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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23551-6:2014《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 

特殊要求 第6部分: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附录A中列出了本标准与ISO23551-6:

2014的章条编号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面空白

位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B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标准为与GB16914—2012《燃气燃烧器具安全技术条件》保持一致,在附录C中给出了本标准支

持GB16914—2012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修改了标准名称;
———删除了ISO23551-6:2014的资料性附录A和附录B;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C、附录E和附录F,强调与我国强制性技术法规类标准的对应情况;
———修改了ISO23551-6:2014的资料性附录H作为附录D。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奥可利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宁波市

万宝电器有限公司、宁波奥凯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三国精密机电有限公司、中山骏业佳安特电器有

限公司、深圳市贝来加尔技术有限公司、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青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华帝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帅丰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博立灶具科技有限公司、嵊州市金帝智能厨电有限公司、中山市铧禧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继业、潘翠景、孙伟宝、林开良、毕凤娟、白阳、高永、杨国斌、周亮、李键、严力峰、

罗钊明、邵于佶、鞠木春、张正东、裴俊、张梦婷、魏茹。

Ⅰ

GB/T38693—2020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库
七
七
 w
ww
.k
qq
w.
co
m 
提
供
下
载

 

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
特殊要求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使用 GB/T13611规定的城镇燃气的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以
下简称“熄火保护装置”)的分类和分组,结构和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安装和操作说明

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最大工作压力不大于500kPa、公称尺寸不大于DN50的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热

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2828.1—2012,ISO2859-1:1999,IDT)

GB/T13611 城镇燃气分类和基本特性

GB/T30597—2014 燃气燃烧器和燃烧器具用安全和控制装置通用要求(ISO23550:2011,

MOD)

3 术语和定义

GB/T30597界 定 的 以 及 下 列 术 语 和 定 义 适 用 于 本 文 件。为 便 于 使 用,以 下 重 复 列 出 了

GB/T30597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thermoelectricflamesupervisioncontrols
由阀体、电磁阀、热电偶组成的能响应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并使通向主燃烧器或主燃烧器和点火

燃烧器的燃气通路开启,并在受监控火焰熄灭后,能自动切断燃气通路的装置。

  注:熄火保护装置的形式和构成示意图参见附录D。

3.2
电磁阀 solenoidvalve
一种装入阀体内、用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来维持燃气通路的开启状态,并在所监控火焰熄灭后能够

关闭燃气通路的部件。

3.3
热电偶 thermocouple
火焰感应元件,响应受监控火焰的温度,产生热电势。

3.4
点火互锁 ignitioninterlock
只要通向主燃烧器通路开启,就能阻止点火器动作的部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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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启互锁 re-startinterlock
在电磁阀的衔铁与铁芯分离之前,能防止通向主燃烧器或主燃烧器和点火燃烧器的燃气通路重新

打开的机械装置。

3.6

开阀状态 valveopencondition
由辅助能或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使电磁阀的衔铁与铁芯维持吸合的状态(燃气通路开启)。

3.7
闭阀状态 valveclosecondition
电磁阀的衔铁与铁芯处于释放时的状态(燃气通路关闭)。

3.8
闭合元件 closuermember
熄火保护装置中用来切断燃气通路的可动部件(主要由衔铁、弹簧及密封材料组成)。

3.9
开阀时间 valveopentime
处于室温的热电偶自被规定温度的火焰加热起,至电磁阀刚处于吸合状态的时间间隔。

3.10
闭阀时间 valveclosetime
处于开阀状态的电磁阀,从火焰熄灭起,至电磁阀闭合元件刚达到关闭位置的时间间隔。

3.11
气密力 sealingforce
当电磁阀处于闭阀状态时闭合元件施加于阀门座的力。

  注:该力与燃气压力无关。

4 分类和分组

4.1 熄火保护装置分类

4.1.1 根据电磁阀在燃具使用期限内预期的操作次数分类如下:
———Ⅰ类,40000次(例如用于家用燃气灶、商用燃气灶);
———Ⅱ类,10000次(例如用于燃气烤箱);
———Ⅲ类,6000次(例如用于燃气采暖炉)。

4.1.2 根据电磁阀的功能型式分类如下:
———单线圈型;
———双线圈型。

4.1.3 根据热电偶感温部位的最高使用温度分类如下:
———低温型(热电偶感温部位的最高使用温度不高于650℃);
———高温型(热电偶感温部位的最高使用温度高于650℃)。

4.2 熄火保护装置分组

熄火保护装置分组应符合GB/T30597—2014中4.2的规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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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和材料

5.1 一般要求

熄火保护装置的一般结构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1的规定,同时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受监控火焰熄灭时,熄火保护装置应能关闭燃气通路,同时应至少保持6.3.5.3规定的气

