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压 力 容 器

王学生 惠 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压力容器/王学生,惠虎主编.—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978 7 5628 5454 8
 (普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

 Ⅰ.①压… Ⅱ.①王… ②惠… Ⅲ.①压力容器 高等学校

教材 Ⅳ.①TH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1006号

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近年来压力容器安全技术规范以及设计技术标准的新变化,结合国内外压力容

器先进技术研究成果,从压力容器设计基本要求、选材、设计、制造和检验以及安全附件几个

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与分析。本书共9章:第1章绪论;第2章压力容器基本结构与设计要

求;第3章压力容器选材;第4章薄壁压力容器应力分析;第5章内压容器设计;第6章外压

容器设计;第7章压力容器零部件;第8章压力容器超压泄放装置;第9章压力容器制造与

检验。
本书可作为安全工程专业、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化工机械与设备)等相关专业本科生教

材或学习参考资料,也可供从事压力容器设计、使用管理人员和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
策划编辑/徐知今

责任编辑/徐知今

出版发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130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
网 址:www.ecustpress.cn
邮 箱:zongbianban@ecustpress.cn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3
字  数/336千字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

定  价/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前前   言言言

压力容器作为一种特种设备,是现代化生产常用的设备之一,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化
工、煤化工、电力、制冷等行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各流程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张,加工深度不

断增加,用于高温、高压、危害介质等极端条件的压力容器也越来越多,压力容器的长周期安

全生产保障显得非常重要。
我国对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验、维修等各个环节改造及报废实行安全监

察,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设计制造标准,以保证压力容器的安全使用。
随着材料、结构设计方法、焊接和无损检测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设计、建造方法不断涌现,
压力容器的建造技术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近年来,我国对压力容器的安全技术规范,相关

的设计技术标准进行了修订与实施,如TSG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和TSGR0005—2011《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GB/T150.1~150.4—2011《压
力容器》、GB/T151—2014《热交换设备》、NB/T47042—2014《卧式容器》、NB/T47041—
2014《塔式容器》、GB12337—2014《钢制球形储罐》、GB/T34019—2017《超高压容器》等。压

力容器常用材料、压力容器焊接规程以及承压设备无损检测标准也相应进行了修订。
本书根据近年来压力容器安全技术规范以及设计技术标准的新变化,结合国内外压力容

器先进技术研究成果,从压力容器设计基本要求、选材、设计、制造和检验以及安全附件等几

个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与分析。从基于压力容器主要失效模式和相关设计准则入手,分析了

压力容器设计的基本要求,阐述了压力容器常用材料以及选材原则,讨论了薄壁容器的应力

分析以及压力容器分析设计基础知识,详细介绍了内压与外压容器的常规设计以及主要零部

件的设计方法,针对压力容器安全附件,给出了压力容器安全泄放量的计算方法,最后对压力

容器的制造及无损检测方法进行了论述。本书是作者多年来总结专业课程教学与科学研究

工作经验,并结合安全工程与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本科专业特点后编写而成的。
本书由王学生、惠虎主编,参加编写的有王学生(第1章,第2章,第4章)、惠虎(第6章,

第8章)、周帼彦(第7章)、洪瑛(第4章)、陈建钧(第2章)、高连新(第9章)。王学生负责全

书统稿和最后修改工作。
限于编者水平,书中如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望广大师生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编者将不

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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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111章章章   绪绪绪      论论论

压力容器作为一种特种设备,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对压

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验、维修、改造的各个环节实行安全监察,颁布了一系列法

律、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设计制造标准,以保证压力容器的安全使用。
在基于失效模式设计的基础上,近年来压力容器设计又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如基于

风险的压力容器设计,全弹塑性分析设计,根据使用环境和危害程度确定安全裕度的设计,压
力容器轻量化设计等。

1.1 概  念

广义地讲,凡盛装有压力介质的密闭容器统称为压力容器(PressureVessel),压力容器

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根据不同的用途,压力容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尺寸、容积和形状,可以承受大小不同的压

力,适用于不同的温度条件下使用,所盛装的介质可以是各种不同的物态、物性或是具有特殊

的化学腐蚀、易燃、易爆、毒性危害的物质,制造压力容器的材料可以是钢铁材料、有色金属或

其他非金属材料。
压力容器的建造(包括材料、设计、制造、检验、验收的全过程)和使用涉及生产设备和生

产安全,压力容器一般在高压、高温或低温下运行,而且介质具有危险性,一旦发生泄漏往往

会引起爆炸、火灾、中毒或环境污染等灾难性后果。因此世界各国都有一套适合自身国情的

压力容器安全监察管理法规和具有强制性的压力容器产品技术标准。

1.2 技 术 规 范

安全技术规范(TSG)是政府对特种设备安全性能和相应的设计、制造、安装、修理、改造、
使用和检验检测等环节所提出的一系列安全基本要求,以及许可、考核条件和程序的一系列

