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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密封等级及选用
王佳杰，

初宇红

（中石油东北炼化工程有限公司吉林设计院，吉林省吉林市１３２００２）

摘要：阀门是石油化工装置中主要的泄漏源之一。阀门密封性能是衡量阀门质量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阀门的
检验标准中对阀门密封等级及泄漏量有明确的规定，工程设计中应充分考虑阀门的使用工况，力求选用的阀门密
封等级满足安全、合理和经济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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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是石油化工装置管道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

１．１

中国国家标准对阀门密封等级的分类
国家标准ＧＢ／Ｔ １３９２７－－２００８《工业阀门压力

件，其种类多、数量大，是装置中主要泄漏源之一，因
此对阀门的泄漏要求至关重要。阀门密封性能是指

试验》对阀门密封等级及泄漏量的规定见表ｌ…。

阀门各密封部位阻止介质泄漏的能力。阀门的主要

１．２

中国机械行业标准对阀门密封等级的分类

密封部位有：启闭件与阀座间的吻合面、填料与阀杆

机械行业标准ＪＢ／Ｔ ９０９２－－１９９９《阀门的检验

和填料函的配合、阀体与阀盖的连接处。第一处的

与试验》对阀门密封等级及泄漏量的规定见表２旧Ｊ。

泄漏叫内漏，它直接影响阀门截断介质的能力和设

２

备的正常运行。后两处的泄漏叫外漏，即介质从阀

国际上阀门密封等级分类标准
目前围际上比较常用的阀门密封等级分类标准

内泄漏到阀外，它直接影响安全生产，造成工作介质
损失和企业经济损失、环境污染，严重时会造成生产

主要有以下五种。

事故。特别对于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或腐蚀性

２．１

前苏联对阀门密封等级的分类

的介质，阀门的外漏根本是不允许的，因其所造成的

为了按阀门的密封程度和规定的用途选择产

后果比内漏更为严重，因此阀门必须具有可靠的密

品，按密封程度对阀门进行了分类，该分类的基本原

封性能，满足其使用工况对泄漏量的要求。

则见表３和表４。

１

我国阀门密封等级分类标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４－３０；修回日期：２００９一１１．０２

目前我国比较常用的阀门密封等级分类标准主
要有以下两种。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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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４１·

密封试验的最大允许泄漏量

除止同阀外的所有金属密封副阀门

公称尺寸

所有弹性密封副阀

Ｄ＾／ｍｉｌｌ

门滴／ｍｉｎ，气泡／ｍｉ．

液体试验①滴／ＩＩＩｉｎ

金属密封副止同阀

气体试验，气泡／ｆｎｉｎ

液体试验／（ｍＬ·ｒａｉｎ“）气体试验／（ｍ３·ｈ一）

注：①对于液体试验介质，１ ｍｌ（ｃｍ３）相当于１６滴。

②在规定的最短试验时间内无渗漏。对于液体试验，“ｏ”滴表示在每个规定的最短试验时间内无可见渗漏。对于气体试验，“Ｏ”气泡
表示在每个规定的最短试验时间内渗漏最小于１个气泡。

③对于公称尺寸大于ＤＮ６００ ｍｍ的止回阀，允许的泄漏量应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３阀门按密封等级的分类

注：此分类适用于公称尺寸ＤⅣ≤２ ０００ ｍｉｌｌ和公称压力ＰＮ＜＜．２０．０ ＭＰａ的闭路阀。

表４密封性试验时允许的泄漏量

一级

不允许泄漏①

二级

不允许泄漏①

三级不允许

１

２

ｌ

３

５

７

１

２

３

５

８

１２

１８

３

７

１２

２０

４０

７０

１００

注：①允许在密封面的边缘上产生未形成流动的水珠（用水和煤油试验时）。用空气试验时，允许形成末爆破的气泡。
２．２

国际标准化组织对阀门密封等级的分类
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ＩＳＯ ５２０８－－２００ｓ（工业阀门

