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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加工阀体轴孔夹具及加长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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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长钻是根据所需长度加工好加长杆 ，然 

后进行胶接 。为保证胶接面滹洁，可用汽油或丙 

酮清洗 。溶剂挥发后，在胶接面涂上厌氧胶，可 

单面涂 ，也可以双面涂．涂胶量应确保填满胶 

接接缝，组装时可适当移动或转动零件，使涂 

胶均匀。组装后，厌氧胶在隔绝空气的金属接 

缝中迅速固化，室温 20～25℃时，5分 钟能定 

位，完全固化则需 24小时。固化前 ，不要强力 

改变胶接层的相互位置 ，以免严重影响胶接强 

度。胶接表面粗糙度 R 一12．5～6．3pm为宜， 

R 超过 1．6 Ltm时 ，胶接强度将降低一半左右 。 

胶接 间隙应不大于 0．05mm，增大间隙，胶接 

强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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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路阀门若干问题的解决途径 

哈尔滨电机厂 闶凤宾 丁H f弓午 

笔者在国外工作期间，无论在经济发达国 

家 ，还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所看到的正在运 

行的水管路阀门，第一印象就是质量很好 而 

在国内某些高级宾馆水房、厕所里的瓷砖或马 

赛克上经常看到由阀门漏水造成的斑斑锈迹。 

另外，国外水 电设备制造厂家生产的水阀 

性能往往优于其通用阀门厂家的产品，这也许 

是其产品的重要性使然。同样，我国的一些水电 

设备制造厂生产的大中型球阀和蝶阀．通过吸 

收国外技术和 自身的积极努力 ，质量迅速提高。 

若能把有关成果引入通用阀门也许有利于通用 

阀门行业的技术进步。 

1．外漏 

国产水阀，小到家用水龙头和截止阀，大到 

直径数米的闸阀、蝶阀，在阀杆或阀轴处成年累 

月向外渗水甚至喷水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 

因是采用石棉盘根或油麻盘根类密封结构。这 

种结构在国外 已基本淘汰，而采用 O形、V形 

或 U形橡瞪密封圈。若工作水压小于或等于 

2．5MPa时，使橡胶硬度大于或等于 70邵尔； 

工作水压大于或等于 3MPa时，使橡胶硬度大 

于或等于 85邵尔，则密封性能和使用寿命将 

大大提高。 

2．内漏 

该问题对直径大于 40mm的截止阀和直径 

大于 200mm的闸阀尤为突出。近年来 ，我们已 

很少选用截止阀和闸阀。直径小于 50mm时， 

选用浮动式球阀。大于或等于 50mm时，选用 

球阔或蝶阀 过去我们认为，有调节流量要求 

时宜选用截止阀，但后来发现，球阀和蝶阀的 

调节性能更好 。 

国产的浮动式球阀全用碳钢，或全用不锈 

钢。碳钢的浮动球表面镀铬，一旦镀铬层剥落， 

密封性能即遭破坏。若浮动球改用不锈钢制作． 

阀体仍用碳钢 ，则可兼顾使用寿命和 制造成 

本 

由于球阀的制造成本较高，我们更愿意选 

用对夹式蝶阀。但目前大多数厂家只生产工作 

压力为 1MPa的小型蝶阀 ，适用范围很窄。国 

外已生产直径 3m，工作压力 6．4MPa的大型蝶 

阀 其中的关键技术是密封圈硬度为 80~90邵 

尔，为高硬度耐油橡胶或聚胺酯弹性体。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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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效 

