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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 GB/T 9252-1988《气瓶疲劳试验方法》的修订本。原标准实施十年来对规范和指导气瓶
疲劳试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未发现大的问题。这次修订主要修改之处有：
1. 对原标准中主要针对 GB 5099-1985《钢质无缝气瓶》
、GB 5106-1985《钢质焊接气瓶》提出的某
些具体规定(如压力循环上、下限压力的规定)增加了一些新的或原则性的提法，使之能适应更多的气瓶
产品和标准；
2. 修订后的标准根据试验要求及多年来实践经验对试验装置精度及试验方法中部分试验参数(如
压力循环上限压力)的允许偏差作了适当调整，使之更为合理和切实可行，提高了标准的可操作性；
3. 对附录 A 中的试验装置流程图也作了局部调整，使之更加合理；
4. 增加了气瓶鉴定或仲裁用试验装置的有效性应经有关上级主管部门认可的条文；
5. 增加了经疲劳试验后的气瓶不得再作气瓶使用，充装气体的条文；
6. 标准编写格式按 GB/T 1.1-1993 及现行规定作了相应修改。
本标准的附录 A 和附录 B 均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 GB/T 9252-1988。
本标准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理工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巨年、刘东学、霍洪举、赵绂、李惠玲。
本标准于 1988 年 5 月 26 日首次发布，2001 年 1 月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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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GB/T 9252-1988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试验装置的基本要求、试验方法及试验操作的要点。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工作压力不大于 30 MPa （表压，下同）
、公称容积不大于 1 m3 的气瓶的疲劳试
验。
本标准不适用于内部已填充固体填料的气瓶。
２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2.1 压力循环
疲劳试验时，压力按升压-保压-降压-保压顺序完成的一个过程称为一压力循环。
2.2 循环压力
系指疲劳试验过程中所施加的反复交变的压力值。升压时达到规定的最高值称为循环压力上限；降
压时达到规定的最低值称为循环压力下限。
2.3 保压时间
循环过程中在循环压力上、下限保持压力恒定的时间。
2.4 循环频率
单位时间内的压力循环次数。
2.5 压力循环波形：每一压力循环，压力随时间变化的记录，即 P-t 曲线。
2.6 受试气瓶
准备做疲劳试验的气瓶、正在进行疲劳试验的气瓶及经过疲劳试验的气瓶的统称。
2.7 试验装置
提供受试气瓶所要求的压力循环的加压泵、控制装置、输送介质的管道及其附件的组合体。
2.8 试验系统
试验装置和受试气瓶的组合。
2.9 承压管道
承受循环压力的管路及管件。
2.10 试验环境
试验系统所在场合的环境和试验时环境条件的统称。
３ 试验装置和流程
3.1 试验装置应由加压泵、换向阀、控制机构、压力测量显示控制记录仪表、压力循环记数器、安全
装置、输送介质管道、试验介质温度测控装置及辅助设备等部分组成。附录 A(提示的附录)图 A1 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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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部件组成的基本的压力循环装置流程示意图。
3.2 本标准建议采用由微机、压力传感器、比例电磁溢流阀和换向阀等组成的压力循环控制装置，流
程见附录 A 图 A2；亦可采用伺服机控制的持续压力循环装置。
４

试验装置的基本要求

4.1 试验装置必须具有能在规定范围内调节和控制循环压力、循环频率、保压时间以及通过自控装置
连续进行压力循环的功能。
4.2 试验装置应能自动记录压力循环次数，并能指示、控制试验介质的温度。
4.3 试验系统内的空气应能完全排出。
4.4 承压管道及其附件(受试气瓶除外)必须通过耐压试验。耐压试验压力应不低于试验装置允许最高工
作压力的二倍，耐压试验的保压时间不得少于 3min。承压管道的耐压试验周期应不超过 30 万次压力循
环。
4.5 加压泵必须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和平稳的升压速率，其流量应能调节并满足压力循环频率的需要
和保持各次压力循环波形基本一致。
4.6 试验装置必须具有超压停机和安全延时报警的措施，当超压至循环压力上限的 5％时能自动停机以
及当受试气瓶泄漏时能给出延时报警信号并自动停机。
4.7 试验装置应设有冷却试验介质的冷却系统，以保证试验介质及受试气瓶壁温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
进行低温或高温疲劳试验时，试验系统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绝热或保温的技术措施及与之相适应的试
验环境。
4.8 试验系统必须具有适当的安全设施，以保证试验时操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4.9 对承担技术鉴定或仲裁任务的试验装置的有效性应经有关上级主管部门认可。
５

