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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控制阀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水力驱动以隔膜或活塞作为传感元件的直通式、直流式、角式水力控制阀的结构型

式、技术要求、材质、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和运输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压力为尸Nl。~尸N25、公称尺寸为。四50一刀刀1000、介质温度为0℃~80℃、工

作介质为清水的水力控制阀。

    活塞式水力控制阀也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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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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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厅700 碳素结构钢 (oB厅7《沦一1988，neqDIN630;1987)
    GB厅1047 管道元件 DN(公称尺寸)的定义和选用(GB厅1047一2005，1506708:1995，MOD)

    GB汀1048管道元件 PN(公称压力)的定义和选用(GB厅1048一2(X]5，ISO/CD7肠8:1996，MOD)

    GB厅1220不锈钢棒 (朋rrl220一1992，neqlls 以303:1955)
    GB，r1720 漆膜附着力测定法

    GB厅科23铜及铜合金拉制棒 (GBfr4423一1992，neqlsol637:1987)
    GB厅9113.1一91134 整体钢制管法兰

    GBfrgl24 钢制管法兰 技术条件

    GB厅9286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GBrr9286一1998，eqvIS02409:1992)
    GBfr12220通用阀门 标志 (GB厅12221卜一1989，idtIS05209:1977)

    oBrrl2224 钢制阀门 一般要求 (皿厅12224一2005，AsTMB1634a:1998，NEQ)
    GBfr12225 通用阀门 铜合金铸件技术条件
    GB厅12226通用阀门 灰铸铁件技术条件

    GBfr12227 通用阀门 球墨铸铁件技术条件
    GBfr12229 通用阀门 碳素钢铸件技术条件

    GB厅12230 通用阀门 不锈钢铸件技术条件

    GB厅12242 安全阀 性能试验方法 (GBfF12242一2(X]5，̂ STMpTC25:1994，MOD)
    GBfrl2245 减压阀 性能试验方法

    oBrrl刀16 60‘密封管螺纹 (oB厅12716一2002，eqvAsMEBI.20.1:1992)
    GB厅13劝8铜及铜合金挤制棒 (GBfr13808一1992，二qjls H325o:1986)
    oBfrlZs34硫化橡胶 性能优选等级(GB/r12534一卫(X)1，1出1501433:1995)

    GB厅13927通用阀门 压力试验 (GB汀13927一1992。neqISo5208:1982)
    GB厅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评价标准

  oB厅17241.6 整体铸铁管法兰 (GB厅17洲1.6一1995，neqlso7005一2:1995)
  朋厅17加1，7 铸铁管法兰 技术条件(GB厅17洲1.7一1995，neqlso7005一2:1998)
    JB厅7748 阀门清洁度和测定方法
    JB汀7928通用阀门 供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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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水力控制阀 勿dra心ccont均Ivaives
    利用水力控制原理，通过不同的构造达到多用途控制目的的阀门总称。

3一2

    遥控浮球阀 rer00tenoatcontrol valve

    利用控制回路中浮球升降来控制主阀的开启和关闭，达到自动控制设定液位的阀门。
3一3

    减压阀 p~ 碑代du山gy目ve
    通过启闭件的节流，将进口压力降至某一个需要的出口压力，并能在进口压力及流量变动时，利用

本身介质能量保持出口压力基本不变的阀门。
3一4

    缓闭止回阀 lowsPeedclosedcheckvalve
    利用介质自身压力控制实现延时关闭功能，从而消除或缓解水锤的止回阀。

3一5

    持困泄压阀 p~ 碑即stainiogl代U吐vaive
    利用阀门自动开启和关闭来稳定阀前管道压力的阀门。

36

    水泵控制阀 pumpco.trOIval甲e
    安装在水泵出口处，有助于水泵的开启和关闭并防止介质倒流的逆止类阀门。

3.7

    最小开启压力 .止川mum叩enpp巴洛u正
    阀门开始流通时阀门进口压力。

4 结构型式和参数

4.1 结构型式
4.1.1水力控制阀一般由主阀、先导阀和其他阀门、控制管路等组成。

4.1.2 单腔直通式水力控制阀主阀的结构型式见图1，双腔水力控制阀主阀的结构型式见图2，单腔角

式水力控制阀主阀的结构型式见图3。

1— 阀盖;2— 弹簧:3— 内腔;今一一隔膜垫片;5— 隔膜;6we 阀体;，一 阀杆;

