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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氮气式水击泄压阀的安装和功能维护
周耀辉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公司仪长输油处，湖北武汉 430077）

周耀辉.DANIEL 氮气式水击泄压阀的安装和功能维护.油气储运，2011，30（3）：227 - 230.
摘要：DANIEL 氮气式水击泄压阀具有流通能力强、反应灵敏、适应性强、安全稳定性好、自动化程
度高等特点，可跟踪阀前端水击压力的变化，当输油管道中的介质发生水击，压力达到阀门的设定值
时，其能够快速开启，从而有效保护管道。介绍了仪征－长岭原油管道全线十座站场使用的 DANIEL
氮气式水击泄压阀的结构，工作原理，安装、启用及停用操作过程，阐述了压力设定点的检查过程和
试验方法，指出了常见故障，提出了解决方案，可供长输原油管道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设备维护
人员参考。
关键词：管道；氮气式水击泄压阀；工作原理；执行机构；安装；常见故障；解决方法
中图分类号：TE89
文献标识码：A
仪长（仪征－长岭）原油管道全长 917 km，设 10
座站场。仪长原油管道干线的 6 个输油站的进出站和

殊的阀门或控制系统消除水击影响。
水击发生后，应尽快将多余的介质斜放出阀门，

支线的出口均采用 DANIEL 氮气式水击泄压阀，其

阀门开启速度应低于 100 m/s，流通量 Cv 值也应满足

主要功能是：当管道内的原油发生水击（憋压），管输

要求。氮气式水击泄压阀的动作原理是通过氮气供应

压力超过管道的设计压力（或设定值压力）时，能够迅

系统在氮气压力和弹簧压力的作用下，将阀塞和密封

速、有效地泄放主管道的超高压力，使原油通过泄放

圈严密结合，使原油封闭在密封泄放阀与管道的连接

阀、泄放管道至泄放罐。DANIEL 氮气式水击泄压阀

腔内。当原油达到或超过设定值（阀塞前部压力大于

采用氮气压力调节控制联动执行机构，其优点是：不

氮气压力和弹簧压力之和）时，阀塞打开并向后挤压

考虑介质物性，适用范围广，压力调节范围大，能够提

氮气，泄压阀打开，原油通过泄压阀、泄压管道流入泄

供各种报警信号。

放罐内。当水击消失，原油压力降至设定压力以下时，
即阀塞在氮气和弹簧压力的作用下，使阀塞向前压紧

1 工作原理

密封圈，泄压阀关闭（图 1）。

DANIEL 氮气式水击泄压阀主要由阀体、阀芯导
套、阀芯、阀座固定器、阀座橡胶环、操作组件、汇管
块、温差平抑氮气瓶、弹簧等部件构成，相对于其他型
式的阀体结构而言较为复杂。
当不可压缩的介质（液体和固体）处于运动过程
中，如果试图改变介质的流动状态（速度、压力等），则
会由于介质具有的惯性而引起压力波，叫做水击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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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锤。水击波的压力较复杂，与介质物性、管道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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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韧性等有关。在原油、柴油、汽油中，水击波的速
度分别为 1 000 m/s、900 m/s、800 m/s。由于速度快，
SCADA 系统无法消除已经形成的水击波，需采用特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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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水式水击泄压阀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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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击泄压阀的安装启用

（3）对氮气控制柜内的调压阀缓慢调整，直至调
压阀下游（左侧）和水击阀上氮气压力表的压力达到

安装和使用氮气式水击泄压阀（图 2，图 3）时需要
采取的预防性措施、现场检查及相关措施，主要包括
消除应力、支撑检查、清除铁锈及污物。

标牌显示值。此时，水击阀和温差平抑氮气瓶已完成
充压。
（4）将水击阀后的截断闸阀（B）缓慢打开。
（5）平缓地打开水击阀前的截断闸阀（A），此时
阀前压力应低于阀腔内压力，阀门关闭。
2.3 停用
（1）缓缓关闭水击阀前的截断阀（A）。
（2）缓缓关闭水击阀后的截断阀（B）。

图2

氮水式水击泄压阀现场安装示意图

（3）通过水击阀前后管道上的排放阀将阀门前后
管道内的压力泄出，打开水击泄压阀与管道连接的法
兰来泄压如果没有排放阀，否则应拆除阀门；关闭水
击阀上的充气阀（D）和截断阀（E）；慢慢打开水击阀
上部的泄压阀（F），将阀腔内的压力泄出。

3 常见故障及其解决方法
3.1 阀门不能关闭
若有杂物在阀芯和阀座之间，阻止阀芯回位，或
者阀座上有焊接飞溅物等，均会出现此类故障。解决
方法是将阀门上拆下，清理内部杂物；若阀座上有焊
接飞溅物，则更换阀座。
图3