测量仪表

5.1 试验装置上应至少安装两只经检定合格并在检定有效周期内的压力表。压力表的精度应不低于 1.5
级，其量程应为受试气瓶循环压力上限的 2～3 倍，每次试验前应对压力表进行检查。当两只压力表显
示值异常时应及时更换。
5.2 试验装置上应装有一只精度不低于 0.4 级供校验专用的精密压力表(一般装在靠近受试气瓶的管道
上)，其量程应接近受试气瓶循环压力上限的二倍。试验装置在运转时，精密压力表必须停用。精密压
力表的检定周期按有关规定执行。
5.3 用于测量试验介质温度、受试气瓶外表面温度的温度表，其最小刻度应不大于 1℃。温度表的检定
周期按有关规定执行。
６

试验介质和试验温度

6.1 试验用的循环介质应选用黏度合适且性能稳定，不会损坏受试气瓶开裂后的断口，以及适应试验
装置要求的非腐蚀性液体。
6.2 常温疲劳试验时试验介质的温度和试验环境温度均应不低于 5℃。
6.3 常温疲劳试验时，受试气瓶外表面温度应不超过 50℃。
6.4 特定的低温或高温疲劳试验应按有关规定执行，不受 6.2 和 6.3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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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受试气瓶

7.1 受试气瓶应由选送单位从被验证的同批量气瓶中选取。为了提高试验结果的有效性，一般应选取
具有设计规定最小厚度或对试验目的有代表性的气瓶，同时应根据气瓶的实际状态与偏离设计的程度选
取抗疲劳性能最差的气瓶。受试气瓶数应不少于三只。
作为产品鉴定用的受试气瓶，应按鉴定办法有关规定选取。
对于特殊规格或品种的气瓶，受试气瓶的选取原则及数量由委托单位和试验单位共同商定。
7.2 委托单位应向试验单位提供受试气瓶的详细技术资料。对焊接气瓶应按相应气瓶标准进行焊缝质
量检查并提供焊缝射线探伤底片或检验报告。对无缝气瓶应按相应气瓶标准作超声波探伤，管制气瓶还
应提供底部收口熔合资料。
８

试验方法

8.1 气瓶试验前检查
8.1.1 核实受试气瓶的瓶号、瓶重、实际容积、公称工作压力和水压试验压力等有关资料。
8.1.2 测量受试气瓶的外径、圆度偏差、最小壁厚、壁厚偏差、底(或封头)的厚度和其他几何尺寸。
8.1.3 内外壁宏观检查。检查有无凹坑、
“缺肉”
、环沟、划痕、皱折和斑点等缺陷，必要时要作定量测
量。
8.2 循环压力
8.2.1 疲劳试验的循环压力由气瓶标准确定。上限压力一般可取受试气瓶的水压试验压力、公称工作压
力或技术文件规定的其他压力；下限压力应不超过循环压力上限的 10％，或按标准规定。
8.2.2 循环压力上限偏差应不超过循环压力上限的±2％。
8.3 保压时间
保压时间应保证受试气瓶的变形与压力变化相适应的足够时间。反映压力循环波形的 p-t 曲线应为
基本相同的近似正弦或梯形波，且具有与上、下保压时间相对应的上、下平台。
8.4 压力循环频率和次数
8.4.1 试验时压力循环频率应不超过每分钟十五次。
8.4.2 压力循环次数应按有关气瓶标准的规定或按试验目的执行。
8.5 试验操作要点
8.5.1 把注满试验介质的受试气瓶与试验装置的接头紧密地联接。每次试验连接的受试气瓶数由试验
要求和试验装置的能力确定，但必须满足 8.4.1 的要求。
8.5.2 对大容积的受试气瓶，可在灌装试验介质之前往瓶里填塞铝块或铝棒等填加物，以提高升、降压
速率。填加物与试验介质不应起化学作用，并不会随压力循环对气瓶内壁产生冲击和摩擦。
8.5.3 在低于公称工作压力下，升、降压数次，以排放试验系统内的残留空气及检查装置是否正常。
8.5.4 确认试验系统无泄漏和残留空气排尽后，按规定的循环压力进行压力循环，并开始自动记录压力
循环次数。
8.5.5 在试验过程中应随时检查循环压力及压力循环波形，并注意两只压力表或压力测量装置的显示值
是否相同，确保整个试验过程满足试验要求。
９

