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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协作单位 Cooperation Companies

萨姆森控制设备（中国）有限公司（SAMSON）

斯派莎克工程（中国）有限公司（SPIRAX SARCO）

艾默生过程管理费希尔阀门部（EMERSON FISHER）

艾默生过程管理固尔德阀门和仪表（EMERSON Gulde）

德莱赛机械（苏州）有限公司（Masoneilan）

阿卡流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ARCA）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太航德克森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圣汉斯流体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大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源冠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台湾捷流阀业股份有限公司（VALUE VALVES）

乐清市人民仪表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器分公司

浙江中控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威卡自控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策阀门（太仓）有限公司（AZ）

无锡斯考尔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

无锡福斯拓科科技有限公司

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阿自倍尔株式会社（azbil）

无锡纬途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鞍山工装自控仪表有限公司

艾坦姆流体控制技术 ( 山东 ) 有限公司

瑞莱尔（天津）控制阀有限公司

重庆山能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博恩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40  浅谈合成氨装置中的阀门防火措施

46  用于 SIS 系统的限流孔板的设计和计算

根据实际工程经验，平常接触的紧急切断

阀一般采用 D 型的隔离要求，防火分区内的

执行机构、控制电缆、电力管路等均应采用防

火设计或者设计成火灾情况时操作不会失效，

配管配线的支架也应采用防火设计。尽管 API

对紧急切断阀和防火分区的定义很明确，但在

实际工程应用中，设计人员对紧急切断阀与防

火分区之间关系的了解还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

中，国内石油化工的设计文件中，也很少看到

类似的设计和要求。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国外

某项目合成氨装置中防火阀门的设计和应用，

供工程设计人员参考与探讨。

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世界经

济的不确定性，2021 年的中国经济顶住了多重压

力，工业领域保持稳定复苏态势，前两个季度的

增速高于后两个季度，工业行业复苏状况相对于

其他行业较为强劲，整体围绕加快推进产业数字

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发展。

那么中国控制阀行业在 2021 年的市场表现情况

如何呢？各国知名控制阀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销售

情况又表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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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控制阀行业

销售排行榜

石油化工企业的工艺安全部门一般会有安全审查的活动，采用 HAZOP 分析或风险矩阵等方法对安全阀

进行风险评估，在安全阀动作时流入的流量应小于安全阀额定的排放量，工厂通常采用限流孔板来限制流量，

这种限流孔板要求具有安全仪表功能（SIF），其 SIL 等级通常为 SIL2 或 SIL3。这种做法已经在某跨国化工公

司的安全仪表系统（SIS）规范里已作出规定，并已在其全球的工厂里广泛应用。本文将对用于这种场所的限

流孔板的设计和计算做详细介绍。

排行榜   Top50 Brand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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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 CONVAL® 软件中通过 COM 接口实现批量数据
      计算和导入导出

这对于工程公司自控专业设计以及控制阀、节流装置、热偶套管等流体装置的计算

及技术选型工作而言非常重要，因为通过这种创建的 COM 接口文件不仅可以实现快速

的数据批量计算以及数据导入导出功能，还能为用户避免大量的重复性甚至是低技术含

量的数据录入工作，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降低错误率。

50  正确选型防喘振阀以提高工厂产能
在关键的压缩机应用中，需要高度的可靠性和精确的控制，否则会因喘振引起的性

能故障付出高昂代价。喘振的特点是压缩机的快速流量逆转，这是由压缩机内流量模式

的大规模分解造成的。喘振通常会在低流量发生，例如下游需求减少时。当流量减少到

某个最低点以下时，工况变得不稳定，流体通过压缩机从高压侧向低压侧移动。这对设

备造成了非正常的压力，尤其是对工厂关键和昂贵的设备——压缩机。

60  高压大口径 V 形球阀的设计及应用
在大口径管线的工况下，一般使用大口径的球形控制阀进行调节，但是大口径球形

控制阀的结构很复杂，设计制造成本非常高，为了降低投资成本，很多用户和设计院都

会选择 V 形球阀作为大口径控制阀的首选。但是 V 形球阀在口径较大时，尤其是口径大

于 DN300 时，泄漏等级不高，最多只能达到 IV 级泄漏，且调节压差能力不高，大幅限

制了 V 形球阀的使用范围。因此，设计和制造出能够满足高压、高温、高压差、低泄漏

的 V 形球阀迫在眉睫。

58  Flowserve 协助全球合作伙伴改进流程设计

通过在项目早期设计阶段的合作，Flowserve 和工艺许可方

合作沟通了关于工艺和控制阀之间相互作用的关键反馈。这有助

于在项目的早期设计阶段进行调整，最终有助于缩短工厂的启动

时间，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提高效率。2021 年，这家领先

的工艺技术许可方与Flowserve合作设计了一座大型世界级工厂。

作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Flowserve 使用最新的控制阀技术 Valtek 

Mark 100 阀门——评估并模拟了一个解决方案，旨在克服以前项

目中遇到的局限性。

64  控制阀的选型、控制原理及流量系数的简要计算
在常见的蒸汽加热工艺

（换热器）中，我们通过蒸汽

控制阀来控制被加热温度的

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控制阀

的正确选型将会直接影响是

否能够满足工艺温度控制的

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

下如何选型一台合适的蒸汽

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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