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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在国内广大生产厂家生产实际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先进标准的部分内容制定而成

采用欧洲气雾剂技术联合会标准FEA 202-E(适于口径25.4 mm气雾罐的固定盖尺寸)和

(气雾阀金属箍的20 mm的尺寸)。其他的技术要求参照欧洲及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标准要求
    本标准由中国包装总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金属容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以下单位起草:中山市凯达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赛亚气雾剂有限公司

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冯秀琼、吴志坚、叶灿雄、李凤鸣、华国元。

。尺寸要求

FEA 210-E

、上海申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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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雾 剂 阀 门
GB  17447一1998

Aerosol valve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气雾剂阀门(以下简称阀门)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与气雾剂容器口径配合尺寸为笋25. 4 mm和价20 mm的阀门的生产、使用、流通和监

督检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中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

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2828-1987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查)

    GB/T 13040-1991包装术语 金属容器

    GB/T 14449-1993 气雾剂产品测试方法

3 定义和符号

31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1 阀门

3.1.1.1气雾剂阀门 aerosol valve
    固定在气雾剂容器上的机械装置，关闭时保证内容物不泄漏，促动时使内容物以预定的形态释放出

来。

31.1.2非定量型气雾YFIl阀门 non-metering aerosol valve
    促动时内容物连续不断喷出直到关闭止的阀门。

3.1.1.3 定量型气雾剂阀门 metered dose valve
    每促动阀门一次，内容物能定量喷出的阀门。

3.1.1.4 正向式气雾Ail阀门 aerosol valve for upright use
    气雾剂产品正立使用的阀门。

31.1.5 倒向式气雾剂阀门 aerosol valve for inverted use

    气雾剂产品倒立使用的阀门。

11.1.6 3600式气雾剂阀门 spray valve for 3600 use
    气雾剂产品可按3600任意方向使用的阀门。

31.1.7按压型气雾剂阀门 pressing aerosol valve
    使用时垂直按下阀门促动器，内容物从通道喷射的阀门。

3.1.1.8 侧推型气雾剂阀门 toggle aerosol valve
    使用时侧推阀门促动器，内容物便从通道喷射的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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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9 雄型气雾剂阀门 male aerosol valve

    阀杆高出固定盖小平面上，促动器套在阀杆上的阀门。

11.1-10雌型气雾IN阀门 female aerosol valve
    阀门促动器与阀杆连成一体，插在低于固定盖小平面的阀杆座内孔的阀门。

3.1.1.11钢质固定盖阀门 aerosol valve with steel mounting cap
    阀门固定盖基材为镀锡或其他镀层薄钢板、不锈钢板的阀门。

3.1.1.12铝质固定盖阀门 aerosol valve with aluminium mounting cap
    阀门固定盖基材为铝合金板的阀门

3. 1. 2 组件

3.1-2门 阀杆 valve stem

    定义见GB/T 13040中6.11条。

3.1.2.2外密封圈 outer gasket
    安装在阀门固定盖外卷边与气雾剂容器之间的静密封元件。

3.1.2.3 阀门固定盖 valve mounting cap
    定义见GB/T 13040中6.9条。

3.1.2.4 内密封圈 inner gasket
    安装在阀门固定盖与阀体之间的动密封元件。

3.1.2.5弹簧 spring
    支承阀杆及内密封圈，并使其复位的弹性元件。

31.2.6阀体 valve housing
    支承阀门其他元件，装在固定盖里的阀门外壳元件。

3.1.2.7 引液管 dip tube
    从阀门的最低处延伸至气雾剂容器底部，将内容物输送到阀门的塑料元件。

3.1.2.8 阀门促动器 valve actuator

    定义见GB/T 1304。中6.13条。

3.1.2.9 阀杆座 valve seat

    在雌型阀门里支承促动器阀杆的元件。

3.2 符号(见图2)

    a) D - 固定盖外翻边外直径;
    b) d- 固定盖内直径;

    c)H— 固定盖总高度;
    d) H, 固定盖外翻边高度;

    e) h - 固定盖小凸台高度;

    f) S- 固定盖材料厚度

4 规格与分类

4门 规格

    按阀门与气雾剂容器口径接合尺寸有025.4 mm和价20 mm 2个规格。
4-2 分类

4.2， 按喷雾量分为非定量型阀门、定量型阀门。

4.2.2按使用方向分为正向式阀门、倒向式阀门和360。式阀门.