具有行政强制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作用是把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原则规定具体化,由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目前,与压力容器设计有关的基本安全技术规范为TSG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和TSGR0005—2011《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另外,气瓶与氧舱也有各自相应的监察规程。
1.2.1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2016年2月国家质检总局颁布了TSG21—2016《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规程是以原TSGR0001《非金属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R0002《超高压容器安全

技术监察规程》、TSGR0003《简单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R0004《固定式压力容

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R7001《压力容器定期检验规则》、TSGR5002《压力容器使用规

则》、TSGR7004《压力容器监督监察规程》等七个规范为基础,整合形成的综合规范(大容



压 力 容 器

规)。该规程对固定式压力容器的材料、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检查检验、使用管理、在
用检验等环节提出了基本安全要求。
TSG21《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适用于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固定式压力

容器:
(1)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1MPa;
(2)工作容积大于0.03m3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指界面内边界最大几何尺寸)大于等于

150mm;
(3)盛装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或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其标准沸点的液体。
1.2.2 《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考虑到影响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的因素比固定式压力容器更加复杂,以及罐式集装箱的

国际流动性,同时为了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中国将固定式压力容器和移动式压力容器分开,
2011年11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了TSGR0005—2011《移动式压力容器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该规程对移动式压力容器罐体材料、设计、制造、使用管理、充装与卸载、改造

与维修、定期检验、安全附件和装卸附件都提出了基本的安全要求,适用于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移动式压力容器:
(1)具有充装与卸载介质功能,并且参与铁路、公路或者水路运输;
(2)罐体工作压力大于或等于0.1MPa,气瓶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0.2MPa;
(3)罐体容积大于或者等于450L,气瓶容积大于或等于150L,且气瓶容积之和不小于

3000L;
(4)充装介质为气体以及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其标准沸点的液体。

1.3 技 术 标 准

压力容器的建造技术涉及材料、力学、机械加工、焊接、无损检测和安全防护等众多学科。
随着材料、结构设计方法、焊接和无损检测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设计、建造方法不断出现,
压力容器的建造技术也取得了相应的进步。为了生产和使用更安全、经济的压力容器产品,
传统的设计、制造、焊接和检验方法正在逐步被新技术、新方法替代,我国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和更新。
1.3.1 GB/T150.1~150.4—2011《压力容器》
GB/T150—2011《压力容器》是我国压力容器设计、制造和检验的核心技术标准,在中国

具有法律地位,其基本思路与ASMEⅧ—1相同,属常规设计标准。该标准规定了压力容器

的建造要求,提出了许多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方法,体现了我国当前压力容器的建造技术水

平,如引入提出风险评估的设计理念和以失效模式为基础的压力容器设计理念,修订了确定

材料许用应力的安全系数等,其适用的设计压力(对于钢制压力容器)不大于35MPa,适用的

设计温度范围为-269℃~900℃。
GB/T150—2011《压力容器》不适用于以下压力容器:设计压力低于0.1MPa或者真空

度低于0.02MPa的容器;直接火焰加热的容器;核能装置中存在中子辐射损伤失效风险的容

器;旋转或往复运动的机械设备中自成整体或作为部件的受压器室(如泵壳、压缩机外壳、液
压缸等);内直径(对非圆形截面特指截面内边界的最大几何尺寸,如矩形中为对角线,椭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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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轴)小于150mm的压力容器;搪玻璃容器;制冷空调行业中另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容器。
GB/T150—2011《压力容器》界定的范围除壳体本体外,还包括容器与外部管道焊接连

接的第一道环向接头坡口端面、螺纹连接的第一个螺纹接头端面、法兰连接的第一个法兰密

封面、专用连接件或管件连接的第一个密封面。其他如接管、人孔、手孔等承压封头、平盖及

其紧固件,非受压元件与受压元件的焊接接头,直接连在容器上的超压泄放装置均应符合

GB/T150—2011《压力容器》的有关规定。
1.3.2 JB4732—1995《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2005年确认)
JB4732《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是我国第一部压力容器分析设计的行业标

