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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GB/T 12242-1989《安全阀 性能试验方法》的修订版

本标准修改采用ASME PTC 25;1994《压力释放装置 性能试验规范))(英文版)

本标准与ASME PTC 25主要差异如下:

— 本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按照GB/T 1. 1的要求，对原规范作了编辑性修改;

— 原规范中引用的有关测量和仪表的美国规范在本标准中均未引用;

— 原规范采用的美制单位和计算公式在本标准中均转换为公制单位和计算公式

本标准与GB/T 12242-198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适用范围从安全阀扩大到包括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标准名称也相应改变;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

— 增加了爆破片阻力系数试验的内容;

— 增加了在用试验及工作台上定压试验的内容;

— 增加了附录A“试验报告表”、附录B"试验汇总报告表”及附录C̀‘确定流量误差的示例”。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和附录C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代替GB/T 12242-19890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阀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安德森·格林伍德·克罗斯比阀门有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光禹、王晓钧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12242-19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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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释放装置 性能试验规范

范围

    本标准为进行压力释放装置的动作性能试验(包括机械特性)及排量的试验提供指导和规则(包括

编制试验报告) 压力释放装置用来防止锅炉、压力容器及相关管道设备的超压，而这些试验则用来确

定压力释放装置的动作性能和排量。

    本标准的试验程序有各种进口和出口条件状况，试验介质是使用其物理性质已知的蒸汽、气体(空

气)或液体(水)。本标准适用于下列类型的重闭式和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

    a) 安全阀;

    b) 爆 破片装置 ;

    c) 折断/剪切销装置;

    d) 易熔塞装置

    试验有关各方同意接受本标准的条款，本标准也可适用于其他压力释放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2241 安全阀 一般要求(GB/T 12241-2005, ISO 4126-1:1991, MOD)

    GB/T 12243 弹簧直接载荷 式安 全阀(GB/T 12243- 2005,JIS B 8210-1994, MOD)

术语

    GB/T 12241中术语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通用术语

3.1.1

    压力释放装置 pressure relief device
    一种用来在压力容器处于紧急或异常状况时防止其内部介质压力升高到超过预定最高压力的

装置 。

3. 1.2

    动作性能及排f试验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low capacity testing
    用来确定压力释放装置的动作性能和实际排放能力的试验

3.1.3

    在用试验 in-service testing
    当压力释放装置安装在系统上正在对系统实施保护时，单独利用系统压力或配合使用辅助开启装

置或其他压力源以确定其某些或全部工作特性的试验

3. 1.4

    工作台上定压试验 bench testing
    为确定压力释放装置的整定压力和关闭件密封性而在一个加压系统上进行的试验

3.2 压力释放装置类型
                                                                                                                                                                        I



GB/T 12242-2005

3.2. 1

    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 reclosing pressure relief device
    一种在动作后再行关闭的压力释放装置。

      a)

    安全阀 safety valve
    一种自动阀门，它不借助任何外力而利用介质本身的力来排出一额定数量的流体，以防止压力超过

额定的安全值。当压力恢复正常后，阀门再行关闭并阻止介质继续流出。

      b)

    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direct-loaded safety valve
    一种仅靠直接的机械加载装置如重锤、杠杆加重锤或弹簧来克服由阀瓣下介质压力所产生作用力

的安全阀

      c)

    带动力辅助装置的安全阀 assisted safety valve
    该安全阀借助一个动力辅助装置，可以在压力低于正常整定压力时开启。

      d)

    带补充载荷的安全阀 supplementary loaded safety valve
    这种安全阀在其进口压力达到整定压力前始终保持有一个用于增强密封的附加力。该附加力(补

充载荷)可由外部能源提供，而在安全阀进口压力达到整定压力时应可靠地释放。补充载荷的大小应这

样设定，即假定该载荷未能释放时，安全阀仍能在其进口压力不超过国家法规规定的整定压力百分数的

前 提下 达到额定排量 。

      e)

    先导式安全阀 pilot-operated safety valve
    一种依靠从导阀排出介质来驱动或控制的安全阀。该导阀本身为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f)

    真空安全阀 vacuum relief valve

    一种设计用来补充流体以防止容器内过高真空度的安全阀，当正常状况恢复后又重新关闭而阻止

介质继续流人

3.2.2

    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 non-reclosing pressure relief device
    一种在动作后保持开启的压力释放装置。

      a)

    爆破片装置 rupture disk device

    一种由装置讲出口静压差驱动的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其功能系通过承压片的爆破而实现。

      b)

    折断销装置 breaking pin device
    一种由进口静压力驱动的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其功能系通过承压件支承销承载截面的折断而

实现

      c)

    弯折销装置 buckling pin device
    一种由进口静压力驱动的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其功能系通过承压件支承销承载截面的弯折而

实现

      d)

    剪切销装置 shear pin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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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由进「1静压力驱动的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其功能系通过承压件支承销承载截面的剪切而

实现

      e)

    易熔塞装置 fusible plug device
    一种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其功能系通过一个用具有适当熔点的材料制成的塞子的屈服或熔化

而实现 。

3. 3 安全阀的特性尺寸

3.3.1

    排放面积 discharge area
    阀门排放时流体通道的最小截面积。

3.3.2

    流道面 积 flow area

    阀进口端至关闭件密封面间流道的最小横截面积。

3.3. 3

    流道直径 flow diameter

    对应 于流道面积 的直径 。

3.3.4

    帘面积 curtain area

    当阀瓣在阀座上方升启时，在其密封面之间形成的圆柱面形或圆锥面形排放通道面积 见图1

3.3.5

    开启高度 lift

    阀瓣离开关闭位置的实际行程。

3. 3.6

    额定开高 rated lift

    使阀门达到其额定排量的设计开高。

3.3.7

    密封面斜角 seat angle
    阀门轴线与密封面间的夹角。平面密封阀门的密封面斜角为9000

3. 3.8

    密封面积 seat area

    由密封面平均直径确定的面积。

3.3.9

    密封面平均直径 seat mean diameter

      阀瓣 与阀座接触面的平均直径 。

3.4 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的特性尺寸

3.4. 1

    净流通 面积 net flow area

    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动作之后决定流量的面积。一个爆破片的(最小)净流通面积是其完全破裂

后的计算净面积，它带有适当的允差，因为爆破片的某些结构件可能减小其净流通面积。

3.5 压力释放装置的动作和排量特性

3.5. 1

    整定压力 set pressure
    安全阀在运行条件下开始开启的预定压力，在该压力下，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由介质压力产生的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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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开启的力同使阀瓣保持在阀座上的力相互平衡

3.5.2

    超过压力 overpressure
    超过安全阀整定压力的压力增量，通常用整定压力的百分数表示

3.5. 3

    回座压力 re一seating pressure
    安全阀排放后阀瓣重新与阀座接触，即开启高度变为零时的压力。

3.5.4

    启闭压差 blowdown

    整定压力同回座压力之差，以整定压力的百分数或以压力单位表示。

3.5.5

    排放压力 relieving pressure
    整定压力加超过压力。

3.5.6

    额定排放压力 ”ow-rating pressure
    标准或规范规定的排放压力上限值，是测量压力释放装置排量时的进口静压力。

3.5. 7

    背压力 back pressure
    由于在排放系统中存在压力而在压力释放装置出口产生的静压力。

3.5.8

    排放背压力 built-up back pressure
    由于介质流经压力释放装置进人排放系统而在该装置出口处产生的压力。

3.5.9

    附加背压力 superimposed back pressure
    压力释放装置即将动作前在其出口处存在的压力，是由其他压力源在排放系统中引起的。

3.5. 10

    冷态试验差压力 cold differential test pressure
    安全阀在试验台上调整到开始开启时的进口静压力，该压力包含了对背压力和/或温度等运行条件

所作的修正。

3.5. 11

    密封试验压力 tight test pressure
    进行密封试验时的进口静压力，在该压力下测量通过关闭件密封面的泄漏率。

3.5. 12

    爆破压力 burst pressure
    当爆破片装置动作时，其进口静压力

3.5, 13

    爆破片装置的规定爆破压力 specified burst pressure of a rupture disk device
    爆破片装置升高的进口静压力，在规定的温度下爆破片设计在该压力爆破

3.5. 14

    折断压力 breaking pressure
    当折断销装置、弯折销装置或剪切销装置动作时，其进口静压力。

3.5. 15

    一次压Ji primary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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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释放装置进 口压力

3.5. 16

    二次压力 secondary pressure

    在安全阀的实际排放截面与出口间的通道中存在的压力。

3.5. 17

    前泄压力 simmer pressure
    一个低于安全阀整定压力的进口静压力，在该压力下，安全阀关闭件密封面间发生可由听觉或视觉

感知的介质泄出，但没有可测量的排量。前泄压力仅适用于可压缩介质用的安全阀。

3.5. 18

    理论排f  theoretical relieving(discharge) capacity

    其流道最小截面积等于安全阀流道面积或等于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净流通面积的理想喷管的计

算排量，以重量单位或容积单位表示。

3.5. 19

    实测排*  measured relieving(discharge) capacity

    在额定排放压力下测量的压力释放装置排量，以重量单位或容积单位表示。

3.5.20

    额定排f  rated relieving capacity (certified discharge capacity)

    实测排量中由适用的规范或标准允许用作压力释放装置应用基准的部分。

3.5.21

    当，计算排iR  equivalent calculated capacity
    当压力、温度或介质等使用条件与额定排量的适用条件不同时，压力释放装置的计算排量。

3.5.22

    排皿系数 coefficient of discharge
    实测排量同理论排量的比值。

3.5.23

    额定排f系数 rated coefficient of discharge
    额定排量同理论排量的比值.

3.5.24

    频跳 chatter

    安全阀阀瓣快速异常地来回运动，运动中阀瓣接触阀座

3.5.25

    颇振 flutter

    安全阀阀瓣快速异常地来回运动，运动中阀瓣不接触阀座

3.5.26

    基准状况 reference conditions

    由适用的标准或由试验各方间的协议规定的试验介质状况，可用来统一排量试验的结果。



平面密封阀门

帘面积=nDL

    锥面密封阀门

帘面积=nBQ7"D�)/2

    锥面密封阀门

帘面积=nHCD十1),3)/2

    锥面密封阁门

帘面积=a8(DID�)/2

    球面密封阀门

帘面积=n8(D+Ih,)/2

    球面密封阁门

帘面积=rtHCD+Uy)/2

L=开启高度

U=阀座阀瓣接触面最小直径

D。=锥 面通道另一直径

B=锥面通道斜高

0=密封面斜角

R=半径

注:帘面积系排放面积，除非阀瓣达到足够开高使流道面积成为通道最小截面积。

                            图1 安全阀帘面积的典型示意图

4 总则

4. 1本标准试验的测量偏差规定如下:对于排量试验，最终排量测量的偏差应不超过测量值的

士2. 0 %;对于动作性能试验，压力测量的偏差应不超过测量值的士。.5%;对于在用试验及工作台上定

压试验，压力测量的偏差应不超过测量值的士1.00ae

4.2 进行本标准规定的试验，要求试验装置具备试验所要求的压力和足够容量。进行动作性能和排量

试验时试验容器的直径，当用蒸汽或气体试验时应至少为压力释放装置进口通径的10倍;当用液体试

验时，应至少为4倍。应按试验程序(见5. 4 )的要求保持试验运行条件，试验持续时间应满足在稳定状

况下取得必要的动作性能和排量数据的需要

4.3 现场安装及/或非正常运行条件可能会对压力释放装置的功能产生不利影响。评估压力释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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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条件下的适用性和可靠性不属于本标准的范围。

4.4 如果压力释放装置试验所用介质的温度同装置在实际使用时承受的温度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其

实际使用时的功能特性如开启压力、启闭压差和爆破压力等将不同于试验得出的特性。考虑这些不同

而对试验条件下的压力释放装置作适当修正的内容也不属于本标准的范围。

4.5 本标准提供推荐的试验程序和测试仪表。其他的试验程序和测试仪表只要能证明具有至少与本

标准要求等同的精度和可靠性，则可以使用。如果要使用其他的程序和仪表，则必须在试验之前征得试

验有关各方的书面同意。

4.6 应按照测量和计算来对试验结果作出报告。只有当试验完全符合本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时，才可以

