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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 additiv emanufacturing，AM）又

称3D打印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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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材制造在控制阀行业的增材制造在控制阀行业的

应用综述应用综述

技术，集成了CAD、CAM、

CNC，新材料技术以及激光技

术等多种先进技术。相对于传

统的材料车、铣、钻、磨等切

削加工技术，增材制造技术是

采用材料堆积叠加的方法制造

三维实体的技术。在阀门行业

的增材制造技术应用是近五六

年的事，在阀门零部件制造过

程中，主要涉及的增材制造工

艺有 选择性激光烧结、选择性

激光熔融和电子束熔化技术。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面积有限、通风

受限，存在油气泄漏易发生火灾爆炸的风

险，被动防火设计作为预防和避免海上油

气生产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的重要保障，在

安全保护设计中越来越受到重视。阐述了

紧急关断阀被动防火保护的目的、实现的

方式、基本功能要求及标准体系等，探讨

了紧急关断阀的被动防火设计和实施方

案，并总结了紧急关断阀防火罩的功能设

计和实施的技术要点。

这类排放正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驱动开关型或调节型阀门的方式

有很多种，包括电动执行机构、

由空气或天然气驱动的气动执行

机构，以及液动执行机构。几种

方式各自有其应用的优缺点。

在应用于远程控制的天然气管

线阀门时，由于现场位置、阀门

尺寸，以及阀门失效时安全复位

的要求等种种限制，选择就更少

了。

燃烧排放是由燃烧器、火炬、加热器或其他气体燃烧设备燃

烧造成。泄放排放则是由天然气驱动设备的甲烷排放造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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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CONVAL®软件热力学介质数据库为控制阀正确计算选型
      提供有力支持

最近在访问一些国内控制阀厂家时，经常听到反馈由于数据的错误

或缺失而造成的阀门选型不当，并且，往往被用户误认为是产品的质量问

题。由此可以看出，在控制阀选型计算中使用正确工艺介质参数的重要性。

CONVAL®软件中除了提供的5000多种标准的工艺纯介质数据库外，同时也

提供了热力学介质数据库，增强了介质的计算分析和阀门的选型优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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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浅谈超低温阀门低温试验阀门连接工装设计

超低温阀门在完成阀门装配后除了

需要像常规阀门在常温条件下对阀门进

行壳体耐压强度、泄漏量等一系列出厂

检验外，还需将阀门连同工装一起放入

低温槽浸入液氮中，进行低温性能及动

作试验。试验装置见图1。由于阀门口

径、压力及连接形式等各有差异，因此

阀门连接处的工装也需根据试验阀门的

特点单独设计相应的工装。

54  轴流式调节阀运动副热间隙补偿计算和分析

运动副热间隙的合理性是轴流式调节

阀动作顺畅的先决条件。提出运动副最佳

热态时间点（2100s）的设想，此为热间

隙补偿计算的重要前提；推导出热间隙补

偿值公式，得到运动副在500℃高温工况

下需补偿约0.35mm间隙值，辅以有限元

仿真的方式得到调节阀中运动副的最大位

移值约为0.31mm，两者相差不大，表明

本次补偿方法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60  石膏板行业蒸汽系统高效应用
干。然而近年来，环境污

染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绿

色环保成为全民关注的话

题，同时绿色发展已被提

上国策的高度。绿色发展

的重点之一是调整经济结

构和能源结构。为推动绿

色发展，国家“十三五”计

划将能源结构的调整和改

革作为一个重要项目，随

着环保减排目标的明确要

求，石膏板行业急需一种

环保、高效的热源介质。

专栏

石膏板生产工艺流程图如下，目前国内普

遍采用煤为热源对石膏及石膏板进行煅烧和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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