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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QC/T 663-2000《汽车空调（HFC-134a）用热力膨胀阀）用压缩机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QC/T663-2000相比主要差异有： 

——增加了新制冷剂 HFO-1234yf 的适用性及相关要求(见第 1章)； 

——增加了带电磁截止功能膨胀阀的定义和相关要求(见第 4章、第 6章、第 7章)； 

——增加了各类膨胀阀的推荐尺寸示例(见第 6.1)； 

——增加了耐真空性要求(见第 6.17)； 

——增加了清洁度要求(见第 6.18)； 

——增加了耐制冷剂冷冻机油要求(见第 6.19)； 

——增加了噪音性能要求(见第 6.20)； 

——增加了过热度特性试验方法(见第 7.2.5)； 

——耐久性试验要求从 10万次提高到 30万次(见第 7.2.11)； 

——耐温度性能高温要求从 80℃提高到 120℃(见第 7.2.14)。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14）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本标准负责主要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QC/T 66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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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空调用热力膨胀阀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空调用热力膨胀阀的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与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蒸发温度5℃时额定容量不超过36kW，使用制冷剂HFC-134a/HFO-1234yf的热力膨胀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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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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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25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盐雾试验 

GB/T 18655    车辆、船和内燃机 无线电骚扰特性 用于保护车载接收机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28046.2   道路车辆 电器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2部分：电气负荷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热力膨胀阀  Thermal expansion valve 

一种根据蒸发器进出口制冷剂压力和出口制冷剂温度的变化，自动调节流入空调换热器的制冷剂流

量的控制元件。 

3.2  

膨胀阀的充注 Charging of expansion valve 

3.2.1  

膨胀阀的充注型式 Charging type of expansion valve 

动力元件（感温包、毛细管、膜盒或波纹管等）内充注的介质与蒸发器出口处制冷剂的温度变化的

对应方式。 

3.2.2 

膨胀阀的充注特性 Charging characteristic of expansion valve 

动力元件（感温包、毛细管、膜盒或波纹管）内充注介质压力与蒸发器出口处制冷剂的温度变化的

对应关系表征的是膨胀阀的充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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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膨胀阀的过热度 Superheat of expansion valve 

内平衡型膨胀阀为膨胀阀出口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与感温包温度之差，而外平衡型膨胀阀为蒸发器

出口压力对应的饱和温度与感温包温度之差，此温度差为下述 a)和 b)之和。 

a）静态过热度，膨胀阀从全闭状态到开始开启点的过热度； 

b）动态过热度，膨胀阀从开始开启点到规定开启点所需过热度的变化量。 

3.4  

额定制冷量 Rated Capacity 

在额定条件下膨胀阀流量对应的制冷量。 

3.5  

膨胀阀迟滞  Hysteresis of expansion valve 

     膨胀阀的开度特性，过热度上升与下降时额定开度下的压力或温度差。 

3.6  

膨胀阀阀口泄漏 Seat leakage of expansion valve 

膨胀阀完全关闭后，规定条件下由高压侧进入到低压侧的空气泄漏量。 

3.7  

平衡部泄漏（仅适用于外平衡型膨胀阀） 

Stem seal(pin) leakage (Only applicable to external balance expansion valve) 

在规定条件下，膨胀阀节流后（蒸发器进口侧）气体通过平衡部（传动部）流入到蒸发器出口侧的

空气泄漏量。 

3.8  

膨胀阀旁通 Bypass of expansion valve 

特定的一种膨胀阀设计，在膨胀阀内设定旁通流路，使得膨胀阀在节流部完全关闭时仍然有制冷

剂可以流入换热器。 

3.9  

蒸发器 Evaporator 
通过制冷剂的汽化冷却介质的热交换器。 

3.10  

最低供电电压 Supply voltage minimum (USmin) 

随系统负荷和发电机的运行条件而变化的车辆电器系统最低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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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按平衡型式 

