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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匆匆二十年，仿佛在弹指一挥间。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翻天覆地发展
日新月异的二十年，是中国控制阀迅猛发展的二十年，也是《控制阀信息》从创立以
来二十年，很荣幸赶上这样的时间窗口，也很坚定选择了这样一个行业，与所有读者
在这过去的 20 年间共同努力、风雨共济，还是萤火之光，不管星火燎原，这搭建的
这样一个平台上，我们始终以拳拳之心铺就和见证行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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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IEC 60534-4:2021《工业过程控制阀——第4部分：检验和例行试验》的
新版变化及探讨
全通径阀笼

缩颈阀笼

根据2021年底发布的新版IEC 60534-4国际
标准的主要变更内容，探讨有关控制阀阀座泄漏
等级选择与计算的几点疑问，提出了用于调节工
况的控制阀阀座泄漏等级选择Ⅱ～Ⅳ级（包含
Ⅳ-S1级），具有切断工况的控制阀阀座泄漏等
级选择Ⅴ级和Ⅵ级的观点。

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44 各类阀门选型的基本知识
正确选取调节阀的结构型式、流量特性、流通能力；正确选取执行机构的输出力矩或推力
与行程；对于自动控制系统的稳定性、经济合理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计算错误，选择不
当，将直接影响控制系统的性能，甚至无法实现自动控制。控制系统中因为调节阀选取不当，使
得自动控制系统产生震荡不能正常运行的事例很多很多。因此，在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过程中，
调节阀的设计选型计算是必须认真考虑、将设计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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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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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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凯姆斯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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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ory

50 润滑油系统中的艾默生自力式调节阀

根据工艺需求，工业用户所使用的关键设
备——压缩机、泵、变速机等需要配备专门
的润滑油系统。满足一定压力要求的润滑油、
控制油、密封油能给机组提供良好的润滑及降
温，更大限度的延长其使用寿命，从而确保昂
贵的机组设备安全平稳运转。

52 用CONVAL®软件对液体介质中含有溶解气工况的
控制阀计算选型
我们在进行控制阀计算选型时经常会遇到液体中含有溶解性气体的场
合，当这种混合介质流经控制阀并进行减压后，在阀体内缩流处或阀后的压
力可能会低于混合介质的饱和蒸汽压，这将导致介质在阀后会发生部分闪
蒸。由于部分介质的闪蒸使其密度降低，在控制阀选型计算时反应的现象通
常是阀门出口流速变大、计算Cv值变大，要求选择口径更大的阀门以保证其
被安全、可靠地使用。

56 金属硬密封球阀密封面强化的应用

球体及阀座密封面的耐磨材料和工艺是金属硬密封耐磨球阀最关键的技
术之一，密封面耐磨材料及工艺的选用需要考虑使用工况的压力、温度、腐
蚀性、介质硬度，颗粒度等因素。此外，还需要考虑密封面耐磨材料与基体
的结合强度、耐磨层的厚度、硬度、孔隙率、稀释率、硬度均匀性、抗擦伤
性能及基体材料的硬度、强度等因素。

专栏
60 浅谈制药行业纯净蒸汽系统设计的关键点
纯净蒸汽作为常用的加热
和灭菌介质，在制药工艺中被
广泛地使用。因此，在各国的
制药规范中，均对纯净蒸汽的
品质做了严格的规定。本文将
从制药蒸汽工艺应用的角度探
讨洁净蒸汽系统的设计要点，
以及如何保障灭菌工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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