      吕-一阀瓣;少一一密封圈;10-se阀瓣压板:11一一一0形圈:12we 阀座。

                                                  a)

                图1 单腔直通式水力控制阀主阀结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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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阀盖;2— 弹簧;3— 内腔;4一一福膜垫片;5— 隔膜;6一 阀体;7— 阀杆

      8— 阀瓣;，--一密封圈;10目es 阀瓣压板;11es一，0形圈;12es-阀座。

                                                    b)

1— 填料压盖;2— 填料;3— 导向套;4一 阀盖;5— 活塞缸;斤一一密封垫;7— 活塞:

    8— 阀杆;gee 阀瓣;10一~阀姆压板;11.一一习形圈;12— 密封圈;13— 阀体。

                                                    c)

                                  图 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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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阀盖:2— 上阀杆;3— --L腔;闷— 隔膜垫片;5— 隔膜;斤一一上阀体;下一 下腔;8- 衬套

geses一弹簧;10-一下阀杆;n— 阀体;12一 阀瓣;13ee 密封圈;14- 阀瓣压板;巧份一一0形圈;16— 阀座。

                                        a) 双腔直通式水力控制阀主阀

阀盖;2一一上腔;3— 隔膜垫片;4— 隔膜:5— 下腔:

7一-习形圈;吕— 阀杆;梦一一阀瓣;10— 阀座:11

            b)双腔直流式水力控制阀主阀 (1)

6es ‘隔膜座;

一阀体。

图2 双腔水力控制阎主阀结构型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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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阀盖;2— 上腔;3— 隔膜垫片:月一 隔膜;5— 下腔;6一 一隔膜座;7、14一一一0形圈;

8— 导套;乡一-弹簧;10-eses阀杆;11— 阀瓣;12— 密封圈;13— 阀瓣压板:巧— 阀座:16一 阀体

                                c)双腔直流式水力控制阀主阀(2)

                                        图 2(续)

1— 阀盖;Zes一弹簧;3— 内腔;闷一一隔膜垫片;5— 隔膜;6ee 阀体;7— 阀杆;

    8— --L阀座;ges 阀座密封圈;1)-一中阀座;11一一一0形圈;12— T阀座。

                图3 单腔角式水力控制阎主阁结构型式

42 参数

4.2.1 水力控制阀主阀的公称尺寸应符合GB厅1047的规定。
4.2.2 水力控制阀主阀的公称压力应符合GB理1048的规定。
4.2.3 遥控浮球阀的基本参数见表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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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遥控浮球阀的基本参数

勒
-撇
一mln

鹅
一立
"

名 称
尸刀10

公称压力

  尸刀16

。一以~0石

  士30

尸入口5

浮球阀工作压力

液面控制精度

4.2.4 减压阀的基本参数见表2。

表2 减压阀的基本参数

名称 符号 单位
公称压力

尸N10 尸刀16 尸入口5

最高进口压力 PI】1..

MP日

1‘0 1.6 2.5

PZ.x十。忍最低进口压力 PI.白

最高出口压力 尸乞.“ 0.8 l刀 1.6

。.05最低出口压力 尸为山

流量特性偏差 如闰 蕊10%

(5%压力特性偏差 如却

0k2最小压差 如.

4.2.5 缓闭式止回阀的基本参数见表3。
                              裹3 组闭式止回阎的甚本参数

名称 符号 单位
公称压力

尸探10 尸N16 尸入佗5

最小关闭压力 P‘ MPa 落。05

缓闭时间 t S 2~60

注:缓闭时间也可按客户要求.

4.2一6 泄压月寺压阀的基本参数见表4。
                        表4 泄压/持压阁的基本参数

名称 符号 单位
公称压力

户W孟0 尸刀16 只呢 5

整定压力
P’

MPa

毛0.83 蕊1.33 蕊1.7

整定压力偏差 P.<0.5时士。.014入IPa;几)。.5时士3%P，

启闭压差 却b P’<0.3时。刀6Mpa;Ps〕。3时20%P.