4 膨胀阀种类 

4.1.1 内平衡型 

    作用于动力元件的平衡压力引自于蒸发器进口的结构。 

4.1.2外平衡型 

    作用于动力元件的平衡压力引自于蒸发器出口的结构。 

4.2 按充注型式 

4.2.1液体充注型 

     对于所有工作条件，充注在动力元件内的一部分介质总是以液体形态存在于感温包内的一种型

式。 

4.2.2气体充注型 

     充注的介质达到规定的感温温度，则所有液体全部气化，即使温度上升，动力元件内部压力几乎

不上升的一种型式。此时的内部压力称为最大工作压力（简称 MOP）。 

4.2.3 吸附充注型 

介质伴随吸附剂的作用而工作的型式。 

4.3 按充注特性 

4.3.1 平行充注型 

膨胀阀充注特性与系统工作制冷剂特性平行 

4.3.2交叉充注型 

   膨胀阀充注特性与系统工作制冷剂特性交叉 

4.4 按制冷剂流向 

4.4.1 正流型 

     高压侧压力作用于打开方向的结构。 

4.4.2 逆流型 

     高压侧压力作用于关闭方向的结构。 

4.5 按感温包位置 

4.5.1 感温部外置型 

膨胀阀感温部采用外置型式，参考图 1、图 2、图 3 和图 4 

4.5.2 感温部内藏型 

膨胀阀感温部采用内藏型式，参考图 5、图 6 和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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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按制冷剂截止功能性 

4.6.1 不带电磁截止功能-常规型 

膨胀阀未带电磁截止功能，参考图 1、图 2、图 3、图 4 和图 5. 

4.6.2 带电磁截止功能-常开型 

膨胀阀带电磁截止功能，在未通电状态时，阀口处于常开状态，参考图 7 

4.6.3 带电磁截止功能-常闭型 

膨胀阀带电磁截止功能，在未通电状态时，阀口处于常闭状态，参考图 6 

4.7 按是否有旁通功能 

膨胀阀按是否有旁通功能划分，可分为带旁通功能的膨胀阀和不带旁通功能的膨胀阀。 

5.1 标准额定条件 

5  额定条件 

    作为性能特性的比较基准而规定的条件，见表 1 中 a。 

5.2 适用额定条件 

除标准额定条件以外的额定条件，可根据制造者的技术资料或技术标准及其它而设定，可参

照表 1 中 b。 

表 1  额定条件 

条 件 液态制冷剂温度℃（饱和压力， MPaA） 蒸发温度℃（饱和压力， MPaA） 

a 55 

(1.49/HFC-134a) 

(1.34/HFO-1234yf) 

5 

(0.35/HFC-134a) 

(0.37/HFO-1234yf) 

b 50 

(1.34/HFC-134a) 

(1.28/HFO-1234yf) 

5 

(0.35/HFC-134a) 

(0.37/HFO-1234yf) 

注：蒸发温度表示蒸发器出口压力所对应的饱和温度 

6.1 尺寸 

6 技术要求  

汽车空调用热力膨胀阀的尺寸推荐值及参考值参见图 1～图 7、表 2~表 8，具体按供需双方批准的

图样和技术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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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流-内平衡-感温部外置-气体充注型示例 a 

表 2 正流-内平衡-感温部外置-气体充注型示例 a膨胀阀参考尺寸 

尺寸代号 推荐尺寸 参考尺寸 1 参考尺寸 2 参考尺寸 3 

A 33 / / / 

B 42 / / / 

C 22 / / / 

D 10 / / / 

E / F 
M16×1.5  

M20×1.5 

M16×1.5  

M22×1.5 

9/16-18UNF 

3/4-16UNF 

5/8-18UNF 

3/4-16UNF 

 

 

 

 

 

 

B

A

低压接口

C

D

接口螺纹F

接口螺纹E

高压接口

感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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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正流-内平衡-感温部外置型-气体充注示例 b 

