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阀 门 

调节阀阀座泄漏等级 

摘要 介绍了调节阀阀座泄漏等级的准确定义和试验方法，指出了几种经常产生的误解．为正 

确选用调节阀阀座泄漏等级提供j依据。 

1 前官 

对于调节阀阀座泄漏等级的定义和应用， 

目前存在多种误解，影响了调节阀的正确选用。 

调节阀阀座泄漏等级的原始标准是由美国目家 

标准学会建立，并由美国流体控制学会负责实 

施的 (ANSI BI6．104 FcI70 2)。我国《电 

站调节阀技术条件》中有关泄漏等级的标准是 

参照该标准制订的。 

规定阀座泄漏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向用户 

和生产厂家提供一种测试调节阀关闭性能或控 

制阀座泄漏能力的方法。本文所讨论的内容只 

能作为一种例子。阀座泄漏试验应参照最新的 

ANSI标准，某一台阀门的实际允许阀座泄漏量 

取决于生产厂家公布的阀门通径及其型式。本 

文所用的允许泄漏值只是表示了各种通用阀门 

的等级 ，而不应作为标准。 

调节阀阀座泄漏量通常分为 ANSI I、 

l、I、Ⅳ、V及 级。这些等级中的每一级都 

有其特定的试验方法和其试验条件下的允许泄 

漏值 。 

2． Ⅵ级 

Ⅵ级通常被误解为 “气密的” 实际上 Ⅵ级 

允许有一定的泄漏量 泄漏量通常是用从一根 

规定的试验导管中每分钟逸出的空气气泡数来 

计量的 (表)。Ⅵ级 一般用于弹性密封阀门．但 

也可用于具有其他密封形式的阀门，且已有过 

这方面 的实践 。 

Ⅵ级阀座泄漏试验介质为5O～125下(10～ 

52℃)的空气或氮气。试验压力为阀芯最大额定 

压力与50psi(0．35MPa)相比的低值 。 

表 Ⅵ级闫座泄嗣量 

公 称 妇 径 漕 鼍 宰 

气泡戢／mm 

1 25 0． 15 l 

】一 l／2 38 0． 3D 2 

2 5l D． 45 3 

2一】／2 64 0 60 

3 76 O． 90 6 

{ l02 1l 70 】l 

6 l52 |． 00 27 

8 203 6． 75 45 

表 是饭据 ANSI BI6 j04 I976所 刊 曩 中刊出的 i| 

塌 _事 I t泡戢／min)是为r测量靠恒所泉用的等技计量方法 

试验用 ‘根外柽 I，{‘(6 35ram) 疃厚O 032 c0．81mm)的试管． 

一

培浸^木中】／8’～l／4‘(3．18～6．35ram)。试管曙El应加工手 

整光iI}，没有恻角和毛科．试管轴线应与木平面垂直 也允许 

建立其他形式的试验装置、其结果 ( 【ifa戤／ram)呵艟日表中 

所刊值 同，但只要 m1／rain值 标准 ·蛩即可 

在动力工业中的大多数工况要求试验压力 

为50psi(0．35MPa')，因为在这些工况下 ，作用 

在 阀 门启 闭件 上 的 压 力一 般 都 要 比 50psi 

(0 35MPa)高很多。另外迁应注意 ，应该调整执 

行器到最大关闭推力工况下．且需足够的时间 

以使泄漏介质的流动稳定，并采取适当的测量 

方法 。 

这一泄漏等级乔准非常明确地规定了检验 

阀门泄漏的压力和温度范围，若试将这些参数 

提到更高的压力和温度是有困难的，也是不妥 

当的 因为对于阀芯密封面或阀座处的可且L裂 

纹以及阀门装配中的错误，在这 一级泄漏试验 

中是可以发现的。 

3． V级 

V级主要适用于具有附加特殊密封平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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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平衡式单金属阀座、单通道的调节阀。与其 

他等级不同，V级允许泄漏量不仅取决于阀门 

通径，而且取决于阀门在实际工况下关闭时出 

现的最大压差 

V级的试验介质为50～125T (10~52"C) 

的水，试验压力为经过阀芯的最大工作压差 ，但 

不超过 ANSI的阀体 压力等级 ，最小取100psi 

(0．7MPa) 试验 中应注 意 ．必须用水 充满 整个 

阀腔和连接管道并将阀芯关死后，才能对阀门 

施压。推力应调到最大的额定值，不允许超过该 

值 另外 ，要有足够的时间以便泄漏介质流入稳 

压器 。 

V级允许泄漏量为5×10_‘ml／min·in·psi 

(5×10 m ／s·mm·MPa) 