被指认为按照本标准进行的试验。

4.7 试验的有关方应对管道系统和部件的设计和超压保护、试验中压力释放装置的安全排放以及通常

伴随着排放的高噪声等给予特别的考虑，以保证试验装置满足最低强制要求。

4.8 应达成协议的事项

    试验各方应在进行试验之前就下列事项达成协议:

    a) 试验目的;

    b) 试验场所，试验各方，试验和试验监督人员;

    c) 在额定排放压力下试验流体的基准状况;

    d) 试验所用的测试方法、仪表和设备(仪表的校准应按5.1.2);

    e) 被试装置的数量、通径、类型、状况、来源、整定压力和预期排量;

    f) 书面的试验程序，该程序应包括为满足试验目的所应进行的观测和所应记录的读数

4.9 试验和试验监督试验人员的资格和职责

    试验和试验监督人员应接受过热力学和流体力学的正规教育，并具有流体流量测量的实际经验。

试验监督人员还应具有监督试验的经验。所有从事会影响试验结果的操作的人员应完全了解进行这些

操作的正确方法。

    试验和试验监督人员应负责保证书面的试验程序得到遵循，并对试验仪表已按5. 1. 2要求进行校

准负 责。

5 压力释放装置 动作性能及排皿试 验

5.1 试验装 置和仪表

5.1.1 试验装置的布置按图2至图7及图9所示。测量应符合5. 2的要求。

5. 1.2 仪表校准

    试验中使用的每一台仪表以及备用仪表都应有编号或作其他明确标记。每一仪表依照其类型不同

应按本节中概述的下列要点进行校准。有关的仪表校准记录应保存以供有关方面查阅。

5.1.2.1 压力测量仪表

    压力测量仪表的精度等级不应低于0. 5级。压力测量系统应包括两套压力测量仪表，以便在试验

中进行互校。应按国家有关规程对压力测量仪表进行校准。国家规程未规定的压力指示或记录装置的

校准方法应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

5.1.2.2 温度测量仪表

    温度测量仪表的分辨率不应低于。.5℃ 温度测量系统应包括两套温度测量仪表，以便在试验中

进行互校。应按国家有关规程对温度测量仪表进行校准。国家规程未规定的温度指示或记录装置的校

准方法应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

5. 1.2.3 开高测量仪表

    开高测量仪表的分辨率应不低于0. 02 mm。应在每次试验或一系列试验的前后对其精度进行

检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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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4 重 量秤

    在试验程序中用来称量冷凝液重量的重量秤，其指示部件的最小刻度值应小于或等于预期载荷的

0. 25% 用于本标准试验的重量秤应在每次或一系列试验之前按国家有关规程在足够的点位上进行校

准，以保证其在预期使用范围内的精度。

51.2.5 蒸汽热量计

    蒸汽热量计应分别在其安装之时和在不超过6个月的规定周期内用蒸汽进行校准。当测量结果显

示其读数有明显错误时或在重新安装后，应再进行校准。

5. 1.2.6 流量计组合

    对任何类型流量计(见5.2.4)的校准应包括流量计上游和下游侧的实际管道和所有附件，附件包

括控制阀、试验容器以及容器同阀门的连接件。这种校准应通过比较的方法在执行正式试验之前完成，

即把流量测定值同由预先校准的流量计装置测得的值进行比较，而后者的校准系借助原始的装置或机

构来完成。有关预先校准的流量计装置的协议应使最终总体试验结果的偏差在士2.0%以内 校准应

在相应于对比装置的最小、中间和最大流量下进行。对于具有不同进口连接形式的阀门，其连接件应在

制造或采购时由试验室人员进行校准。此外，流量计装置应如上述每5年至少进行一次再校准。这种

再校准应包括使用至少两种尺寸的连接件 应保存校准记录并提供有关方面审核 若对设备作改变，

应评估这种改变可能对系统校准产生的影响，当认为必要时应进行新的校准。

5. 1.3 试验中的调整

    当在采集数据时，不应对压力释放装置作任何调整。在试验条件发生任何改变或偏离后，应给予足

够的时间使流量、温度和压力达到稳定后再采集数据

5. 1.4 试验记录和试验结果

    试验记录应包括对试验对象的所有观察、测量、仪表读数和仪表校准记录(当需要时)。原始试验记

录应由进行试验的机构保管，其保管期限不少于5年。所有试验记录的副本应提交试验各方。修正及

修正值应分别载人试验记录。应按本标准5. 6的规定作试验汇总报告。

5. 1.5 测量误差

    应进行预备试验来确定，使用规定的仪表和程序能够满足4. 1中对最终排量侧量所规定的误差极

限。还应进行试验后的误差分析，除非试验各方同意并证实，规定的仪表和程序包括数据的离散性是按

试验规范来使用和执行的，从而确认预备试验确定的误差在试验后仍然有效。误差确定应由试验室形

成文件以供审核。

5.2 测且方法

5.2. 1 大气压测11

    大气压应使用气压表测量。在进行包含排量的计算时，若压力释放装置的额定排放压力等于或高

于。.15 MPa〔表压)，则使用试验当地的平均大气压即可满足本规范的精度要求。在这种场合，记录的

压力可以是平均大气压

5.2.2 温度测In

    a) 根据操作条件，温度测量可以采用玻璃管式液体温度计、双金属温度计、电阻式温度计或热电

        偶。除玻璃管式液体温度计必须插到套管中外，所有上述温度计可以直接插人管道中，也可插

        到套管中。当温度低于150℃时，宜将测温装置直接插人管道而不附加套管。

    1)) 当进行任何温度测量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 除被测介质外，测温装置同外界不应有因辐射或传导产生的较大热传递。

        2) 插人点的紧邻部位和测温装置的外露部分应隔热

        3) 对于小直径管道，测温装置的插人深度应穿过管道中心线;当管道直径超过300 mm时，

            应插人到介质流中至少150 mm深处。

        4) 在输送可压缩流体的管道上，只要可能，测温装置应安装在进行任何流量测量时最大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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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a)

      b)

      c)

      d)

5.2. 4

      a)

      质流速不超过30 m/s的地方。如果不可能这样安装，则可能需要将温度读数校正V9 i1'= n

      的静温或全温。

  5) 测温装置的插人位置应使其测量的温度正如在试验布置中描述的那样能代表流动介质

      的温度

  当使用玻璃管式水银温度计测量温度时，该温度计应有一个带刻度的杆。当被测温度同环境

温度的差值大于5℃且水银部分露出时，应作露出杆修正，或使用露出杆式温度计。

  当使用温度计套管时，套管应是薄壁的，其直径应尽可能小。套管外表应无腐蚀或杂物 套

管内应充以适当的流体，但不宜采用水银 因为水银的蒸发压很低，会给人员健康带来严重危

  害 当然，如果为此目的而采用了水银，则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若采用热电偶，则应具有焊接的热端，且必须连同其外接导线一起在预期的使用范围进行校

  准。热电偶应采用适合于被测温度和介质的材料构成。其电动势应利用电位计或毫伏表来测

定。热电偶的冷端应利用一个冰浴(参照标准器)或通过在电位计加装补偿电路而构成

压 力测组

  测压点应布置在流动基本上平行于管壁或容器壁的区域。当测量小于。. 1 MPa的静压差时，

  可以采用液体压力计。

  试验容器的压力应为通过图2所示取压口测量的静压力。

  背压力应为通过图3、图5及图6所示取压口测量的静压力。

  如果在测压点和压力计之间存在水位差或其他液位差，则应对压力读数作适当修正。

流 t测f

  测量压力释放装置排量的方法有:

  1) 亚音速推断式流量计，包括孔板、流量喷嘴和文丘里管;

  2) 音速推断式流量计，包括塞流喷嘴;

  3) 直接收集排放介质或其冷凝液的容积法或重量法。

  测量压力释放装置排量应视情况分别采用下列方法:

  1) 背压为大气压时的蒸汽流量，采用上述a) 1)或a)3)方法:

  2) 背压高于大气压时的蒸汽流量，采用上述a) 1)方法;

  3) 背压为大气压时的空气或气体流量，采用上述a) 1)或a)2)方法;

  4) 背压高于大气压时的空气或气体流量:采用上述a)1)方法;
  5) 背压为大气压时的液体流量，采用上述a) 1)或a) 3)方法;

  6) 背压高于大气压时的液体流量，采用上述a)1)方法。

本节并不排除在背压高于大气压时用音速推断式流量计测量压力释放装置排量的试验 然而，由于通过这类

流量计的压降很大，这样的试验也许是不可行的

  一次测试元件

  ll 一次测试元件应置于被试压力释放装置进口的上游侧。安装要求及仪表位置如图2所

      示。孔板孔径同管道内径的比率应在0,2到。.7之间 一次测试元件应在试验之前进行

      检查以确认其洁净和未受损伤。

  2) 一次测试元件前后的压差和流体温度应利用连接在图2所示位置的仪表进行测量

  3) 在一次测试元件前面应有足够长的直管段，以保证在靠近元件的流道内有一个相当均匀

      的流速分布。为保证压力测量可靠，在一次测试元件的出口侧也应有与进曰管道同样公

      称尺寸的足够长的直管段。

  4) 在排量测量过程中流动应保持稳定，差压计上显示的总脉动值(双倍振幅)不应大于被测

      差压的200。当脉动值较大时，应消除脉动的起因，试图就仪表本身来减少脉动是不允

      许 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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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应采取措施避免使用通常会导致不稳定状态的过湿蒸汽。当用蒸汽进行试验时，应使用

            节流式热量计测量蒸汽干度(参见5. 2. 5) ,
5.2.5 蒸汽干度测f

      流动蒸汽的干度应采用节流式热量计进行测量。热量计的安装如图2和图3所示。其蒸汽取样管

也可直接安装在容器上，只要取样管伸人到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喷嘴中心线正下方的流道中，同时不低于

试验容器的水平中心线。

5.2.6 开启高度测f

    a) 对于开放式或开孔阀盖式结构，如果阀杆上端在试验时可以露出，则可以把一个具有适当量程

        的刻度盘式指示计设置在阀门顶部以指示阀杆位移。对于封闭式阀门，其阀杆端部不能露出，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在阀盖或罩帽的外面指示、读取或记录阀杆位移。无论何种情况，都必

        须注意使测量装置不会对阀杆附加载荷，也不会妨碍阀门的动作。

    b) 当用蒸汽进行具有附加背压力的阀门试验时，开高指示器可能会显示错误的读数。这是因为

          当蒸汽进人阀门背压腔时，蒸汽的温度可能引起阀门零件的热膨胀，从而在开高指示器上产生

        错误的初始读数。当要求试验结果具有很高的精度时，应把测量中热膨胀引起的开高指示同

        阀门的真实开高区分开来。

5.2.7 可以实行校正的状况

    a) 蒸汽:其基准状况为干饱和蒸汽。试验中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处蒸汽的状况应为最小干度

        98 ，最大过热度 100C,

    b) 水:其基准状况为18℃至24 0C。试验中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处水的温度范围应为5℃至500C ,

    c) 空气和其他气体:其基准状况为13℃至240C。试验中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处空气或其他气体的

        温度范围应为一18℃至930C,

    d) 如果试验状况不在上述范围内，则不可以实行从实际试验状况到基准状况的校正。此外，不

        应对实际试验压力进行校正。

52.8 介质成分

    应使用物理性质明确的介质作为试验介质。如果对流体的物理性质有疑问，应通过物理实验或化

学分析来确定。

5.3 试验安装要求

    a) 被试压力释放装置应利用连接附件(法兰式、螺纹式或焊接式等，其可接受的内部断面形状见

        图8)直接安装在试验容器上。只要不影响试验结果的精度，也可以使用其他连接附件。

    b) 对于排放前背压为大气压的试验，试验布置应使介质从压力释放装置直接排向大气或冷凝器

        (见图2、图3及图4)。当使用排放管道时，管道尺寸应至少等于压力释放装置出口尺寸。排

        放管道的支撑应独立于压力释放装置，其支撑方式不应影响压力释放装置的动作。必须采取

        措施以保证压力释放装置和排放管道足够牢固，能承受由排放产生的合力。

    C 对于排放前具有附加背压的试验，试验布置应提供在压力释放装置出口引人和保持背压的手

        段(见图5)。排放管道应具有至少与压力释放装置相同的公称尺寸，并应通向一个足够大的

        系统，以便能对背压作适当的调节。应提供一个控制式压力释放装置，以便在被试压力释放装

        置排放时建立并保持任何要求的背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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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高指示

温 度

控制阀 蒸汽 热量计

水位 计玻摘管

旁通阀

图2 流f计方法，背压为大气压时推荐的试验布置

开高指示 )2场
压 力 出口管道应为水平布置或

向下倾斜，并可伸缩

被试装置

了
排气 口

温度

容器 蒸汽热量 计
冷凝器

水位计玻璃管

称量容

磅抨

图3 称量冷凝液方法，背压为大气压时推荐的试验布置

被试装置

进”布NQ图’ 曰日
      称‘鬓二日

图4 称量水方法，背压为大气压时推荐的试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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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开高指示