4.2.3 按阀门结构分为雄型阀门、雌型阀门，结构见图to

4.24 按使用方式分为按压型阀门、侧推型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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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按固定盖基材分为钢质固定.1 N门、铝质固定盖阀门。

雄戛气雾荆洲月 一 雌2气雾剂阁C1

      I-阀杆t2-外密封盆子3一河自碗定盖》小一内密封断as-弹焚午

            s- 体, 7-引掖管4s-周门促动签f，一阅样座

                              图 I

葵求

  外观萎求

m门应完整无缺报，整体洁净、完好，内外表面保护层应无划伤，无脱落。
各零件安装的位置正确，数邀准确。

鸿

卫

阀门与气雾剂容器配合尺寸要求，见图2,表21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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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4 mm气雾阀 020mm气雾阁

m m

图

表

公Qand H

H, d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基本尺寸 极限偏差

X25.4 mm气雾阀 不少于8.。 3.30 给3-0.2李 025.15 士0.08

卯0 mm气雾阀
最小值 最大值

5.60 8.85

表 3 n】 1

类型 项目 规 格

卯5.4 mm气雾阀

S 0. 27 0.28 0.30 0. 40

l

    0.42 0.50 0.60

D士0.15 32.44 32. 46 32.50 32.70 32. 72 32. 90 33.10

卯。mm气雾阀 d+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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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应用性能要求

5.3.1 阀门促动时所有通道应畅通。

5.3.2 泄漏试验(0. 85 MPa,1 min):不泄漏。

5.3.3 阀门在1. 8 MPa压力下保持1 min,固定盖小凸台高度h变化值6h不大于。.30 mm,

5.3.4 引液管拉脱力:内插管不少于49 N，外插管不少于40 N,

5.3.5 100 mL以下定量型阀门每次喷量允许误差士200n,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的测试

    在自然光或40 w灯光下目测。

6.2 尺寸的测量

6.2.1 直径D, d和高度H和H;的测量

6.2.1.1 量具

    游标卡尺;示值精度。.01 mm,测量范围0̂-125 mm,
6.2.，.2 测量方法

    用游标卡尺按图2所示各部位进行测量，读出所示读数。

63 阀门通道畅通测试

6.3.1 仪器

    泄漏试验仪(见图3),压力表测量范围0̂-1.6 MPa,精度

6.3.2 测试方法

    将样品放人泄漏试验仪内，紧固样品后，充气加压至。.5

器的通道中有气泡连续冒出为合格。

1.5级。

MPa,用手按下促动器，打开阀门，从促动

64 阀门泄漏试验的测试

6，4-， 仪器

    同6. 3. 1,
6.4.2 测试方法

    将样品放入泄漏试验仪内，紧固祥品后充气加压荃0. 85rmpa
气泡冒出，松开手后保持一1 min无气泡冒出为合格1

6.5变形压力的测试

6.5，， 仪器

    压力试验仪(见图4):压力表精度1.5级，量程O'l-2.5 MPa.

    专用百分表(见图5):测量范围0̂-10 mm，分度值。. 01 mm.

，用手按下促动器，从促动器通道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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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5.4 mm气雾阀泄漏试验仪检测头

声20.m气弃阅
j50
1
鲤

116

上旋盖

门支座

\ 通气底座

密封.

