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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美国石油学会 (AP I)最新发布的 AP I 6D《管线

阀门 》第 23版 (以下简称 23版 ) ,于 2008年 10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现行的 AP I 6D 第 23 版与 ISO

14313: 2007等同。中国阀门制造行业有众多的 AP I

6D 的持证单位和即将取证的单位 ,及时了解 23 版

的增补内容 ,适应日益推进的美国 AP I专业体系的

调整和标准一体化的大趋势 ,做好有关设计工艺、材

料验收、检验规程、铭牌标记等技术文件的修改工作

十分重要。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 23 版的总体结构、主要内

容、专业要点的解读与说明 ,结合多年来在 AP I 6D

认证咨询过程中的实践体会 ,提出在执行贯彻 AP I

6D 第 23版过程中应注意的要点 ,供国内 AP I 6D的

持证和即将取证的单位参考。

2　解读

(1)范围

23版对管道用阀门 (闸阀、旋塞阀、球阀和止回

阀 )订货、设计、制造、试验与检验、标识等做了较详

细的规定。

AP I 6D不适合于海底管道阀门 ,因为有单独的

国际标准 ( ISO 14723)。

压力等级超过 PN 4210 (2 500磅级 )的阀门不

包括在 AP I 6D标准中。

(2)一致性

23版增加了“一致性 ”章节 ,即 :

a1测量单位

23版其数值用标准国际单位制 ( SI)和美国惯

用单位制 (USC)表示。对于规定的定货项目 ,除另

有说明外 ,应采用一种单位制。无其他单位制表示

的混用数据。

b1圆整数

除本国际标准另有规定外 ,为确定符合规定的

要求 ,这就要求观测值或计算值按 ISO 31 - 0: 1992

附录 B规则 A圆整 ,其在用于表示限度的最右边的

数字应圆整到最靠近的数位。

c1与标准的一致性

质量体系应促使与本国际标准要求的一致性。

注 : ISO /TS 29001规定了质量管理体系部门特

定导则。

制造商应对符合本国际标准的所有适用的要求

负责。允许买方进行必要的调查以便确信制造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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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 ,拒收任何不符合材料 (的产品 )。

