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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阀防爆线圈、防爆接线盒，迄今
已有逾三十年生产控制阀附件的历
史。《控制阀信息》编辑部此次对话
乐清市人民仪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
伟先生，让我们一起来探寻这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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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如何深耕细作，笃行致远。

控制阀综述 Market Overview
24 控制阀的额定流量系数
打开任何一本控制阀产品样本， 每一
个型号的第一个技术性能指标是“额定流
量系数”，与此对应一个公称通径 DN（或
阀座直径 dN）。在开发新产品时，设计工
程师首先要预选一个额定流量系数，制成
几台新品样机，然后进行流量测试，以测
得的实际数据定为该新品额定流量系数的
发布值，供用户选用。选型工程师，按特
定场所的流体压力、流量、温度等工艺参
数计算出流量系数，然后选定所需的控制
阀额定流量系数，最后以此选择合适的控
制阀结构型式和公称通径，所以选定控制
阀的额定流量系数是计算选型的关键环节。

30 高性能的 SVI 3 智能阀门定位器
气动模块

SVI3 智 能 阀 门 定 位 器 是 贝 克

用户接口模块

休 斯 - 梅 索 尼 兰（Baker Hughesmasoneilan）公司的 SVI 系列第三代
新品，在 SVI II 和 SVI II AP 基础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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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高级在线诊断，支持 HART 7 通
信协议，本机长时间大容量储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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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阀信息®是国家级出版物注册商标，由上海集讯广
告传播有限公司所有，该出版物内的文字及图片，非
经同意，不得转载或复制，违者必究。
控制阀信息®is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ational

现高性能，增加新的数字化功能，集

一键式初始化校准，性能稳定易用可
SVI 3

靠。本文试对 SVI3 智能阀门定位器
的工作原理和应用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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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46 CONVAL® 软件对角行程开关阀的选型技术
“自动阀组件推荐规范 - 即角行程自动开关阀及执行器选型技术实施规范”补充了
目前行业领域中针对阀门尺寸、力矩选择依据以及机械完整性方面所暴露的标准不完善、
各部件组配安装以及验收检验不明确的问题。RP 规范以及相关的 ISO/TC 153 N 425、
ISO/NP 5115 标准为角行程阀门、执行器和集成商提供了阀门、执行器计算选型和阀门
装配集成的标准依据，真正地将这些阀门组件技术应用视为“工程产品”应用。

52 通过远程安装技术和数字化优化阀门性能和可靠性
针对密闭空间或高处的阀门和
定位器，使用阀门远程安装技术可
以实现许多操作并拥有安全优势。
当该技术与数字监控功能相结合时，
数字监控功能提供阀门健康状况和
性能指标，终端用户可以通过采用
预测性维护策略来改变他们操作设
备的方式，旨在降低成本，并将正
常运行时间最大化。

56 您知道非原厂备件的风险么？
低价的非原厂备件虽然在短期内
成本减少，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您最
终会支付更多的费用，因为使用这些
非原厂备件可能会影响阀门的正常运
行，严重的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工艺流
程甚至导致停车，造成每天数十万美
元的损失。

64 数字化管理先锋
——斯派莎克 SCADA 蒸汽流量采集监控系统在中药厂的应用分享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数据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无论是我们的日常生
活，还是工厂的运行管理，都离不开各式各样的数据。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的数据量
不仅增长迅速，大数据技术和产业大数据应用也越来越成熟。去年，我国也首次官方提
出了“新基建”的概念，其中就包括大数据中心和工业互联网，以大数据作为支撑推动
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是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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