排放压力 内 (1‘ZP.

4一2.7 水泵控制阀的基本参数见表5。
                        表5 水泵控制阀的基本参数

名称 符号 单位
公称压力

、0 } 。6 } 二5
最，J诀 闭压力 凡 MPa 蕊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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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kl

技术要求

  压力-温度等级

5.1.1水力控制阀的压力一温度等级由阀体、内部件及控制管系统材料的压力一温度等级确定。在某一
温度下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取阀体、内部件及控制管系统材料在该温度下最大允许工作压力值中的小
值。

5.1.2 铁制壳体的压力-温度等级应符合GBfr17241.7的规定。
5.1，3 钢制壳体的压力-温度等级应符合GB厅12224的规定。

5.2 阀体

52.1 阁体法兰
    法兰应与阀体整体铸出。铸铁法兰形式和尺寸应符合GB厅17241一的规定，技术条件应符合GB厅

17241.7的规定:钢制法兰的结构形式和尺寸应符合GB厅9113的规定，技术条件应符合CB汀9124的

规定。

5.2.2 阀体螺纹
    与管路连接的阀体螺纹应符合GBIr12716的规定或符合客户要求。

5.2.3 阀体结构长度
    直通式、直流式阀体的结构长度A见表6;角式阀体的结构长度B、C见表7，或按订货合同的规

定。

                              表6 直通式、直流式阁体结构长度

丫们 111

公称尺寸 尸那10 丹 n6 尸入佗5

刀万 l 2 3 4 5 6 7 8 9 10 l1 l2 13 l4

50 23 O 238 203 24O 23O 205 254 240 203 230 203 250

65 290 279 216 250 290 250 295 3oo 216 290 216 290

80 310 305 筑1 280 260 310 25 O 336 310 27 9 24工 310 汉 1 310

1oo 350 381 292 360 353 350 320 396 320 368 292 350 292 350

125 400 445 330 430 402 400 415 465 390 42 O 330 绍加 330 4侧)

150 480 508 356 455 45 1 480 415 533 4印 47 3 356 480 356 450

2oo 600 645 495 585 543 600 5oo 670 540 56S 495 61刃 495 550

250 730 756 622 65O 660 竹 O 印 5 790 翻O 695 622 730 622 650

3oo 850 864 的 8 8印 76 2 钻 O 725 902 习的 吕叨 印8 肠O 69 8 750

350 980 991 787 860 870 980 733 1029 Soo 787 980 787 850

4oo 1100 1051 914 962 889 Uoo 99O 11以 9s0 914 11叨 914 950

45O 1200 978 1075 1070 1200 1臼以) 1050 978 12加 978 1050

5oo 1250 1295 l0’75 1219 1250 11加 1140 1295 1250 1295 1150

日)) 1450 1料8 1232 1219 1450 1350 1448 1450 144 8 1350

?00 1550 1550

8oo 162 0 1750

9oo 1850

1(】】〕 2050

注:系列 1、系列 6(黑体字)为优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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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角式阀体结构长度

公称尺寸

  刀柑

系 列

尸刀10 尸入产16

l 2 3 4 ， 6 7

B C B C B C B C B C B C B C

50 102 102 119 83 108 108 126 90

65 140 102 140 102 148 110 147 110

80 14‘ 146 153 l02 156 l肠 168 111 145 145

loo 172 172 191 127 176 !40 181 181 198 135 184 148 160 160

150 21‘ 216 254 152 226 171 22， 盆7 266 1决 238 184 180 180

2oo 279 2四 323 203 272 184 292 2，2 335 215 284 197 215 215

250 378 219 395 236 245 245

3oo 432 349 451 368 270 270

350 495 378 514 397 310 310

端加 526 399 552 419 370 370

注:系列1、系列4(黑体字)为优选系列。

5.3 阀盖

5.3.1 阀盖与隔膜和阀体的连接型式应采用法兰式。
5习.2 阀盖上至少应有两个最小为6.34mnl的孔，用于与控制管路连接。

54 壳体强度
    水力控制阀经20℃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1.5倍的压力试验后，阀门应无可见渗漏且结构无可见损