(3)引用标准

23版引用的标准有 40个 ,其中 ISO系列标准

15个、ASME标准 11个、ASTM标准 5个、EN标准 3

个、MSS和 NACE标准各 2个、以及 ASNT和 AW S

标准各 1个。

23版较 22版增加了 10个 ISO 系列标准 , ISO

31 - 1: 1992、ISO 7268、ISO 9601 - 1、ISO 9712、ISO

15156 (所有部分 )、ISO 15607、ISO 15609、ISO 15614

- 1、ISO 23277和 ISO 23278等。删除了 4个 ISO系

列标准 ( ISO 7 - 1、ISO 228 - 2、ISO 7005 - 1和 ISO

13623) ,删除了 2 个 ASME 标准 (ASME B111 和

ASME B16125 ) , 删除了 2 个 ASTM 标准 ( ASTM

A193 /A193M和 ASTM A609 /A609M: 1997) ,删除了

2个 EN标准 ( EN 288 - 3和 EN 473: 1993) ,增加了

2个 EN标准 ( EN 1092 - 3和 EN 10204: 2004) ,增

加了 1 个 MSS标准 (MSS SP - 55 ) ,删除了 1 个

NACE标准 (NACE MR 0175)。

23版将引用标准专门列成一个篇章 ,许多技术

标准都是引用了 ASME标准 ,美国 ASME标准几乎

每年一次的更新或增补 ,给具体操作带来了不便。

国内许多取证厂家 ,因信息不灵或引用标准陈旧 ,使

得设计文件与更新标准要求有差距。因此 ,对于所

有 AP I 6D持证和取证单位 ,收集最新版本的技术规

范标准非常重要。

(4)术语和定义

23版增加了填料压盖、清管能力、除非另有协

议、除非另有规定 4项术语和定义。删除了“双阀

座 ,两个阀座双向密封阀门、双阀座阀门 ,一个为单

向密封阀门 ,一个为双向密封阀门 ”2项术语和定

义。将 22版中术语和定义“双截断 - 泄放阀 ”细化

成“双截断 ———泄放 (DBB )阀和双隔离 ———泄放

(D IB)阀 ”。

(5)符号和缩写

23版增加了 1项“符号 ”,即 t———厚度。5项

缩写 ,即 : D IB———双隔离 ———泄放阀、HBW———布

氏硬度、钨球球印器、RT———射线 照 相 检 验、

USC———美国惯用的单位制和 UT———超声波检验。

(6)阀门类型和结构

1)阀门类型

a1对双闸板闸阀和平板闸阀的闸板型式组成、

闸阀阀杆的辅助密封和上密封座进行了规定。

b1旋塞阀密封副的组成和转动型式做了规定。

c1球阀密封副的组成和转动型式做了规定。

d1各类止回阀 (旋启式、单瓣对夹式、双瓣对夹

式、轴流式、活塞式 )密封副的组成和介质流动能力

做了规定。

2)阀门结构

a1阀门通径 　规定了全径阀门、缩径阀门、非

圆形孔缩径阀门的标识 ,这有利于阀门的选择和应

用。对全径阀门的通道内径偏差也有明确的规定。

b1阀门参数 　规定了压力等级、额定值、结构

长度、连接型式和尺寸、特殊结构的要求等内容。

(7)设计

规定了阀门的压力等级、额定值 (阀门壳体材

料按 ASME B16134 - 2006标准的额定值、标准法兰

端和标准焊接端阀门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额定

值 )、通径的表示方法 (全径阀门、缩径阀门、非圆形

孔缩径阀门 )、结构长度、端法兰、焊接端、设计控

制、设计鉴定、设计文件、泄压、放泄和旁通连接、加

长扳手、锁紧装置和位置指示器。

在 AP IQ1规范第一部分质量体系要求中 ,设

计控制是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过程来控制的。设

计控制所包括的必备文件有设计输入、设计输出、

设计评审、设计验证和设计确认 ,它们所包括的项

目是依据顾客要求和所遵照的产品技术标准提出

的。因此 , 23版中 ,如 7118～7123条作为单独的条

款 ,它所要求的内容和增补要求 ,在上述文件中都应

详细表达。

1)结构长度

a1按 ASME B1615 - 1996和 ASME B16110 -

2000中额定值压力等级的标准型式 :法兰连接或对

接焊连接的阀门结构长度。

b1一端为焊接、另一端为法兰连接阀门的结构

长度。

c1未列出结构长度或结构长度不符合上述 a

或 b条的阀门结构长度和标识。

2)连接型式和尺寸

a1各个尺寸系列端法兰的型式和应符合的标

准。

b1焊接端端口的结构和标准要求 ,端口的内径

要求。

3)特殊结构

a1规定了泄压装置的设置和尺寸要求。

b1放泄和旁通连接的连接型式和连接管尺寸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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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加长扳手的结构和组成。

