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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正确地选择调节阀，必须根据用户使用场所的流体特性，压力、流量、温度等工况参数计

算控制阀流量系数，并以这个计算流量系数为基础，选择合适的阀门结构型式和公称通径，所以选

用每一台控制阀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计算工况的流量系数KV（或CV）。为此控制阀制造商先后提供了

各种计算公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推出了阀前重度法（γ1法）、阀后重度法（γ2法）、平均重

度法（γM法）、前苏联推荐过压缩系数法（ε法），本文主要讲述控制阀流量系数三种计算方法的

比较。

控制阀流量系数控制阀流量系数

三种计算方法的比较三种计算方法的比较

42  如何优化工厂蒸汽调节和减温系统？

46  通过CONVAL®软件可靠性指数Ri功能进行控制阀计算选型实例分析

现代电厂和各类流程工厂对特定温度和压力下蒸

汽的需求正日益增加。如今电力企业高度重视多元化

运营策略，通过优化循环运作、日常启停及温度控制

等方式，实现高峰时段满负荷运行，提高工厂效率。

同时，一些石油化工类过程工厂也在通过蒸汽调控实

现有效温度控制，提升工厂可靠性和运营效率。这些

过程蒸汽常常需要通过减温系统进行调节，以达到特

定的工艺条件，提高工厂运营热效率。

最近炼油厂技改项目中，用户选择了一台DN4''

的偏心选择阀，工艺管道尺寸为8''，发现控制阀石脑

油入口压力基本接近工作温度下的该介质的饱和蒸汽

压力，部分介质将产生闪蒸，由于选择的阀门口径太

小，导致带闪蒸成分的石脑油出口流速过大，对阀门

出口处及下游管道造成严重磨损。后来通过CONVAL

软件对应用工况的阀门进行了计算分析，计算的阀门

可靠性指数Ri提高了选型质量，计算出不同规格口径

的阀门的Ri结果。

喷水控制阀

喷水

减温器

蒸汽

温度变送器（TC/TE）

TE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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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新型联锁电磁阀独立、冗余、在线可维护的方案的实现
石油化工装置中，为确保工艺

正常生产运行，调节阀、切断阀能

快速、有效动作，配置了大量电磁

阀。电磁阀的稳定、可靠运行，对

实现装置平稳运行，取得较好的经

济效益，起到至关重要作用。针对

运行装置中单电磁阀存在的因SIS安

全仪表系统输出DO信号线路故障或

因单电磁阀线圈断路、短路或接地

等，单电磁阀失电误动作，造成装

置停车等情况，改造运行中双电磁

阀配置存在的问题，采用独立、冗

余、可维护、新型二选二电磁阀方

案。

54  制氢装置小口径高压差锅炉给水阀国产化更换
相关改造更换的方案进行论述，

结合具体的改造方案，对于制氢

装置小口径高压差锅炉给水阀冲

刷，振动，噪音大原因进行分析

并查找原因，并且通过对制氢装

置小口径高压差锅炉给水阀实施

改造，特别对于进口关键小口径

阀门使用一段时间若现场使用工

况流量，压力发生变化，导致现

在阀门不能满足现场使用。

本文对制氢装置小口径高压差锅

炉给水阀冲刷，振动，噪音大情况进行

48  气动控制阀自备储气罐容积计算方法
主要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通过气源

推动执行器气缸内的活塞或者薄膜运

动从而带动阀门开关动作。控制阀储

气罐可以起到消除压力波动，保证气

源动力输出给气动执行器的连续性，

更为重要的是，储气罐可以作为备用

动力源，实现控制阀的故障安全位置

并可以保障执行完工艺要求的安全行

程数。

气动控制阀是流程行业中最常

用的执行元件，气动控制阀执行器

蒸汽是由水变成的，

因此蒸汽作为安全，洁净

的传热介质，被广泛的应

用在食品饮料、制药、化

工等行业中。蒸汽本身并

不存在碳排放，蒸汽只是

热量的载体，碳排放来自

于产汽的蒸汽锅炉。一般

情况下， 工厂内的蒸汽

有两种获取方法，自有锅

62  如何进行蒸汽锅炉的碳排放核算

专栏

炉产汽或者外购蒸汽，这两种获取方法的碳排

放核算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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