伤。

5石 密封性能
5.5.1 应对密封圈进行高压密封试验和低压密封试验;对于双腔水力控制主阀，在密封试验结束后，
还需作衬套密封试验。

5.5.2 在规定的试验压力和时间内，阀门应无任何渗漏。
5.6 最小开启压力
56.1 阀门应能在规定的最小开启压力范围内打开。

5.6.2 对于公称尺寸小于等于刀刀6(X)的阀门，最小开启压力应小于等于。.05MI，a;对于公称尺寸大于
刀入吃00的阀门，最小开启压力应小于等于0.07MI，a。

57 密封圈
    密封圈应进行表面抗磨耗试验。试验11洲洲洲)次后再对阀门进行渗漏测试，阀门应能通过5.5规定的

密封试验。

5.8 隔膜寿命
    打开、关闭阀门l0(犯0次，隔膜应无损坏且阀门应无可见渗漏。

5.9 动作性能
    对阀门进行动作性能试验，操作应灵活、无卡阻。

5.10 清洁度

    清洁度应符合JB厅7748的规定。

5.11 表面防腐
5.111 对阀门的内、外表面井行环复树脂粉太喷淦或暗漆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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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如果使用环氧树脂粉末喷涂，则表面漆膜厚度应为住076llun 一欣40压几m。

5.11.3 如果进行喷漆处理，则表面漆膜厚度应为0.10mni~0.15Inm 。
5.12 整机卫生性能

    如果用于饮用水系统中，整机卫生性能指标应符合GB汀17219的规定。

6 材料

主要零部件材料按表8选用，也可选用性能相当于或高于本标准的其他材料。
                                  表8 主要零部件材料

部 件 材 料 材料代号 标准号

阀体

  灰铸铁、球墨铸铁、

铸钢、不锈钢、铜、碳

钢

甘几的，QT礴5仓一10，WCB

CFSM，ZCuAll0Fe3，ZCu助4OPbZ，Q235

CBIT 12226，CB门)12227

CB厅 12229，CB汀 12230

CB厅 12225，CB/T 70()

阀盖

  灰铸铁、球墨铸铁、

铸钢、不锈钢、铜、碳

钢

H】100，QT450-一10，WCB

CFSM，ZCuAllOFe3，ZCuZn40PbZ，Q235

CB厅 122肠，CB月，12刀 7

GB/T 12229，C旧汀 12230

CB厅 12225 ，G日汀 7阅

阀杆
  耐腐蚀性材料，如铜

或不锈钢
HMn58一2，ZCt l3 C日fr 4423，GE汀 13808，GB汀 1220

上阀座
  灰铸铁、球墨铸铁、

碳钢、不锈钢、铜

】们100，Q科5分一10，Q235

CFSM，ZCuA】10Fe3，ZCuZ泊41)FbZ

CB厅 t2226，C日汀 12227

GBIT 70()，CBIY 12230

CBIT 12225

中阀座
  灰铸铁、球墨铸铁、

碳钢、不锈钢、铜

Fl仓00，Q邝450‘一10，Q2 35

C曰 M ZCuA] 10凡3，ZCuZo40Pb2，

CBIT 12226，CBff l2227

CBfY 7的 ，GBIT 12230

GB厅 12225

下阀座 不锈钢、青铜 C曰 M，ZCUAll0Fe3，ZCuZn40PbZ GBIT 12230，GB/T 12225

密封圈
  天然或合成橡胶、增

强型橡胶
到R，NBR，EPDM CB汀 12834

隔膜
  带夹层的夭然、合成

橡胶和增强型橡胶
NR，N卫R，EPDM CB厅 12834

紧固件 不锈钢、碳钢 ICrl3，2Cr13，毋35 GBIT 122(}，GBIT 7创

7 试验方法

7.1壳体试验
7.1.1 除持因泄压阀外，其他水力控制阀的壳体试验的要求应符合GB厅13927的规定。

7.1.2 持压2泄压阀壳体试验:

7.1.2.1 试验条件
    a)试验介质:常温水。
    b) 试验压力:20℃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1.5倍。

    c)持续时间见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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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试验持续时间

公称尺寸

    刀刀

最短试验持续时间

              ，

毛 150 120

2(X) ~250 180

300 ~400 240

月50~仅沁. 3oo

.公称尺寸刀刃>日刀时，试验时间应按比例增加。

7.1.2.2 连接方法

壳体试验的连接方法见图4.