被试装置

书
制阀

-叫卜通 向大气或接受器

图5 具有附加背压时推荐的排放侧试验布置

开高指示

被试装置

拼一通一
进口侧布置见图1

                          图6 具有排放背压时推荐的排放侧试验布置

5.4 试验程序

5.4. 1 综述

    a) 背压为大气压的试验，蒸汽试验程序按 5.4.2的规定;气体(包括空气)试验程序按5.4. 3的规

        定;液体试验程序按5.4.4的规定

    b) 背压高于大气压的试验，蒸汽试验程序按5.4.5的规定;气体(包括空气)试验程序按5. 4. 6的

        规定;液体试验程序按5. 4. 7的规定

    c) 爆破片阻力系数的试验程序按5.4.8的规定。

    d) 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同压力释放阀组合件的试验程序分别按5.4.2至5.4.7的规定(见图7) 0

5.4.2 以蒸汽为介质，背压为大气压的试验

5.4.2. 1 试验布置

    a) 流量计法:流量计及其辅助仪表的使用情况如图2所示。在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和流量计一次

        测量元件处必须使用热量计，而在一次测量元件和试验容器上的温度计则可以省去。应采取

        措施收集并计量试验过程中在试验容器内积聚的冷凝液。

    b) 称量冷凝液法:图3所示的称量冷凝液试验方法，包括冷凝器及辅助仪表。在压力释放装置的

        进口使用热量计是必须的

    注:如果被试压力释放装置为开放式或开孔阀盖式结构，这 一试验布置将不能测得通过压力释放装置的全部蒸汽，

        一部分蒸汽可能经由阀杆四周及疏水孔泄漏出去。因而试验获得的排量结果将小于装置的实际排量。当试验

        有关方面认为必要时，应就确定上述蒸汽泄漏率的方法达成协议。

    c) 如果试验有关各方同意，也可以采用其他试验布置，只要最终试验结果的误差在士2. 0%以内

          (见 4.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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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装置

被试非重闭式装置

图7 非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与安全阀组合的推荐试验布置

卜 IJB~洲 卜 ]A一

只。一一一
        a)

卜 De -卜 卜 ’)”一卜

一 一一.{〕*-一 卜
                  c)                                          d)

图 a)一一若D�>0. 75Dq，则R})O. 25DA

        若D, <O. 75DA，则R妻0. 25D�

图 b)一 若 a-<300且Da<O. 75D.A，将所有锐边倒钝

图 。)一 一若a>300且 Dn<O. 75DA，则R妻0. 25Da

图 d)-一若 a(30且Da妻0. 75D,，则 R,,>0. 25DA

注:在任何情况下，附件的内径都不得超过试验容器接口的内径。

              图8 试验容器与压力释放装置间连接附件的推荐内部断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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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a)

  用流19计方法测 19流f的程序

升高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 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装置的整定压力

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继续升高装置进口压力直到装置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

察装置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和开启高度。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装置关闭，同时观察

装置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和回座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

值为止(至少应重复两次)。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装置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待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显

示稳定状态。

关闭试验容器疏水口，并记录或标记水位计玻璃管中冷凝液的初始水位口

记录下列各项:

1)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

2)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热量计的排放温度;

3) 压力释放装置开启高度(当适用时);

4) 流量计进口静压力;

5) 流量计压差;

6) 流量计处热量计的排放温度

维持稳定的排放状态，并按预定的时间间隔以同样的程序读取和记录数据。

利用秒表、带秒针的同步电钟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记录排放延续的时段和记录数据的时刻。

用重量或容积测量方法确定试验容器中在排放时段内生成的冷凝液量并作记录。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的回座压力。

  用称f冷凝液 方法测f流量的程序

升高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 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装置的整定压力

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继续升高装置进口压力直到装置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

察装置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和开启高度。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装置关闭，同时观察装

置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和回座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

值为止(至少应重复两次)。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装置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显

示稳定状态

确定冷凝器热侧水位。

记录下列各项:

1)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

2)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热量计排放温度;

3) 压力释放装置开启高度(当适用时)

维持稳定的排放状态，并按预定的时间间隔以同样的程序读取和记录数据

记录用秒表、带秒针的同步电钟或其他适当方法测量的排放时段以及记录数据的时刻

再次确定冷凝器热侧水位，并精确测定和记录在排放时段中在冷凝器内产生的冷凝液量(容积

或重量)。

e)

f)

    g)

      h)

      i)

    7)

5.4.2.3

      a)

e)

f)

、

，

9

仁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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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缓慢 降低进 口压力井冉 次记录重闭式压力 样放装置 的回座压力

5.4.2.4 观察机械特性

    在试验过程中，应利用听觉、触觉或视觉观察并记录机械特性。如果阀门发生频跳、颤振或不能满

意回座，则应加以记录 根据有关各方的协议，可以对装置重新调整或进行修理后再重新试验。应注

意，过大而持续的振荡可能导致阀门损坏并对试验现场的人员造成危险

5.4.2, 5 记录补充数据

    在流量计法或称量冷凝液法试验过程中，可能要求或需要记录与5. 4. 2. 2或5.4.2.3所列不同或

补充的压力。

5.4.3 以空气或其他气体为介质，背压为大气压的试验

5. 4. 3. 1 试验布置

    a) 推荐的试验布置如图2所示。每一类流量计的使用方法列于以下分节中。压力释放装置的排

        放口可如图2所示。对于接有较长排放管的情形，参见5. 3的b)的规定

    b) 使用亚音速推断式流量计时，与之有关的测量项目为:

        D 进口静压力;

          2) 进 口温度 ;

          3) 差压力。

    c) 使用音速推断式流量计时，与之有关的测量项目为:

        1) 进口全压(滞止压力);

        2) 进口全温(滞止温度)

5.4.3.2 用亚音速推断式流量计方法测皿流且的程序

    a) 升高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 观察并记录装置的整定压力

        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b)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继续升高装置进口压力直到装置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

        察装置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和开启高度。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装置关闭，同时观察装

        置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

    c)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和回座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

        值为止(至少应重复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装置讲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显

        示稳定状态

    e) 记录下列各项:

        1)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

        2)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温度;

        3) 压力释放装置开启高度(当适用时);

        4) 流量计进口静压力;

        5) 流量计进口温度;

        6) 流量计差压力

    f)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装置回座压力。

5.4.3.3 用音速推断式流最计方法测量流且的程序

    a) 升高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 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装置的整定压力

        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L，)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继续升高装置进口压力直到装置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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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装置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和开启高度。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装置关闭，同时观察装

        置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

    c)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和回座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

        值为止(但至少应重复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装置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显

        示稳定状态。

    e) 记录下列各项 :

        1)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

        2)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温度;

        3) 压力释放装置开启高度(当适用时);

        4) 流量计进口全压;

        5) 流量计进口全温。

    f)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装置回座压力。

5.4. 3.4 观察机械特性

    见 5.4.2.40

5. 4.3.5 记 录补 充数据

    在亚音速或音速流量计方法试验过程中，可能要求或需要记录与5. 4. 3. 2或5. 4. 3. 3所列不同或

补充 的压力

5.4.4 以液体为介质，背压为大气压的试验

5.4.4. 1 试验布置

    a) 压力源可以是一个泵或一个同高压压缩气源组合的液体储罐。应采取措施以保证系统中压力

        脉动减小到最低限度。采用流量计方法时可参考图2所示的推荐布置方案。采用称量水方法

        时推荐的排放侧布置如图4所示。

    b) 如果采用流量计法，应测量流量计差压力、装置进口压力和液体温度。

    注:当用流量计方法进行试验时，如果压力释放装置的进口压力很高而流量很小，则可能要求把流量计安装在压力

        释放装置的下游侧。这种安装方式，只要按5.1.2.6进行了校准则可以采用

    c) 如果不采用流量计方法，则应确定压力释放装置在一个时段内排放的液体容积或重量 还应

        读取和记录装置进口压力及液体温度。应提供将排放液体导人和引出计量容器的手段。

5.4.4.2 用流且计方法测且流f的程序

    a) 升高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 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装置的整定压力

        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b)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继续升高装置进口压力直到装置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

        察装置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和开启高度。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装置关闭，同时观察装

        置 的动作 ，记录 回座 压力 。

    c)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和回座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

        值为止(但至少应重复两次)

    山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装置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显

        示稳定状态。

    e) 记录下列各项:

        1)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

        2)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液体温度;

        3) 压力释放装置开启高度(当适用时);

  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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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流量计差压力。

    f)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的回座压力。

5.4.4.3 用容积或重f法测fmf的程序

    a) 升高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 90 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装置的整定压力

        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b)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继续升高装置进口压力直到装置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fA1时观

        察装置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和开启高度。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装置关闭，同时观察装

        置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

    c) 对于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和回座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

        值为止(至少应重复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装置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显

        示稳定状态。

    e) 记录下列各项:

        ”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

        2)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液体温度;

        3) 压力释放装置开启高度(当适用时)

    f) 将排放液体导人计量容器。

    9) 按预定的时间间隔重复e),

    h) 将装置的排放口从计量容器移开。

    i) 利用秒表、带秒针的同步电钟或其他适当的方法计量并记录排放延续的时段以及记录数据的

        时刻 。

    注:试验时段为所测量的排放液体导人计量容器的时段 应注意在这一时段内保持装置进口压力稳定

    1)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重闭式压力释放装置的回座压力。

5. 4.4.4 观察机械特性

    见5.4.2. 4.

5.4.4.5 记录补充数据

    在流量计法或容积法试验过程中，可能要求或需要记录与5.4.4. 2或5.4.4.3所列不同或补充的

压力 。

5.4.5 以蒸汽为介质，背压高于大气压的试验

5.4.5. 1 试验布置

    a) 推荐的试验布置如图2、图5及图6所示。应使用安装在阀门上游侧的流量计来测定排量。

        图2表示到试验阀门为止的推荐试验布置方案。图5和图6表示排放侧的布置

    b) 图5表示具有附加背压时的推荐试验布置。该布置提供了在阀门达到整定压力之前对阀门施

        加背压的手段。应提供一个控制阀以控制在试验阀开启前、开启过程中和开启之后的背压力。

        管道的布置方式应使冷凝液不会积聚在管道中 在背压容器上应设置排水口。

    c) 图6表示具有排放背压时的推荐试验布置。所需的设备包括在试验阀开启后控制所产生背压

        大小的手段以及测量在试验阀排放管中静压力的手段。

5.4.5.2 试验步骤
    a) 大气背压试验:试验可用来确定阀门在大气背压下排放时的性能 阀门应装设如图2所示的

        大气排放管。试验程序应按 5. 4. 2. 2的要求。执行这部分程序并记录商定的数据。

    注:当阀门向大气排放时，这部分试验的目的可能仅为确定和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和回座压力，以及阀门在额定排

        放压力 卜的开高 在这种情况下，5.4.2.2中有关排量测定的部分可以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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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背压试验:如果已进行大气背压的试验，则在该试验后，根据所要求背压的类型按图5或图6

          的要求安装排放系统。

5.4.5.3 带附加背压的试验程序

    a) 调节阀门背压即排放管道中的压力到要求的值。升高阀门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

        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0.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

        速率。观察并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b) 继续升高阀门进口压力直到阀门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排放压

        力、开启高度和背压力。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回

          座压力 和背压力 。

    注:在上述程序a)和 b)中，应注意保持背压力为一个尽可能稳定的值。

    c) 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回座压力和背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值为止(至少应重

          复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和背压

        力表显示稳定状态。

    e) 关闭试验容器疏水口，并记录或标记水位计玻璃管中冷凝液的初始水位。

    f) 记录下列数据:

        1) 阀进口压力;

        2) 阀进口热量计排放温度;

        3) 阀开启高度;

        4) 流量计进口静压力;

        5) 流量计差压力;

        6) 流量计处热量计排放温度;

        7) 背压力。

    9) 在运行终了时，再次记录水位计上的新水位，用重量或容积法确定冷凝水量并作记录。

    h)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阀门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i) 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或要求阀门在一个给定的背压范围内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为方便

        起见可在进行上述程序a)时选择该范围的最低或最高值作为背压值 然后给予背压某个增

        量或减量，并在每次改变背压值时重复程序a)到h)

5.4.5.4 带排放背压的试验程序

    a) 升高阀门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01 MPa/s,

        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其他需要

        或有关的特性值

    b) 继续升高阀门进口压力直到阀门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调整排放背压力到要求的值，同时

        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开启高度和背压力。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

        同时观察 阀门的动作 ，记录 回座 压力 和背压力。

    c) 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回座压力和背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值为止(至少应重

          复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和背压

        力表显示稳定状态

    e) 关闭试验容器疏水口，并记录或标记水位计上冷凝液的初始水位

    f) 记录下列数据:

        ll 阀进口压力;

        2) 阀进口热量计排放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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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阀开启高度;

        4) 流量计进口静压力;

        5) 流量计差压力;

        6) 流量计处热量计排放温度;

        7) 背压力

    9) 在运行终了时，再次记录水位计上的新水位，用重量或容积法确定冷凝水量并作记录。

    h)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阀门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i) 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或要求阀门在一个给定的背压范围内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为方便