氮气泄压阀氮气供应系统示意图

2.1 安装
（1）在安装水击阀之前，必须确保阀门前的管道

3.2 阀门卸压点漂移
阀芯表面划伤或者阀芯偏斜，修理或者更换阀
芯，均会导致阀门卸压点漂移。当阀门在临界点附近

内没有废弃物和金属屑。若条件允许，应对阀门入口端

时，有缓慢开启的趋势，表明阀芯 O 形环磨损或损坏，

管道进行吹扫，以去除杂物。

应更换 O 形环，检查并堵塞泄漏点，防止系统内氮气

（2）将阀门安装在管道上，确定阀门上游螺栓连
接牢固。为平抑温度变化产生的压力设定漂移值，最
好将用于扩大阀芯的温差补偿氮气瓶埋地。

3.3 阀门动作迟缓，不能维持设定压力
导致阀门动作迟缓的原因有两个：阀门气体腔

（3）确定氮气供应系统的阀门关闭。

室内积水或腔室气体供应部分泄漏，需检查清洁阀

（4）从氮气供应系统阀门（氮气控制柜）到充气阀

芯或检查拧紧相关各节点。温度会影响氮气压力，因

（D）连接氮气供应管道。
2.2 启用
（1）在水击泄放阀系统使用之前，先打开截断阀
（E）和氮气充气阀（D）。
（2）开启氮气瓶的控制开关，避免高压氮气冲入
而将系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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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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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设定压力波动，可以将温度平抑氮气瓶埋地
或进行隔热处理（在氮气系统中使用温压型调压阀）
解决问题。
3.4 阀门压力过低或过高报警
如果氮气瓶低压报警，表明气源（氮气瓶）压力
不足，因此，应给其充氮气。如果压力低而导致阀门报

Th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DANIEL nitrogen water hammer relief va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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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表明氮气调压阀后的氮气管道上泄漏，检查泄漏

调压阀等部件，用瓶口帽将瓶口保护好，应确保氮气

点并堵塞。如果阀门压力过高报警，说明调压阀失效，

瓶上装有适用的手轮或扳手，以备在紧急情况下关闭

应检查并维修调压阀。

氮气瓶。

3.5 氮气损失快
若温度平抑氮气瓶保温隔热不好，则会使氮气损
失快，应将温度平抑氮气瓶埋地或包裹隔热材料进行

（5）安装完成之后，应检查调压阀和所有连接接
口，确保无泄漏；在每次维修后，应进行渗漏检查，其方
法是在接口处涂抹肥皂水，检查是否有气泡产生。

保温。温差平抑氮气瓶的作用是使填充氮气的阀芯扩
大，与阀芯内部连通。当氮气供应系统向阀芯充气加

5 压力设定点检查

压时，温差平抑氮气瓶内也被填充满了同样压力的氮
气，并使温度变化对氮气压力的影响最小化。因此，氮

为了确保氮气控制水击泄压阀处于正常、可靠的

气瓶需隔热保温。根据经验，可采用以下方式对温差

工作状态，排除因天气、氮气供应系统或其它原因导

平抑氮气瓶进行隔热保温：其一，将温差平抑氮气瓶

致其不能完成工作的因素，每半年应进行一次压力设

埋地处理。在地上挖坑，将氮气瓶埋入，氮气瓶埋深最

定点（图 3）的检查。

浅 1 m，立卧均可。氮气瓶在埋地时，应使用与埋地钢

（1）连接一台手摇泵到校验点（T1 或 T2），关闭主

管同样的处理方式。在埋入前，确保压力管连接完成，

管道截断阀（A）。关闭温度平抑氮气瓶，并连接到阀门

氮气瓶阀门处于开启状态。其二，采用地窖埋地处理，

上的截断阀（E）和充气阀（D）。缓慢打开泄压阀（F），

此方式便于氮气瓶的检查和操作。采用 DN300 钢管，

其阀芯内压力将被泄放，水击阀将处于开启状态，水

长度约为 2.2 m，两端保持开孔状态；在地上钻孔，将钢

击阀和管道截断阀（A）之间的残余压力也将泄放到

管插入孔内，在钢管底部铺上厚度约为 300 mm 的沙

阀后。

砾，便于排除进入钢管内的雨水；氮气瓶与水击阀之
间在钢管上部进行连接；利用铝皮或铁皮等材料将埋
地钢管上部盖住，防止杂物进入；最后打开温差补偿
氮气瓶阀门，使用隔热材料填充氮气瓶四周和顶部。