"20 mm气雾阀泄漏试验仪检测头

    图3 泄漏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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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多阀

卯5. 4 mm气雾阀压力试验仪检侧头

似0 mm气雾阀压力试验仪检测头

图4 压力试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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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5.4 mm/02。二 气雾阀专用百分表

652 测试方法

    将样品用专用百分表测量h值(见图2)后放入压力试验仪内，加压至1. 8 MYa保持I min,卸压后

取出样品，然后再用专用百分表测最h值，计算二次测量值之间的变化，变化值Ah不大于0- 30 mm为

合格，计算公式如下:
                                          Ah一h:一h, ··，，‘一，‘”、介，·，‘·，，，一 〔I)

式中:h2- 受内压后的h值，二 ;

      机一一按内压前的h值，mm,

6.6 引液管挽脱力的测试

66.1 试验温度;25'C士50C,

6.6.2 仪器
    a)拉力试验机，示值精度(士I%,最大负荷200N，量程分档。一”。N,0.20t3 N,

    h)专用铁钩(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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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甲 5

A向视图

日

                                      图6 专用铁钩

6.6.3 测试方法

    将试验机调整后，先将专用铁钩夹在试验机的夹头上，再把试样放在专用铁钩上，接着将试样的引

液管长度的中间处夹在试验机的下夹头上。将拉伸速度调至50 mm/min，开动试验机拉伸至引液管脱

离阀体止，读出读数。
6.7 定量阀门每次喷出量的测试

    按GB/T 14449方法测试。

7 检验规则

7门 以一次发货数为一批，以一个阀门为一个单位产品。
7.2 气雾剂产品的内容物成分不同，对阀门内密封圈要求各异，生产厂应向使用者提供样品作适用性

试验，并取得确认。

73 产品交货前必须由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并出具合格证，出厂检验包括所有项目。

7.4 抽样

    本标准的要求中5.1,5.2项按GB/T 2828中正常检查二次抽样方案，5.3.1,5.3.2,5.3.3,5.3.4,

5.3.5按正常1q-查一次抽样方案。
了5 判定规则
    检查水平:5.1,5.2按S-4;5.3.1,5.3.2,5.3.3,5.3.4,5.3.5，按S-2o

    合格质量水平:A类不合格AQL=O. 65;B类不合格AQL一1. 5;C类不合格AQL=4,

7.6 缺陷分类见表4
                                                表 4

序号 检 查 项 目 A类
不合格

B类

不合格

c类

不合格

1 外观
5.1.1 甲

5.1.2 丫

2 尺寸(512) 丫

3 气雾阀通道畅通((5.3.1) 了

4 泄漏试验(5. 3. 2) 侧

5 变形压力(5.3. 3) 丫

6 引液管拉脱力〔5J3.4) 丫

7 定量型阀门每次喷出量误差((5.3.5) 丫

7.了 判定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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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1 正常检查二次抽样方案、检查水平S-4的判定数见表5。

                                                  表 5

批量

(个声
抽样次数

                        1

  样本大小

{

累计样本

  大小

B类不合格 C类不合洛
厂 -

      A
            l

R
{

      A R

10000Lj一};}
{第一次
一第二次 :: :: : : { :

10 001一35 000
第一次

第二次 :: :: : : : :
35 000以上

第一次

第二次 5050 50100 : :一;
{ 。一

        10

7.7.2 正常检查一次抽样方案、检查水平S-2的判定数见表6,
                                            表 6

批 量
样本大小 A类不合格 B类不合格

A类 B类     一       }
全部 ’} S     { 。 }

8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B门 标志

    包装箱表面应有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地址等运输标志，如用户有特殊要求时可加上用户要求

标志。每箱应有合格证书，合格证上应有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产品标准号、数量、生产日期、检验员签章。
82 包装

    外包装采用瓦楞纸箱，内包装用塑料薄膜袋包装，或按用户要求包装。

B.3 运输

    运输时要轻装、轻卸，严禁抛掷，防止碰撞，避免雨淋、曝晒及污染。
8.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清洁处，防止阳光直晒，严禁重乐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