图 3 正流-内平衡-感温部外置型-气体充注示例 b膨胀阀参考尺寸 

尺寸代号 推荐尺寸 参考尺寸 1 参考尺寸 2 参考尺寸 3 

A 33 / / / 

B 42 / / / 

C 22 / / / 

D 10 / / / 

E / F 
M16×1.5  

M20×1.5 

M16×1.5  

M22×1.5 

9/16-18UNF 

3/4-16UNF 

5/8-18UNF 

3/4-16UNF 

 

 

 

 

 

 

 

 

B

A

高压接口

低压接口

C

D

接口螺纹E

接口螺纹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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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逆流-内平衡-感温部外置型-吸附充注示例 a 

表 4 逆流-内平衡-感温部外置型-吸附充注示例 a膨胀阀参考尺寸 

尺寸代号 推荐尺寸 参考尺寸 1 参考尺寸 2 参考尺寸 3 

A 38 / / / 

B 29 / / / 

C 50 / / / 

D 9.5 / / / 

E / F 
M16×1.5  

M20×1.5 

M16×1.5  

M22×1.5 

9/16-18UNF 

3/4-16UNF 

5/8-18UNF 

3/4-16UNF 

 

 

 

 

 

 

高压接口

低压接口

C

D

B

A

接口螺纹F

接口螺纹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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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外置型-吸附充注示例 b 

表 5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外置型-吸附充注示例 b膨胀阀参考尺寸 

尺寸代号 推荐尺寸 参考尺寸 1 参考尺寸 2 参考尺寸 3 

A 38 / / / 

B 29 / / / 

C 50 / / / 

D 9.5 / / / 

E / F 
M16×1.5  

M20×1.5 

M16×1.5  

M22×1.5 

9/16-18UNF 

3/4-16UNF 

5/8-18UNF 

3/4-16UNF 

G M16×1.5 7/16-20UNF   

 

 

 

 

 

 

C

B

A

接口螺纹F

接口螺纹E

高压接口

低压接口

感压部接口

D

接口螺纹G

感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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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内藏型气体充注示例 

表 6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内藏型气体充注膨胀阀参考尺寸 

尺寸代号 推荐尺寸 参考尺寸 1 参考尺寸 2 参考尺寸 3 

A 40 35.1 / / 

B 27 29.1 / / 

C 20 22 / / 

D 13.5 14.5 / / 

E 15.6 14 / / 

F M6×1 M8×1.25 / / 

G 70 72.5 / / 

H 31.8 34 / / 

 

 

 

 

 

 

H

G A

B

D

C

F

E

内感温部

换热器出口

换热器入口

高压接口

低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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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内藏型-带电磁截止功能-常闭型示例 

表 7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内藏型-带电磁截止功能-常闭型膨胀阀参考尺寸 

尺寸代号 推荐尺寸 参考尺寸 1 参考尺寸 2 参考尺寸 3 

A 40 38   

B 27 30.5   

C 13.5 16.5   

D 20 20.5   

E M6×1 M8×1.25   

F 57.6 57.6   

G 34 34   

H 70 73   

 

 

 

低压接口

电气接口

高压接口

换热器出口

换热器入口

E

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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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内感温部

低压接口

电气接口

高压接口

换热器出口

换热器入口

线圈

 

图 7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内藏型-带电磁截止功能-常开型示例 

表 8 逆流-外平衡-感温部内藏型-带电磁截止功能-常开型膨胀阀参考尺寸 

尺寸代号 推荐尺寸 参考尺寸 1 参考尺寸 2 参考尺寸 3 

A 40 38 / / 

B 27 30.5 / / 

C 13.5 16.5 / / 

D 20 20.5 / / 

E M6×1 M8×1.25 / / 

F 61.5 61.5 / / 

G 34 34 / / 

H 70 73 / / 

6.2 外观 

     没有明显的伤痕、变形、氧化腐蚀、毛刺等缺陷，阀内无切屑、杂质及游离水份存在。 

6.3 开度、迟滞 

     迟滞不大于 0.0294MPa 或按供需双方的协议。 

6.4 额定制冷量 

     膨胀阀在额定工况下的制冷能力称为额定制冷量，具体数值可根据整车企业的具体技术要求。 

6.5 静态过热度 

     静态过热度 0℃：规格值±0.01MPa，10℃：规格值±0.02MPa 或按供需双方的协议。 

6.6 阀口泄漏 

      不大于 0.1MPa/10s 或按供需双方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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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平衡部泄漏 