《钢制阀门的压力试验》ＭＳＳ ＳＰ６１－－－２００３允许的阀
门泄漏量要求如下＂ｏ：

金属阀门的压力试验》对阀门泄漏茸的规定见表５［３ Ｊ。

（１）在阀门密封副中有一个密封面使用塑料或

２．３美国石油协会（ＡＰｌ）对阀门密封等级的分类

橡胶的情况下，在密封试验的持续时间内应无可见

美国石油协会标准ＡＰＩ ５９８－－２００４《阀门的检
查和试验》对阀门泄漏量的规定见表６—３。
２．４

美国阀门和管件工业制造商标准化协会

（ＭＳＳ）对阀门密封等级的分类
美国阀门和管件工业制造商标准化协会标准

万方数据

泄漏。
（２）关闭时每一侧的最大允许泄漏量应是：液
体为公称尺寸（ＤＮ）每毫米、每小时０．４毫升；气体
为公称尺寸（ＤＮ）每毫米、每小时１２０毫升。
（３）止回阀允许的泄漏量可增大４倍。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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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密封试验的最大允许泄漏量

注：①泄漏最只适用于向大气排放的情况。
②各类阀门的最大允许泄漏量（等级）应按有关生产标准的规定或订货合同中的规定，但订货合同中的规定优先生产标准的规定。
③无可见泄漏表示形成的液滴或气泡没有形成滴落或爆破。
④表５中公称尺寸ＤＮ＜。５０，Ａ级泄漏量、除金属密封止同阕外的气体试验ＡＡ级和液体试验ｃｃ级及止回阀的气体试验ＥＥ级和液体
试验Ｇ级泄漏量与ＡＰＩ ５９８的泄漏量要求相近。Ａ、Ｂ、Ｃ、Ｄ、Ｅ、Ｆ和Ｇ级泄漏量符合ＥＮ １２２６６—１的规定。

表６密封试验的最大允许泄漏量

注：①对于液体试验，Ｉｍｌ（ｃｍ３）相当于１６滴。
②在规定的最短试验时间内无泄漏。对于液体试验，“０”滴表示在每个规定的最短试验时间内无可见渗漏。对于气体试验，“Ｏ”气泡
表示在每个规定的最短试验时间内泄漏鼍小于１个气泡。
③最大允许泄漏量为公称尺寸每英寸、每分钟Ｏ．１８ ｉｎ３（３ ｅｎｌ３）。
④最大允许泄漏醴为公称尺寸每英寸、每小时１．５ ｆｔ３（０．０４２ Ｉｌｌｌ３）。
⑤对于ＮＰＳ＞，１４的阀『Ｊ。最大允许泄漏繁为公称尺寸每英寸、每分钟２滴。
⑥对于ＮＰＳ，＞１４的阀门，最大允许泄漏量为公称尺寸每英寸、每分钟４个气泡。
２．５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仪表协会标准（ＡＮＳＩ／

ＦＣＩ）对控制阀密封等级的分类

美国国家标彬美国仪表协会标准ＡＮＳＩ／ＦＣＩ

试验》第ｌ部分。压力试验、试验方法和验收标准．
强制性要求。对阀门密封等级及泄漏量的规定见表
９【７｜。

表８、，Ｉ级密封泄漏量

７０－２（ＡＳＭＥ Ｂ１６．１０４）－２００６《控制阀阀座泄漏》对
控制阀阀座泄漏量的规定见表７‘６】。
表７阀座最大泄漏量

２．６欧盟标准对阀门密封等级的分类
欧洲标准ＥＮ １２２６６—１－－２００３｛工业阀门阀门的

万方数据

公称尺寸
ＤＮ／ｍｍ（ＮＰＳ／ｉｎ）

试验介质

杉（ｍＬ·ｍｉｎ“）

空气、气泡／ｍｉ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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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注：①泄漏量只适用于向大气排放的情况。
②无町见泄漏表示没有可见的液滴或没有形成液滴或气泡，并且泄漏等级要低于等级Ｂ。

３阀门密封等级的选用
３．１

国内阀门密封等级的选用

都不选用此密封等级分类，而是选用欧美标准的密
封等级分类。欧洲标准ＥＮ １２２６６—１＿２００３密封等
级分类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ＩＳＯ ５２０８－－２００８