4． Ⅳ级 

～级是常用的泄漏等级。适用于具有附加 

特殊密封平衡式金属一金属阀座的调节阀和非 

平衡式单阀座调节阀。试验介质 为50～ I25T 

(10～52"C)的空气或水，试验压力为45～60psi 

(0．3～0、4MPa)与最大工作压力相比的低值。 

测试时 ，阀门出 口端直接与太气相通或通 

向测量低压头损失的装置，执行器调到最大关 

闭推力状态 。 

w级的最大允许泄漏量为阀门额定流量的 

0．0l (注 ①阀门额定流量为阀门开启到最 

大额定行程 ，流动工况与试验规程中规定完全 

相同时阀门所能通过的最大流量。②这并不表 

示 阀门关 闭时的 G 值是 阀 门最 大 C 值 的 

0、0l )。同Ⅵ级一样，这一级不允许外推到阎 

门所处于的实际工况。Ⅳ级只是提供了在低压 

差和室温情况 下阀门关闭能力的原始测量数 

据。 

5． I级 

_级的试验方法与Ⅳ级的相同。不过，其允 

许泄漏量为阀门额定流量的0．1 。Ⅲ级通常被 

作为压力平衡式双通道、双阀座调节阀 【不用 

连续压力平衡密封，如0形圈 较普通级高的 

标 准。 

6． Ⅱ级 

I级的试验方法与 级的相同，允许阀座 

泄漏量为阀门额定流量的1_0 。同 I级一样， 

这一级通常被用作没有连续压力平衡密封的双 

通道、双阀座阀门和压力平衡型阀门。 

7． I级 

当待试阀门按基本类型设计时， I级标准 

允许对 I、I或Ⅳ级作某些修正 经供需双方达 

成协议后．可以不做试验。 

8．几种误解 

关于调节阀阀座泄漏等级，通常有三种误 

解较为突出 第一是认为 Vl级比V级 允许的泄 

漏量小。这一论断尽管通常是正确的，却非总是 

如此。根据通径大小和实际最大压差的不同情 

况，V级可以比Ⅵ级更严格．而且在许多情况 

下要严格得多 (图1)。 

图1 闫座允许i匿嗣量比较 

J Ⅵ缀 2． Y级 】0Op~i(0．7MPa) 3． v基 250mi 

(J．7SMPa) 4 V级 500psi门 5MPa) 5． v级 1000psi 

t7MPa) 

因为V级要求阀门试验压力为最大美闭压 

力．所以这一级特别适用于介质经过阀座会产 

生高压差的工况。它有助于确保阀门和执行器 

充分匹配，以防止闫座被冲蚀 ，如由于高关闭 

压差而产生的拔丝现象等。 

第二个误解涉及到调节阀关闭能力的一1、 

关键因素。即认为．调节阀执行器即使在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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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况下，也有能力把 阀芯 、阀瓣或其他密封机 

构驱动到关闭位置，并提供额外的密封载荷。而 

标准中只有 v级要求阀门应在任意实际工况下 

进行试验 ，可对阀门和执行器的匹配在安装后 

会作如何反应提供有价值的预测 。 

对于其他泄漏等级 ，用户必须依靠厂方供 

给的在装置流量条件下能有效提供足够动力的 

执行器，以获得允许的关闭特性 。例如，一台配 

有薄膜执行器的球阀有可能因为空气信号弱而 

不能启闭。与气缸式执行器不同 ，薄膜执行器中 

的弹簧应具有足够 的力，驱动阀芯至关闭位 

置 。 

流体必须从阀芯下方流入 ，否则配有薄膜 

执行器的截止型调节阀会工作不稳定。在这种 

情况下，进口端的压力和液流是来自阆芯下端 ， 

如果阀芯为非平衡型，则介质流动将趋于把它 

从阀座上抬起。随压力增加，泄漏也增加。 

如果这种薄膜执行器驱动阀门是按 Ⅳ级、 

50 (0 35MPa)进行的试验，而阀门实际装置 

压差为500p~i(3 5MPa)，阀门将如何反应，对 

此了解甚少。仅知道 阀门满足了1／10实际压差 

下的关闭等级要求。所用的阀座关闭力也比实 

际流量状态下可用的阀座力大许多。 

有关泄漏等级的另一个经常出现的误解 

是，既然 Ⅱ级允许的泄漏量为 Ⅱ级的l0倍 ，Ⅱ 

级允许的泄漏量为 Ⅳ的l0倍 ，那么 v级和 Ⅵ级 

允许的泄漏量必定分别为Ⅳ级的l／l0和l／100。 

这一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图1可以部分地说明这 
一

误解，而图2清楚地表明了Ⅳ级与VI级比较时 

各种型式的阀门所允许的泄漏量。 

还存在一种误解是，对某一特定尺寸的截 

止型调节阀 (I、 I、■和 Ⅳ级)所允许的泄 

漏量与相同尺寸的球阀或蝶阀相同。而实际上 ， 

因为每一种阀门的 cv值和流动恢复系数不同， 

所以各种阀门的最大流通能力是不相同的 

I至Ⅳ级允许的泄漏量为阀门额定流量的 

百分数。因此，对各种型式 阀门允许的泄漏量也 

是不同的。V级和 Ⅵ级的允许泄漏量与阀门的 

最小通径有关 从阀门流通断面比较 ，通常是球 

阀大于蝶阀，蝶阀大于截止型调节阀。因此，球 

阀的允许泄漏量最大 ，其次分别为蝶阀和截止 

型调节阀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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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种阀门Ⅳ缎允许遣嗣量比较 

1．藏止型调节闫 2．高压 闫 3．璋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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