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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LDPE装置PDS高频阀应用及改进措施
本文介绍了某石化公司线性低密

度聚乙烯装置（LLDPE）工艺特点以

及PDS高频阀对装置平稳运行的重要

作用。阐述了PDS高频阀的执行机构

和阀座的结构特点，针对出现的阀门

内漏、卡堵、执行机构故障串气等常

见问题，提出了阀体定位板加固，阀

杆和阀座部位改造等优化措施。实际

应用表明：改进优化后PDS高频阀故

障率显著降低，保证了阀门长期正常

运行。

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40  电磁阀在乙烯装置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措施
某石化公司乙烯装置裂解炉因其工况复杂，物料具有易燃易爆等特性，配置了大量的电磁阀控制

相应的调节阀、切断阀。介绍了SIS执行单元配置及电磁阀工作原理，重点探讨了单电磁阀配置中误动

作，双电磁阀配置中拒动作影响裂解炉安全停车的情况，进行了独立、冗余型双电磁阀改造。消除了

裂解炉装置不能安全停车的隐患，实现在线运行状态下对故障电磁阀的维护和更换，确保裂解炉长周

期、安全、稳定的运行。

数字阀门定位器数字阀门定位器

关键技术综述及中国制造思考关键技术综述及中国制造思考
中国智能制造正以创新驱动和智能转型推动新一代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度融合，以网络化、数字

化、智能化实现智能制造。阀门是工业之母，在流程工业过程控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数字阀

门定位器作为代表工业4.0和阀门数字化的关键设备，不仅关乎流程过程控制的产品品质和能源效

率，还关乎我国阀门数据安全。因此，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十四五”发展规划，首次将智能阀门定

位器纳入发展重点。在此背景下，本文综述了国、内外研发数字阀门定位器的技术路线和核心关键

技术；分析了国内智能阀门定位器的市场容量、技术现状、行业痛点及发展机遇；指出了喷嘴挡板

技术是研发数字阀门定位器的主流技术路线的观点；给出了在线故障诊断技术可以借鉴Foxboro经

验的建议；提出了政策引导、创新驱动、合力发展，是早日实现数字阀门定位器中国制造的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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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ORBINOX三杆阀检修与气缸优化改造经验浅谈
本文介绍了分子筛纯化系统顺控运行中三杆阀

阀门出现的故障及原因分析，提出对分子筛三杆阀

进行预防性检维修并针对执行机构气缸进行优化改

造，确保三杆阀开关时间可靠、分子筛顺控程序运

行稳定。通过对该三杆阀的检维修措施及执行机构

气缸优化改造，在后期运行期间效果显著。从而保

证了分子筛安全运行的可靠性。

52  定位器反馈杆安装位置对调节精准度的研究
阀门定位器是气动调节阀的关键附件之

一，其作用是把定位器装置输出的电信号变成

驱动调节阀动作的气信号。它具有阀门定位功

能，既克服阀杆摩擦力，又可以克服因介质压

力变化而引起的不平衡力，从而能够使阀门快

速的跟随，并对应于调节器输出的控制信号，

实现调节阀快速定位，提升其调节品质。定位

器通过自整定程序，使得定位器的位置传感器

信号与阀位成对应比例关系，定位器处于稳定状态。当反馈杆反馈阀门的开

度位置发生变化时，定位器输出气源信号使得执行机构气室压力发生变化，

从而推动执行机构的推杆运动，使阀杆定位到新的位置，定位器的传感器信

号重新与阀位相对应，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56  浅谈球阀扭矩计算
高压差和流阻小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

钢铁、冶金、石油、化工等工程的管网

中，其中部分产品不但可以作为切断阀

使用，而且可以用于调节功能。从球体

的固定方式分类有浮动球及固定球两种

形式，球阀扭矩主要是介质压力和密封

预压力挤压球体，球芯与阀座之间产生

摩擦扭矩、阀杆与轴承、填料之间产生

摩擦扭矩等。本文简明扼要的阐述了球

阀扭矩的主要计算公式及方法。
球阀因其可快速的切断特性

以及耐气蚀、寿命长、易维护、

众所周知， 蒸汽系统中工

艺疏水至关重要。冷凝水在蒸

汽系统中如果无法及时排除，

不 仅 会 影 响 换 热 降 低 生 产 效

率，影响产品品质，甚至会引

起水锤，产生安全隐患。如果

疏水阀泄漏，便会造成能源浪

62  关于蒸汽疏水阀安装问题的小建议

专栏

费，导致生产成本提高。所以选择一款品质优良又合适的疏水阀至关重要。

虽然很多用户选择了品质优良又合适的疏水阀，却往往因为安装问题没有达

到理想的使用效果，不免有点可惜。本文通过简单介绍疏水阀管道布置的一

些注意事项，并辅以真实案例供您参考，助力疏水阀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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