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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Dialogue3636

控制阀综述   Market Overview
32  先导式套筒控制阀的选用

42  三偏心蝶阀在液态烃类储罐的主要应用

先导阀又称导阀，在执行器行业中并不陌生，在阀门定位器、电磁阀等产品中经常采用。“先导”对应是“后

动”的主阀而言，执行机构或电磁力首先推动导阀，使流体改变流向、或变动流路，以此导致主阀芯两侧的

压差发生变化，并利用压差作用在主阀芯的推力变化，把主阀芯驱动到预定的位置，所以先导阀往往有“四两

拨千斤”的作用。

实践证明，三偏心蝶阀因其能够在多个运

行周期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双向零泄漏，已在罐区

普遍使用。因其无摩擦特性而确保了其超长的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因此，操作者可

以无需进行定期检修（只有重新拧紧填料可能

是必要的），从而降低了全生命周期内的总成本。

二十年蜕变前行
——访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晓宇先生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总部位于浙江省瑞安市，是一家致力于流

体控制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于 2020 年 6 日 8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证券简称：

浙江力诺；证券代码：300838）。恰逢力诺新工厂建成前夕，《控制阀信息》编辑部采访到浙江力诺流体

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晓宇先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典型民营控制阀先行者如何历经二十年

跨越沉浮并蜕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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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如何在 CONVAL® 软件中创建制造商控制阀产品
      数据库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控制阀制造商用户开始使用 CONVAL® 软件，对软件的功能逐

渐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CONVAL® 软件目前已经升级至 11 版本，为了使控制阀制造商

通过 CONVAL® 软件能更好地对自己的控制阀产品进行计算选型及优化分析，在新的版

本中软件开发商提供了更加容易编辑的控制阀产品数据库模板，通过这个模板，控制阀

厂家非常方便把其产品导入 CONVAL® 软件数据库，利用 CONVAL® 软件计算优化选型

以及图形分析的功能，使厂家产品能够得到最佳的技术支持和市场推广，尤其对于一些

海外项目或国内的国际项目用户，通过 CONVAL® 计算选型能够对其产品进行更好的技

术把关，从而提高控制阀使用和装置运行的可靠性。

52  控制阀的五个选型标准

控制阀尺寸和选型是否成功取决于对阀门实际工艺安装条件的了解。这些信息很少

能得到第一手资料。对流体介质条件的假设越多，控制阀的尺寸就越容易不准确。幸运

的是，当一些介质流量条件已知时，控制阀选型软件可以在其整个流量范围内对控制阀

进行建模。选型软件通过一系列数据输入，从而引导用户确定最佳控制阀尺寸。

56  激光堆焊（熔覆）技术在阀门密封面强化中的应用

激光熔覆技术是一种有前景的先进表面处理技术，是提高阀

门密封面质量的有效途径，并已成功进人应用阶段。采用激光熔

覆技术、控制熔覆层的成分和选择合理的熔覆工艺，可使基体获

得其它表面强化技术难以得到的性能，充分发挥原材料的潜力。

与传统工艺相比，密封面质量明显提高，具有耐摩擦磨损、耐腐

蚀性能更优越等一系列优点。

60  降低风险 确保安全
——洁净蒸汽的应用案例分享

蒸汽作为一种高效的二次能源，被广泛的用于各行业的灭菌、干燥、加热、加湿等

各种工艺过程。工业蒸汽一般由锅炉产生，以满足生产所需，但在某些行业和应用中，

工业蒸汽会被称为“黑蒸汽”。这是因为虽然蒸汽本身是干净的，在系统中蒸汽会受到

其他部分的影响。针对应用中蒸汽可能存在的风险，斯派莎克建议采用洁净蒸汽来保障

此类应用中蒸汽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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