        起见可在进行上述程序b)时选择该范围的最低或最高值作为背压值。然后给予背压某个增

        量或减量，并在每次改变背压值时重复程序a)到h) o

5.4.5.5 观察机械特性

    见 5.4.2.40

5.4.5.6 记录补充数据

    在带附加背压或排放背压的试验过程中，可能要求或需要记录与5. 4. 5,3或5. 4. 5. 4所列不同或
补充的压力。

5.4,6 以空气或其他气体为介质，背压高于大气压的试验

5.4.6. 1 试验布置

    a) 推荐的试验布置如图2、图5及图6所示。应使用安装在阀门上游侧的流量计来测定排量。

        图2表示到试验阀门为止的推荐试验布置方案。图5和图6表示排放侧的布置。

    b) 图5表示在阀门达到整定压力之前具有附加背压的推荐试验布置。应提供一个控制阀以控制

        在试验阀开启前、开启过程中和开启之后的背压力。管道的布置方式应使冷凝液不会积聚在

        管道中。在背压容器上应设置排水口。

    c) 图6表示具有排放背压时的推荐试验布置。所需的设备包括在试验阀开启后控制所产生背压

        大小的手段以及测量在试验阀排放管中静压力的手段。

5.4.6.2 试验 步骤

    a) 大气背压试验:试验可用来确定阀门在大气背压下排放时的性能。此时，阀门应装设如图2所

        示的大气排放管。试验程序应按5.4. 3_ 2的要求。执行这部分程序并记录商定的数据

    注:当阀门向大气排放时，这部分试验的目的可能仅为确定和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和回座压力，以及阀门在额定排

        放压力下的开高。在这种情况下，5. 4. 3. 2中有关排量测定的部分可以省去。

    b) 背压试验:如果已进行大气背压的试验，则在该试验后，根据所要求背压的类型按图5或图6

        的要求安装排放系统

5.4.6. 3 带附加背压的试验程序

    a) 调节阀门背压即排放管道中的压力到要求的值 升高阀门进口压力 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

        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

        速率。观察并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卜) 继续升高阀门进口压力直到阀门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排放压

        力、开启高度和背压力。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回

        座压力和 背压 力。

    注 在 上述程序a)和 6)中，应注意保持背压力为一个尽可能稳定的值。

    c) 重复a)和h)，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回座压力和背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值为止(至少应重

          复两次)。

    (1)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阀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和背

        压 力表 显示稳定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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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记录下列数据:

        1) 阀进口压力;

        2) 阀进口温度;

        3) 阀开启高度;

        4) 流量计进口静压力;

        5) 流量计进口温度;

        6) 流量计差压力;

        7) 背压力。

    f)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阀门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9) 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或要求阀门在一个给定的背压范围内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为方

        便起见可在进行上述程序a)时选择该范围的最低或最高值作为背压值。然后给予背压某个

        增量或减量，并在每次改变背压值时重复程序a)到f).

5.4.6.4 带排放背压的试验程序

    a) 升高阀门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 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01 MPa/s,

        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其他需要

        或有关的特性值。

    b) 继续升高阀门进口压力直到阀门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调整排放背压力到要求的值，同时

        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开启高度和背压力。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

        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c) 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回座压力和背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值为止(至少应重

          复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阀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和背

        压力表显示稳定状态

    e) 记录下列数据:

        l) 阀进口压力;

        2) 阀进口温度;

        3) 阀开启高度;

        4) 流量计进口静压力;

        5) 流量计进口温度;

        6) 流量计差压力;

        7) 背压力。

    f)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阀门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9) 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或要求阀门在一个给定的背压范围内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为方

        便起见可在进行上述程序b)时选择该范围的最低或最高值作为背压值。然后给予背压某个

        增量或减量，并在每次改变背压值时重复程序a)到f) o

5.4.6.5 观察机械特性

    见 5.4. 2.4.

5.4.6.6 记 录补充数据

    在带附加背压或排放背压的试验过程中，可能要求或需要记录与5. 4. 6. 3或5. 4. 6. 4所列不同或

补充的压力。

5.4. 7 以液体为介质，背压高于大气压的试验

5.4.7. 1 试验 布置

    压力源可以是一个泵或一个同高压压缩气源组合的液体储罐。应采取措施以保证系统中压力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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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到最低限度。图2表示到试验阀门为止的推荐布置方案。图5和图6分别表示带附加背压和排放

背压的试验的排放侧布置。在两种情况下都应使用流量计。应适当地安装仪表以指示或记录下列

数据 :

    a) 液体温度;

    b) 流量计差压力;

    c) 阀进口压力;

    d) 背压力。

5.4.7.2 试验步骤

    a) 大气背压试验:试验可用来确定阀门在大气背压下排放时的性能。此时，阀门应装设如图2所

        示的大气排放管。试验程序应按 5.4.4.2的要求。执行这部分程序并记录商定的数据。

    注:当阀门向大气排放时，这部分试验的目的可能仅为确定和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和回座压力，以及阀门在额定排

        放压力下的开高。在这种情况下，5.4.4.2中有关排量测量的部分可以省去。

    b) 背压试验:如果己进行大气背压的试验，则在该试验后，根据所要求背压的类型按图5或图6

        的要求安装排放系统

5.4.7.3 带附加背压的试验程序

    a) 调节阀门背压即排放管道中的压力到要求的值。升高阀门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

        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 01 MPa/s，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

        速率。观察并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其他需要或有关的特性值

    b) 继续升高阀门进口压力直到阀门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排放压

        力、开启高度和背压力 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回

        座压力和背压力。

    注:在上述程序a)和 b)中，应注意保持背压力为一个尽可能稳定的值。

    c) 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回座压力和背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值为止(至少应重

          复 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阀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和背

        压力表显示稳定状态。

    e) 记录下列数据:

        1) 阀进口压力;

        2) 阀进口液体温度;

        3) 阀开启高度;

        4) 流量计差压力;

        5) 背压力。

    f)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阀门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9) 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或要求阀门在一个给定的背压范围内进行试验 在这种情况下.为方

        便起见可在进行上述程序a)时选择该范围的最低或最高值作为背压值。然后给予背压某个

        增量或减量，并在每次改变背压值时重复程序a)到f) o

5.4.7.4 带排放背压的试验程序

    a) 升高阀门进口压力。当压力达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以后，升压速率应不超过0.01 MPa/s,

        或为任何一个对精确读取压力所必要的更低速率。观察并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其他需要

        或有关的特性值

    b) 继续升高阀门进口压力直到阀门达到并保持在排放状态。调整排放背压力到要求的值，同时

        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开启高度和背压力。然后逐渐降低进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

        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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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重复a)和b)，直到整定压力、排放压力、回座压力和背压力均为确定和稳定值为止(至少应重

          复两次)。

    d) 进行排量试验时，升高阀进口压力使之达到并保持在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测量仪表和背

        压力表显示稳定状态。

    e) 记录下列数据:

        1) 阀进口压力;

        2) 阀进口液体温度;

        3) 阀开启高度;

        4) 流量计差压力;

        5) 背压力。

    f) 缓慢降低进口压力并再次记录阀门回座压力和背压力

    9) 在大多数情况下，希望或要求阀门在一个给定的背压范围内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为方

        便起见可在进行上述程序b)时选择该范围的最低或最高值作为背压值。然后给予背压某个

        增量或减量，并在每次改变背压值时重复程序a)到f) o

5.4.7.5 使用计f容器进行带排放背压试验的试验程序

    在进行带排放背压的试验时，允许使用容积法或重量法来测定阀门排量。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各方

应在试验之前就试验程序达成一致

5.4.7.6 观察机械特性

    见 5.4. 2. 4

5.4.7.7 记录补充数据

    在带附加背压或排放背压的试验过程中，可能要求或需要记录与5. 4. 7. 3或5. 4. 7. 4所列不同或

补充的压力口

5.4.8 以空气或其他气体为介质，采用爆破片阻力系数方法的试验

5.4.8.T 试验布置

    a) 推荐的试验布置如图9所示 爆破片装置与阻力系数试验台架应具有相同的公称管道尺寸。

        应在取压口A和B,B和c以及c和D间使用差压测量装置。一次元件应为亚音速推断式流

        量计或音速推断式流量计。对每类流量计的使用方法列于下列分节中。

    b) 使用亚音速推断式流量计时，与之相关的测量项目为:

        1) 进口静压力;

        2) 进口温度;

        3) 差压力

    c) 使用音速推断式流量计时，与之相关的测量项目为:

        ll 进口全压(滞止压力);

        2) 进口全温(滞止温度)。

5.4.8.2 用亚音速推断式流f计方法测里阻力系数的程序

    a) 将爆破片安装到阻力系数试验台架上。

    h) 升高取压日B处的压力，直到爆破片破裂并达到要求的流量试验压力。该压力应不大于爆破

        片的标志破裂压力。

    c) 建立并保持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仪表指示稳定状态

    d) 同时记录下列测量数据(最好采用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以获取这些数据):

        1) 试验台架进口压力;

        2) 试验台架进口温度;

        3) 流量计进口静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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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计进口全温;

流量计差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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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试验台架A-B间差压力;

          8) 试验台架B-C间差压力;

          3) 试验台架C-D间差压力

5. 4.8. 3 用音速推断式流f计方法测皿阻力系数的程序

      a) 将爆破片安装到阻力系数试验台架上。

      b) 升高取压口B处的压力.直到爆破片破裂并达到要求的流量试验压力。该压力应不大于爆破

          片的标志破裂压力

    。) 建立并保持额定排放压力直到流量仪表指示稳定状态。

    d) 同时记录下列测量数据(最好采用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以获取这些数据)

          1) 试验台架进口压力;

        2) 试验台架进口温度;

        3) 流量计进口全压;

          4) 流量计进口全温;

          5) 试验台架取压口B处压力;

          6) 试验台架A-B间差压力;

          7) 试验台架B-C间差压力;

          8) 试验台架C-D间差压力。

5.4.8.4 记录补充数据

    在亚音速或音速推断式流量计方法的试验过程中，可能要求或需要记录与5.4.8.2或5.4.8.3所

列不同或补充的压力。

5.5 结果计算

5.5.1 测19变且的修正

    测量变量的数值应按仪表校准值进行修正。不允许对数据作其他的修正。

5.5.2 仪表读数的审核

    在进行计算之前，应对记录纸上记录的仪表读数进行审核，看是否有不一致和大的波动。

5.5.3 公式符号的使用

    本规范中使用的符号是在所涉及的特定工程领域已通用的符号 在少数场合，同样的字母在规范

的不同部分依其应用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含义。为避免混淆，在给出每一个公式时，同时给出了其符号定

义表。使用者应注意，不可认为同一个符号在别的公式里也具有同样的含义。

5.5.4 密度计算

    密度的计算应依据压力、温度和密度的测量值

    a) 对于蒸汽和其他可冷凝的流体，密度P应取为IN 此处V为比体积。按测量的压力和温度，

        蒸汽的比体积由最新版的蒸汽性质表获得，其他流体的比体积由相应的资料获得。

    b) 当精确知道气体的物理性质时，应使用气体状态方程来计算气体的密度。

5.5.5 排皿计算

5.5.5.1 水的容积法或重且法。

    推荐使用附录A表A. 1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该方法要求收集和测量试验阀门在一个已知的

时段内排放的水(或排放的蒸汽的冷凝水)的质量或容积 必须注意确保试验过程中阀门进口状况的稳

定，并确保既不计人额外的水量也不漏掉阀门的任何排放量

5.5.5.2 蒸汽的流量计方法

    推荐使用附录A表A. 2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该表通过进行流量试算来获得适当的系数，进而

得出蒸汽在基准状况下的测量流量。在计算阀门的排放量时，是假定流量计处热量计的取样管位于流

量计的下游侧，所以将流量计处热量计的流量扣除。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则不应扣除这部分流量。该方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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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试验阀门的上游侧测定蒸汽流量，必须注意全部测量的蒸汽均应通过阀门，否则应在计算中加以评

估。除了泄漏之外，测量的蒸汽还可能因为在连接管道特别是在试验容器中的冷凝而未到达阀门口

5.5. 5. 3 液体的流f计方法

    推荐使用附录A表A.3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该表通过进行流量试算来获得适当的系数，进而

得出在流量计状况下通过流量计的实测排量。在计算基准状况下的排量时，假定在流量计和阀门进口

之间流体的温度无变化。该方法在试验阀门的上游侧测定液体流量，必须注意全部测量的液体均应通

过阀门，否则应在计算中加以评估。

5.5.5.4 空气或气体的流最计方法

    推荐使用附录A表A. 4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该表通过对以每小时千克计的测量流量进行流

量试算来获得适当的系数，进而得出在某个预定的基点状况下以每分钟立方米表示的通过流量计的流

量 该方法在试验阀门的上游侧测定气体流量，必须注意全部测量的气体均应通过阀门，否则应在计算

中加以评估

5.5.5.5 空气或气体的音速流量计方法

    推荐使用附录A表A.5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该方法在试验阀门的上游侧测定气体流量，必须