      不大于 50ml/min 或按供需双方的协议。 

6.8 气密性 

6.8.1 常温气密性 

常温气密性可采用水检或氦检方式进行。 

6.8.1.1 水检方式 

按 7.2.8.1.1 的要求进行试验，并满足以下要求： 
——低压侧气密性在 1.6 MPaA 压力下，不应有泄漏现象。 
——高压侧气密性在 3.6 MPaA 压力下，不应有泄漏现象。 

6.8.1.2 氦检方式 

按 7.2.8.1.2 的要求进行试验，泄漏率不超过 2g/年。 

6.8.2 低温气密性 

按 7.2.8.2 的要求进行试验，不应有泄漏现象。 

6.9 耐压强度 

     在低压侧 2.3 MPaA，高压侧 5.4 MPaA 压力下，不应有泄漏或异常变形。 

6.10 破坏强度 

     在低压侧 4.5 MPaA，高压侧 10.7 MPaA 压力下，不应有开裂破损现象。 

6.11 耐久性 

按 7.2.11 耐久试验后，应满足以下要求： 
1）气密性满足 6.8要求 

2）静止过热度变化量在±0.02 MPa 以内 

3）阀口泄漏满足 6.6 要求 

4）平衡部泄漏满足 6.7要求 

5）电磁截止部泄漏满足 6.21 要求 

6）电磁截止部最大工作压差满足 6.22要求 

6.12 耐振动性 

按 7.2.12 经振动试验后，应满足 6.11.1~6.11.4 的要求，若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则还需满足

6.11.5 和 6.11.6 的要求。 

6.13 耐冷热冲击性 

按7.2.13经冷热冲击试验后，应满足6.11.1~6.11.4的要求，若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则还需满

足 6.11.5 和 6.11.6 的要求。 

6.14 耐高温性 

按7.2.14经耐高温试验后，应满足6.11.1~6.11.4的要求，若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则还需满足

6.11.5 和 6.11.6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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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耐低温性 

按7.2.15经耐低温试验后，应满足6.11.1~6.11.4的要求，若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则还需满足

6.11.5 和 6.11.6 的要求。 

6.16 耐腐蚀性 

按7.2.16经耐腐蚀试验后，铝膨胀阀不应有明显锈蚀产生，要求满足6.11.1~6.11.4的要求；铜膨

胀阀体表面允许有变色，无腐蚀，要求满足 6.11.1~6.11.4的要求；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则还需满

足 6.11.5 和 6.11.6 的要求。 

6.17 耐真空性 

按7.2.17经耐真空试验后，不应有异常变形和损坏，并满足6.11.1~6.11.4的要求，若带电磁截止

功能的膨胀阀则还需满足 6.11.5 和 6.11.6 的要求。 

6.18 内部清洁度 

按7.2.18试验，膨胀阀内部清洁度应满足以下要求： 
水分含量：10mg以下 
杂质含量：5mg以下，杂质大小：对边最大不超过0.5mm 

6.19 耐制冷剂冷冻机油 

按 7.2.19 耐制冷剂和冷冻机油试验后，应满足 6.8 和 6.11.2 的要求。 

6.20 噪音性能 

膨胀阀在空调系统启动、运行以及关闭时都不应有异常噪音，系统启动/关闭时≤60dB，稳定运行

时≤55dB,或按供需双方协议。 

6.21 电磁截止部泄漏 

在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执行截止功能时，截止部泄漏值要求小于 200ml/分钟。 

6.22 电磁截止部最大工作压差 

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电磁截止部在常温最低供电电压下，最大工作压差应大于 2.2MPaA。 

6.23 电磁截止部耐久性 

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电磁截止部在按 7.2.23 电磁截止部耐久性试验后，应满足 6.21 和 6.22
的要求。 