密力;

b) 熄火保护装置的设计应确保在点火过程中,维持燃具的主燃气通路(无点火燃烧器)开启,或主

燃气通路关闭而点火燃烧器通路开启;

c) 熄火保护装置的设计应确保气密力不会因进气口的燃气压力而下降。

5.2 结构

5.2.1 外观

熄火保护装置的外观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2.1的规定。

5.2.2 孔

熄火保护装置的孔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2.2的规定。

5.2.3 呼吸孔

GB/T30597—2014中5.2.3不适用。

5.2.4 紧固螺钉

熄火保护装置的紧固螺钉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2.4的规定。

5.2.5 可动部件

熄火保护装置的可动部件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2.5的规定。

5.2.6 保护盖

熄火保护装置的保护盖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2.6的规定。

5.2.7 维修和/或调节时的拆卸和重装

熄火保护装置维修和/或调节时的拆卸和重装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2.7的规定。

5.2.8 辅助通道

熄火保护装置的辅助通道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2.8的规定。

5.2.9 热电偶

5.2.9.1 端子或接头与导体连接时,应能保持良好的接触(例如通过锡焊、电阻焊等焊接方式),有效防

止接触电阻增大。

5.2.9.2 除非制造商另有声明,热电偶的长度尺寸宜符合表1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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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热电偶的长度尺寸 单位为毫米

序号 长度 极限偏差

1 100,150,200,250,300,400,450,500 ±5

2 550,600,650,700,750,800,850,900,950,1000 ±10

5.2.9.3 热电偶在燃具中的安装要求宜参考附录E的规定。

5.2.10 电磁阀

除非制造商另有声明,电磁阀的主要结构尺寸宜符合表2的规定,单线圈熄火保护装置电磁阀的结

构和密封垫形式示意图见图1;双线圈熄火保护装置电磁阀的结构和密封垫形式示意图见图2。

表2 电磁阀的结构尺寸 单位为毫米

序号
密封垫的直径

D1 D2 极限偏差

L-L'
(自由长度-全压缩长度)

1 10,12,14 8,10,12 +0.5
 0 ≥4

2 16.18,20,22 14,16,18 +1.0
 0 ≥5

3 24,26,28 21,22,24 +1.5
 0 ≥6

4 36,45,56 — +2.0
 0 ≥8

  说明:

1———密封垫(平阀);

2———托板;

3———弹簧;

4———阀轴;

5———外壳;

6———衔铁;

7———铁芯;

8———线圈;

9———阀座;

10———密封垫(角阀)。

图1 单线圈电磁阀结构及密封垫形式示意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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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密封垫(角阀);

2———托板;

3———弹簧;

4———阀轴;

5———外壳;

6———衔铁;

7———铁芯;

8———线圈;

9———阀座;

10———辅线圈。

图2 双线圈电磁阀结构及密封垫形式示意图

5.3 材料

5.3.1 一般要求

熄火保护装置材料的一般要求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1的规定。

5.3.2 外壳

熄火保护装置阀体的外壳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2的规定。

5.3.3 弹簧

5.3.3.1 闭合弹簧

熄火保护装置的闭合弹簧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3.1的规定。

5.3.3.2 提供关闭力和气密力的弹簧

提供关闭力和气密力的弹簧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3.2的规定。

5.3.4 耐腐蚀和表面保护

熄火保护装置的耐腐蚀和表面保护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4的规定。

5.3.5 连接材料

熄火保护装置的连接材料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5的规定。

5.3.6 浸渍

熄火保护装置的制造过程有浸渍时,浸渍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6的规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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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活动部件的密封

熄火保护装置的活动部件的密封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3.7的规定。

5.3.8 热电偶材料

热电偶应按使用要求和热电偶的特性选用材料。其感温部位材料经7.3.5.6.3耐久性试验后不应

出现熔蚀现象。

5.4 燃气连接

5.4.1 连接方法

熄火保护装置的连接方式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1的规定。

5.4.2 连接尺寸

熄火保护装置的连接尺寸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2的规定。

5.4.3 螺纹

熄火保护装置的螺纹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3的规定。

5.4.4 管接头

熄火保护装置的管接头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4的规定。

5.4.5 法兰

熄火保护装置的法兰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5中的规定。

5.4.6 压缩连接

熄火保护装置的压缩连接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6的规定。

5.4.7 测压口

熄火保护装置的测压口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7的规定。

5.4.8 过滤网

熄火保护装置的过滤网应符合GB/T30597—2014中5.4.8的规定,安装在公称尺寸不小于DN25
的阀门上的过滤网,设计时应保证在不从管道上拆下熄火保护装置的情况下容易清洗或更换。

6 要求

6.1 一般要求

熄火保护装置应符合GB/T30597—2014中6.1的规定。

6.2 部件要求

熄火保护装置部件应符合GB/T30597—2014中6.2的规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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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性能要求

6.3.1 气密性

6.3.1.1 熄火保护装置应是气密的,其空气泄漏量不应超过表3规定的值。

表3 最大泄漏量

公称进口尺寸DN

最大空气泄漏量/(mL/h)

