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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IJ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150 15541:1999《船舶与海上技术  软管组件的耐火性能  试验台要求》(英文

版)

本标准等同翻译150 15541:1999。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标准”;

—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号;

—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 由于原国际标准错误，将图1的注释3和注释4的解释互换，并按我国的行业习惯，将图1中

    注释作相应修改;

— 为便于理解，在图2注释中，将注释 19与注释18合并，并按我国的行业习惯，将图2中注释作

    相应修改。

本标准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船用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系附件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俊、罗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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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上技术  软管组件的耐火性能

试验台要求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确定公称通径不小于100 mm软管组件耐火性能按GB/T 21477规定的试验的

试验台要求。暴露在火焰中时，能承受不大于10 bar的工作压力。

    软管的播焰能力试验不能使用本标准规定的试验台。

    试验介质只允许是水。为确保在试验期间如果软管破损的情况下操作人员和试验台的最大安全，

禁止使用易燃试验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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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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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21477 船舶与海上技术    软管组件的耐火性能    试验方法(GB/T21477一2008，

150 15540:1999，IDT)

    IEC 60051一1:1984 直流作用显示、模拟电气测量装置及其附件 第1部分:所有部件的定义和通

用要求

    IEC 60051一1 修正案1号:1994

    IEC 60051一1 修正案2号:1995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耐火 fi比代sistance

    在标准的耐火试验中，组成构件、部件或结构的元件，在规定的时间内满足所要求的稳定性、完整

性、热绝缘和/或其他预期的特定性能的能力。

要求

4，1 试验台部件

    试验台应由下列部分构成(见图1):

    — 带有软管组件、燃烧器和排气总管连接设备的燃烧室(见4.2);

    — 带有调节和控制试验介质的设备的组合箱(见4.3);

    — 监控和记录试验进程的设备(见4.4);

    — 加压设备，在施加火焰的末期能给试件加载技术规范规定的试验压力(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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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测量、记录、控制和调整。

1---一试件人口处水温表;

2— 试件出口处水温表;

3— 试件出口处下方的火焰温度计;

4一一 试件中部下方的火焰温度计;

5— 一流量计;

6— 一试验期间的工作压力表;

7— 风扇 ;

8— 排气 口;

9— 试件 ;

10— 加热/冷却水箱;

11一 一燃烧器;

12— 混合阀;

13----一 气体;

14— 燃气;

15一一空气;

16-一 压力试验泵;

17— 试验持续计时器。

                                        图 1 试验台简图

4.2 燃烧室

4.2.1 概述

    试件的连接应该布置在一定的操作高度(例如1 100 mm)，能使带有最短500 mm长的软管的软管

组件进行试验。应提供稳定地向上流动的空气。空气供给的基本面积大约为。。6 mZ。

    燃烧室的布置示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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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一水温表; 7-一一节流阀; 13一-一 观察窗;

    2一一火焰温度计; 8— 试件; 14一一丙烷;

    3--一 流量计; 9一 一水; 15一一 燃气;

    4-— 压力表; 10--一 燃烧器支架; 16一一燃烧器工作位置;

    5一一扩散器; n— 水、燃烧残余滴落盘; 17— 用于调节火焰的燃烧器一般位置;