准,其基本思路与ASMEⅧ—2相同。该标准与GB/T150一起作为压力容器的设计标准并

同时实施,在满足各自要求的前提下,设计者可选择其中之一使用,但不得混用。
与GB/T150相比,JB4732允许采用较高的设计应力强度,这意味着,在相同设计条件

下,容器的厚度可以减薄,重量可以减轻。但是由于设计计算工作量大,选材、制造、检验及验

收等方面的要求较严,有时综合经济效益不一定高,一般推荐用于重量大、结构复杂、操作参

数较高和超出GB/T150适用范围的压力容器设计。
该标准适用于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0.1MPa且小于100MPa、真空度高于或等于0.02MPa

的容器。其适用的设计温度应低于以钢材蠕变控制其许用应力强度的相应温度。下列容器

不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内:核能装置中的容器;旋转或往复运动的机械设备中自成整体或作

为部件的受压器室(如泵壳、压缩机外壳、液压缸等);经常搬运的容器;内直径(对非圆形截面

特指截面内边界的最大几何尺寸,如矩形中为对角线,椭圆中为长轴)小于150mm的任何长

度的压力容器;直接火焰加热的容器等。
1.3.3 GB/T34019—2017《超高压容器》
GB/T34019《超高压容器》规定了非焊接单层超高压力容器在材料、设计、制造、检验和

验收等方面的建造要求。该标准适用于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100MPa,设计温度范围为-40
~400℃的容器。下列容器不在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内:直接火焰加热的容器;核能装置中存在

中子辐射损伤失效风险的容器;旋转或往复运动的机械设备中自成整体或作为部件的受压器

室(如泵壳、压缩机外壳、液压缸等);移动式容器;军事用途容器等。

1.4 基于失效模式设计

在外部载荷、服役环境、制造残余影响等因素单独或者共同作用下,往往会造成压力容器

损伤。压力容器在规定的服役环境和寿命内,因尺寸、形状或者材料性能变化而危及安全或

者丧失规定功能的现象,称为压力容器失效。虽然压力容器失效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失效的

最终表现形式主要为过度变形、断裂和泄漏。掌握压力容器常见的失效模式及其原因,分析

和预防压力容器失效,是压力容器设计的重要任务。
基于失效模式的压力容器设计的基本思想是:在设计阶段,识别压力容器在运输、吊装和

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所有失效模式,针对不同的失效模式确定相应的设计标准,提出防止失效

的措施。其核心是失效模式的识别和设计准则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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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压力容器失效模式

压力容器失效模式是指容器失效后可观察和测量的宏观特征,按失效原因分类,压力容

器失效大致分为强度失效、刚度失效、屈曲失效和泄漏失效等四类。
1.强度失效

因材料屈服或者断裂引起的压力容器失效,称为强度失效,包括塑性垮塌、局部过度应

变、脆性断裂、疲劳、棘轮、蠕变、腐蚀等。
(1)塑性垮塌 是指在单调加载条件下压力容器因过量总体塑性变形而不能承载导致

的破坏,其特征是破坏后有肉眼可见的宏观变形,如整体膨胀,周长生长率可达10%~50%,
破口处壁厚显著减薄,无碎片,在这种情况下,按实测厚度计算的爆破压力与实际爆破压力相

当接近。
壁厚过薄和超压是引起容器塑性垮塌的主要原因。导致壁厚过薄的情况大致有两种,分

别为厚度未经正确的设计计算和厚度因腐蚀、冲蚀等原因而减薄;操作失误、液体受热膨胀、
化学反应失控等均可引起超压,例如压力较高的气体进入设计压力较小的容器空间、容器内

产生的气体无法及时排出等。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并配备相应的超压释放装置,同时遵循有关规定进行运

输、安装、使用、检验和检测,可以避免压力容器在设计寿命内发生塑性垮塌。
(2)局部过度应变 是指压力容器结构不连续处因材料延性耗尽而产生的裂纹或者撕

裂。在三向拉应力作用下,材料韧性(断裂应变)会下降。在压力容器结构的不连续区,如螺

纹根部,有可能在容器没有塑性垮塌前,就因材料延性耗尽产生裂纹而失效。
(3)脆性断裂 是指压力容器未经明显的塑性变形而发生的断裂,这种断裂是在较低应

力水平下发生的,断裂时的应力远低于材料强度极限,故又称为低应力脆断。其特征是:断裂

时容器没有明显的鼓胀;断口齐平并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垂直,断裂速度极快,易形成碎片、由
于脆性断裂时容器往往没有超压,爆破片、安全阀等超压释放装置不会动作,其危险性要比塑