内部气密性 外部气密性

关闭位置 点火位置 运行和关闭位置 点火位置

DN<10 10

10≤DN≤25 20

25<DN≤50 30

5000

20 170

40 190

60 210

6.3.1.2 在拆卸和重新组装闭合元件5次后再次进行气密性试验,熄火保护装置的空气泄漏量不应超

过表3的规定值。

6.3.2 扭转和弯曲

熄火保护装置扭转和弯曲应符合GB/T30597—2014中6.3.2的规定。

6.3.3 额定流量

熄火保护装置额定流量应符合GB/T30597—2014中6.3.3的规定。

6.3.4 耐用性

熄火保护装置耐用性应符合GB/T30597—2014中6.3.4的规定。

6.3.5 功能要求

6.3.5.1 操作特性

6.3.5.1.1 操作扭矩

熄火保护装置所需的操作扭矩不应超过表4规定的值,当制造商提供熄火保护装置的操作旋钮时,
则操作扭矩不应超过旋钮直径的每毫米0.017N·m。

表4 公称尺寸和操作扭矩

公称进口尺寸DN
最大操作扭矩/(N·m)

Ⅰ类和Ⅱ类 Ⅲ类

6 0.2 0.6

8 0.2 0.6

10 0.2 0.6

12 0.2 0.6

15 0.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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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公称进口尺寸DN
最大操作扭矩/(N·m)

Ⅰ类和Ⅱ类 Ⅲ类

20 0.4 0.6

25 0.4 0.6

32 0.4 1.0

40 0.4 1.0

50 0.4 1.0

6.3.5.1.2 操作力

操作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公称尺寸小于或等于DN10的熄火保护装置,所需的操作力不应超过30N;
b) 公称尺寸大于DN10的熄火保护装置,所需的操作力不应超过45N或0.5N/mm2(取较小

值)。

6.3.5.2 互锁

6.3.5.2.1 点火互锁

带点火互锁的熄火保护装置,在通向主燃烧器的闭合元件开启时,应能防止点火功能动作。

6.3.5.2.2 重启互锁

带重启互锁的熄火保护装置,在衔铁与铁芯分开之前,重启互锁应能防止主燃烧器或主燃烧器和点

火燃烧器的闭合元件重新打开。

6.3.5.3 气密力

熄火保护装置处于闭阀状态时,按7.3.5.3进行气密力试验,最大空气泄漏量应符合表3关闭位置

内部气密性要求。

6.3.5.4 开、闭阀电流

起始和经7.3.6.1静态耐久性试验后,开、闭阀电流应在制造商声明值范围内,经7.3.6.2动态耐久

性试验后,开阀电流不应超过制造商声明值的200%,闭阀电流不应小于制造商声明值。

6.3.5.5 开、闭阀时间

6.3.5.5.1 熄火保护装置的开阀时间不宜大于20s,用于家用燃气灶具的熄火保护装置开阀时间不应

大于5s。
6.3.5.5.2 低温型熄火保护装置的闭阀时间不应大于45s,高温型熄火保护装置的闭阀时间不应大于

制造商的声明值。

6.3.5.6 热电偶特性

6.3.5.6.1 加热特性

热电偶的加热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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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低温型熄火保护装置用热电偶在火焰温度为(650±10)℃的环境中加热到10s时,其热电势

不应小于15mV;

b) 高温型熄火保护装置用热电偶在火焰温度为制造商声明的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使用温度环境

中加热到10s时,其热电势不应小于制造商的声明值。

6.3.5.6.2 冷却特性

热电偶的冷却特性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低温型熄火保护装置用热电偶在火焰温度为(650±10)℃的环境中加热5min后,切断加热源

45s时,其热电势不应大于1.5mV;

b) 高温型熄火保护装置用热电偶在火焰温度为制造商声明的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使用温度环境

中加热5min后,切断加热源至制造商声明的闭阀时间时,其热电势不应大于制造商的声

明值。

6.3.5.6.3 热电偶耐久性

经7.3.5.6.3耐久性试验后,热电偶的加热特性应符合6.3.5.6.1的规定,热电偶的冷却特性应符合

6.3.5.6.2的规定。

6.3.5.6.4 内阻及内阻变化率

热电偶的内阻应在制造商声明值的±10%以内,经7.3.5.6.3耐久性试验后,内阻变化率不应大于

±10%。

6.3.5.6.5 抗拉强度

热电偶冷接点、热接点等结合部位的抗拉强度应大于50N。

6.3.6 耐久性

6.3.6.1 静态耐久性

经7.3.6.1静态耐久性试验后,熄火保护装置应符合6.3.1、6.3.5.1~6.3.5.5的规定。

6.3.6.2 动态耐久性

经7.3.6.2动态耐久性试验后,熄火保护装置应符合6.3.1、6.3.5.1~6.3.5.5的规定。

7 试验方法

7.1 试验条件

熄火保护装置的试验条件应符合GB/T30597—2014中7.1的规定,单独检验的电磁阀,所使用的

试验装置参见附录F。

7.2 部件试验

按GB/T30597—2014中7.2的要求进行熄火保护装置的部件试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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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性能试验