6.24 电磁截至部电磁兼容性能 

参照 GB/T 18655，具体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定。 

6.25 其他电性能要求 

参照 GB/T 28046.2，具体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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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试验条件 

7 试验方法 

7.1.1  试验环境条件 

常温温度：5°C～35°C 
相对湿度：45%-85% 
气压：86 kPa～106 kPa 

7.1.2 测量仪器精度 

测量仪器精度按表 9 规定。 

表 9  测量仪器精度 

项 目 仪 器 精 度 
温 度 ±0.1°C 
压 力 ±1%（读数为绝对压力值） 

膨胀阀开度 ±0.01 mm 
流 量 ±1%（测定值） 
质量 0.1mg 

频率和时间 5% 
电压 ±0.2V 
电阻 ±10% 

7.2 试验方法 

7.2.1 尺寸检查 

用常规和专用量具进行检查。 

7.2.2 外观检查 

    用目测法检查。 

7.2.3 开度、迟滞试验 

7.2.3.1 试验装置 

把按静态过热度设定的膨胀阀安装在图8~10所示的试验装置上，并加以处理以免试验用空气或氮

气从高压接头部及阀开度测定部泄漏。 

 

图 8外平衡-感温部外置型膨胀阀开度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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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平衡-感温部内置型膨胀阀开度试验装置示意图 

 

图 10 内平衡-感温部外置型膨胀阀开度试验装置示意图 

7.2.3.2 内部或外部平衡压力变化时的膨胀阀开度 

内部或外部平衡压力变化时的膨胀阀开度及迟滞按以下步骤测试： 
a）把感温包浸于按规定温度保温的恒温槽内，规定温度为 0℃或按供需双方协议温度； 
b）内平衡型膨胀阀从低压接头侧，外平衡型膨胀阀从平衡接头处加压； 
c）以 0.01 MPa 以下间隔增加加压压力，并测得膨胀阀开度； 
d）然后以 0.01 MPa 以下的间隔降低加压压力，并测得膨胀阀开度； 
e）根据 c）、d）测定结果，绘制图 11 所示曲线； 
f） 根据图 11 曲线，针对相当膨胀阀额定制冷量的膨胀阀开度，计算出平衡压力上升时及下降时  

的压差，该压差即为迟滞。 

7.2.3.3 相对感温包温度变化的膨胀阀开度 

相对与感温包温度变化的膨胀阀开度及迟滞测试步骤如下： 
a）内平衡型膨胀阀从低压接头侧，外平衡型膨胀阀从平衡接头侧加压（加压压力按标准额定条件

或供需双方协定压力）； 
b）该状态下，以 1°C以下的间隔增高感温包温度，并测得膨胀阀开度； 
c）然后以 1°C以下的间隔降低感温包温度，并测得膨胀阀开度； 
d）根据 b）、c）测定结果，绘制如图 12 所示的曲线； 
e）根据图 12 曲线，针对相当膨胀阀额定制冷量的膨胀阀开度，计算出感温包温度上升及下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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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差，该温差即为迟滞。 

  

图 11 相对内部或外部平衡压力的膨胀阀开度图        

 

图 12 相对感温包温度的膨胀阀开度 

7.2.4 额定制冷量试验 

7.2.4.1 相对感温包温度的膨胀阀开度试验 

      根据 7.2.3 条开度及迟滞试验方法，绘制一感温包温度与膨胀阀开度的曲线（如图 13 所示）。此

时的压力及温度按照标准额定条件或者供需双方协定条件。 

 

图 13 相对感温包温度的膨胀阀开度 

7.2.4.2 流量试验 

流量试验按 7.2.4.3 规定的制冷剂质量流量试验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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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3 相对膨胀阀开度的制冷剂质量流量试验 