（１）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实施的国家标准ＧＢ／Ｔ

的规定，但缺ＡＡ、ＣＣ和ＥＥ三个等级。ＩＳＯ ５２０８—

１３９２７－－２００８（（工业阀门压力试验》是参照欧洲标准

２００８与１９９９版相比，新增了ＡＡ、ＣＣ、Ｅ、ＥＥ、Ｆ和Ｇ

ＩＳＯ

５２０８－－２００８制订的。适用于工业用金属阀门，

六个等级。ＩＳＯ ５２０８－－２００８标准给出了与ＡＰＩ

５９８

包括闸阀、截止阀、止回阀、旋塞阀、球阀、蝶阀的检

和ＥＮ １２２６６标准几个密封等级的比较，见表５注

验和压力试验。密封试验的分级和最大允许泄漏量

④。其他公称尺寸密封等级的比较可按口径计算泄

与ＩＳＯ ５２０８－－２００８的规定相同。该标准是对ＧＢ／Ｔ

漏量得出。

１３９２７－－１９９２（通用阀门压力试验》的修订，与ＧＢ／Ｔ

（２）美国石油协会标准ＡＰＩ ５９８是美标阀门最

１３９２７－－１９９２相比，新增了ＡＡ、ＣＣ、Ｅ、ＥＥ、Ｆ和Ｇ六

常用的检验和压力试验标准。制造商标准ＭＳＳ

个等级。新版标准中规定“泄漏等级的选择应是相

ＳＰ６１常作“全开”和“全关”的钢制阀门的检验，但

关阀门产品标准规定或订货合同中要求严格的一

不适用于控制阀门。美标阀门通常不选用ＭＳＳ

个。若产品标准或订货合同中没有特别规定时，非

ＳＰ６１检验。ＡＰＩ ５９８－－２００４适用于下列ＡＰＩ标准制

金属弹性密封阀门按Ａ级要求，金属密封副阀门按

造的阀门密封性能试验Ｈ Ｊ：

Ｄ级要求…。”通常Ｄ级适用于一般的阀门，比较关
键的阀门宜选用Ｄ级以上泄漏等级。
（２）机械行业标准ＪＢ／Ｔ ９０９２－－１９９９《阀门的

法兰式，凸耳，对夹式和对焊连接止回阀

ＡＰＩ ５９４

法兰、螺纹和对焊连接的金属旋塞阀

ＡＰＩ ５９９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用ＤＮｌ００及以下钢制闸阀、

ＡＰＩ ６０２

检验和试验》是对ＺＢ Ｊ１６００６－－－９０的修订。密封试

截止阀和止回阀

验的最大允许泄漏量是参照美国石油协会标准ＡＰＩ

法兰和对焊连接的耐腐蚀栓接阀盖闸阀

ＡＰＩ鲫

５９８－－１９９６制订的。适用于石油工业用阀门，包括

法兰、螺纹和对焊连接的金属球阀

ＡＰＩ ６０８

双法兰式，凸耳和对夹式蝶阀

ＡＰｌ６０９

金属密封副、弹性密封副和非金属密封副（如陶瓷）

工程设计中应注意：ＡＰＩ ５９８－－２００４与１９９６版

的闸阀、截止阀、旋塞阀、球阀、止回阀和蝶阀的检验
和压力试验。目前ＧＢ／Ｔ ９０９２－－１９９９正在修订中。
（３）工程设计中应注意：国家标准ＧＢ／Ｔ

１９６７２－－２００５（（管线阀门技术条件》是参照欧洲标准
ＩＳＯ １４３１３－－１９９９和美国石油协会标准ＡＰＩ ６Ｄ－－

相比，取消了对ＡＰＩ ６００（（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用螺栓
连接阀盖钢制闸阀》的检验和压力试验。ＡＰＩ ６００一
２００１（ＩＳＯ

１０４３４－－１９９８）标准规定阀门的密封性能

试验参照ＩＳＯ ５２０８，但标准中表１７和表１８的泄漏

２００２制订的。国家标准ＧＢ／Ｔ ２０１７３－－２００６《石油

量却同ＡＰＩ ５９８－－１９９６标准的规定，而不是采用ＩＳＯ

天然气工业管道输送系统管道阀门》是参照欧洲
标准ＩＳＯ １４３１３－－１９９９制订的。ＧＢ／Ｔ １９６７２＿２００５

５２０８的密封等级分类法。２００９年９月１ １３实施的

２０１７３－－２００６这两个标准对阀门泄漏量的

盾，规定阀门的密封性能试验按照ＡＰＩ ５９８，但没有

Ａ级和Ｄ级要求。因此，工

规定版本，这又与ＡＰＩ ５９８－－２００４相矛盾。因此，工

和ＧＢ／Ｔ

接收准则均同ＩＳＯ

５２０８

ＡＰＩ

６００－－２００９标准中纠正了２００１版中的这个矛

程设计中有高于其标准的泄漏量要求时，应在订货

程设计中选用ＡＰＩ ６００和其密封性能试验ＡＰＩ

合同中给出。

标准时一定要明确标准的版本，确保标准内容的统

３．２国外阀门密封等级的选用

一性。

５９８

（１）前苏联对阀门密封等级分类主要是２０世

（３）美国石油协会标准ＡＰＩ ６Ｄ－－２００８（ＩＳＯ

纪５０年代应用，随着前苏联的解体，现大多数国家

１４３１３－－２００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一管线输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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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线阀门》对阀门泄漏量的接收准则是：“软密
封阀门和油封旋塞阀的泄漏量不得超过ＩＳＯ