图4 壳体试验连接方法

7.1.2.3 试验方法

    a) 在进口A处、出口C处加法兰。

    b) 打开阀1，从进口处注水，直到水从B处冒出 (注水之前B处与大气相通)，然后用塞堵将B
        处堵住。

    c)在进口处施加压力。当试验压力达到规定值后，保持此试验压力并持续规定的时间，同时检验
        阀门有无渗漏。

7.2 密封性能试验

7.2.1 密封圈密封试验
7.2.1.1 高压密封试验条件
    a)试验介质:水或气。

    b)试验压力:20℃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Ll倍 (试骏介质为水)或a6Mpa(试验介质为气)。
    c) 试验时间:试验时间应符合GB厅13927的规定。

7.2.1.2 低压密封试验条件

    a) 试验介质:水或气。

    b)试验压力:0.05hIP二
    c) 试验时间:605。

7.2.1.3 连接方法

    密封圈密封试验连接方法见图5。当试验介质为水时，应将出口处软管与量筒相连;当试验介质为
气时，应将出口处软管浸人水槽中。



图5 密封试验和最小开启压力试验的连接方法

7.214 试验方法

    a) 打开阀1阀2，管LI和LZ充满介质。
    b) 在Ll和LZ管内加压至规定的试验压力后关闭阀1。

    c) 观察压力表及出口处，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压力表读数下降或量筒内液面上升 (试验介质为
      水时)或水槽中有气泡冒出 (试验介质为气时)则说明密封圈渗漏。如果压力表指针不动且量
      筒内液面未上升(试验介质为水时)或水槽中没有气泡冒出(试验介质为气时)，则说明阀门密

        封圈密封试验合格。

7.2.2 衬套密封试验
7.2.2.1 试验条件
    a)试验介质:水或气。
    b)试验压力:0.35州[Pao

    c)试验时间:605。

7.2:2 连接方法

    衬套密封试验连接方法见图6。当试验介质为水时，应将出口处软管与量筒相连:当试验介质为气
时，应将出口处软管浸人水槽中。

图6 双腔水力控制阀衬套密封试验的连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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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3 试验方法
    a)仅对进口A施加规定的压力后关闭阁1。
    b)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果压力表读数下降或量筒内液面上升(试验介质为水时)或水槽中有气泡

        冒出(试验介质为气时)，则视为不合格;如果压力表指针不动且量筒内液面未上升(试验介质
      为水时)或水槽中没有气泡冒出(试验介质为气时)，则说明衬套密封试验合格。

7召 最小开启压力试验
7.3.1 试验系统连接方法见图5(关闭阀2，除去D处塞堵、出口法兰、管路)

7.3.2 将阀门关闭，打开阀1在阀门的进口端逐渐加压;

7.3.3 反复测试三次取平均值。
    注:建议先进行最小开启压力试验，然后拧上D处塞堵，加上出口法兰、管路和量筒后再进行密封试验

7.4 密封圈抗磨损试验
    对阀门加压至公称压力，阀门的出口应暴露于空气中。然后降压使阀门缓慢关闭。此为一次完整的

试验过程。对阀门进行以上试验1〕洲1，次。

7.5 隔膜寿命试验
    关闭阀门，在公称压力下打开阀门至全开，然后使阀门关闭，此为一次完整的试验过程。对阀门进

行以上试验100以)次。
7.6 动作性能试验

7.6.1 试验介质:常温清水。
7.6.2 遥控浮球阀动作性能试验:

7底2.1动作性能要求:被测阀在水位达到规定水位时应能自动关闭，低于规定水位时应能自动打
开 。

7.6.22 试验系统如图7。

— 一 10

lse一水泵;2— 卸压阀;3、礴— 球阀;5、，— 压力表;斤一一被测阀;8— 浮球先导阀;

              少一一浮球;1企一一浮球阀水池;11一一截止阀:12— 水池。

图7 遥控浮球阎动作性能试验系统图

7.62.3 试验方法:

    a)关闭阀11，开启水泵，向水池注水，观察主阀关闭时的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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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打开阀11降低水池水位，观察浮球阀开启时的液面位置。
    c) 液面偏差符合表1的规定。