7.3.1 气密性试验

7.3.1.1 一般要求

熄火保护装置气密性试验的一般要求应符合GB/T30597—2014中7.3.1.1的规定。

7.3.1.2 外部气密性

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

a) 按 GB/T30597—2014中7.3.1.2的规定进行试验;

b) 使熄火保护装置内的主燃烧器和点火燃烧器通路(受控的点火燃烧器)关闭,在熄火保护装置

的进口和出口施加7.3.1.1中规定的试验压力,测量泄漏量;

c) 移动阀杆并保持在点火位置,在熄火保护装置的进口和出口同时施加7.3.1.1中规定的试验压

力,测量泄漏量。

7.3.1.3 内部气密性

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

a) 关闭位置:使熄火保护装置的闭合元件处于关闭位置,在熄火保护装置的进口施加7.3.1.1中

规定的试验压力,测量泄漏量,如果熄火保护装置内有多个闭合元件,当某个闭合元件在关闭

位置时,打开其他闭合元件,逐个检测闭合元件;

b) 点火位置:带点火燃烧器出口的熄火保护装置,堵塞此出口,使熄火保护装置内的闭合元件处

于点火位置,在不加电的情况下,在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流指示方向施加7.3.1.1中规定的试

验压力,测量泄漏量。

7.3.2 扭转和弯曲试验

按GB/T30597—2014中7.3.4的要求进行熄火保护装置的扭转和弯曲试验。

7.3.3 额定流量试验

按GB/T30597—2014中7.3.3的规定进行熄火保护装置的额定流量试验。

7.3.4 耐用性试验

按GB/T30597—2014中7.3.4的规定进行熄火保护装置的耐用性试验。

7.3.5 功能试验

7.3.5.1 操作特性试验

7.3.5.1.1 操作扭矩试验

用合适的扭矩计测量熄火保护装置的操作扭矩,扭矩计的精度应为表4中规定相对应的最大扭矩

值的±10%以内,以约1.5rad/s的稳定角速度进行开启和关闭动作。

7.3.5.1.2 操作力试验

用合适的测力计测量熄火保护装置的操作力,测力计的精度应为测量值的±10%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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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2 互锁试验

7.3.5.2.1 点火互锁试验

验证是否只有当点火燃烧器气路打开并且主燃烧器气路闭合元件关闭时才能进行点火操作,当主

燃烧器气路闭合元件开启后,不能进行点火操作。

7.3.5.2.2 重启互锁试验

给熄火保护装置通电使其处于正常运行位置,验证当闭合元件处于打开位置时,是否能进行重启

操作。

7.3.5.3 气密力试验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用合适的电源使熄火保护装置闭合元件动作2次;

b) 将空气气源通过流量计连接到熄火保护装置的出口;

c) 使熄火保护装置处于断电位置,将气压施加在闭合元件的闭合反方向上;

d) 以低于100Pa/s的速度对熄火保护装置加压至1kPa,待稳定后,测量泄漏量。

7.3.5.4 开、闭阀电流试验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将电流能持续可调的直流电源连接到熄火保护装置电磁阀上,模拟热电偶;

b) 用规定的操作扭矩或操作力施加于旋钮或按钮,调节直流电源慢慢升高电流(由0mA起),直
至熄火保护装置闭合元件吸合(衔铁与铁芯吸合),记录该点的电流值;

c) 将电流调节至1500mA(除非制造商另有声明)或150mA(双线圈型辅线圈,除非制造商另有

声明),恒速降低电流,达到制造商声明的闭阀电流的300%,再以不超过10mA/s(除非制造

商另有声明)的匀速降低电流,直至熄火保护装置闭合元件关闭(衔铁脱离铁芯),记录该点的

电流值;

d) 重复b)~c)步骤3次,将b)中测得的电流值取平均值即为开阀电流,将c)中测得的电流值取

平均值即为闭阀电流;

e) 对双线圈型,主线圈和辅线圈应分别进行开、闭阀电流试验。

7.3.5.5 开、闭阀时间试验

7.3.5.5.1 装置

将稳定燃烧的火焰燃烧器作为热源,用0.5级精度的热电偶测温仪和测温热电偶来测量火焰温度,

试验装置示意图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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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热电偶测温仪;

2———测温热电偶;

3———燃烧器;

4———被测熄火保护装置的热电偶;

5———被测熄火保护装置的电磁阀。

测温热电偶与被测熄火保护装置的热电偶的尖端应处于火焰中相同位置,且不接触。

图3 开、闭阀时间试验装置示意图

7.3.5.5.2 试验步骤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将火焰温度调节到(650±10)℃(低温型)或制造商声明的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使用温度

±10℃ (高温型),待所显示温度稳定后,将处于室温状态的被测熄火保护装置上的热电偶置

于火焰上加热,并开始计时;

b) 用规定的操作扭矩或操作力施加于旋钮或按钮,使电磁阀的衔铁与铁芯贴合;

c) 在预期开阀时间点释放操作力,观察熄火保护装置是否处于完全开启位置(衔铁与铁芯吸合);

d) 当熄火保护装置处于完全开启位置时停止计时,并记录时间;

e) 如果熄火保护装置未处于完全开启位置,则重复b)~d)步骤;

f) 继续加热15min,切断气源,待火焰熄灭时开始计时;

g) 当熄火保护装置闭合元件关闭时(衔铁离开铁芯)停止计时,并记录时间;

h) 重复以上步骤3次,将测得的时间分别取平均值,以此作为开、闭阀时间。

7.3.5.6 热电偶特性试验

7.3.5.6.1 装置

将稳定燃烧的火焰燃烧器作为热源,用0.5级精度的热电偶测温仪和测温热电偶来测量火焰温度,

按7.6.5相同的位置安装被测热电偶,将0.5级精度的直流毫伏表与被测热电偶相连,并连接上记录仪

来记录热电特性与时间关系曲线,试验装置示意图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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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热电偶测温仪;

