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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对JB/T 6369-1992《柔性石墨金属缠绕垫片 技术条件》的修订。
本标准与JB/T 6369-199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 更新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
— 调整了垫片用柔性石墨板的抗拉强度、硫含量、氯含量等指标;

— 调整了垫片的压缩率、回弹率指标;
— 规定了垫片用柔性石墨板硫含量和氯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代替JB/T 6369-19920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填料静密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械产品检测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维仁。

本标准于1992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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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石墨金属缠绕垫片 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柔性石墨金属缠绕垫片 (以下简称垫片)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管法兰用柔性石墨金属缠绕垫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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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4239 不锈钢和耐热钢冷轧钢带
    GB(12385 管法兰用垫片 密封性能试验方法

    GBrr 12621管法兰用垫片 应力松弛试验方法
    GB/T 12故2管法兰用垫片 压缩率及回弹率试验方法
    JB/T 6622 柔性石墨板 氯含量测定方法
    JB/T 7758.3 柔性石墨板 硫含量测定方法

    JB/T 9141.2 柔性石墨板材 拉伸强度测试方法
    JB/T 9141.7 柔性石墨板材 热失重测试方法

技术要求

  材料

3.1.1 垫片用金属带材，采用厚度为0.15mm-0.25mn。的OCr18Ni9冷轧钢带，也可选用OCrl3.ICr13.

1 Cr 18Ni9Ti . OCr 17Ni 12Mo2Ti或根据用户要求的其他金属带材。所有材料应满足下列要求:

    a)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尺寸偏差应符合GB/T 4239的规定或用户要求;
    b)不锈钢带硬度为140HB一160HB或按用户要求;
    C)金属带表面应光滑、洁净。不允许有粗糙不平、裂纹、划伤和锈斑等缺陷。

3.1.2 垫片用柔性石墨板的性能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项 目 指 标

抗拉强度 MPa )4刀

硫含量 w9/9 ‘1200

氯含量 RB/B 蕊80

热失重 %
4500C 簇1.0

6(洲)℃ <-20刀

3.1.3

理 。

3.2

3.2.1

3.2.2

垫片内外环材料为碳钢或不锈钢(用户有特殊要求者除外)。由碳钢制成的内外环应进行防锈处

外观质组
  垫片本体表面不应有伤痕、凹凸不平、空隙、锈斑等缺陷。

  垫片本体表面柔性石墨带应均匀突出金属带，且光洁平整，纹路清晰。



JBIP 6369- 2005

3.2.3 垫片由金属带和柔性石墨带相互重叠连续缠绕而成，金属带与柔性石墨带应紧密贴合，层次均

匀，不应有皱折、空隙等缺陷。
3.2.4 缠绕时，初绕和终绕应各有不少于三圈的金属带，其间不填人柔性石墨带。

3.2.5 垫片外环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不应与本体脱落。
3.2.6 垫片主体内、外侧焊点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裘 2

公称直径 mm 内焊点数 外焊点数

10 25 2 3

32- 80 3 4

100̂ -300 4 5

350- 500 5 6

3650 8 8

3.2.7 焊点应间隔均匀，不应有虚焊和过熔等缺陷。
3.2.8 垫片主体缠绕完成后，其密封面不允许再进行预压处理或其他加工。
3.3 垫片形状尺寸如图1所示，尺寸极限偏差应符合表3及表4的规定或用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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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公称通径
垫片本体 内外环

D2 D3 D, D4

簇200 +0.50 _0-0.8 +0.50 _吕8

250 600 +0.80 _0-1s +0.80 _0-1.s
650- 1200 +1.8

  0 _0-LB +1.50 _0-1.8
1300̂ 3000 4-2'00 _呈5 +2.00 _呈5

表 4

垫片主体 加强环

厚度T 极限偏差 厚度 T, 极限偏差

2.2̂ -3.2 +0.20 2 士0.2

4.5- 6.5 +0.40 3̂ 5 士0.3

3.4 垫片的力学性能、密封性能指标应符合表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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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项 目 压缩率 % 回弹率 % 应力松弛率 % 密封泄漏率 cm3/s

指 标 18̂ 30 多17 <15 蕊1.O X 10-1

检验方法

  尺寸测量

4.1.1 垫片的尺寸用精度为0.02。 的游标卡尺寸测量，精确到0.1 mm;公称通径DN>650mm的垫片
用精度为1.Omm的量尺测量，精确到LOmme
4.1.2 本体内、外径应避开钢带焊点部位测量，取相互垂直的任意两处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4.1.3 内环内径和外环外径，取相互垂直的任意两处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4.1.4 垫片本体厚度取沿圆周方向均匀排列的三点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4.1.5 内、外环厚度取沿圆周方向均匀排列的三点测量值的算术平均值。
4.2 垫片应力松弛率的测试按GB/T 12621进行。

4.3 垫片压缩率、回弹率的测试按GB/T 12622进行。
4.4 垫片密封泄漏率的测试按GB/T 12385进行。
4.5 垫片用柔性石墨板氯含量、硫含量、拉伸强度和热失重的测试分别按JB/T 6622, JB/T 7758.3, JB/T
9141.2和JB/T 9141.7进行。

4.6 垫片的外观质量用目视检查。

5 检验规则

5.1 所有产品必须经过检验，检验合格才能出厂。

5.2 垫片的抽样方法为随机抽取。

5.3 出厂检验:
5.3.， 出厂检验项目按3.2-3.3规定或按用户要求进行。
5.3.2 同一品种同一规格的垫片每100片为一批(不足100片视为一批)，每批抽取五片逐项进行检验，
如有一片不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则加倍抽样进行复验，如仍有一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则该批产品为不

合格品。

5.4 型式检验:

5.4.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产品转型;

    b)产品结构、材料、工艺等有较大改变;
    c)连续生产时间满一年;
    d)停产时间超过六个月;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f)上级质量监督机构或顾客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5.4.2 型式检验的项目按3.1-3.4规定执行。
5.4.3 同一品种的垫片为一批，每批每个测试项目取三片试样逐片进行检验，如其中有一片不符合本
标准规定，则加倍取样进行复验，如仍有一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则该项目为不合格，该品种产品的型

式检验为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标志

垫片的包装箱上应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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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产品名称:
    b)制造厂名;
    c)产品数量;
    d)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6.2 包装

6.2.1 垫片的包装应保证其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不致损坏或遗失。
6.2.2 包装箱内应附有装箱单，其上注明:

    a)产品名称;

    b)产品商标:
    c)制造厂名;
    d)产品数量:
    e)制造日期或生产批号。

6.2.3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其上注明:

    a)生产批号:

    b)标准编号;
    c)检验员姓名或代号。

6.3 运输及贮存
6.3.1垫片在运输过程中必须防止雨淋或受潮。
6.3.2 垫片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的仓库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