注意全部测量的气体均应通过阀门，否则应在计算中加以评估。

5.5.5.6 燃料气的流皿计方法

    推荐使用附录A表A. 6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 该表通过流量试算来获得适当的系数，进而从以

每小时千克表示的流率转化而得出在预定的基点状况下以每小时立方米表示的通过流量计的流量 该

方法在试验阀门的上游侧测定气体流量，必须注意全部测量的气体均应通过阀门，否则应在计算中加以

评估 。

5.5.5.7 空气或气体的爆破片阻力系数方法

    推荐使用附录A表A.7来记录数据和计算结果。该方法测量由于在管道系统中有爆破片而产生

的阻力。测量中分别结合采用在5.5.5.4或5.5.5.5中描述的流量计方法或音速流量计方法 该表中

的测量排量取自表A.4或表A. 5。必须注意全部测量的气体均应通过爆破片试验装置(见图9)，否则

应在计算中加以评估

    该表通过确定所设置的各取压日间的流阻，从而计算出爆破片装置的阻力系数。

    必须作两项检查来审核试验结果

    第一，审核K(-D值对 K.,�值的偏差在3%范围内。如果不满足，则应审查试验布置是否适当，然后

进行一次不安装爆破片的校准试验以验证上述判据 如果满足.则计算阻力系数KI,D=KD-K。及管

道长度Lo-D=LD-I�,，并以K。和L},)代替第34项和第35项公式中的K}。和几，。来完成爆破片阻力

系数计算。这样做的原因是，由爆破片引起的空气扰动影响着取压口C的真实压力读数。

    第二，审核按第33项的公式计算的管道粗糙度在。.046 m-至。.002 mm范围内 这是商用管道

的粗糙度范围

5.6 试验汇总报告

5.6. 1 试验汇总报告要求

    a) 试验汇总报告用来正式记录观察的数据和计算的结果。报告应包含足够的支撑信息以证实按本

        规范进行的任何试验的所有目的都已达到 在5. 5中描述的程序推荐用于试验结果的计算

    b) 试验汇总报告应包含下列工至W部分 同时根据协议可包含任何其他的部分。

      I 一般资料

      n 试验结果汇 总

      m 压力释放装置的描述

    W 检测的数据和计算的结果

    V 试验条件及修正协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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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砚 试验方法和程序

      vi 支撑数据

      珊 背压试验结果的图示

5.6.2 对试验汇总报告每一部分的概述

5.6.2. 1 一般资料

      应包括下列各项:

      a) 试验目的;

      b) 试验地点;

      c) 压力释放装置制造厂名称、型式或型号、编号和完整标识;

      d) 压力释放装置的进口及出口连接(通径、压力级和连接形式等);

      e) 试验人员、有关各方代表和试验日期;

      f) 试验介质(根据需要给出名称、分子量、密度、比热比等)。

5.6.2.2 试验结果汇总

    包括表明压力释放装置在试验条件下性能的数值和特性值。应列出数值、特性值和计量单位。

5.6.2.3 压力释放装置的描述

      根据图样和测量，说明压力释放装置的下列尺寸:

    a) 流道直径和进口通道直径(mm) ;

    b) 流道直径同进口通道直径的比值;

    c) 密封面直径(mm)和密封面斜角(“);

    d) 实际排放面积(mm') o

    注:附录 B的表 B. 1至表 B. 4分别用来对蒸汽，水或液体，空气、气体或燃料气记录以上数据。

5.6.2.4 检测的数据和计算的结果

    应包括数据的记录和所要求的对试验结果的计算。数据应按仪表校准值以及每一试验的运行条件

进行修正 。

    测量排量可按5. 5的程序进行计算，并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附录A表A. 1至表A. 7的试验报告格

式作出报告

5.6.2.5 试验条件及修正协议

    在试验之前达成一致的如下所列试验条件应列入每一试验的报告:

    a) 压力释放装置最大进口压力;

    b)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温度;

    c) 压力释放装置的整定压力;

    d) 压力释放装置的背压力(排放背压及/或附加背压)。

5.6.2.6 试验方法和程序

    应包括对用来测量各种数值的仪表和设备以及对用来观察被试装置机械特性的程序的详细说明。

5.6.2.7 支撑数据

    这一部分包括在试验报告中另外列出的有关补充资料，据此可对报告的结果进行独立的审核。这

些资料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a) 仪表校准记录;

    b) 详细记录表;

    c) 计算实例

5.6.2.8 背压试豁结果的图示

    当对一给定的开启压力以儿种不同的背压进行一系列试验时，可以通过画出如下的曲线来给出试

验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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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背压，以大气背压时开启压力的百分数表示;

纵坐标:开启压力对大气背压时开启压力变化的百分数。

横坐标:背压，以大气背压时排放压力的百分数表示;

纵坐标:排量，以大气背压时排量的百分数表示。

横坐标:背压，以大气背压时开启压力的百分数表示;

纵坐标:关闭压力对大气背压时关闭压力变化的百分数。

6 在用试验及 工作台上定压试验

6.1 测量仪表和测蛋方法

6.1.1 仪表

    当在本节中需要进行温度、压力或开高测量时，所用仪表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6. 1.2 温度测量

    按5. 2.2的要求

6.1.3 压力测盘

    a) 测压点应位于介质流动基本上平行于管壁或容器壁的区域。测量低于。. 1 MPa的静压差时，

          可使用液体 测压计。

    b) 压力释放装置进口压力应为静压力，并在图10和图11所示的取压口测得

    c) 背压力应为静压力，并在图3,图5和图6所示的取压口测得口

    d) 如果在测压点和压力计间存在水位或液位差，则应对压力读数作适当的修正

排放管道内径大于被试
阁「J出口内径

被试阀 门

法兰式缩径接头

IF常回座提供一个气举
排水阀

图 10 用可压缩介质试验阀门时推荐的试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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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空气或气体

桩试润门

法兰式缩径接头

安装电子式压力传感器或压力计的
取压口尽可能靠近被试阀门的进口

压为容器的出口通径应不小于

排水 阀

图 11 用不可压缩介质试验阀门时推荐的试验布置

6‘1.4 开启高度测量

    按5.2. 6的要求。

6.2 在用试验程序

6.2. 1 试验要求

    a) 安排这些试验是为了确保阀门的整定压力和运行状况已准备就绪，而不必证实阀门已整体符

        合规范或技术要求 按照有关各方的协议，可以采用6. 2,2及6.2.3的试验方法以满足这一

          要求

    b) 作为安全预防措施，所有操作人员应就合适的试验设备规程、试验准备以及应急处置计划等

  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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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进行适当的培训。应注意保护操作人员免受试验过程中高温、噪声和排放介质的伤害。

        建议在试验之前对阀门作一次目视检查。检查项目应至少包括以下各项:

        1) 阀门压紧杆状况;

        2) 阀门泄漏情况;

        3) 检查排放管;

        4) 腐蚀或污染;

        5) 安装合适的罩帽和扳手;

        6) 铅封的完整性(确保未经未授权的调整);

        7) 适当的阀门安装

    注意:当人员在靠近阀门的区域进行检查时，应用压紧杆顶住阀门。与此同时应对系统保持足够

的超压保护。检查之后试验之前，应将压紧杆从阀门取下。阀门压紧杆的使用应按照阀门制造厂的说

明书。

    c) 应将满足6.1.3要求的适当的测压仪表安装在能够精确测量阀门进口处系统压力的位置。同

        各种试验装置一起使用的其他测量仪表应符合装置制造厂的要求

6.2.2 试 验方法

    a) 以系统压力进行的试验

    升高阀门进口压力到阀门开启，观察并记录阀门的整定压力以及其他要求或有关的阀门特性值

继续升高阀门进口压力到阀门排放，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排放压力和开启高度 然后逐渐降低进

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同时观察阀门的动作，记录回座压力 重复这一试验，以便可按6.5.2的要求确

定阀门的动作特性

    诸如环境温度、阀门温度、介质状况、背压力和安装条件等试验条件应接近压力释放装置将承受的

正常运行条件。

    密封面泄漏试验按6.4的要求进行。

    b) 用其他压力源进行的试验

    在安装先导式压力释放阀的场合，可能不希望将系统压力提升到超过正常运行压力。此时可按阀

门制造厂的建议使用一个现场试验附件来确定整定压力。使用现场试验附件的典型布置参见图12

    应重复这一方法的试验以便能按6. 5. 2的要求确定阀门的整定压力

    c) 使用辅助提升装置的试验

    当在阀门安装现场不希望将系统压力提升到超过正常运行压力时，可按阀门制造厂的建议使用辅

助提升装置 辅助提升装置在系统压力的基础上提供一个补充载荷以克服作用在阀瓣上的弹簧力。经

标定的辅助提升装置安装在阀杆上，在保持系统压力为恒定值的同时对阀杆施力直至阀门开启。阀门

开启的特征为听到声音，补充载荷的瞬间下降及/或系统介质的释放。在阀门开启的同时记录系统压力

和补充载荷。然后释放辅助提升装置的载荷。辅助提升装置可以手工、半自动或自动操作。阀门的整

定压力利用图表或通过公式计算确定。而图表或公式则是在辅助提升装置按特定的阀门设计、尺寸和

试验介质条件进行标定的基础上建立的。应重复这一试验以便能按 6.5.2的要求确定阀门的整定压

力。使用这一试验方法不能确定阀门的回座压力。阀门的调节圈应按其原始试验数据调整

    注意:当进口压力过分低于阀门整定压力时，使用辅助提升装置可能导致阀门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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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试验附

                                                                            系统压力

                                图12 先导式安全阀现场试验附件

6.2.3 在运行条件下验证排f

    a) 如果试验各方同意，在完成6. 2. 2所述之一的试验之后，可以在运行条件下近似地来确定压力

        释放阀的排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试验的目的在于验证运行条件下的压力释放装置具有

        足够的尺寸来防止超压。

        在试验过程中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被保护系统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不会被超过到安全

        不允许的程度。

    b) 如果不需要定量的排量值，可以采用蓄能试验方法。进行这类试验时，切断容器的所有出日，

        使输人的能量和质量流量达到最大值，而这些能量和质量流量将通过压力释放装置释放。如

        果装置的尺寸合适，容器的压力不应升高到超过可接受的预定值。对于带过热器或再热器的

        蒸汽锅炉或高温水锅炉，不应采用这一方法。

    。) 对于安装在蒸汽锅炉上的压力释放阀，可以确定一个估计的定量排量 在上述的蓄能试验中，

        除压力释放阀以外的所有蒸汽出口均被切断，而锅炉以一个足以使阀门在规定的压力下保持

        开启的受控速率燃烧。只要在一个较长的时段内保持稳定的蒸发条件，就可以通过计量输人

        锅炉的给水流量来估计出压力释放阀的排量。

    d) 如果有关各方同意，也可采用其他的试验方案。比如，可以在阀门出日连接一个容器以收集

        排放的介质，再通过一个流量测量装置排向大气。但应采取措施以确保可能产生的排放背压

        不会影响阀门的动作

6.3 工作台上定压试验程序

6.3. 1试验安装要求

    a) 压力释放装置应确保已安装了满足设计技术规范要求的部件，是清洁的并已处于备试状态。

    b) 压力释放装置应利用连接附件(法兰连接、螺纹连接、焊接连接的等)安装在试验容器上。可接受

        的具有最小进口压降的连接附件断面图见图吕。只要不影响试验精度也可使用其他连接附件。

    c) 应按所用试验程序的要求保持运行和环境条件。试验持续时间应满足在稳定工况下获得所需

          胜能数据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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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用可压缩介质进行 的试 验

    a) 标志用于蒸汽的阀门应以蒸汽进行试验;标志用于空气、气体或蒸气的阀门应以空气或气体进

          行试验

    b) 压力释放阀进口压力应为在图10所示位置的取压口测得的静压力。

    注:对于蒸汽试验，蒸汽的干度可能影响到阀门的动作特性。而汽水分离不充分，试验容器保温不足及了或蒸汽疏

        水器运行不当都会影响蒸汽的千度。

    c) 升高阀进口压力到预期整定压力的90 ，然后以等于每秒2%整定压力的速率或以一个为精

        确读取压力值所需的速率升压。观察并记录整定压力和其他有关的阀门特性值 然后降低进

          口压力直到阀门关闭。

        应重复这一试验以便能按6. 5.2计算阀门的整定压力。

    d) 如果要获得回座压力的测量值，要求在阀门进口有足够的试验介质容量。在确定该容量时，

          必须依据试验介质的供应速率对动作循环的时间和被试装置的通径予以考虑

6.3. 3 用不可压缩介质进行的试验

    a) 标志用于液体的阀门应以水或其他适当的液体进行试验。

    h) 压力释放阀进口压力应为在图11所示位置的取压口测得的静压力。

    c) 同 6. 3.2的 c)。

64 密封试验

    可以使用GB/T 12243规定的方法或试验各方同意的其他方法来测定密封性。这些方法包括利用

湿纸巾、肥皂液、冷棒、镜子或收集泄漏的介质等。

6.5 结果计算

6.5. 1 测量变且的修正

    测量变量的值应按仪表校准值进行修正。不允许对数据作其他的修正。

6.5.2 动作性能的计算

    对试验测定的动作性能，其结果应如下计算。

    ，) 计算整定压力为当整定压力为确定和稳定值后三次测量值的平均值。当测量的整定压力没有

        向上或向下的不一致倾向并且各测量值对计算整定压力的偏差在1%或。. 01 MPa(取二者中

        较大值)之内时，即认为整定压力是稳定的。

    10 计算启闭压差为在上述a)中用来确定计算整定压力的3次试验的各个启闭压差的平均值。

    。) 计算开启高度为在上述a)中用来确定计算整定压力的3次试验的各个测量开高的平均值。

66 试验汇总报告

6.6. 1 试验汇总报告要求

    a) 编制试验汇总报告是为了正式记录观察到的数据和计算的结果 报告应包含足够的支撑资

        料，以证明按本规范进行的任何试验的所有目的均已达到。

    b) 推荐采用6. 5所述的程序来计算试验结果。

    c) 试验汇总报告应包括下列工至B'部分。根据有关各方协议，也可包括任何其他部分。

    工 一般资料

    u 试验结果汇总

    !U 压力释放装置的描述

    B 检测的数据和计算的结果

    V 试验条件及修正协议

    竹 试验方法和程序

    A 支撑数据

3. 6.2 对试验汇总报告每一部分的概述

    见5.6.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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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试 验 报 告 表