7.2.4.3.1为保证流入膨胀阀的液态制冷剂不得有蒸气，流入膨胀阀的制冷剂状态为过冷度 5℃±1℃。

含油率不超过 2%。 
7.2.4.3.2取下膨胀阀的动力元件部分，在该部位安装一能任意开启、关闭膨胀阀，并能测定膨胀阀开

度的机构。将膨胀阀装在图 14 所示的试验装置上。用手动膨胀阀把膨胀阀进出口压力保持在标准额定

条件或者供需双方协定的规定压力。按 0.1 mm 以下的膨胀阀开度间隔，至少取 10 点以上，测得该膨

胀阀不同开度时的制冷剂流量  。 
7.2.4.3.3根据测定值，绘制一相对膨胀阀开度的制冷剂流量曲线（如图 15 所示） 

 

图 14 制冷剂质量流量试验装置示意图 

7.2.4.4 制冷剂流量曲线 

根据 7.2.4.1、7.2.4.2、7.2.4.3 的测定结果，绘制相对感温包温度的制冷剂流量曲线（如图 16 所

示）。 

 

  图 15 相对膨胀阀开度的制冷剂流量   

 

           图 16 相对感温包温度的制冷剂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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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5  额定点过热度变化的确定 

在图 16 所示的相对感温包温度的制冷剂流量曲线中，从膨胀阀开始开启位置的制冷剂流量A作横

轴平行线，再从和制冷剂流量曲线的交点，向感温包温度轴线作垂线确定膨胀阀的开始开启点a，然

后，以额定点作横轴平行线，从而和制冷剂流量曲线的交点上，向感温包温度轴线作垂直线确定b
点。该a、b 二点间的温度表示膨胀阀开始开启点到额定点时的过热度变化量，额定点时的制冷剂流

量为膨胀阀的额定流量，记录为qmr

7.2.4.6  额定制冷量的计算 

 。另外，把膨胀阀开度为 0.05 mm定为开启点，膨胀阀开度

0.15mm~0.25mm或动态过热度 3~8℃为额定点，也可由供需双方协定。 

额定制冷量为膨胀阀在额定工况下的制冷能力，按以下公式计算： 
Q＝qmr（h2-h1

    式中：Q——膨胀阀额定制冷量 W； 

     q

）……………………………………（1） 

mr——额定点的制冷剂质量流量， kg/s； 

     h2——蒸发器出口侧制冷剂的比焓值，J/kg； 

     h1

7.2.5静态过热度试验 

——膨胀阀进口侧制冷剂的比焓值，J/kg； 

将膨胀阀装在图 17~图 19 所示的试验装置上，用压力调整阀将压力 P1 调整为 1.13 MPaA±0.05 
MPaA，将感温包在0℃恒温槽内浸10 分钟以上，关闭、打开截止阀2～3次后，P2所示压力表征0℃
时的静态过热度。 
    静态过热度特性试验用于测定各种蒸发温度下膨胀阀静态过热度的特性变化情况。完成7.2.5静态

过热度试验后，将感温部温度以 5℃以下的间隔上升，测得对应温度下的出口压力 P2。根据测定值绘

制各温度下的膨胀阀出口压力-静态过热都特性曲线（如图 20 所示）。 

 

图 17 静态过热度特性试验装置示意图-外平衡-感温部内置型膨胀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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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静态过热度特性试验装置示意图-内平衡-感温部外置型膨胀阀 

 

 

图 19 静态过热度特性试验装置示意图-外平衡-感温部外置型膨胀阀 

 

图 20 相对感温部温度的膨胀阀出口压力-静态过热度特性 

7.2.6 阀口泄漏试验（带旁通功能膨胀阀不适用） 

在 7.2.5 静态过热度试验完毕后，关闭截止阀；1 分钟时出口压力 P2 的压力上升值表征阀口泄漏

量（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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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出口压力上升曲线 

7.2.7 平衡部泄漏试验（内平衡阀不适用） 

    堵住膨胀阀高压侧接头，将膨胀阀安装在图22~图23所示的试验装置上，将进气压力P1调整为0.3 
MPaA，打开截止阀，用流量计或排水法测得平衡部的气体流量。 

 

图 22 平衡部泄漏试验装置示意图-外平衡-感温部内置型膨胀阀 

 

