1)基准试验 ———验证样机阀门组件的功能满

足情况 ,并建立组件功能的基准值。以作为各项试

验完成后 ,基准功能值和试验后检查值进行比较的

依据。

(2)流阻系数测试 ———测试样机阀门组件在全

开位置时的流阻系数。

(3)中间检验 ———每完成一项试验均要进行样

机阀门组件的中间检验 ,检验内容同基准试验 ,以验

证各项试验后阀门功能的变化情况。

(4)热老化试验 ———验证样机阀门组件在设计

温度的热态工作条件下的功能。

(5)湿热老化试验 ———验证样机阀门组件在设

计的湿热工作条件下的功能。

(6)运行老化试验 ———验证样机阀门组件在实

际承载条件下进行设计给定的运行寿命后的功能。

(7)辐照老化试验 ———验证样机阀门组件的非

金属件在设计辐照剂量的中子和γ辐照引起的老

化后的功能。

(8)振动老化试验 ———验证样机阀门组件在模

拟寿期内正常运行时外部载荷引起的振动后的功

能。

(9)地震试验 ———验证样机阀门在设计给定的

地震载荷作用下 ,测量试验阀门组件典型部位的应

力、应变 ,从而验证阀门的完整性和可运行性。

(10)最终检验 ———获得和基准检查进行比较

的数据 ,以便确定样机阀门经过一系列功能试验后 ,

其各项性能参数是否仍在设计规定的范围之内。

(11)最终拆散检验 ———对经过各项功能试验

后的样机阀门进行拆散检验 ,以验证样机阀门的各

零部件的状况 ,是否有变形、损坏现象 , (下转第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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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定弹簧的自由高度 H0 ’

H0 ′= H2 +L0 (5)

D2 =D - dt (6)

式中 　D2 ———弹簧的中径 , mm

dt ———弹簧的线径 , mm

图 3　弹簧的载荷变形

　　dt =
D2

C
(7)

C———弹簧的旋绕比 (C = 4～8)

经初算 ,选取一组标准值的 D2 和 dt 的弹簧 ,弹

簧两端并紧磨平 ,支承圈为 215。

n1 =
GD2

8C
4

k
(8)

式中 　n1 ———弹簧的有效圈数 ,

G———弹簧的切变模量 ,MPa

H0 = pn + 2dt (9)

H0 ———弹簧的自由高度 , mm

p———弹簧的节距 , mm

经以上计算 ,比较结果 ,选取最佳方案。

　　Fj = k (H0 - Hj ) (10)

F2 = k (H0 - H2 ) (11)

F1 = k (H0 - H1 ) (12)

式中 　Fj ———弹簧的极限工作载荷 , N

F2 ———弹簧的最大工作载荷 , N

F1 ———弹簧的最小工作载荷 , N

Hj ———弹簧的极限工作载荷时的高度 , mm

H1 ———弹簧的最小工作载荷时的高度 , mm

4　结语

目前市场上 ,电动气瓶阀一般用于 CO2 固定式

灭火系统的氮气启动瓶上 ,接受消防控制系统的电

信号 ,闸刀迅速动作 ,释放启动瓶中的气体 ,驱动

CO2 气瓶阀 ,使 CO2 固定式灭火系统全面启动。其

结构简单 ,动作可靠、灵敏 ,维护方便 ,可根据不同环

境要求选择电磁铁型号 ,与控制系统的上位机连接。

参 考 文 献

〔1〕　林瑞义、夏福民. CO2 气瓶阀的结构与性能分析〔J〕. 阀门 ,

2001, (1) .
〔2〕　林瑞义. CO2 固定式灭火系统遥控阀组的设计〔J〕. 阀门 ,

2001, (5) .
〔3〕　杨源泉. 阀门设计手册〔M〕.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 1992.
〔4〕　GB 567 - 1999,爆破片及爆破片装置〔S〕.
〔5〕　GB 16918 - 1997,气瓶用爆破片技术条件〔S〕.
〔6〕　GA 112 - 1995,建筑防火产品用电磁铁通用技术条件〔S〕.
〔7〕　GB 15382 - 1994,气瓶阀通用技术条件〔S〕.
〔8〕　吴宗泽. 机械设计实用手册〔M〕.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1998.
(收稿日期 : 2008112125)

(上接第 5页 )

相对运动件的磨损量是否在设计给定的公差范围

内。

7　使用与维护

(1)存贮 ———阀门不能露天存放 ,应置于通风、

干燥处 ,制造厂应规定存放时间 ,存放时不能拆除阀

门两端的保护盖。阀门吊装时不能以执行器作为起

吊点 ,注意法兰面不能碰伤。

(2)安装 ———不能用阀门支撑管道 ,安装时法

兰或焊接端应对齐 ,防止因管线热胀冷缩而引起应

力超值。

(3)启动 ———阀门启用前需清洁管线 ,清除管

内锈垢、沉积物、异物 ,防止杂质对密封表面的损坏。

(4)传动机构 ———阀门开关位置不到位是经常

发生的问题 ,制造厂必须保证传动链每一环节的制

造精度 ,出厂前应检查阀门开关位置和指示位置的

一致性。

(5)轴承 ———定期给轴承处加注耐辐照润滑

油 ,确保轴承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

(6)密封件 ———风阀密封件为橡胶。一般橡胶

件质保期为 4年 ,质保期后应及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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