A.1 试验记录 的符号 说明

a-一一实际排放面积(或最小净流通面积)，mm,

au,- 流量计孔口面积，mm,

P一一一水的密度，kg/m'
d— 流量计孔口直径，mm

do— 流道直径(或夹持器最小通道直径),mm

d,，一一 孔 板直径 ，mm

d,— 密封面直径，mm

f- 摩擦系数

hw— 流量计差压力，水柱，mm

比热比

阀瓣开高'mm

。— 质量流量，kg/h

4h- 在基点状况下流量计处的容积流量，m''/min

吼— 在基准进口温度条件下的阀门排量，m'/min

t— 试验时段 ，mm

一 比体积，m丫kg

二--一水或冷凝液的质量。kg

二vl-一 阀门的蒸汽泄漏率，kg/h
w— 冷凝器的泄漏率，kg/h

二、— 试验容器的排水量，kg/h
C— 排量系数(或阀门进口温度校正系数)

C,。一一取压口处的音速 m/s

D— 流量计接管内径，mm

D— 试验台管路内径，m

E一一管道粗糙度，mm

F— 热膨胀系数(或热膨胀面积系数)

G— 单位面积质量流量，kg/m'·5

“— 对干燥空气的密度(M/M, )

H,--- B到C的压头长度，m

K-— 流量系数

K,— 试用流量系数

K�p一一 至取压口的总阻力系数

K.,-,— 取压口A和B间的阻力系数

K�— 取压口B和C间的阻力系数

Ko�— 取压口C和D间的阻力系数

L,— 由试验对象引起 的超额压头 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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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取压口A和B间的长度，m

Lac— 取压口B和C间的长度,m

LCD— 取压口C和D间的长度，m

M- 气体分子量

从— 管道人口处马赫数

几九— 空气分子量

Mw— 分子量

Mr�— 取压口处马赫数

NR— 雷 诺数

P 静压力，MPa(A)

P, 管道人口压力

P、一一 大气压，MPa(A)

Pm 流量计热量计处静压力，MPa (A)

尸 — 整定压力，MPa

P, 额定排放压力，MPa(A)

Pa— 背压力 ，MPa

Pp— 基点压力 ，MPa(A)

P,— 流量计进口处滞止压力，MPa(A)

尸oA— 取压口A处压力，MPa(A)

Papa— 取压口B处压力，MPa(A)

尸,.p(— 取压口C处压力，MPa(A)

只.,D— 取压口D处压力，MPa(A)

Q ~在基准状况下水的容积排量,m'/h

R— 气体常数(R=8 314/M) , N·m/ (kmol·K)

Ra 喉部雷诺数

5，-一密度
T 温度 ，K

了一 流体温度，℃

TI一一管道人口处温度，K

T�— 基点温度，℃

Tn 基点温度，K

T。一一流量计处流体温度(或流量计上游温度)，℃

T,— 基点温度，K

T— 流体温度 ℃

T, 流量计进口滞止温度，K

丁— 阀门进口温度，K

丁— 阀门进口基准温度，K

T-— 热量计处流体温度，℃

T-i.n.，一一试验容器热量计处流体温度，℃

T}， 一一流量计热量计处流体温度，℃

T.p— 取压口处温度，K

V、一一进口状况下的比体积，m'/kg

认-e-— 进口状况下的比体积,m'/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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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m — 流量计处流动状况下的比体积，m'/kg

V,— 基准状况下的比体积，m'/kg

V"LAmm— 基准状况下的比体积，m'/kg
V,d,me,e,-一 流量计处基准状况下的比体积，m'/kg

V,ep— 取压口处比体积，MI/kg
W— 测量排量，kg/s

W-— 调整到基准状况的测量排量，kg/h

W-i.a-m— 调整到基准状况的试验容器热量计流量，kg/h

W l，m — 调整到基准状况的流量计热量计流量，kg/h

Wd— 试验容器热量计流量，kg/h

W,— 排量，kg/h

W,,— 调整到基准状况的测量排量，kg/卜

W-一一流量计热量计流量,kg/h

Wr— 调整到基准状况的水的排量，kg/h

W，一一试用流量，kg/h

Y— 介质膨胀系数

Y-— 取压口处膨胀系数

2— 压缩性系数

几-一基点压缩性系数
卢 月比(月二d/D)

P-一 水的密度，kg/m'

P-1— 进口状况下水的密度，kg/ M3

岛— 流量计进口处流体密度，kg/ms

P,— 基准状况下水的密度，kg/ms

P— 在标准大气压和基点温度下干燥空气的密度，kg/ M3

P=,‘一一 在标准大气压和基准温度下干燥空气的密度，kg/m'

PB一一在基点温度和压力下的密度，kg/m'

1- 豁度(或空气在PB和几下的粘度),Pa " s

AP— 流量计压差，mm水柱

巾— 理相气体音 谏流动函豹

A.2 试验报告 表

记录数据和进行计算的试验报告表按表A.1至表A. 7的推荐格式。

表A. 1 用蒸汽和水进行压力释放装置试验的试验报告表— 水称重法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制造厂名

被试装置尺 寸数 据

                阀门

C4)流道直径(d, ),mm

          非重闭式装置

(4)夹持器最小通道 直径 (d,)，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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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密封面直径((d. ,mm

(6)密封面斜角，度

(7)阀瓣开 高(1),M-

(8)实际排放 面积(.),mm'

(5)最小净流通 面积(.),Mm,

观 察的数据

(9)试验时段 (t),min

(10)水或冷凝水的质量(W),kg

(11)阀的蒸汽(或水)泄漏率(W,),kg/h

(12)冷凝器的泄漏率(W!),kg/h

                蒸汽

在装置进 口观 察的数据及计算的结果

(13)整定压力(P,r, ) , MPa

(14)额定排放压力(P,) ,MPa

(15)背压力 (P,),MPa

(16)热a计处流体温度(T,)，℃

(17)蒸汽干度，%;或过热度，℃

(18)基准状况下的比容(V,,r),m'/kg

(19)进11状况下的比容(Vc  ) , m' /kg

(20)调整到基准状况的测量排量(wh),kg/h

t二 60XW 厕蕊二 ，了了 ，，
畔 n= — ，Ic 十 钾 vl一 即 ,I

              t V V rot

                  水

在装置进 口观察的数据及计算 的结果

(21)整定压力(P,,,),MPa

(22)额定排放 压力(Pf),MPa

(23)背压力(P.)，MPa

(2Q)流体温度(T)，℃

(25)进口状况下水的密度(Paa), kg/m'

(26)基准状况下水的密度(p�,) , kg/m'

(27)测量排量(W、),kg/h

Wh=60XWr十W,
(28)调整到基准状况的水的排量(W,) , kg/h

W【一W h X镖
(29)在基准状况下水的容积排量(Q),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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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 2 用蒸汽进行压力释放装置试验的试验报告表— 流f计方法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制造厂名

被试装置尺 寸数据

              阀门

(4)流道直径(db),mm

(5)密封面直径(d.),mm

(6)密封面斜角，度

(7)阀瓣开高(1),mm

(8)实 际排 放面积(a),mm'

          非重闭式装置

()夹持器最小通道直径.(db) , mm

(5)最小净流通面积 (a), mm'

流量计 有关计算

(9)流量计接管内径(D) , mm

(10)流量计孔口直径(d) , mm

(11)流量计孔口直径的平方(了), mm,

(12)尽比甲二d/D)

(13)试用流量系数(KO

(14)流量计差压力(hw),mm水柱

(15)大气压(Pb),MPa(A)

以6)流量计热量计处静压力(P衬,MPa(A)

(17)流量计热量计处流体温度(T-1--l) , 0C

(18)蒸汽干度，肠;或过热度，℃

(19)热膨胀面积系数(F,)

(20)介质膨胀系数(Y)

(21)流量计处流动状况下的比体积(认 me,-), m'/ kg

(22)流量计处基准状况下的比体积(V,e}.me,e,) >m'/kg

(23)试用流量(W,)Ikg/h

W【一0.012 5 X d̀、K�XFax:X振万
(24)私度毕),Pa·

(25)喉部雷诺数

RA
0. 354XW

    d义#

(26)流量系数(K)

(27)调整到流量计处基准状况的流量计测量流量(Wh),k日h

      W，XK
w ti = — I-

            八 o                                                               v v 下r“

在装 置进 口观察的数据及计算 的结果

(28)整定压力 (非重闭式装置 的爆破压力 )(只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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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额定排放压力(P,),MPa(A)

(30)试验容器热量计处流体温度(T,,... )，℃

(31)蒸汽干度，%;或过热度，℃

(32)进口基准状况下的比体积(V,,,,,um), m' / kg

(33)进口状况下的比体积(V,,,.J,,m) , m' /kg

(34)流量计热量计流量(W_),kg/h

(35)调整到流量计处基准状况的流量计热量计流量(W,.me,,), kg/h

                  IV万瓦
w .., m ，片 w m. i一

                  一v Vre,.- r

(36)试验容器热量计流量(WJJ .kg/h

(37)调整到进口基准状况的试验容器热量计流量(W,.lJ..o,),kg/h

                                  W l.Jmn,= WJ

(38)试验容器排水量(W,,),kg/h

(39)调整到进口基准状况的测量排量(W,),kg/h

刁黔一

W一Wn  }V�},.IV轰三一W.ei.一，一W-1.、一、

表A. 3 用液体进行压力释放装置试验的试验报告表— 流f计方法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制造厂名

被试装置尺寸数 据

              阀门

(4)流道直径(d,),mm

(5)密封面直径(d,),mm

(6)密封面斜角，度

(7)阀瓣开高(1),mm

(8)实际排放 面积(a),mm'

          非重闭式装置

(4)夹持器最小通道直径(d,), mm

(5)最小净流通面积(a), mm'

流且计有 关计算

(9)流量计接管内径(D) , mm

(10)流量计孔口直径(d) mm

(11)流量计孔口直径的平方(d') , mm'

(12)夕比明=d/ D)

(13)流量计进 口温度(T,}) , 0C

(14)流量计差压力(hw),mm水柱

(15)大气压(P,),MPa(A)

(16)流量计处静压力(P.),MPa(A)

(17)流量计处流体温度(T沪，℃

(18)热膨胀面积系数(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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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

试用流量系数(K.)

流量计进口流体密度(p,n), kg/ ms

试用流量(W),kg/h

                    W，一。.0125Xd'\Fe X K} ,/hw X p.