d1锁紧装置的设置和锁紧装置应固定的阀门

位置。

e1位置指示器的设置和指示要求。

(8)材料

a1规定了阀门的阀体、阀盖、盖板、端法兰和焊

接端的材料牌号及应符合的材料标准规范。

b1阀盖和盖板栓接材料的要求。

c1非金属零件和元件材料规范的规定。

d1支架、支架螺母、阀杆、闸板、球体、塞子、阀

瓣、手轮、传动装置、管塞、电动附件等其他零件材料

应执行的标准规范。

e1抗硫化物应力断裂的部件的材料要求。

f1代用的金属材料的性能要求、成分的限定和

判断。

(9)焊接

焊接的规定要求所有承压件和控压件和焊接和

焊补要求。

焊接件的性能检验与试验项目等要求。

(10)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要求规定了测量和试验设备、质量控

制人员的资格、质量控制的一般要求、具体产品和零

件的质量控制。

1) 压力表的计量标定控制

国内许多制造厂测定试验用的压力表是委托当

地计量部门进行校验检定的。由于国内各地计量管

理方式上的差异 ,要满足标准要求 ,保持计量记录 ,

存在着许多困难。取证单位在接受审查时 ,很容易

出现不合格项。因此 ,制造厂要在充分理解国家有

关计量法的基础上 ,积极地与当地计量部门沟通 ,争

取得到有效的计量校验记录。当然 ,标准器压力表

和校验装置都应具备计量部门出具的检定证书。这

样的控制方法已得到审查认可。

2) 关于焊接返修

a1按照 23版标准要求 ,在返修之前应确认部

位尺寸 ,并作 PT或 MT检测。在焊接返修记录中必

须有此栏目的记录。

b1在铸钢件焊接补焊 ,必须选用不得低于母材

强度或性能的焊材。如一些阀门制造厂 A216 -

WCB的补焊选用 J422焊条 ,含 Mo不锈钢材料补焊

选用 A132焊条 ,这都是不能接受的。

3) 无损检测人员的资格认定

按照标准规定 ,无损检测 II级人员的资格认定

应按照美国 SNT - TC - 1A规定进行。目前国内具

备这方面的资格认定能力的是 ASME取证单位中的

无损检测 III级人员。由 III级人员对 II级人员的

资格认定 ,应具备相关的见证资料。①培训课时记

录。②理论考试试卷 (基础和专业二部分 )。③实

际操作记录。④能力与资格鉴定汇总记录等。

目前 ,由于各地区工业水平的差异 ,在审查中 ,

如提供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授权的无损检测协会

(锅炉压力容器监察部门 )认定的证书有些 AP I审

核员也可接受。但如发生不合格项的整改 ,向 AP I

总部递交的整改见证件 ,必须是按 SNT - TC - 1A的

要求提供。

(11)压力试验

对阀门压力试验、强度试验和静压密封试验、试

验项目、试验方法和试验保压时间做了明确的规定。

(12)涂漆

对阀门的涂漆进行了规定。

(13)标记

23版在产品铭牌中标记项目内容不变。

阀门的标记要求了阀体及铭牌上应标注的内

容 ,如制造厂名、商标、压力等级允许使用的最高工

作压力额定值、阀体材料、密封件识别、阀门的公称

通径、环节代号、介质的流向、结构长度、系列编号、

制造年月和阀门功能标记等。

(14)发货准备

对阀门的防腐、密封面和加长阀杆的保护进行

了规定。

(15)文件要求

23版共计 10个文件 ,其中增加了 1个文件 ,该

文件对于含硫工况的阀门规定 ,合格证书按 ISO

15156 (整个部分 )的要求执行。另有二个可追溯性

文件 ,材料证明书和产品明细表 ,有些制造厂对此可

能在管理方面有困难。这是因为在产品追溯的管理

上 ,各制造厂的产品类型不一 ,批量不一 ,持续性都

有很大差异 ,要提出一种各个厂家都适用的模式几

乎是不可能。这里提出二个关键记录点 ,一是仓库

的发料记录 ,二是装配工序的零件清点记录 ,这是可

追溯的源头。现在许多制造厂所作的采购记录和产

品装配流程卡上信息量不够 ,没有可追溯性。在这

二个关键记录点 ,只要有一个记录点控制好 ,就解决

了问题关键。

(16)附录

附录 A～F共 6个 ,其中指导性附录 2个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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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附录 4个。23版将 22版中的 1112节的《标记举

例 》归入了附录 E (参考性的 )《标记举例 》。

作为标准内容的一部分 ,对阀门的采购和试验

起到了指导作用。23版附录 A无损检验要求中的

检验和验收标准均作了修改 ,且增加了 5个检验项

目。附录 D采购指南中要求了阀门的现场试验、泄

压、清管、耐火试验、补充试验和数据表的原则。阀

门数据表 ,列出了阀门订货、性能规范、使用条件、连

接和密封副结构型式、操作机构型式和扳手尺寸、阀

门的支撑、其他特殊要求 (补充试验、耐火试验结

构、泄压、排放连接、旁通连接、提供的文件、第三方

证明或程序 /试验、涂漆和涂层等 )。附录 B补充试

验要求中 ,详细说明了高于标准压力级的静压试验

的介质压力和试验结果要求、气密封试验的要求、试

验压力、试验保压持续时间和试验方法、操作扭矩试

验、抗静电试验、驱动链强度试验、体腔泄压试验、由

氢引起的断裂试验、双截断和排放阀试验、双隔离和

排放阀试验的测量方法和要求。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 , AP I 6D标准对管

道阀门的订货、设计、制造、试验与检验、识别等方面

有很大的指导意义。AP I 6D 第 23版许多规定性内

容这里只是作提示性解释。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和

思路只能供参考。随着国内 AP I认证和 AP I产品制

造不断地走向成熟 ,相信在贯彻执行 AP I标准和规

范方面 ,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和更新的管理模式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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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窗口式套筒可能使大阀瓣产生强烈旋转 ,导

致阀门无法正常使用。小孔式套筒则可以消除阀瓣

的旋转 ,一定程度上也会消除阀门的振动。

11快开　21直线　31抛物线　41等百分比

51双曲线　61修正抛物线

图 4　流量特性曲线

414　增大阻尼

增大阻尼即增加对振动的摩擦 ,如阀瓣采用 O

形橡胶圈密封 ,采用具有较大摩擦力的石墨填料等 ,

对消除或者减弱振动有一定的作用。

415　减小大阀瓣与套筒的配合间隙。

　　该型阀门的大阀瓣和套筒之间有一定的配合间

隙 ,这主要是在阀门预启时让流体可以通过。如果

间隙较大 ,就可能产生机械振动 ,因此合理设定阀瓣

与套筒的配合间隙可以消减振动。

5　结语

引起先导式套筒调节阀流体激振的因素复杂多

变 ,其阀内的不稳定流动属于非定常的复杂内流问

题。通过分析找出流体激振的原因 ,为调节阀结构

的改进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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