这类故障闸阀最多。不装旁通阀的双闸板 

闸阀．水压超过 0．6MPa时．几乎无一幸免 以 

致近 1 5年来均改用 自行设计制造的针形阀或 

如图 l所示的阀瓣能离开流道的截止阀(专利 

号 86210279．3)。视水压大小 ，改用蝶阀或球 

阀，也可解决问题。 

图 1 阀瓣离开流道的截止阀 

图 2 网栅式节流阎 

水电站管路上的节流阀也经常失效，节流 

过程中振动也较大。图 2为国外生产的节流阀， 

其全开时的流阻系数仅 0．1。节流时，因栅孔径 

向分布，出流能量相互抵消，运行平稳+全关 

时密封性能又好，值得研制 

4 水流阻力损失大 

截止阀全开时的流阻系数约 2～3。球阀与 

闸阀的流阻系数按理可做到接近零，但很多国 

产阀田存在缩口而使其值为 0．2～0．5。通用阀 

门工厂生产的蝶阀其值大多在 0 l5以上 这类 

阀门用于主管路上必然造成巨大的能量损失。 

以百米水头为例+若流阻系数为 0．2+阀内水共 

损 失约 lm，即效 率 下 降 l 。对 于 总装 机 

1OOMW、年利用 40013小时的中型电站，年损失 

电能 1440MJ。若流阻系数降为 0．1，即可减少 

电能损失 720MJ。同理，装于提灌用泵站、自来 

水厂主管路等场合的主阀，其流阻系数的大小 

同样对经济效益影响巨大。因此 ，我厂生产的 

水电站进水阀非常注意降低此值。若用球阀，其 

值接近零 若用蝶阀，则控秕在 0．1左右 ，甚至 

更低。最近通过的水电站进水阀基本技术条件 

(国家标准)明确规定，水电站进水阀全开时的 

流阻系数不得大于 0．2。 

对于球阀，建议淘汰存在缩口的产品 对 

央式蝶阀则应如图 3，改穿心式为单板式 ，以减 

小对水流的排挤。对于直径大于或等于 500mm 

的蝶阀，则用通流式代替对夹式 ，使蝶阐在全 

开时中间、{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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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夹式蝶阀的蝶板 

a 穿 心式 b 平板式 

占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阀 门 一 33 

由上可见．只要将石棉盘根密封改变为0 

形橡胶圈密封即可解决外漏 问题 ，用球阀和蝶 

阀代替闸阀和截止阀可基本解决内漏和失效问 

题 ，取消球阀缩 口或对蝶板稍加改进就能大幅 

度减小流阻损失。上述改进办法国内都有成熟 

经验，技术难度不大 ，但牵扯种种复杂因素， 

要得到全面实施，还需有关厂家，有关科技人员 

做许多工作。 

图 4 通流式(双平板式)蝶板 

@ 

j； 一 超纯水中空纤维超滤装置用减压阀 

天津纺织工学院 型  娄国兴 -FH 2／ 

摘要 介绍了超纯水中空纤维超滤装置用减压阀在系统中的功能和作用，论述 了该阀的结构 

及I作原理 。 

主题词 _蔓 曼 噍醴§星 超 
“超过滤”作为膜科学的一种高新技术 ，7O 

年代末开始在我国研究和应用 国家在 七五” 

及“八五”期间都把“超过滤”的研究作为重大攻 

关项目。 

1987年，根据国家海洋局下达的课题 ，我 

们研制了用于电子工业超纯水终端处理的中空 

纤维超滤装置 为保证系统在纯水制备时压力 

波动不大于 1o ，并防止大于 30 的意外压 

力波动损坏中空纤维．根据超滤膜的特性研制 

了减压阎。实践证明，该减压阀为超滤装置提 

供了较稳定的压力，使超滤速率得以保持在最 

佳水平。 

I．结构及工作原理 

超纯水中空纤维超滤装置对减压阀t图 1) 

的基本要求是：受湿部件应无金属离子及异物 

脱落，以保证超纯水的电阻率。受湿部件应便 

于清洗消毒。工作压力是 0、15～O．20MPa，为缓 

解超滤膜的极化现象，流体最好能提供 5 的 

压力(或流量)波动。这样便降低了该减压阎对 

静态偏差的要求．使阀的结构简化 ，减少 了不 

必要的零件 ，也减少了死角，便于清洗 消毒 

为了保证无金属离子及异物脱落 ，受湿部件端 

盖、阎体、密封盖、阀瓣及平衡块选用聚酰胺制 

造，密封垫，波纹硫选用尼龙和丁腈橡胶制造。 

为了使装置的整个系统能够充消毒液或药藏浸 

泡，把阻尼孔设计在阀的进 口。当弹簧没有预 

紧力时．该阀具有截止阀的作用。 

该减压阀的工作原理为，在弹簧没有预紧 

力时．进 口压力 P作用在密封盖上的同时，也 

通过阻尼孔作用在平衡块上。因为平衡块受力 

面积大于密封盖，所以阀瓣上移．密封盖与平 

衡块密封．没有P 输出。此时．该阀具有截止阀 

功能。拧动调整螺钉，可顶开密封盖，介质由进 

口通道经阀瓣节流 口从出口排出，出口压力 P 

受阀瓣开度的影响。当开度增大时，阻尼降低， 

输出压力P 增高。当开度减少时，阻尼增加， 

输出压力P 降低。当弹簧力与进 口压力P作用 

在平衡块上 ，密封盖上的力平衡时，开度基本 

为一个常量。此时 ，输出压力 P 也基本稳定在 
一 个值上。当P增加或园流量增加引起的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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