５２０８ Ａ

级（不得有可见泄漏），金属阀座阀门的泄漏量不得
超过ＩＳＯ ５２０８（１９９３）Ｄ级，但按Ｂ．４所述的密封试
验，其泄漏量不能大于ＩＳＯ ５２０８（１９９３）Ｄ级的二倍，
除另有规定。”标准中注：“特殊的应用可要求泄漏

第４７卷第１期

三种：
（１）美国环境保护署ＥＰＡ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１《挥发性有

机组分泄漏检测》。
（２）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 １５８４８（工业阀门：低
泄漏测量、试验及资格认定程序》。
（３）壳牌石油公司ＳＨＥＬＬ

ＭＥＳＣ

ＳＰＥ ７７／３１２

量少于ＩＳＯ ５２０８（１９９３）Ｄ级¨Ｊ。”因此，工程设计中

《工业阀门：低泄漏测量、分级系统、资格认定程序

有高于其标准的泄漏量要求，应在订货合同中给出。

及开关阀和控制阀的型式认可和产品试验》。

ＡＰＩ

６Ｄ－－２００８附录Ｂ附加试验要求中规定了在购

美国环境保护署ＥＰＡ

Ｍｅｔｈｏｄ

２１标准仅规定了

方规定时制造厂要作的阀ｆ Ｊ附加试验要求。密封试

检测方法而没有泄漏等级的划分，属于地方性标准

验分低压和高压气体密封试验，以惰性气体作为试

法规，应用较少。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 １５８４８和壳

验介质的高压密封试验将取代液体上密封试验和液

牌石油公司ＳＨＥＬＬ

体密封试验。依据阀门的类型、口径和压力级别选

对于阀门的性能，都从紧密等级、耐久等级和温度等

择密封试验，可参考ＩＳＯ ５２０８标准的规定。对于长

级三个方面进行评定。紧密等级针对阀杆和阀体密

输管道ＧＡｌ、工业管道ＧＣｌ上的阀门建议选用低压

封处的泄漏，分为Ａ，Ｂ，Ｃ三个等级，对于ＩＳＯ

密封试验，可以提高阀门的合格品率。选用高压密

标准阀体密封处的泄漏要求≤５０ ｅｍ３／ｍ３，而阀杆处

封试验时应注意弹性密封阀门经高压密封试验后，

的泄漏两个标准均是按照阀杆的直径计算的。紧密

可能降低其在低压工况的密封性能。应根据介质使

等级规定见表１０归４

（４）美国国家标影美国仪表协会标准ＡＮＳＩ／
ＦＣＩ

７７／３１２这两个标准，

１５８４８

０｜。

表１０紧密等级规定

用工况实际条件，合理地选用阀门密封试验要求，可
以有效地降低阀门的生产成本。

ＭＥＳＣ ＳＰＥ

标准

等级阀杆处泄漏塑×照
ｍｍ

阀体密封处泄漏

Ｓ

７０－２（ＡＳＭＥ Ｂ１６．１０４）—２００６适用于控制阀密

封等级的规定。工程设计中应根据介质的特性和阀
门的开启频率等因素考虑选择金属弹性密封或金属
密封。金属密封控制阀密封等级应在订货合同中规
定。根据经验，对于金属密封控制阀，Ｉ、Ⅱ、Ⅲ级要
求较低，工程设计中选用的比较少，通常一般金属密

根据表１０紧密等级规定可以看出，ＩＳＯ

１５８４８

封的控制阀最低选用Ⅳ级，比较关键的控制阀选用

Ａ级密封等级最高，Ｂ，ｃ级密封等级同ＳＨＥＬＬ

Ｖ或Ⅵ级。某乙烯装置火炬系统的控制阀设计，选

ＭＥＳＣ ＳＰＥ

用了金属密封Ⅳ级要求，运行良好。

级低于Ｂ级，而波纹管密封阀门由于在阀杆密封部

（５）另外工程设计中应注意：ＡＰＩ ６Ｄ规定奥氏
体不锈钢阀门密封试验时所使用的水其氯离子含量
不得超过３０¨．ｇ／ｇ，ＩＳＯ ５２０８和ＡＰＩ ５９８均规定奥氏