性垮塌大得多。
材料脆性和缺陷两种原因都会引起压力容器发生脆性断裂,除材料选用不当、焊接与热

处理工艺不合理导致材料脆化外,低温、高压氢环境、中子辐照等也会使材料脆化。压力容器

用钢一般韧性较好,但若存在严重的原始缺陷(如原材料的夹渣、分层、折叠等)、制造缺陷(如
焊接引起的未熔透、裂纹等)或者使用中产生的缺陷也会导致脆性断裂发生。

(4)疲劳 是指在交变载荷作用下,容器在应力集中部位产生局部的永久性损伤,并在

一定载荷循环次数后形成裂纹或者裂纹进一步扩展至完全断裂,其特征是每次载荷循环的前

半周和后半周在容器的同一部位相继产生方向相反的应变。
交变载荷是指大小和方向随时间周期性变化的载荷,它包括运行时的压力波动、开车和

停车、加热或冷却时由温度变化引起的热应力变化、振动引起的应力变化、容器接管引起的附

加载荷的交变而形成的交变载荷等。
焊接接头容易产生应力集中、焊接缺陷、残余应力和微裂纹。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

疲劳成为焊接接头的主要失效形式之一。疲劳断裂时容器的总体应力水平较低,断裂往往在

容器正常工作条件下发生,没有明显的征兆,是突发性破坏,危险性很大。
(5)棘轮 是指压力容器由于同时承受恒定载荷和交变载荷作用而产生且按逐个循环

渐增的累积塑性变形。其特征是每次加载循环的前半周和后半周在容器的不同部位(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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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位的范围有部分重叠)轮流产生方向相同的塑性变形。各个循环产生的塑性变形将逐个

累积,直至因产生过量塑性变形而失效。
(6)蠕变 是指在保持应力不变的条件下,应变随时间延长而不断缓慢增加的现象。长

期在高温下工作,蠕变会导致压力容器壁厚变薄、直径增大(鼓胀),甚至造成断裂。从断裂前

的变形来看,蠕变具有韧性断裂的特征,而就断裂时的应力而言,蠕变断裂又具有脆性断裂的

特征。
(7)腐蚀 是指金属与其周围介质发生化学或者电化学作用而产生的破坏现象。因均

匀腐蚀导致的厚度减薄,或局部腐蚀造成的凹坑。所引起的压力容器失效一般有明显的塑性

变形,具有韧性断裂特征;因晶间腐蚀、应力腐蚀等引起的断裂没有明显的塑性变形,具有脆

性断裂特征。
2.刚度失效

由于压力容器的变形大到足以影响其正常工作而引起的失效,称为刚度失效。例如,露
天安置的塔在风载荷作用下发生过大的弯曲变形,造成塔盘倾斜而影响塔的正常工作。
3.屈曲失效

在压应力作用下,压力容器突然失去其原有的规则几何形状而引起的失效称为屈曲失

效。容器弹性屈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弹性挠度与载荷不成比例,且临界压力与材料的强度无

关,主要取决于容器的尺寸和材料的弹性模量。但当容器中的应力水平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

而发生非弹性屈曲时,临界压力还与材料的强度有关。
4.泄漏失效

压力容器本体或者连接件失去密封功能,称为泄漏失效。泄漏不仅有可能引起中毒、燃
烧和爆炸等事故,而且会造成环境污染。设计压力容器时,应重视各个可拆式接头和不同压

力腔之间连接接头(如换热管和管板的连接)的密封性能。
1.4.2 设计准则

压力容器设计准则大致可分为强度失效设计准则、刚度失效设计准则、屈曲失效设计准

则和泄漏失效设计准则。
1.强度失效设计准则

在常温、静载条件下,屈服和断裂是压力容器强度失效的两种主要形式。现介绍几种常

用的压力容器强度失效设计准则。
(1)弹性失效设计准则

弹性失效设计准则将容器总体部位的初始屈服视为失效。对于韧性材料,在单向拉伸应

力σ作用下,屈服失效判据的数学表达式为

σ=ReL (1 1)
式中 ReL———材料的屈服强度,MPa。

用许用应力[σ]t 代替式(1 1)中的材料屈服强度,得到相应的设计准则

σ≤[σ]t (1 2)
压力容器设计中,常用最大拉应力σ1来代替式(1 2)中的应力σ,建立设计准则,即

σ1≤[σ]t (1 3)
式(1 3)为基于最大拉应力的弹性失效设计准则,简称为最大拉应力准则。
处于任意应力状态的韧性材料,工程上常采用的屈服失效判据主要有Tresca屈服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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