76.3 减压阀的动作性能试验:
7瓜3.1 动作性能试验系统图应符合GBfr12245的规定。

7.6念2 调压试验:

    调压试验的试验方法应符合CB厅12245的规定，出口压力应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连续调整，调

节应灵敏，不得有卡阻和异常振动。

7瓜3.3 压力特性偏差试验:
    压力特性偏差试验方法应符合GBrr12245的规定，出口压力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7.6.34 流量特性偏差试验:
    流量特性偏差试验方法应符合GB厅12245的规定，出口压力负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7.6.4 缓闭式止回阀动作性能试验:

76.4.1 试验压力:公称压力。
7.6.4.2 动作性能试验系统见图8。

12 — — — — — — — — — — —

1一一水泵;2一 泄压阀;3、6、8、1卜一压力表;5、11— 电磁阀;4一一球阀;

7— 被测阀;于一 背压罐;12— 水池;

图8 缓闭式止回阀动作性能试验系统图

7瓜4召 试验方法:

    a)关闭阀4，开启水泵，打开阀5、11。
    b) 调节球阀4，使压力表6升至被测阀的公称压力，观察主阀是否完全打开。

    c)关闭水泵，同时关闭阀11，此时背压罐的水快速倒流，使止回阀缓慢关闭。
    d) 记录关闭时间t及压力表8的最大压力即最小关闭压力和缓闭时间。

    e)重复以上试验至少三次。

    f)试验结果应符合表3的规定。
7.6.5 泄压峙压阀的动作性能试验:
7瓜5.1测试仪表按GBfr12242规定。

7瓜5，2 试验系统图见图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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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泵;2~— 泄压阀;3、5— 球阀;4、6、5一 压力表;7— 被测阀;乡一一水池。

                图9 泄压/持压阀动作性能试验系统图

7.6瓜3 试验程序:
    a)开启水泵，打开阀5，设定被测阀的整定压力值。

    b)调节球阀3，降低被测阀的进口压力，使之关闭。
    。)然后再升压，当压力达到整定压力的卯%以后，升压速度不超过。.olhll】眺，继续升高压力，

      观察并记录阀的整定压力。
    d)继续升高阀的进口压力，直到阀达到并保持全开启状态，观察阀的动作，记录阀的排放压力内·
    e)逐渐降低阀的进口压力，直到阀关闭，记录回座压力Pr。

    0重复以上步骤直到Ps，Pr，内为稳定值为止并作记录。

    9)试验结果应符合表4的规定。
7.6.6 水泵控制阀的动作性能试验:

7.6.6.1动作性能要求:
    a)水泵控制阀在开启时应具有缓开启动的功能。
    b) 水泵控制阀应在关闭70%一90%(可调)时行程开关动作关闭水泵。

    c) 水泵控制阀在不与水泵连动时应符合7.6.4关于缓闭式止回阀的规定。

    d)动作性能试验的试验系统见图1。。

一一 一 一 】2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

1一 水泵;2— 泄压阀;3、6、8、10--一一压力表;书— 球阀:5、n— 电磁阀;

                  7— 被测阀;9— 背压罐;12es一水池。

              图10 水泵控制阀动作性能试验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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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氏6.2 试验方法:
    a) 关闭阀4，开启水泵，打开阀5、11，使被测阀出口有大量水流出;

    b)关闭控制阀上的电磁阀使控制阀关闭。当控制阀关闭行程的70%一90%时看行程开关是否动作
        关闭水泵。

    c)重复步骤a)，关闭水泵，同时关闭阀11，此时背压罐的水快速倒流，使主阀缓慢关闭:

    d) 记录关闭时间t及压力表8的最大压力和缓闭时间。
    e)试验结果应符合表5的规定。

7.7 清洁度
    清洁度的测定方法应符合JB厂f7748的规定。

7.8 表面防腐检验和试验

7习，漆膜厚度的测定用测厚仪直接测量。
7.氏2 环氧树脂粉末喷涂漆膜附着力试验:
    使直径为5伍lull电镀钢球从距被测表面2仪肋m~25伪1切1处自由落体撞击被测表面，经撞击后被测