７７／３１２标准。通常低泄漏阀门的密封等

位采用金属波纹管密封，其密封等级低于Ａ级。

５低泄漏阀门的选用

体不锈钢阀门密封试验时所使用的水其氯离子含量

波纹管密封阀门是低泄漏阀门中的一种。以往

不得超过１００肛ｇ／ｇ。由于各标准要求不同，建议阀

对阀门外泄漏等级有特殊要求的工况一般选用波纹

门订货合同中最好能明确密封试验时所使用的水其

管密封阀门，但由于波纹管密封阀ｆ－ＪＪｍ工难度大、技

氯离子含量。

术要求高，其波纹管材料还不能完全实现国产化，成

４低泄漏阀门密封等级分类标准

本过高，从而制约其在石化行业中大量推广使用。
目前，随着人们的安全、环保意识地不断增强，

低泄漏阀门是指阀门实际泄漏量很小，靠常规

与国外技术合作的增多，以及国内阀门制造厂自身

的水压、气压密封试验已不能判定，需要借助更加先

技术力量不断加强，国内技术人员对于低泄漏阀门

进的手段和仪器来检测的微小外泄漏。阀门的这种

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使其应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大。

微小的对外界环境的泄漏称为低泄漏。目前国际上

对石化企业中易燃易爆、有毒介质选用的阀门如果

比较常用的检测阀门低泄漏的标准主要有以下

能满足低泄漏标准，这无疑将大大降低装置中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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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２月

·４５·

王佳杰，等．阀门密封等级及选用

可燃易爆介质的排放量，避免因阀门外漏引发火灾、

介质有微量泄漏，因这种泄漏量不足以影响阀门的

爆炸、中毒等危害生命安全的事故发生。满足ＩＳＯ

使用。相反，提高这些阀门的密封性能会使制造工

１５８４８、ＳＨＥＬＬ ＭＥＳＣ ＳＰＥ

７７／３１标准的低泄漏阀门

艺复杂化，提高成本，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与波纹管阀门相比，结构简单，加工制造容易，其成

阀门本身的结构设计及制造加工对其外泄漏影

本与通用阀门相比约高１０％～２０％。根据前面对

响最为明显，低泄漏阀门对于阀门的阀体、阀杆和填

这两个标准密封等级的分析比较来看，紧密等级Ｂ

料函等关键部件的设计制造加工要求更为严格，

级阀门的泄漏量一般就能满足某些特殊工况的低泄

例如：

漏要求，加工精度要求比较容易达到，制造成本增加

（１）阀体和阀盖的质量，特别是在锻造或铸造

不多，其可以代替一部分波纹管阀门的使用。目前，

时应避免其产生折叠、夹渣、气孔、组织疏散、隐裂纹

低泄漏阀门对于硫化氢含量高的油气田净化系统更

等缺陷和成分不均。

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硫化氢是一种剧毒、可燃气体，

（２）阀杆和阀体连接处零件等的加工质量，特

比空气重，能在低洼地区聚集，吸入一定浓度的硫化

别是阀杆和填料函的粗糙度、阀杆的直线度、阀盖填

氢会伤害身体，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对这类天然气净

料函孔的垂直度和加工的精度。

化设施的泄漏要求更加严格。

（３）阀门填料函的结构选择，由于阀杆处的密封
为动密封，阀杆在转动或滑动过程中填料容易磨损，

６结束语

需选用特制的低泄漏填料密封及填料密封组合，并严

当选取密封等级和规定的允许泄漏量时应注

格控制填料与阀杆的间隙，填料与填料箱的间隙。

意，在高压阀门中密封面间介质的泄漏会引起表面

综上所述，阀门类型的选用除了满足工艺条件

侵蚀。若是有腐蚀性介质产生渗漏，在渗漏处的金

和标准规范外，还应充分考虑各种使用工况，工程设

属会被腐蚀，随着渗漏缝隙的增大，渗漏量也会很快

计中应力求选用的阀门密封等级满足安全、合理和

的增加，以至使阀门报废。因此，对于高压或腐蚀性

经济的原则。

介质工况工作的阀门，在保证密封性方面应提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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