（2）残余压力被完全泄放后，关闭泄压阀（F），并
确定手摇泵的截断阀（J 和 K）处于关闭状态。
（3）确定氮气控制系统与充气阀（D）之间连接正
常，调整氮气控制系统中的调压阀，使其出口压力与
控制柜铭牌标示的氮气设定压力相同。缓慢开启充气

4 安全注意事项

阀（D）和温差平抑氮气瓶截断阀（E），操作系统（即水
击阀）上的压力表（G）将显示加载到阀芯的氮气设定

季节变化对氮气压力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夏季和
冬季。因此，每半年对水击设定压力和水击泄放系统
进行一次检查，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氮气调压阀阀体上的标识，不要将大于
允许压力的氮气瓶连接到调压阀上，也不要使用非氮
气气体的调压阀。

压力。
（4）缓慢打开手摇泵后面的截断阀（J 和 K），开动
手摇泵，使水击阀前的压力到达水击波压力点（与阀
内氮气设定压力不同）。通过压力表（L）可以观察到压
力值，到达预定压力时，水击阀将开启卸压。
（5）如果未达到水击波的设定压力时，水击阀就开

（2）在开启调压阀之前，将调压阀和连接件等表

启卸压，则需顺时针调整氮气控制柜中的调压阀，增加

面的油污和黄油擦拭干净，调压阀的连接管保持清

氮气供应压力。其方法是重新采用手摇泵加压，直至到

洁，确保氮气瓶口清洁、无污物。

达预定的水击波压力，使水击阀正常开启卸压。

（3）在系统内压力未泄放到正常大气压之前，不

（6）如果水击阀在阀前压力到达预定的水击波压

得松开或拆卸组件，应在不危及周围人员和相关设备

力时仍未开启，则需适当降低氮气供应的压力。具体

安全的情况下，检查有泄漏或有损坏部件的调压阀。

方法是：关闭水击阀上的充气阀（D），然后慢慢开启水

（4）在运输氮气瓶之前，应关闭阀门，拆除阀门的

击阀上的泄压阀（F），使其微微泄出少许阀芯内加载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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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氮气；同时观察压力表（G），当阀门前和阀门内压力

《油气储运》投稿须知

到达临界点时，水击阀将开启，并记录此时的压力表
（G）显示的数值，该值即为预设的氮气供应压力值；打
开充气阀(D)，调整氮气控制柜中的调压阀，使出口压
力降低到记录的压力表（G）数值（调压阀内带有一个
泄压阀，当阀后压力超过调压阀设定压力时，调压阀
内的泄压阀会将阀后多余的气体排放到空气中，从而
达到稳压的目的），此时压力表（G）显示的数值即为重
新调整后的氮气设定压力；最后重新使用手摇泵进行
验证。
（7）如果氮气设定值不再变动，则表明水击阀上
的泄压阀（F）已关闭，而充气阀（D）和温差平抑氮气
瓶的截断阀（E）正常开启。在拆除手摇泵系统时，必须
首先释放内部压力。
（8）缓慢打开主管道上的截断阀（A），系统进入
服务状态，完成阀门设定点检查。
水击泄压阀流通能力强，反应灵敏，适应性强，安
全稳定性好，自动化程度高，可跟踪阀前端水击压力的
变化。当长距离输油管道中的介质发生水击，压力达到
阀门的设定值时，其能够快速开启。由于泄压阀的开启
使管路中的液体体积发生变化，介质的压能得到释放，
水击压力波的强度减弱，因此起到保护管道和设备安
全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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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研究得到的成果及其应用效果）、结论。其中第二、第三
部分详述，第一、第四部分精简。
（8）参考文献只列出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研究型论文
的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 6 条；按参考文献在正文中被引用的
顺序，对其编码，并在正文中指明其标引处；中外作者的姓名
一律“姓前名后”；西方作者的名字部分缩写，不加缩写点；
作者不超过 3 人的姓名都写，超过 3 人的，余者写“，等”或
“，et al”。
（9）在文后附作者简介，包括姓名、职称、出生年；最终
学历、学位及毕业院校；现从事技术工作的专业方向；详细联
系方式，包括电话、E-mail 和邮寄地址。
（10）经终审确定录用的来稿，在同等条件下，国家重大
专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973 项目、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成果优先录用。因此，投稿时，
请务必详细注明所属科研项目及其编号。
（11）只接受网上投稿，不接受电子邮件投稿或邮寄投
稿。投稿网址为 www.yqcy.net，相关信息请务必填写完整无
误；第一次投稿需注册，请保管好注册密码。
（12）本刊采用网络化办刊，联系方式主要为手机短信
和 E-mail，第一作者或通讯联系人务必留下上述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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