2———测温热电偶;

3———燃烧器;

4———被测热电偶;

5———直流毫伏表。

测温热电偶与被测热电偶的尖端应处于火焰中相同位置,且不接触。

图4 热电偶加热、冷却特性试验装置示意图

7.3.5.6.2 加热特性与冷却特性试验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将火焰温度调节到(650±10)℃(低温型)或制造商声明的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使用温度

±10℃ (高温型),待所显示温度稳定后,将处于室温状态的被测热电偶置于火焰上加热,并
开始计时;

b) 读取加热10s时的热电势值(即为加热特性);

c) 待加热至5min时切断气源,待火焰熄灭时开始计时;

d) 读取火焰熄灭后45s(低温型)时或制造商声明的闭阀时间(高温型)时的热电势值(即为冷却

特性)。

7.3.5.6.3 热电偶耐久性试验

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a) 将火焰温度调节到(650±10)℃(低温型)或制造商声明的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使用温度

±10℃ (高温型);

b) 在火焰上加热被测热电偶1.5min,撤离热源,在室温环境中冷却1.5min,为一次循环;

c) 重复循环15000次。

7.3.5.6.4 内阻及内阻变化率试验

用毫欧计测量试验前后热电偶的内阻,并使用式(1)计算试验前后热电偶的内阻变化率:

PD=
R02-R01

R01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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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PD ———热电偶的内阻变化率;

R01———试验前处于室温状态的热电偶内阻,单位为毫欧姆(mΩ);

R02———试验后恢复到室温状态的热电偶内阻,单位为毫欧姆(mΩ)。

7.3.5.6.5 热电偶冷接点和热接点抗拉强度试验

将被测热电偶去除无关部件后,固定于相应的治具上,治具的另一端连接拉力计,热电偶的冷接点

与导线相连,以50N的力拉动导线,观察热电偶的冷接点和热接点。

7.3.6 耐久性试验

7.3.6.1 静态耐久性试验

将熄火保护装置的闭合元件处于关闭位置(即闭阀状态),并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

a) 在0℃或制造商声明的最低工作温度,取较低值,持续48h;

b) 在60℃或制造商声明的最高工作温度,取较高值,持续48h;

c) 然后将熄火保护装置放置在环境温度中,待恢复至室温后进行7.3.1、7.3.5.1~7.3.5.5试验,操
作扭矩或操作力的试验应在未进行任何其他操作前进行。

7.3.6.2 动态耐久性试验

按 GB/T30597—2014中7.1中d)项规定安装经静态耐久性试验后的熄火保护装置(不含热电

偶),并按下列规定进行试验:

a) 向熄火保护装置入口通入制造商声明的最大入口压力和额定流量的空气;

b) 试验期间的操作扭矩或操作力应高于制造商声明的操作力的30%~50%,以100mm/s速度

将力作用于熄火保护装置操作轴的轴向,试验过程应保持力的恒定(例如:使用弹簧),如果使

用旋钮替代按钮,上述规定适用,但操作次数不应超过20次/min;

c) 试验期间供给熄火保护装置的电流至少应是制造商声明开阀电流的300%,每次循环在衔铁

与铁芯接触前不应施加电流;

d) 按表5规定的类别和试验温度及循环次数进行试验;

e) 在整个动态耐久性试验过程中应监控衔铁与铁芯是否吸合及运行情况(例如:用检测熄火保护

装置的出口压力或流量变化来记录循环次数);

f) 然后将熄火保护装置在环境温度中放置24h后进行7.3.1、7.3.5.1~7.3.5.5试验。

  注:动态耐久试验后按照7.3.5.5进行开、闭阀时间试验时所使用的热电偶为经7.3.5.6.3试验后的热电偶。

表5 操作循环次数

类别 最高环境温度大于或等于60℃ 室温(20±5)℃ 最低环境温度小于或等于0℃

Ⅰ类 10000 25000 5000

Ⅱ类 2000 7000 1000

Ⅲ类 2000 3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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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8.1.1 一般要求

每批产品进入成品库或在交货时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以抽样检验的形式进行。

8.1.2 抽样检验

抽样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抽样检验应逐批进行抽样,检验批应由同种材料、同一工艺生产、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组成;

b) 抽样方案应按GB/T2828.1进行,检验水平为特殊检验水平S-3,抽样方案可由制造商自己确

定,接收质量限(AQL)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出厂检验项目及不合格分类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条款 不合格分类 AQL