图 23 平衡部泄漏试验装置示意图-外平衡-感温部外置型膨胀阀- 

7.2.8 气密性试验 

7.2.8.1 常温气密性试验 

气密性试验可采用水检、氦检或其他供需双方协定的方法试验。 

7.2.8.1.1水检 

     用干燥空气或氮气，在膨胀阀低压侧和高压侧分别加压至 1.6 MPaA 和 3.6 MPaA，浸入水中.保压

5 分钟，观察是否有气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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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1.2氦检 

    用氦气在膨胀阀高低压侧均加压至 1.10 MPaA，用氦检设备检测氦气泄漏量。 

7.2.8.2 低温气密性试验 

    将膨胀阀放置在-20℃的恒温箱中 24h，然后在膨胀阀内部冲入N2

7.2.9 耐压强度试验 

至 0.4 MPaA，将膨胀阀完全浸

入-20℃的乙醇溶液中5分钟，检查是否有气泡产生。试验完成后将膨胀阀放在环境温度中2h，再进行

常温气密性试验。 

     在膨胀阀中注满常温液体，完全排出空气后。将低压侧和高压侧缓慢加压至 2.3 MPaA 和 5.4 
MPaA，保压 1 分钟，观察是否有液体泄漏或异常变形现象。 

7.2.10 破坏强度试验 

     在膨胀阀中注满常温液体，完全排出空气后，将低压侧和高压侧缓慢加压至 4.5 MPaA 和 10.7 
MPaA，保压 1 分钟，观察是否有破损开裂现象。 

7.2.11 作动耐久试验 

将感温包浸在 0℃或 12℃恒温槽中，内平衡阀从出口侧，外平衡阀从平衡侧作 0.1 MPaA～0.5 
MPaA 的反复加压，各压力的保压时间为一个循环的 20％以上，每分钟循环次数为 10～15 次，正流-
内平衡-感温部外置型-气体充注示例 b所示膨胀阀进行 10万次循环试验，其余示例膨胀阀进行 30万次

循环试验。 

 

图 24 耐久性试验示意图 

7.2.12 耐振动性试验 

用不会使毛细管和外平衡管产生共振的方法将膨胀阀阀体部固定在加振台上，以加振频率为 33.3 
Hz、振动加速度为 44.1 m/s2

7.2.13 耐冷热冲击性试验 

作振动（全振幅为 2 mm），振动时间为：上下、左右、前后方向各 4h。 

以室温——高温——室温——低温的变化为 1 个循环，反复进行 10 个循环，在室温下放置 2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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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冷热冲击性试验示意图 

7.2.14 耐高温性试验 

将膨胀阀在 120℃±2℃的恒温箱内放置 72 小时，取出在室温下放置 2 小时。 

7.2.15 耐低温性试验 

将膨胀阀在-40℃±2℃的恒温箱内放置 72 小时，取出在室温下放置 2 小时。 

7.2.16  耐腐蚀性试验 

7.2.16.1 铝膨胀阀耐腐蚀试验     

将膨胀阀的接口堵住，按 GB/T 10125 作 144 小时的中性盐雾试验后。 

7.2.16.2铜膨胀阀耐腐蚀试验 

将膨胀阀的接口堵住，按 GB/T 10125 作 72 小时的中性盐雾试验后。 

7.2.17 耐真空性试验 

将膨胀阀接口堵住，高低压两侧同时抽真空，内部抽真空至≤0.2kPa以下，保压 30 分钟。 

7.2.18 内部清洁度试验 

7.2.18.1 残留水分试验 

将产品放于80℃±2℃烘箱内4小时，求得试验前后阀的质量差。 

7.2.18.2 残留杂质试验 

在阀内部注满溶剂至内容积的2/3，封闭敞口部位，充分使溶剂渗透至制冷剂回路，摇晃均匀后将

溶剂通过过滤纸过滤，过滤精度≤1μm，将过滤纸在70℃±2℃恒温箱内放置1小时，待熔剂蒸发后，测

量滤纸质量，与滤纸的初始质量之差即杂质质量。 

7.2.19 耐制冷剂冷冻机油试验 

将膨胀阀放置于密闭容器内，容器内注入制冷剂和冷冻机油，制冷剂和冷冻机油质量按 3：7 配

比，浸没膨胀阀，将密闭容器放于 80℃±2℃环境箱中，试验时间 200 小时，试验完成后，膨胀阀应满

足 6.19 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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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0 噪音试验 

