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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阀观察   Viewport3434

作为国内石油化工领域控制系统代表企业的中控技术，其产品涵盖控制系统、工业软件、仪器

仪表及相关产品（如智能压力变送器、信号类仪表、流量仪表等）、控制阀产品如调节阀、切断阀

等，从十二年前成立浙江中控流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控流体”）专注耕耘拓展调节阀产

品这一终端控制元件，其在流体控制领域的工业自动化产品形成闭环体系化。特别是近两年，其在

控制阀智能化方面动作颇大，2020年，中控技术投资建设100余亩在杭州富春江畔中控产业园打造

的控制阀智能工厂投用，其柔性生产交付能力和产品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中控流体的销售额也年

年攀升，产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今天我们来盘点中控流体的智能化蜕变以及对未来的布局。

智能化蜕变  布局未来

控制阀综述  Market Overview

调节阀行业都了解一个术语——“阀阻比”，它是指调

节阀全开时，阀两端的压差ΔPV与所在系统全压差ΔPS之间的

比值，常用字母S表示。这个S值的大小会影响泵或压缩机的

能耗，同时也影响流量特性，当S值变小时，调节阀的流量特

性从固有特性畸变成工作特性（又称安装特性）。

12  低S调节阀为什么没有被广泛采用？

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40  Ethernet-APL的问世和控制阀的故障诊断和预测技术
从控制系统到现场控制阀之间信息传输先后有过4mA~20mA、4mA~20mA+HART、现场总线

等布线方式。当生产现场应用智能阀门定位器后，采用的是4mA~20mA+HART、现场总线的传送方

式，可以实现控制阀故障诊断和预测技术的开发。但因为传送的数据量较少、速度慢，限制了控制阀

故障诊断和预测技术的使用。Ethernet-APL技术在以太网高级物理层的基础上提高通信速度并增加传

送的数据量，这就为实现智能化阀门定位器的故障诊断和预测技术的提质增效敞开大门。本文介绍了

Ethernet-APL系统构成、特点、现有智能化阀门定位器的故障诊断和预测技术及采用Ethernet-APL技

术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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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蒸汽管道的振动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振动会产生疲劳损坏，并导致

爆管等灾难性事故。据估计美国每年因蒸汽管道振动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亿美

元，而我国每年类似的事故也层出不穷，造成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目前管

道振动的识别主要依靠人工巡检，依赖技术人员的技能，缺乏有效性和及时

性。而在线的监测系统比较缺乏，这与智慧化、数字化的发展要求不符合，

因此寻找一种在线监测系统的解决方案迫在眉睫。

64  浅谈蒸汽管道振动在线监测系统设计的关键点

专栏

44  供热用汽轮机旁路阀的选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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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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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选择正确的阀杆密封形式
调节阀和关断阀的阀杆密

封是实现长寿命可靠运行、减

少环境排放，将最终产品损失

降低的关键。如果密封方式选

择不当，阀杆处会持续泄漏，

不但增加运营成本、造成环境

污染，甚至使操作人员处于危

险之中。本文介绍了实现阀杆

密封的各种方法，帮助最终用

户选择适合其应用的阀杆密封

形式。

56  气动执行机构特氟龙涂层喷涂工艺介绍
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气动执行机

构的应用大量的增加，同时用户对产品可靠性、安

全性的要求逐渐提高，由于气动执行机构的气缸内

壁受压缩空气介质中的水分子腐蚀，极易造成气缸

体和活塞的锈蚀或腐蚀。锈蚀在气缸内极易剥落，

造成活塞组件与气缸壁擦伤加剧，导致活塞出现串

气、漏气现象，从而使气行器的输出力矩减少；甚

至更为严重的咬死气缸事故，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60  一种三偏心高温蝶阀结构简析
简述一种高温工况使用并采用独立式阀

座结构设计的全金属三偏心蝶阀；其保留三偏

心蝶阀结构优点外，通过独立式阀座结构设计

使阀板密封圈与阀座密封面密封比压得到了优

化。本文结合现场工况、结构解析、密封比

压、泄漏试验，介绍三偏心高温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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