1 气密性 6.3.1

2 气密力 6.3.5.3

3 闭阀电流 6.3.5.4

4 闭阀时间 6.3.5.5

A 0.4

5 操作扭矩 6.3.5.1.1

6 操作力 6.3.5.1.2

7 开阀电流 6.3.5.4

8 开阀时间 6.3.5.5

9 热电偶特性 6.3.5.6.1、6.3.5.6.2、6.3.5.6.5

B 1.0

8.1.3 判定规则

按8.1.2的规定判断该批产品是否接收,不接收批将不合格项目100%检验后,将不合格品剔除或

整改,然后按8.1.2规定的抽样方案再次进行检验。

8.2 型式检验

8.2.1 检验条件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转厂生产的老产品鉴定定型,投入批量生产时;

b) 正式生产后,产品在设计、材料、工艺、结构等方面有较大改变足以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1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8.2.2 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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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型式检验项目表

序号 型式检验项目 条款

1 结构和材料 第5章

2 一般要求 6.1

3 部件要求 6.2

5 气密性 6.3.1

6 扭转和弯曲 6.3.2

7 额定流量 6.3.3

8 耐用性 6.3.4

9 操作特性 6.3.5.1

10 互锁 6.3.5.2

11 气密力 6.3.53

12 开、闭阀电流 6.3.5.4

13 开、闭阀时间 6.3.5.5

14 热电偶特性 6.3.5.6

15 静态耐久性 6.3.6.1

16 动态耐久性 6.3.6.2

17 标志、安装和操作说明书 第9章

18 包装箱 第10章a

  a 对应GB/T30597—2014的9.1.3。

8.2.3 判定规则

样品全部检验项目符合要求时,判定为合格。

9 标志、安装和操作说明书

9.1 标志

熄火保护装置的标志除应符合GB/T30597—2014中8.1的规定外,还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a) 最大进口压力,以Pa或kPa表示;

b) 工作温度范围,以℃表示;

c) 组1(如适用);

d) 燃气流动方向(铸造或压印箭头)。

9.2 安装和操作说明书

9.2.1 安装和操作说明书除应符合GB/T30597—2014中8.2的规定外,还应包含下列内容:

a) 熄火保护装置类别(Ⅰ类、Ⅱ类、Ⅲ类);

b) 组别(1组或2组);

c) 指定压差时的额定流量;

d) 工作温度范围,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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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使用温度;

f) 安装位置;

g) 进口压力范围,以Pa或kPa表示;

h) 燃气连接公称尺寸;

i) 滤网详情;

j) 适用燃气种类;

k) 最小闭阀电流和最大开阀电流(双线圈型包括主线圈和辅线圈);

l) 所适用的燃气燃烧器具种类。

9.2.2 说明书中应明确说明可替换的维修部件及相关的安装说明。

9.3 警告提示

熄火保护装置的警告提示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符合GB/T30597—2014中8.3的规定;

b) 应包括“辅助能的使用,不应影响熄火保护装置在受监控火焰熄灭后的闭阀时间”。

10 包装、运输和贮存

熄火保护装置的包装、运输和贮存应符合 GB/T30597—2014中第9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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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相比的结构变化情况

  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相比,在结构上有较多调整,具体章条编号对照情况见表A.1。

表A.1 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的章条编号对照情况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23551-6:2014章条编号

1 1

2 2

3.1 3.102

3.2 —

3.3 3.101

3.4 3.103

3.5 3.104

3.6 —

3.7 3.106

3.8 —

3.9 —

3.10 —

3.11 3.105

4 4

5.1 6.1

5.2.1 6.2.1

5.2.2 6.2.2

5.2.3 6.2.3

5.2.4 6.2.4

5.2.5 6.2.6

5.2.6 6.2.7

5.2.7 6.2.8

5.2.8 6.2.9

5.2.9~5.2.10 —

5.3.1 6.3.1

5.3.2 6.3.2

5.3.3 6.3.3

5.3.4 6.3.4

5.3.5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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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23551-6:2014章条编号

5.3.6 6.3.5

5.3.7 6.3.6

5.3.8 —

5.4 6.4

6.1 7.1

6.2 6.2.3、6.3.2中性能要求条款

6.3.1 7.2中性能要求条款,附录A、附录B、附录D

6.3.2 7.3中性能要求条款

6.3.3 7.4中性能要求条款

6.3.4 7.5中性能要求条款

6.3.5.1 7.6.101中性能要求条款

6.3.5.2 7.6.102中性能要求条款

6.3.5.3 7.6.103中性能要求条款

6.3.5.4中开阀电流 —

6.3.5.4中闭阀电流 7.6.104中性能要求条款

6.3.5.5~6.3.5.6 —

6.3.6 7.7中性能要求条款

7.1 5.1

7.2 6.2.3、6.3.2中各试验方法条款

7.3.1 7.2中试验方法条款

7.3.1.1 附录A~附录C

7.3.2 7.3中试验方法条款

7.3.3 7.4中试验方法条款

7.3.4 7.5中试验方法条款

7.3.5.1 7.6.101中试验方法条款

7.3.5.2 7.6.102中试验方法条款

7.3.5.3 7.6.103中试验方法条款

7.3.5.4中开阀电流试验方法 —

7.3.5.4中闭阀电流试验方法 7.6.104中试验方法条款

7.3.5.5 —

7.3.5.6 —

7.3.6 7.7中试验方法条款

8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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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本标准章条编号 对应的ISO23551-6:2014章条编号