膨胀阀在空调系统中的噪音测定，可以按如下方法测定或由供需双方协定。将膨胀阀置于静音环

境中，并将膨胀阀与系统试验台连接起来，麦克风置于距离膨胀阀节流部外表面 5cm 处，按下表 10
条件测试膨胀阀在系统启动、稳定运行及关闭时的噪音分贝值。噪音计算方法见公式（1） 

表 10 测试工况 

项目 条件 

膨胀阀入口压力 1.6MPaA 

膨胀阀出口压力 0.3MPaA 

过冷度 5°C±1°C 

制冷剂流量 额定制冷量所对应的流量值 
 
 
 

SPL=10lg(10L1/10-10L2/10

式中： 
) ……………………………………（2） 

SPL：声压级 
L1：系统启动、运行或关闭时的噪音 
L2：背景噪音 

7.21 电磁截止部泄漏试验  

将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装在图 26 所示的试验装置上，常开阀通最低供电电压，常闭阀断开电

压，使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处于截止功能状态，用压力调整阀将压力 P1 调整为 1.13 MPaA±0.05 
MPaA，打开设备截止阀 2，用流量计测得出口的流量值即为截止部泄漏值。  

 

图 26 电磁截至部泄漏试验装置 

7.2.22 电磁截止部最大工作压差试验 

在室温条件下，将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安装在图 26 所示的试验装置上，用压力调整阀将压力

P1 调整至 2.3MPa±0.1 MPa，打开截止阀 3，连通电磁部电源并加载最低供电电压，反复通断电 3
次，要求电磁截止部开、关工作正常。 

7.2.23 电磁截止部耐久性试验 

在室温条件下，将带电磁截止功能的膨胀阀安装在图 26 所示的试验装置上，用压力调整阀将压力

P1调整至2.1MPaA±0.1 MPa，打开截止阀3，连通电磁部电源并加载标称电压，反复通断电，通断电

频率 15 次/分钟，共进行 30 万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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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检验分类 

8检验规则 

8.1 出厂检验 

膨胀阀都必须进行出厂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检验项目：6.1；6.2；6.5；6.6；6.7；6.8；6.21；6.22 

8.2 型式检验 

8.2.1  型式检验条件 

在以下情况下需要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的设计、工艺、材料等方面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性能时；但试验项目按改变内容的程度， 

有时可以省略； 
b）产品连续生产满一年时 
c）新品投产时； 
d）间隔一年以上再投产时； 
e）当用户或上级质量部门有要求时。 

8.2.2 型式检验方法 

样品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当中随机抽取，允许同一台产品参加不影响考核项目的多项试验。 

8.2.3 型式检验不合格 

型式检验有不合格项目时，应对不合格项目加借抽样进行复验，若仍不合格，则认为型式检验不

合格。 

9.1 产品标志要求 

9 标志 

产品上应有耐久性标志，标在明显位置上。 

9.2 产品标志内容  

标志内容应包括产品型号、生产企业名称或商标、生产年月或其代号、制冷剂种类及流向等。 

10.1 包装标志 

10 包装、运输、贮存 

产品包装箱外应有产品名称、型号、生产厂名、产品批号或生产日期或其代号，质量（毛重）、数

量、包装箱外形尺寸以及“小心轻放”、“向上”、“怕湿”等标志，标志应符合 GB 191 有关规定。 

10.2合格证明 

     产品应有合格证明 

10.3 产品包装及运输方式 

产品的包装及运输应有可靠的防尘、防潮和防震措施，以保证在正常运输中不致松动、损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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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良好、周围无腐蚀气体的环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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