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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调节阀防气蚀保护措施在输油管道中的应用

42 使用原产阀内件  旧阀焕发新活力

40 大规格调节型快速切断气动执行器的解决方案

调节阀是最容易被腐蚀、冲蚀、气蚀、老化、损坏的仪表，

一旦调节阀被气蚀，严重影响调节阀的使用寿命和控制系统

的精确性，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因此，在输油管道中使用

调节阀时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气蚀现象发生。

通过几年前某化工公司购买了一批梅索尼兰黑水阀（73000 系列），使用一段

时间后，阀门出现了内漏。本文为德莱赛机械（苏州）有限公司为其制定解决方案，

使阀门状态恢复正常的案例分享。

拨叉式气动执行机构作为控制阀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可

靠性高、输出功率较大、检修维护简单、对环境的适应性强、

具有防爆功能等优点被广泛的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金、

纺织、国防、水处理等行业的各个生产工序。根据不同的工艺

需求，可以选择不同口径的气动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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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专家访谈  Dialogue

欢迎关注

“集讯传媒”
微信公众号

德国 ARCA 控制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

司维修中心建成，其主要功能为 ARCA 阀门

的检维修、组装等，并可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及服务。维修中心的建成必将为 ARCA 的本

地化服务打下坚实的基础，注入新的动力。

《控制阀信息》编辑部很荣幸的采访到德国

ARCA 控制阀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魏涛先

生，请他来讲述一下阿卡流体设备（上海）

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以及维修中心的建立将

为用户带来哪些服务。

检维修事业新发展
——访德国ARCA控制阀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魏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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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食品公司主营薯类食品的生产销售，规划建设年产冷冻薯类食品 12

万吨，薯饼 1 万吨的马铃薯加工项目。斯派莎克蒸汽的系统设计能力，帮助

其实现生产与节能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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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ACP1000 核电站主给水调节阀的研制

本文主要介绍了三偏心蝶阀设计过程中的计算要点和参

照的相关标准。

58 黑水调节阀闪蒸和气蚀现象的数值模拟及结构改进
以煤化工工艺某规格黑水调节阀为研究对象，应用 CFD 数值模拟的方法得到了阀

内的流场特性，根据流场特性对阀门闪蒸和气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对现有结构进行

改进。改进后阀门流场特性得到改善，节流口处压力分布更加均匀，把气蚀现象控制

在流道内，有效保护了节流元件；降低了节流口后介质最大流速，减小了介质对节流

元件的冲刷；消除了阀芯端部介质回流现象，避免了介质对阀芯端部的冲击。

介绍了 ACP1000 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用主给水

调节阀的主要性能参数，总体结构特点，设计校核项目

和材料选用，论述了调节阀流通窗口面积优化设计方法

和执行机构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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