9 9

10 —

附录A —

附录B —

附录C —

附录D[除图D.1中c)、图D.2、图D.3外] 附录 H

附录D[图D.1中c)、图D.2、图D.3] —

附录E —

附录F —

— 附录D~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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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给出了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表B.1 本标准与ISO23551-6:2014的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

本标准

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1

● 最大工作压力由50kPa改为500kPa;
● 增加了检验规则与包装、运输、贮存要求;
● 增加了热电偶及使用辅助能的熄火保护装置

的内容

● 按照ISO23550:2018《Safetyandcontroldevices
forgasand/oroilburnersandappliances—General
requirements》修改了最大进口压力;

● 热电偶是与电磁阀配套使用的,其性能直接影响

着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的质量。使用辅助能的熄

火保护装置已在实际产品中大量使用,所以增加

了双线圈型熄火保护装置(使用辅助能)的内容

2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做了具有技术性差

异的调整,调整的情况集中反映在第2章“规范

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 GB/T30597—2014

代替ISO23550:2011(见第3章~第7章、

第9章、第10章);
● 增加引用了GB/T2828.1(见8.1.2);
● 增加引用了GB/T13611(见第1章)

以适应我国国情

3

说明GB/T3059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也适用于本

标准,编写顺序号改变,并增加本标准3.2、3.6、

3.8、3.9、3.10

增强对本标准的理解

4

● 删除5000次分类;并按操作次数分为Ⅰ类、

Ⅱ类、Ⅲ类;
● 增加了按热电偶感温部位的最高使用温度进

行分类;
● 增加了按电磁阀的功能形式进行分类

● 最低要求为6000次,提高要求,按国内习惯分别

称Ⅰ类、Ⅱ类、Ⅲ类;
● 产品用途不同,热电偶感温部位的最高使用温度

也不同;
● 适应我国国情,因为我国的热电式熄火保护装置

有单线圈型和双线圈型两种形式

—
● 将ISO23551-6:2014中的第5章条文内容移

至本标准第7章的相关条款中
适应我国国情

5.2.9 增加热电偶结构规定 适应我国国情

5.2.10 增加电磁阀结构规定 适应我国国情

5.3.8 增加热电偶材料规定 本标准包含了热电偶

6.3.1.1,

6.3.5.3

表3中关闭位置内部气密性最大空气泄漏量的

要求及气密力要求,最大空气泄漏量应符合表3
关闭位置内部气密性要求,比ISO的标准要求更

严格

加严要求,符合我国产品特点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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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续)

本标准

章条编号
技术性差异 原因

6.3.5.1.1
在表4中将ISO23551-6:2014表2中的 A类、B
类和C类改成了Ⅰ类、Ⅱ类和Ⅲ类

避免与相关标准混淆

6.3.5.4,

7.3.5.4
增加了开阀电流要求及试验

出于实际应用考虑,应增加的要求及试验,符合我国

产品特点及实际应用

6.3.5.5,

7.3.5.5
增加了开、闭阀时间要求及试验

出于实际应用及安全考虑,应增加的要求及试验,符
合我国产品特点和实际应用

6.3.5.6,

7.3.5.6
增加了热电偶特性要求及试验

因本标准中包含了热电偶,出于实际应用及安全考

虑,应增加其特性要求及试验

7.1 增加了单独试验电磁阀的检验装置要求
对电磁阀进行单独试验时,为方便和规范检验,对试

验装置进行了统一要求

7.3.1.2 删除了部分试验步骤 在ISO23550-6:2014中为重复要求

7.3.6.2

● 要求用通过静态耐久试验的样品进行动态耐

久试验,动态耐久试验时施加的电流修改为

3倍的制造商声明的开阀电流值,明确了耐久

试验后在室温环境下的放置时间;
● 表5操作次数类别改为Ⅰ类、Ⅱ类和Ⅲ类;
● 删除了5000次,调整了6000次的各环境温

度下的耐久次数

● 加严要求;
● 标准前后保持一致;
● 符合我国产品特点及实际应用

8 增加了该章,关于“检验规则”的规定 适应我国国情

9.2.1e),

9.2.1l)
增加了“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使用温度”和“所适

用的燃气燃烧器具种类”
标准分类中增加了相关内容

9.3 增加辅助能使用的警示 出于安全考虑,且符合我国产品特点和实际应用

10 增加了该章,关于“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规定
按GB/T1.1—2009和GB/T20001.10—2014标准的

要求进行编写

— 删除了ISO23551-6:2014的规范性附录C
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GB/T30597—2014的附录

H中已包含

— 删除了ISO23551-6:2014的规范性附录D
ISO23351-6:2014的 附 录 D 仅 表 述 了ISO23550:

2011的附录D不适用,无实际内容

—
删除了ISO23551-6:2014的规范性附录E~附

录G
ISO23351-6:2014中附录E~附录 G分别对应的欧

洲、美洲和加拿大、日本的区域性要求,不适用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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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支持GB16914—2012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表C.1给出了本标准支持GB16914—2012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表C.1 本标准支持GB16914—2012基本要求的条款对应表

GB16914—2012条款号 基本要求内容 本标准条款号

3.1.1 操作安全性 第5章、第6章

3.1.2.1 安装技术说明书 9.2

3.1.2.2 用户使用和维护说明书 9.2

3.1.2.3 安全警示(燃具和包装上) 9.3

3.1.3 器具配件 9.2.2

3.2.1 材料特性 5.3

3.2.2 材料保证 5.3

3.3.1.1 可靠性、安全性和耐久性 第5章、第6章

3.3.1.2 排烟冷凝 不适用

3.3.1.3 爆炸的危险性 不适用

3.3.1.4 水和空气渗入 不适用

3.3.1.5 辅助能源正常波动 不适用

3.3.1.6 辅助能源异常波动 不适用

3.3.1.7 电气安全 不适用

3.3.1.8 承压部件 第5章、6.3.1

3.3.1.9 控制和调节装置故障 不适用

3.3.1.10 安全装置功能 第5章、第6章

3.3.1.11 不允许操作部件的保护 第5章

3.3.1.12 用户可调节装置的设计 5.2.6

3.3.1.13 进气口连接 5.4

3.3.2.1 燃气泄漏的危险 6.3.1、6.3.5.5

3.3.2.2 燃具内燃气积聚的危险 不适用

3.3.2.3 防止房间的燃气积聚 不适用

3.3.3 点火 不适用

3.3.4.1 火焰的稳定性和烟气排放 不适用

3.3.4.2 燃烧产物意外排放 不适用

3.3.4.3 防倒烟功能 不适用

3.3.4.4 无烟道家用燃具CO排放 不适用

3.3.5 能源的合理利用 不适用

3.3.6.1 安装位置及附近表面温升 不适用

3.3.6.2 操作部件表面温升 不适用

3.3.6.3 燃具其他部位表面温升 不适用

3.3.7 食品和生活用水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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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熄火保护装置形式和构成示意图

D.1 闭阀位置见图D.1。

a) 单向熄火保护装置 b) 带点火燃烧器火焰监控

功能的熄火保护装置

c) 无点火燃烧器火焰监控

功能的熄火保护装置

  说明:

1 ———按钮;

2 ———推杆;

3 ———电磁阀闭合元件;

3'———主燃烧器控制阀闭合元件;

4 ———衔铁;

5 ———铁芯;

6 ———电磁阀连接接头;

7 ———火焰传感元件(热电偶);

Ⅰ———燃气进口;

Ⅱ———燃气出口;

Ⅲ———点火燃烧器燃气出口。

图D.1 闭阀位置各形式熄火保护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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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开阀位置与点火位置见图D.2。

a) 开阀位置单向熄火保护装置 b) 开阀位置带点火燃烧器火焰监控

功能的熄火保护装置

c) 点火位置有点火燃烧器火焰监控

功能的熄火保护装置

图D.2 开阀位置和点火位置各形式熄火保护装置示意图

D.3 熄火保护装置的构成示意图见图D.3。

  说明:

1———阀体;

2———电磁阀;

3———热电偶。

图D.3 熄火保护装置的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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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火焰传感用热电偶安装

E.1 热电偶在燃具中的安装宜符合下列基本原则:

a) 保持冷接点与热接点的温差,有效抑止辐射热的影响,以确保热电偶性能;

b) 宜安装在火焰稳定处,头部加热温度在650℃(低温型)或制造商声明的热电偶感温部位最高

使用温度(高温型)左右,前端与火焰接触长度在3mm~5mm处,以减少热电流波动。

E.2 以灶具为例,热电偶的安装宜符合下列规定:

a) 为减少热辐射的影响,热电偶端部对炉头宜倾斜安装,见图E.1;

b) 用双圈炉头的灶具,热电偶端部宜安装在被内圈炉头侧火焰加热的位置,见图E.2;

c) 炉头设计宜有定位机构,以防止炉头旋转致使火焰不能直接加热热电偶端部。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炉头;

2———热电偶。

图E.1 热电偶倾斜安装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说明:

1———外圈炉头;

2———内圈炉头;

3———热电偶。

图E.2 双圈炉头热电偶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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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电磁阀单独检验时的试验装置

  电磁阀单独试验时所用试验装置宜由推力器和模拟阀体组成。推力器应可调节操作力,并能在试

验过程中保持该力恒定;模拟阀体应与被测电磁阀相匹配;往复运动的外力宜采用合适的缓冲气缸。试

验装置示意图见图F.1。

  说明:

1———电磁阀连接接头;

2———被测电磁阀;

3———检验用阀体;

4———推杆;

5———恒力弹簧;

6———复位弹簧;

7———操作力调节螺钉;

8———推力器壳体;

9———螺盖;

A———燃气进气口;  
B———燃气出气口;  
F———往复运行的外力。

图F.1 电磁阀单独检验用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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