粘度(p),Pa’5
喉部雷诺 数

R,
0. 354 X W

dxp

(24)流量系数(K)

(25)测 量排量(Wh),kg/h

Wh二W, X K/K,

在装置进口观察的数据及计算的结果

(26)整定压力(非重闭式装置的爆破压力))(P,e,),MPa

(27)额定排放压力(P,),MPa

(28)背压力(P.),MPa

(29)流体温度(丁)，℃

(30)进口状况下的液体密度(p n� ),kg/m'

(31)基准状况下的液体密度(p.er), kg/ma

(32)调整到基准状况的液体排量(Wr)，kg/h

                W,一Wh   p,c,
表A. 4 用空气或其他气体进行压力释放装置试验的试验报告表— 流f计方法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制造厂名

(4)试验介质

(5)密度(基点状况)(S,)

(6)比热 比(k)

(7)分子量 (M,)

                阀 门

(8)流道直径(dh),mm

(9)密封面直径 (d,), mm

(10)密封面斜 角 ，(。)

(11)阀瓣开高(1), mm

(12)实 际排放 面积(a),-n,'

被试装置尺寸数据

          非重闭式装 置

(8)夹持器最小通道直径((de),mm

(9)最小净流通面积(a) , mm2

流量计有关计算

(13)流量计接管内径(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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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流量计孔口直径(d) mm

(15)流量计孔口直径的平方(d'),mmz

(16)召比(口=d/D)

(17)试用流量系数(K)

(18)流量计差压力((hw),mm水柱

(19)大气压(P,),MPa(A)

(20)流量计处静压力(P�,),MPa(A)

(21)流量计处流体温度(T.)，℃

(22)介质膨胀系数(Y)

(23)热膨胀面积系数(F)

(24)流量计进口处流体密度(pm),kg/ma
(25)试用流量(W,) , kg/h

                      W,=0.0125Xd'XKaxYXF. Vh,VXpm

(26)勃度(川 ,Pa·s

(27)喉部雷诺数(RA)

R,
0. 354义W,

dxp

(28)流量 系数 (K)

(29)测量排量(W,,) , kg/ h

                                      Wn= W, X K/K,

(30)基点 压力(P�),MPa(A)

(31)基点 温度(Ta)，℃

(32)在标准大气压〔0. 101 325 MPa(A)〕和基点温度下干燥空气的密度(ps),kg/ m'

(33)在基点状况下的密度(Pa),kg/m'

                            Po=SRXPax阵/0.101 325

(34)在基点状况下流量计处容积流量(qb)， m'/min

                                                    Wb

qb=60XPPo

在装置进 口观察 的数据及计算的结果

(35)整定压力(非重闭式装置的爆破压力)(P�,),MPa

(36)额定排放压力(P)，MPa

(37)阀门进口温度(绝)(T,,) ,K

(3a)阀门进门基准温度(绝)(丁「)，K

(39)阀门进口温度校正系数(c),

                                      C= 丫丁v/丁

(40)在基准进口温度下的阀门排量(q,),m'/min

                                          q, 0 qbKC



GB/T 12242-2005

表 A. 5 用空气或其他气体进行压力释放装置试验的试验报告表— 音速流f计方法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制造厂名

(4)试验介质

(5)密度(基点状况)(Se)

(6)比热比(k)

(7)分 子量(M)

被试装置尺寸数据

                阀门

(8)流道直径(db),mm

(9)密封 面直径 (ds),mm

(10)密封面斜角，(“)

(11)阀瓣开高(l) , mm

(12)实际排放面积(a) , mmz

          非重闭式装置

(8)夹持器最小通道直径(db) , mm

(9)最小净流通面积((a),mm'

                                    流t计有关计算

(13)流量计接管内径(D), mm

(14)流量计 孔 口直径(d), mm

(15)夕比(夕一d/D)

(16)在音速流动条件下流量计的流量系数(C)

(17)流量计孔口面积(am),mmg

(18)理想气体音速流动函数(00

(19)真实气体同理想气体音速流动函数的比值(0/(5,)

(20)大气压(Pb),MPa(A)

(21)流量计进口滞止压力(P,),MPa(A)

(22)流量计进口滞止温度(绝))(T,),K

(23)测量排量(W,),kg/h

          Wb一3 600、CX一X‘·X 0/0} X  Ps,/Ts
在装置进 口观察的数据及计算 的结 果

(24)整定压力(非重闭式装置的爆破压力))(P_,),MPa

(25)额定排放压力 (P),MPa(A)

(28)阀门进口温度(绝)(T}), K

(27)阀门进口基准温度(绝)) (T,),K

(28)在标准大气压〔0. 101 325 MPa(A)〕和基准温度下千燥空气的密度(P.,a), kg/m'

(29)在基准状况下流体的密度(P-r), kg/m'
                            P,eF=Sg X Pf X P,,a/0. 101 325

(30)在基准状况下的阀门排量(q,),m'/min

        W ; ，_ 、_
q 一 不子刃下一，一一 ,/I}/i，

        bV入 P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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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6 用燃料气进行压 力释 放装置试验的试验报告表— 流 f计方法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制造厂名

(4)试验介质

(5)密度(基点状况) (SR)

(6)比热比(k)

(7)分子量(M)

被试装置尺寸数据

              阀 门

(8)流道直径(d,,),mm

(9)密封面直径((d,) , mm

(10)密封面斜角，度
(11)阀瓣开高(l),mm

(12)实际排放 面积(a) , mm'

          非重闭式装置

(8)夹持器最小通道直径(de),mm

(9)最小净流通面积(a) , mm'

流t计有关计算

(13)流量计接管内径(D) , mm

(14)流量计孔口直径(d),mm

(15)流量计孔口直径的平方(d2) , mm'

(16)夕比(卢=dID)

(17)试用流量系数(Ko)

(18)流量计差压力(hw),mm水柱

(19)大气压(Pb),MPa(A)

(20)流量计处静压力(P.),MPa(A)

(21)流量计处流体温度(绝)(T,),K

(22)介质膨胀系数(Y)

(23)热膨胀面积系数(F)

(24)流量计处压缩性系数(2)

(25)流量计进口处流体密度(P,,) , kg/m'

3 483 X S,XFm
丁mX 2

(26)

{:;;

试用流量(W)'kg/11

                  W，二0. 012 5 X了X K� XI'XF.了h. X pm

戴度(P),Pa’s
喉部雷诺数(RA)

Rd一0354 X W
dxp

(29)流量系数(K)

(30)基点压力(P�),MPa(A)

(31)基点温度 (绝)(TO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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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点压缩性系数(ZB)

在基点压力和基点温度下的密度(pa) , kg/

                                                  3 483

m3

XSaxP�

T�又 Zn

(34)在基点状况下的容积流量(4n)+m'/h

只

一
八

只
一又

W
一K

在装置进口观察的数据及计算的结果

(35)整定压力(非重闭式装置的爆破压力)(P�,) , MPa

(36)额定排放压力(PO, MPa

(37)阀门进口温度(绝)(T.), K

(38)阀门进口基准温度(绝))(T,),K

(39)阀门进口温度校正系数(C)

                                      C= v/To /T,

(40)在基准进口温度下的阀门排量(y,),m'/min

9nXC
  60

表A. 7 用空气进行场破片装置试验的试验报告表— 阻力系数方法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制造厂名

(4)比热比(k)

(5)分子量(Mw )

(6)测量排量 (W),kg/s

(7)基点压力(P�),MPa(A)

(8)基点温度(讥),K

(9)试验台管路内径(D),m

(10)取压口A和B间的管道长度(LAB) ,m

(11)取压口B和C间的管道长度(Lac), m

(12)取压口C和D间的管道长度(Lo-o),m

(13)取压口A处压力(P�PA),MPa(A)

(14)取压口B处压力(P_e),MPa(A)

(15)取压口c处压力(P,aPc),MPa(A)

(16)取压口D处压力(Peep), MPa(A)

(17)单位面积质量流量(G),kg/m'·s

                                    G二 W/(a X D'/4)

阻力 系数 (LID)计算

(18)管道人 口处马赫数(MJ

          G / Y告c<+u/cz’)」
irm,= — r__

        10, X 1'�勺 M X k/(8314 X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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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迭代法 解得

                                    Y,

(19)管道人口处压力(尸),MPa(A)

  ，，(k一 1) XM矛
一土十-一下-

P,一州乏而不22+(k -1)XM)’“
(20)管道人口处温度(T,),K

T =To X (P,/P�)0-u"

以下(2”至(26)计算管道人口至每一取压口A,B,C和D的阻力系数 对每一取压口重复(21)至(26)

(21)在取压口处的温度(讯aa),K

T�,= T,二1+立//-]三2X(k-1)XM;亘 P,/P�,)'亘 亘k-1)XM;/2)1
                      (k一 1) X M; X (P,/P-)̀ 」

(22)在取压口处的音速(C�p),m/s

                            C,e,= 丫8314XkXT,/M

(23)在取压口处的比容(V,�,),m'/kg

                        V,ap二(8314XT�p)/(MX106XP。)

(24)在取压口处的马赫数(M,ap )

                              Mt。=G X V,ap / C�p
(25)在取压口处的膨胀系数(Y,.,)

                                Y,e,

(26)至取压口的总阻力系数(K_)

  ， (k一 1)沐(M o)'
= I-卜一

K,。一
1/洲 一1/(M-),一仁(k+1) /2] X In[(M 。XY)/(酬 X Y-)]

(27)取压II A和B间的阻力系数(K-)

                                        K}。二 K}一 K�

(28)取压口B和C间的阻力系数(K-)

                                        Ko-c二 Kc一 K�

(29)取压口C和D间的阻力系数(Kco)

                                        K 一 K,,一 Kc

(30)摩擦系数(f)

                                  f= Kq-ux D/(4XL-,)

(31)空气在Pe和乙下的钻度伽),Pa " s

(32)雷诺数(NR)

                                    NH。一D X G/p

(33)管道粗糙度(E) , mm

                E二3 700 X D X [10(一，/c-'n ’一l. 256/(Na, X,/了)]
(34) B到C的压头长度(H,,ac), m

                              HL�-c二K,,c X D/(4 X f)

(35)由试验对象引起的超额长度(L,)，m

                                      LQ、一 HL卜 一Lac

(36)试验对象的阻力系数(LID)

                                      L/D ， L /D



GB/T 12242- 2005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试 验汇总报告表

表B. 1 压力释放阀试验汇总报告表— 蒸汽介质

一般资料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试验地点

(4)制造厂名及地址

(5a)阀门型式或型号

(5b)阀门编号或标识号

(5c)进口连接(通径、压力级及形式)

(5d)出口连接(通径、压力级及形式)

(5e)标示压力及允差，MPa

(6)试验 目的

试 验结果汇总

(7)前泄压力 ，MPa工厂 整定)

(8)前泄压力，MPa(再调整)

(9)整定压力，MPa(工厂调整)

(10)整定 压力，MPa(再调整)

(11)回座压 力，MPa(工厂调整)

(12)回座压力，MPa(再调整)

(13)启闭压差，MPa(工厂调整)

(14)启闭压差，MPa(再调整)

(15)背压力:附加背压及/或排放背压，MPa

(16)额定排放压力(阀进口)，MPa

(17)阀瓣开高，mm

(18) M量排量，kg/ h

阀 门测盆尺寸

(19)流道直径，mm

(20)密封面直径，mm

(21)密封面斜角，(“)

(22)阀进口通道直径，mm

(23)阀瓣开高对流道直径比率

(24)流道直径对进口通道直径比率

(25)实际排放面积，mm'

(26)对试验目的及有关项目如频跳、颤振、振动等的评述和结论

试验人员 (签名) 试验 监督 人(竿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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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2 压力释放阀试验汇总报告表— 水或液体介质

一般资料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试验地点

(4)制造厂名及地址

(5a)阀门型式或烈号

(56)阀门编号或标识号

(5c)进日连接(通径、压力级及形式)

(5d)出口连接(通径、压力级及形式)

(5e)标示压力及允差，MPa

(6)试验目的

(7)试验介质

(8)密度 (标准的 )

试验结果汇 总

(9)整定压力。MI'a(工厂调pt, )

(10)整定压力‘MPa(再调钻、

(11)回座 压力 ，MPa( I厂调整 )

(12)回座 压力 ，MPa(再 调整 )

(工3)背压力:附加背压及厂或排放背版.1M Pa

(14)额定排 放压力(阀进 11 ) . MPa

(15)阀瓣开高，MM

(16)测量排量>kg/h

阀门测量 尺寸

(17)流道直径 ，mm

(18)密封面直径 ，，二。I

(19)密封面斜角，()

(20)阀进口通道直径，inm

(21)阀瓣开高对流道直径比率

(22)流道直径对进口通道直径比率

(23)实际排放面积，mrrr

(24)对试验目的及有关项目如频跳、颤振、振动等的评述和结论

试验人员(竿名) 试验监将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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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3 压力释放阀试验汇总报告表— 空气、气体或燃料气介质

一般 资料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试验地点

(4)制造厂名及地址

(5a)阀门型式或型号

(5b)阀门编号或标识号

(Sc)进口连接(通径、压力级和形式)

(5d)出口连接(通径、压力级和形式)

(5e)标示压力及允差，MPa

(6)试验目的

(7)试验介质

(8)密度(标准的)

(9)比热比

(10)分子量

试 验结果汇总

(11)前 泄压力 ，MPa工厂调整 )