表面不能出现脱层、裂纹等现象。

7名.3 喷漆漆膜附着力试验:
    按GBfr1720执行，或按GB厅9286执行，并应符合2级标准。

检验规则

  检验项目

阀门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按表10的规定。
                        表10 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试验

壳体试验 了 了 按 5鸿 按7.1

密封试验 护 了 按 5，5 按 7.2

最小开启压力 了 了 按 5.6 按 7.3

阀座密封圈表面抗磨损试验 7 按 5，7 按 74

隔膜寿命试验 丫 按5.8 按 7，5

动作性能试验 J 矿 按5.9 按 7石

清洁度 了 按 5.10 按7.7

表面防腐 7 按 5注1 按 7名

注:用户有要求时应进行动作性嗜电试验的出厂检验。

8.2 出厂检验

aZ.， 每台阀门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氏2.2 出厂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按表10的规定。
8.3 型式试验

8.3.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新产品试制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定型鉴定时。
    b) 正常生产时，每三年应进行一次检验。
    c) 产品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因结构、工艺材料的变更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e) 出厂试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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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试验要求时。
氏32 型式试验的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按表10的规定。

8.4 抽样方法

    型式试验采取从生产厂质检部门检验合格的库存产品中随机抽取的方法，或从已供给用户但未使用
过的产品中随机抽取的方法。每一规格产品供抽样的最少台数和抽样台数按表n的规定。如订货台数
少于供抽样的最少台数或到用户抽样时，供抽样的台数不受表n的限制，抽样台数仍按表11的规定。

对整个系列进行质量考核时，抽检部门根据情况可以从该系列中抽取2个一3个典型规格进行检验。
                                      表11 抽样台数

公称尺寸

  刀刀
供抽样最少台数 抽样台数

50~2的 8 2

250~礴的 6 2

450~日X】 4 2

>印0 2 1

8.5 判定方法

    型式试验中的每台阀门的壳体试验、密封试验、最小开启压力、性能试验的结果必须符合表10的
规定;其余检验项目中若有‘台阀门一项指标不符合表10中技术要求的规定，允许从供抽样的阀门中
再抽取规定的抽样台数，再次检验时全部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必须符合表10中的技术要求的规定，否

则判定为不合格.

9 标识和供货要求

9.1除水力控制阀中的减压阀和持田泄压阀外，其他用途阀门的标识应符合GB厅12220的要求。

软2 减压阀标识:
9.2.， 闷体标识符合GB汀12220的规定。

92.2 铭牌和合格证中应注明:

    的进口压力。
    b) 出口压力 (调压范围)。

    c)适用介质。
软3 持因泄压阀标识:
9.3.1 阀体标识符合GB厅12220的规定。

9.3.2 铭牌应至少具有下列标志:
    a) 阀门设计的允许最高工作温度。
    b) 整定压力 (整定压力范围)。

    c) 依据的标准号。

    d) 制造厂的型号。
认4 阀门内腔应保持清洁，不能有残余的试验介质。

软5 阀的装运、储存应符合」B汀7928及卫生许可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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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力控制阀典型结构原理图 (以单腔直通式为例)

A.1遥控浮球阀典型结构原理图如图A.1所示。

1.一 针阀:2— 浮球阀;3— 浮球;绍— 水池。

      图A.1 遥控浮球阀结构原理图

A.2 减压闷典型结构原理图如图A.2所示。

1、4一一针阀;2、6— 球阀;5— 先导阀;3、7一一 压力表。

            图A.2 减压阀结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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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闭止回阀典型结构原理图如图A.3所示。

:令-一

1、3一一针阀;2、刁一一微型止回阀，

图A.3 缓闭止回阀结构原理图

持月刃泄压阀典型结构原理图如图A.4所示。

，
“

.4

A

A

1、2一一针阀;3— 压力表;十一~先导阀。

  图A.4 持压1泄压阎结构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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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水泵控制阀典型结构原理图如图A.5所示.

-一一辛 夺 ==二

1、月一铸十阀;2、石~一微型止回阀;3— 三通电磁阀;5— 限位开关与控制块。

                  图A.5 水泵控制阀结构原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