    6一-一排气总管; 12一一排气扇; 18— 一燃烧器布置(6个单独的燃烧单元组

                                                                          成两种不同燃烧器的截面积示例)。

                                        图2 燃烧室典型图

4.2.2 燃烧器

    燃烧器的总截面积最小应为150 mm又500 mm。截面积可以由几个燃烧器单元的面积组成。

    应使用每平方分米最少有20个喷嘴的燃烧器。

    燃烧器应为扇叶型。



GB/T21476一2008/15015541:1999

    每一燃烧器单元应设有混合空气和燃气的混合阀，试验中能在软管组件的下方产生(800士50)℃的

中性火焰。

    调节火焰的过程中，为避免试件接触到火焰，燃烧器应为活动的。

    为了使火焰能包覆所有可能的公称通径的试件，燃烧器高度应可变。在试件下方约15 mm处直接

测得的温度应为(800士50)℃。

4.2.3 排气总管

    废气应由排气扇向上排放。风扇应是无级变速的。向上的气流应产生定向火焰。

    应根据当地的法律而考虑到环境的限制性条件。

4.2.4 冷却回路

    为控制冷却回路，在冷却供应和泄水管线上应设有截止阀和测量仪器。

4.3 组合箱

    应设置加热和冷却设备，在试件人口处为试件提供(80士2)℃的水。

    试件内试验介质的流速应能调节至0.1。/s。

    应设置安装了试件后在耐火试验期间可调节工作压力至10 bar的设备。

4.4 监控和记录

4.4.1 控制和调整

    图1和表1中所列的参数可通过适当的方法，在给定的范围内控制/调整。

                                  表 1 参数的控制和调整范围

图1中的序号 参数 范围 备 注

1和 2 水温
上至 85℃

最大偏差:土2℃

3和 4 火焰温度 (800土50)℃ 试件下方 15 mm 一20 mm的温度

5 水的流量
流速为。.lm/5时流量>QL/min。

流速应适合关于试验介质温度的要求

6 水的工作压力
上至 10 bar

最大偏差:士0，1 bar
适当工作压力;对于具体压力最大偏差有效

17 试验持续时间 最大 9 9995 在试验末期停止或中断

4.4.2 测t、记录和指示

    应按表2的明细测量、记录和指示试验参数，最少 2 min一次。

                                    表2 参数记录要求

图1中的序号 参 数 测量、指示和记录

1 试件水温，人口 X

2 试件水温，出口 X

3 试件中部下方火焰温度 X

4 试件出口下方火焰温度 X

5 水流量 X

6 试验期间的工作压力 X

17 试验持续时间 X

注:在超过或低于允许温度、压力等时，允许设置附加警告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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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应符合下列精度级别，或满足下列公差:

    压力表:最大刻度值士1.0%;

    电子测量仪器:符合IEC 60051一1的1级;

    非电子测量仪器:最大刻度值士1。。%;

    流量表:最大刻度值士1.0%。

    试验设备的检测应按已经公认的质量控制系统进行。例如:依据150 9000系列国际标准(参见参

考文献)。

4.4.3 安全装置

4.4.3.1 要求

    试验台安全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下列要求应用于试验台设置:

    燃烧器供气装置应用电子点火安全装置保护。下列情况下，供燃烧器用的燃气应能自动关闭:

    -一 火焰自动熄灭;

    — 试件压力突降;

    — 试验箱被打开;

    — 排气不充分;

    — 一紧急停止。

    b) 由于安全原因需熄灭燃烧器的情况下，试件的人口和出口快关阀应关闭。回路应能释放

          压力。

    c) 试件被破坏时，应确保燃烧器上的漏水能抽空。

    d) 水流回路中的工作压力应通过一个安全阀限制在12 bar以下。

    e) 应确保当循环泵工作时，给水加温的热源才能启动。另外，锅炉内应设置限制容许最高温度的

          温度调节装置。

4.4.3。2 试验

    应设置在4.4.3.la)规定的条件下关闭供气的装置。应能断开气体供应。

    按4.4.3.la)关闭后，应确认能满足4.4.3.lb)的要求。

    当供气关闭时，燃烧器应被水淹没一次，应确认水能按4.4.3。IC)排出的要求。

    应确认按4.4.3.ld)要求工作压力安全值限制系统内工作压力为 12 bar。

    应确认按4.4.3.le)要求在循环泵关闭时不能启动加热装置。另外，还应确认锅炉内的水温不能

超过容许最高温度。

4.5 加压装置

    应设有加压装置，其应能依据标准或其他规范在施加火焰结束后给试件加载从内部工作压力升至

试验压力。

    加压装置应能布置在现有的试验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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