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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  Discussion

46 典型智能定位器在电厂阀门及风门气动执行机构上的应用

22 控制阀 “ 以国代进 ” 专题

电气阀门定位器是气动调节阀的关键附件之一，其作用是把调节装置输出的

电信号变成驱动调节阀动作的气信号，而且具有阀门定位功能，既克服阀杆摩擦

力，又可以克服因介质压力变化而引起的不平衡力，从而能够使阀门快速地跟随、

对应于调节器输出的控制信号，实现调节阀快速定位，提升其调节品质。

《控制阀信息》特别开辟 “ 以国代进 ” 专题，邀请

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国产化自主知识产权的控制阀品牌厂

商吴忠仪表、无锡智能、川仪调节阀、上海七厂等讲述

其国产化产品开发设计难点及解决方案，以及不同项目

工况中的实际应用情况，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目前优

质国产化控制阀产品的概况，讲述其国产化产品开发设

计难点及解决方案，以及不同项目工况中的实际应用情

况，让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目前优质国产化控制阀产品

的概况；以及无锡斯考尔深度剖析国产化过程中碰到的

阻力和问题，并指出政府层面的推动和国产控制阀自身

技术质量是控制阀国产化的关键。

无锡福斯拓科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深耕气动阀门执行器及附件产品多年的专业生产厂家。公司主要骨

干从 1999 年开始从事阀门执行器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福斯拓科产品主要包括气动阀门执行器、气动阀门

附件（手轮机构、限位开关、电磁阀、过滤减压阀、电气定位器等控制附件）及气动球阀、气动蝶阀等成

套阀门解决方案。此次气动执行机构的专题访谈，采访到福斯拓科总经理王利敏先生，分享其在行业多年

的经验，并更多了解气动执行机构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应用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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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峰 集 团 创 办 于

1991 年 5 月，是一家以

化工新材料为主，以金

属、金融、物流、贸易

等产业为辅的大型民营

股份制企业，是国内最

大的聚氨酯制品产销企

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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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随着工业的发展，冶金、化工、建材、电站等行业的烟道。气体等高

温介质工况越来越多，高温阀门的需求量也逐步增加。由于介质长期处于

700℃以上的高温状态，需要设计一种自带冷却装置的水冷阀，保证阀门长

期在材料允许范围内工作，避免阀门出现内漏或者外漏情况，使阀门的寿命

和安全性得到保证。

尿素装置二氧化碳压

缩机 K101 四段出口放空阀

PV1017 泄漏，进行故障分

析及判断，最终停工检修

PV1017 调节阀，排除泄漏

故障。设备使用寿命期限

内，零部件及附件的老化

破损，性能下降等是造成

故障的首要条件，技术人

员应该评估采取预防性维

修，防患于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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