(12)前泄压力，MPa(再调整)

(13)整定 压力，MPa工厂调整)

(14)整定压力，MPa(再调整)

(15)回座 压力，MPa(工厂调整)

(16)回座压 力，MPa(再调整)

(17)再密封压力，MPa工厂调整)

(18)再密封 压力，MPa(再调整)

(19)启闭压差 ，MPa工厂调整)

(20)启闭压差，MPa(再调整)

(21)背压力:附加背压及/或排放背压，MPa

(22)额定排放压力(阀进口)，MPa

(23)阀瓣开高，mm

(24)测量排量 ，kg/ h

阀门测t尺寸

(25)流道直径 ，mm

(26)密封面直径，mm

(27)密封 面斜角 ，(。)

(28)阀进口通道直径，M-

(29)阀瓣开高对流道直径的比率

(30)流道直径对阀进口通道直径的比率

(31)实际排放面积，mm'

(32)对试验 目的及有 关项 目如频跳 、颤振 、振动 等的评述和结论

试 验人员(签名 ) 试验监督人(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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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 4 姗破片装置试验汇总报告表— 空气、气体或燃料气介质

一般 资料

<1)试验编号

(2)试验日期

(3)试验地点

(4)制造厂名及地址

(5a)爆破片型式或型号

(5 h)爆破片批号或标识号

(5c)连接(通径、压力级和形式)

(5d)标示爆破压力及允差，MPa

(5e)最小净流通面积 mmz(制造厂规定的)

(6)试验目的

(7)试验介质

(8)密度(标 准的)

(9)比热比

(10)分子量

试验 结果汇总

(11)爆破压力，MPa

(12)额定排放压力(爆破片装置进口)，MPa

(13)测量排量,kg/h

(14)阻力系数，I丫D

爆破片装置测t尺寸

(15)夹持器最小通道直径，mm

(16)对试验目的及有关项目如振动等的评述和结论

试验人员 (签名) 试验监督员(签名)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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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确 定流t误差的示例

C. 1 目的

本附件对进行最终流量试验结果的误差分析提供示例。

C.2 示例

试验介质:水。流量计型式:带法兰接口的同轴锐边薄孔板。假设:流量计系数未用标准器校准。

示例一组典型的试验数据:

流量计接管内径:D=79.17 mm

孔板孔口直径: d=23.75 mm

比率: 月=d/D=0. 300

流量计前后压降:,IP=9 850 mm水柱

温度: T=25℃

质 量流量的计算公式 :

0.012 SKd2Fe丫越pp)

    丫1一 (d1D)'
(C. 1)

式 中 :

W— 质量流量，kg/h

K— 流量系数，无量纲

d---}L板孔口直径，mm

D— 流量计接管内径，mm

F— 热膨胀系数，无量纲

  P一一一水的密度，kg/m'
AP— 流量计前后差压头，mm水柱

    以下列出要素误差来源及每一要素的估算偏差及精确误差:

    参数K- 流量系数。当管道尺寸等于或大于50 m-且雷诺数超过5 OOOXD/25(D以mm为单

位)时.孔板流量计流量系数的误差为士0. 55%。同时，建议在所有其他标示误差之上加上。.5%以考

虑安装误差。于是K的相对总误差确定为:

                              BK%二0.5%+。.55%一1.05% ·······················一(C.2)

    K的计算值为0.5990

    绝对误差限为:

                            BK一 0. 010 5 X 0. 599=士0. 006 27 士0.007··················⋯⋯(C. 3)

    可认为流量系数的精确绝对误差为零。

    参数d— 孔板孔口直径。孔板孔口直径的估计误差为士。.025 mm。这一绝对误差估计考虑到

了测量装置 的误差 以及可能的人员读数误差 。可认为孔板孔 口直径 的精 确绝对误差为零

    参数D- 流量计接管内径。流量计接管内径的估计误差为士。.075 mm 这一绝对误差估计考

虑到了测量装置的误差以及人员读数误差。可认为流量计接管内径的精确绝对误差为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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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F,一一热膨胀系数。

(C. 4 )
 
 
 
 

、
l

 
 
T

 
 
 
 

2
‘
、

尸
!

J
 
 
一-

 
 
 
 
 
 
 
 
 
 
 
 

日 
 
F

式 中:

丁— 水温，℃

F。的近似值可由下式获得:

凡 = 3.085 7 X 10-'T+ 0. 999 298 6 (C. 5 )

F.的绝对 误差 为 :

        2F ，
D, = ~ r匕l

            d i

(C.6)

粪一袋一:.085:X 10
口 I d l

(C. 7 )

水温了的误差BT假定为士3 0C。由此得:

                  凡 =(3. 085 7 X 10‘)X3一士。·。。。092 6 ·······，···⋯⋯(C. 8)
基于名义温度25℃的Fe为:

                  F,=(3.085 7x10-5)x25+0.999 298 6=1.000 07 ····。···⋯⋯(C. 9)

当水温误差为3℃时F。的相对误差为:

                    F,的相对误差 =。000 092 6/1. 000 07=0.01% “·‘·“ ·⋯ ⋯(C. 10)

可认为热膨胀系数F.的绝对误差和精确绝对误差均为零

参数P一水的密度。

。一丁(:，:) 二，，二 。甲，⋯ ，。二，。..·.。二(C. 11)

    式中:

    T— 水温 ，℃

    P一 一压力 ，MPa(A)

    对于水而言由于压力引起的P的变化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由于水温士3℃的误差引起的P的变化等于:

                                          尽 =士0.620 7 ······，·，············ ······，⋯(C.12)

    P的绝对误差取为士。62 kg/m'
    水密度的精确绝对误差S。估计为士。.32 kg/m3 e
    参数△尸一流量计前后差压头，mm水柱。AP是由纸带记录仪测定，而纸带记录仪用量程为

0.25 400 mm水柱的传感压力计标定。后者又用静重式测试仪标定。

    纸带记录仪的误差限按最小分度值的一半计，为士250 mm水柱。

    传感压力计的公差为全量程的士。.25%，相当于绝对误差士63. 5 mm水柱。

    传感压力计的标定仪(静重式测试仪)的精度为传感压力计的两倍，其引起的误差为土7.5 mm

水柱 。

    按误差合成方法取上述误差平方和的平方根，得到△尸的绝对误差为:

                          B�.=[(250)'+(63.5)‘十(7. 5)2]i,e=258 ·········，··⋯(C. 13)

    圆整到B�=士260 mm水柱。

    流量计差压的精确绝对误差估定为士130 mm水柱

    表C.1列出了所有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精确误差值，还列出了每一参数的相对灵敏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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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 1 参数 误差表

参数
绝 对误差

    B

精确绝对误 差

        S

  名义值

(试验数据)

相对误 差

    Bk

精确相 对误 差

      SR

相对灵敏度 系数

        B"

K 士 0. 007 0 0.599
0.007/0.599

= 工0.011 7
0 1

d 士0. 025 mm 0 23. 75 mm
0.025/23.75

= 士0. 001 05
0

2/(1-/3')

=2. 0163

D 士 0. 075 mm 0 79. 17 mm
0.075/79.17

= 土 0.000 95
0

(2(34)/(1一夕‘)

=0.016 3

F 0 0 1. 000 07 0 0 1

P 士0. 62 kg/m' 士0. 32 kg/m' 1 000 kg/m'
0.62/1 000

=士0.000 62

0. 32/1 000

=士0. 000 32
0.5

么Y 士260 mm水柱 士130 mm水柱 9 850 mm水柱
260/9 850

=士0. 026 4

130/9 850

今士0. 013 20
0. 5

各参数的误差分别按误差和精确误差导人由泰勒(Taylor)系列展开式计算的结果中。

流量 的相对误差为 :

Bww一[(‘X BK ) 2x+(2沐     Bd}1-R' X a}2+r 2p'11-91、B}D)2+
  (1  X BF)(1   p'2+(。·5XB )P2+(。‘5、B,P 12,1/2API (C. 14

流量的精确相对误差为:

                    Sw
                          w 「(‘X SKK 12/+(2只       Sdl 2}1-p' X a /+(2(3'x     SDC1-R' X D}2+

1xS,)-F. -2+(。·:x暑   2̀XP/+(。·5、_S,P1lip/’一’/2 (C. 15)

将相应的值代人公式(C. 14)，得:

黔一[(。.011:)“+(2. 016 X。.。。:07)2+(。.016:X。.。。。96)2+
丫犷

(0)+(0. 5 X 0. 000 64)2+(0. 5 X 0. 028 36)2口’/，

季一〔。.。。。137。+。.。。。004 6+:.45X1。一+
F F

0 + 0. 000 010 2+ 0.000

                      Bw
                            w

201 1]"2

=士 0.018 8 ⋯ ”’二’·····················。。二(C. 16 )

将相应的值代人公式(C. 15)，得:

=士[(0)+(0)+(0)+(0)+(0.5 X 0.000 32)z+(0. 5 X 0. 012 90)z习vz

二士[2. 5 X 10-a +0. 000 041 611/2

sw
一W
Sw
一W

奥一+。.006 5
w

(C.17)

查看上述计算公式中每一参数的各别系数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参数对结果的误差限及精确误差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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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大。在本例中，对误差限影响最大的是差压OP和排放系数K。对精确误差限影响最大的是差

压 △尸。

    由于各独立参数精确误差的估算是基于经验，其自由度可假设大于30,因而系数t值可取为2。所

以流量的精确相对误差应为2X0.006 5=士。.013

    将误差和精确误差合成可得到流量的总误差为:

                              U，哦 r                              /Bw12U /_ Sw\  z一P,                                    共弓尹 = 1【诀攀)+ 12X- { ················‘········，·⋯(C.18)
                                      W L\                                      I\ ) 」\一‘、W )J

令一:(0. 018 8)' + (2 X 0. 006 5)'}"“一士2. 28
    注意，W的误差限士2%的要求并未达到。

    由于对误差影响最大的是差压△P，所以首先要避免用传感压力计来标定纸带记录仪。纸带记录

仪应直接用静重式测试仪来标定。

    静重式测试仪的误差限为全量程的士0.1%。其全量程为。到12 700 mm水柱。因而其绝对误差

限为0. 001 X 12 700=12. 7 mm水柱

    此外，可以改变△P的标定范围以减小纸带记录仪的最小分度值，即从500 mm水柱减至250 mm

水柱。这样按最小分度值的一半考虑的误差限将从250 mm水柱减至125 mm水柱。

    使用误差合成方法计算出△尸的绝对误差为:

                        Bhp=[(125)' x-(12.7)']'/'=126(mm水柱) ···‘···· ··，一(C. 19)

    圆整到150 mm水柱

    修正后的相对误差为:

(B-);二_1509 850= 0.015 2 ····。····，········‘···，···⋯ ⋯ (C.20 )

修正后B、/w的值为:

啦 =0 014
W

(C. 21

合成误差为 :

UR-
  孟; = 士 工.J̀OS%o
  w

(C. 22

此处质量流量W是基于公称值13 290 kg/h

为了验证对精确误差的估算进行了下列试验。

所有仪表均按规定的误差限进行标定。

用孔11直径23. 75 mm的孔板进行了稳态流量试验。在整个试验中温度保持25℃常量。试验过

程中分别取了10组数据以确定精确误差限。试验结果如下:

    数据组 质量流量W

          1               13 340

        2               13 281

        3               13 232

        4               13 300

          5               13 240

        6               13 358

        7               13 293

        8               13 272

        9               13 327

        10              13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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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W的平均值W为:

、一l, 1 W*一,l X (132 956)一13 296(kg/h)............⋯⋯(C. 23
        rv 宕丁 1v

样本 的标准偏差 为:

                N

    ry, (GV、一W)2]';2
5= };忿 一 = 41(kg/h) ···············⋯⋯(C.24

                                          L N 一 1 一

自由度N-1=10-1=9

对于具有9个自由度的双尾型分布，在95%点位的系数t值为

于是精确相对误 差限计 算如下 :

262

士4113 296Y. 2. 262=土0.006 9 ···············⋯⋯(C.25 
 
一-

 
 
火

5
︸W

该值约为原先估算值的一半。

考虑由试验得出的新的精确误差可得到合成误差为:

二士[(0.014 5)2+(0.006 9)2]'2=士0.016=士1.6% ···⋯⋯(C.26渔
w

  注意，士2%的试验目标精度虽已达到，但可以通过标定试验来更好地确定流量计的排放系数以进

一步降低误差限。

  报告提要如下 :

Bw __ _ ，__.、。、，、
万开J= 士 U.014 b   l相 X丁误 麦 )
FF

sw _ _ __ ，..决_‘，__，、。、 .
石丁一 士U. UUb ̀J k梢 硼 柏 x,丁块 左 )
丫V

U- _。， .、、。 、

W 一土‘. 6 70‘甘4JGl)Qj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