试验注意事项

9.1 试验时除循环压力及旋入瓶口的联接管件对瓶口的作用力外，不得对受试气瓶施加影响瓶体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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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的附加外力。
9.2 在试验过程中如发现压力循环异常时，应暂停试验，进行检查，作出判断，并排除异常情况。
9.3 不准在试验系统处于承受压力的状态下上紧或拆卸受试气瓶及其他承压件。
9.4 试验应由专人操作并作好记录。
１０

试验后检查和处理

10.1 检查瓶体有否出现变形和萌生裂纹，焊接气瓶的带垫板焊缝其垫板有否松动，复合气瓶的各组合
部件是否松动等。
10.2 通过解剖，检查疲劳试验后的受试气瓶的主体结构(最小厚度、焊缝、底型等)是否与设计规定相
符或基本相符。
10.3 对疲劳试验失效的气瓶应进行断口分析，并对裂源部位进行低倍检查或作金相检验，以确定是否
存在制造或冶金缺陷。
10.4 综合分析试验结果，按有关气瓶标准的规定对受试气瓶作出评定。
10.5 经疲劳试验后的受试气瓶除用作与试验目的有关的检测或进行后续试验外，不得再作他用，尤其
不能再作气瓶充气，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１１

试验报告
试验单位应向委托试验单位提交试验报告，报告内容及格式参见附录 B(提示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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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提示的附录）
气瓶疲劳试验装置流程
气瓶疲劳试验装置流程如图 A1 和 A2 所示。

1-试验介质贮槽； 2-试验介质冷却及温度测控装置； 3-过滤器； 4-加压泵(宜流量可调)； 5-换向阀
（三位四通、M 型)；6-溢流阀门；7-压力变送器，8-控制机构：9-压力-时间记录及计数器；10-精密压
力表(检查用)；11-压力表(观察用)，12-受试气瓶；13-试验井；14-排放阀

图 Ａ１

气瓶疲劳试验装置基本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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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验介质贮槽； 2-试验介质冷却及温度测控装置；3-过滤器；4-加压泵(宜流量可调)；5-换向阀(三
位四通、M 型)； 6-溢流阀；7-压力传感器；8-A/D 模数转换及放大器；9-计算机；10-D/A 数模转换
器；11-电流放大器；12-比例电磁溢流阀；13-控制、延时报警、记录机构；14-精密压力表(检查用)；
15-压力表(观察用)；16-受试气瓶，17-试验井；18-排放阀

图 Ａ２

微机控制气瓶疲劳试验装置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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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提示的附录）
气瓶疲劳试验报告

委托试验单位
；试验依据 ＧＢ／Ｔ ９２５２－２００１
制造厂
气瓶名称
；产品编号
公称工作压力
ＭＰａ；水压试验压力
ＭＰａ；
公称容积
Ｌ；实际容积
Ｌ
外直径
ｍｍ；总长度
ｍｍ
筒体设计壁厚
ｍｍ；筒体实测最小壁厚
ｍｍ
封头（或瓶底）设计壁厚
ｍｍ；封头（或瓶底）实测最小壁厚
ｍｍ
筒体、封头材料牌号
气瓶主体材料的机械性能（气瓶制造厂提供的实测值）：
２
２
２
σｂ
Ｎ／ｍｍ ；σｓ
Ｎ／ｍｍ ；δ５
％；αｋ（Ａｋ）（
℃）
Ｊ／ｃｍ （Ｊ）

气瓶探伤结果（由气瓶制造厂提供）：
；疲劳试验压力
试验用介质
升压时间：
ｓ；上限压力
ｓ；下限压力
降压时间：
压力循环实测压力－时间曲线（附图）
试验时气瓶外表面实测温度范围
试验情况记录：

ＭＰａ；循环速率
ＭＰａ；上限压力下保压时间
ＭＰａ；下限压力下保压时间

ｓ
ｓ
℃

试验结果：

试验起迄日期：
试验员签名：
报告日期：
年

年
月
日至
试验单位负责人签名：
月
日

年

月
日
试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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