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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编制。请注

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海油惠州石化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邱燕飞、郑明光、丘垂育、刘奉云、侯文富、肖东平、刘其旸、蔡琼珂、王天

龙、刘伟忠、蔡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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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定期检查与校验

1 范围

为了规范安全阀定期检查与校验，保障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安全运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所规定的锅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等设备（以

下简称设备）上所用的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02MPa 的安全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均适用于本标准。

GB/T 12241 安全阀 一般要求

GB/T 12242 压力释放装置 性能试验规范

GB/T 12243 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

TSG ZF001 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241 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4 安全阀的定期检查与校验

安全阀的定期检查与校验分为离线检查与校验、在线检查与校验、回座校验。

4.1 安全阀离线检查与校验

安全阀离线检查与校验是指，将安全阀从设备上拆下，在离线状态下对安全阀进行的检查与校验。

4.1.1 离线检查条件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当进行安全阀的离线检查：

(1) 安全阀校验有效期已经到期；

(2) 在线运行时，安全阀出现故障或者性能不正常；

(3) 安全阀从被保护设备上拆卸；

(4) 其他有必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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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离线检查的内容

(1) 宏观检查；

(2) 检查整定压力；

(3) 分解安全阀，并且对零件进行清洗和检查；

(4) 零件的检修和更换；

(5) 重新装配安全阀；

(6) 完成必需的记录。

4.1.3 离线检查工作基本要求

(1) 在进行安全阀检查和维修前，其设备如果在运行状态，使用单位需要采取预防措施维持被保护

设备的安全，并且采取措施防止阀体及其它连接部件内残存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介质造成事

故；

(2) 离线检查前，必须获得每台安全阀自从上次检查后在线运行期间异常情况记录；

(3) 每个从被保护设备上拆卸的安全阀，需要携带一个可以识别的标签，标明设备号、工位号、整

定压力、最后一次校验日期；

(4) 安全阀拆卸下来时，应当做好计划以便尽量减少离线持续时间，并且在工艺管线上采取相应的

安全措施。

4.1.4 安全阀离线校验内容

(1) 安全阀离线校验内容包括整定压力和密封性能，整定压力试验不得少于 3 次，每次都必须达到

相应安全技术规范及标准的合格要求；

(2) 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和密封试验压力，需要考虑到背压的影响和校验时的介质、温度与设备运行

的差异，并且予以必要的修正。

4.1.5 处理

安全阀有以下情况时，应当停止使用并且更换，其中有（1）至（5）项问题的安全阀应当予以报废：

(1) 阀瓣和阀座密封面损坏，已经无法修复；

(2) 导向零件锈蚀严重，已经无法修复；

(3) 调节圈锈蚀严重，已经无法进行调节；

(4) 弹簧腐蚀，已经无法使用；

(5) 附件不全而无法配置；

(6) 历史记录丢失；

(7) 选型不当。

4.2 安全阀在线检查与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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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在线检查与校验是指在在线状态下（安全阀安装在设备上受压或不受压状态下）对安全阀进

行的检查与校验。

4.2.1 在线检查的内容：

(1) 安全阀安装是否正确；

(2) 安全阀的资料是否齐全(铭牌、质量证明书、安装号、校验记录及报告）；

(3) 安全阀外部调节机构的铅封是否完好；

(4) 有无影响安全阀正常功能的因素；

(5) 必须设置截断阀的情况时，其安全阀进口前和出口后的截断阀铅封是否完好并且处于正常开启

位置；

(6) 安全阀有无泄漏；

(7) 安全阀外表有无腐蚀情况；

(8) 为波纹管设置的泄出孔应当敞开和清洁（如有）；

(9) 提升装置(扳手)动作有效，并且处于适当位置（如有）；

(10)安全阀相关附件完整无损并且正常。

4.2.2 安全阀在线校验

安全阀在线校验内容包括整定压力，有条件时可以进行密封性能试验。

4.2.2.1 在线校验的方法如下：

(1) 采用被保护系统及其压力进行试验；

(2) 采用其它压力源进行试验；

(3) 采用辅助开启装置进行试验。

4.2.2.2 在线校验工作的基本要求：

(1) 在线校验前，对被校验的安全阀进行在线检查；

(2) 在线校验前，校验单位应当制订切实可行的校验程序和应急预案，并且做好各项物资准备和技

术准备；

(3) 在线校验时，使用单位的主管技术人员必须到场，当发现有偏离正常操作状况的迹象时，必须

立即停止并且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安全；

(4) 在线校验过程中必须注意防止高温、噪声以及介质泄漏对人员的伤害；

(5) 在线校验装置能够保证安全阀的基本性能要求；

(6) 做好在线校验记录并且存档；

(7) 采用安全阀在线校验仪进行校验时，应当提供安全阀在线校验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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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全阀回座校验

安全阀回座校验是对安全阀进行排气试验，校验安全阀的启闭压差，条件具备时，还可测量安全阀

的排放压力、开启高度等性能。

4.3.1 回座校验的方法如下：

(1) 采用被保护系统及其压力进行试验；

(2) 采用其它压力源进行试验。

4.3.2 回座校验的基本要求：

(1) 回座校验前，应当先调整好安全阀的整定压力；

(2) 采用其他压力源进行试验时，安全阀的进口管道直径不小于安全阀的进口直径。

4.4 校验

4.4.1 校验周期

安全阀的校验周期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 安全阀定期校验，一般每年至少一次，安全技术规范有相应规定的从其规定；

(2) 安全阀定期校验可以采用离线校验或在线校验方式，但在设备一个大修周期内，至少做一次离

线检查。

(3) 经解体、修理或更换部件的安全阀，应当重新进行校验。

4.4.2 校验周期的延长

当符合以下基本条件时，安全阀校验周期可以适当延长，延长期限按照相应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1) 有清晰的历史纪录，能够说明被保护设备安全阀的可靠使用；

(2) 被保护设备运行的工艺条件稳定；

(3) 安全阀内件材料没有被腐蚀；

(4) 安全阀在线检查符合使用要求；

(5) 有完善的应急预案；

(6) 通过安全阀 RBI 风险评估。

对于生产需要长周期连续运转时间超过一年以上的设备，可以根据同类设备的实际应用情况和设备

制造质量的可靠性以及生产操作采取的安全可靠措施等条件，并且符合相应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可以适

当延长安全阀校验周期，延长校验周期最长不得超过 4 年。

5 基于风险的检验(RBI)

5.1 应用条件

申请应用基于风险的检验(RBI)的安全阀使用单位至少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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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和较高的管理水平；

(2) 建立健全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并且定期进行演练；

(3)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设备运行良好，能够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和维护；

(4) 生产装置及其重要设备资料齐全、完整；

(5) 工艺操作稳定；

(6) 生产装置采用数字集散控制系统，并且有可靠的安全联锁保护系统。

5.2 RBI 的实施

(1) 承担 RBI 的检验机构须经过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取得基于风险的检验(RBI)资质；

(2) 安全阀使用单位应当向检验机构提出 RBI 应用申请，同时书面告知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机关；

(3) 承担 RBI 的检验机构，应当根据设备状况、失效模式、失效后果等评估安全阀的风险水平；

(4) 承担 RBI 的检验机构应当根据风险分析结果，以安全阀的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为前提制定检验

策略；

(5) 对于应用基于风险的检验(RBI)的安全阀，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其结论所提出的检验策略制定安

全阀的检验计划，并且实施定期检验；

(6) 对于装置运行期间风险位于可接受水平之上的安全阀，应当采用在线检查等方法降低其风险，

一般每个季度至少在线检查一次；

(7) 应用 RBI 的安全阀使用单位，应当将 RBI 结论报使用登记机关备案，使用单位应当落实保证设

备安全运行的各项措施，承担安全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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