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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j炼油厂催化裂化装置用特殊阀门的结构和特点，以及在装置中所起的 

作用，指出 j基本的设计条件和参数范围．阐逮 j设计及制造 中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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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炼油厂使用的阀门大部分是标准的普通 阀 

门．根据公称压力 、公称 口径、使用温度和介 

质等参数可直接从市场上采购。但也有一部分 

特殊阀门应根据工艺流程的需要，进行特殊设 

计。单件或小批量生产 。特 殊阀 门技术 含量 

高．设计及靛『造难度大，造价高，开发生产特 

殊阀门可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本 

文重点介绍炼油厂催化裂化装置所用的滑阀、 

塞阀、平板闸阀和高温蝶阀等特殊阀门。 

2 滑阀 

滑阀接滑板结构分单动滑阀与双动滑阀 2 

种。单动滑阀安装于连接再生器与反应器的催 

化剂循珂：管道上，用来调节催化剂流量或切断 

管路。依安装位置与用途不同又分为再生单动 

滑阀与待生单动滑阀。安装于再生催化剂管道 

上的再生单动滑阀的设计温度为 700～800℃， 

设计压力为 0．3～0．5MPa。安装于待 生催化 

荆管 道 上的 待 生单 动 滑 阀 的设计 温度 约 为 

550℃ 设计压力为 0．3--0．5MPa。 

单动精阀 (图 1)的阀体为焊接结构。为 

了抵抗高温催化剂的冲刷，阀体内表面衬耐磨 

刚玉衬里。阀座和滑板等内件采用耐高温合金 

钢制造，并在表面堆焊司太立合金或渗硼处理， 

或衬耐磨刚玉．也有的单动滑阀除衬耐磨衬里 

外．还衬保温隔热层，这样免去了外保温，称 

为冷壁单动滑阀 (图2)。冷壁单动滑阀的阀体 

可用 20钢板或 16MnR钢板焊接。滑阀的入口 

装有节流锥．除可使滑阀调节灵敏外。还能防 

止开度较小时发生催化剂 “架桥”现象。 

作蕾阿介：窟彪 (1962一)，男，内荣赤峰人，高工，从事阀门设计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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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口 

I 

拉崩信号 

1．导轨 2．阀体 3．耐磨衬里 4．阀座 5．柑板 6．阀盖 7 支架 8．位置指示嚣 9．传动装置 lO．控倒装置 

图1 气动单动精阔 

进 口 

1．耐磨村里 2．两体 3．篼热层 4．硬质合金密封面 5．填料函 6．支粜 7．电藏执行机构 8．位置指示嚣 9．阀杆 lO．措板 

图2 电液驱动冷壁单动滑阔 

单动滑阎的阎孔面积为 

A：— 些  (1) 
co 0△P·p·Op 

式中 G——介质质量流量 ，t／h 

C。——流量系数．待生单动精阎取0．8～ 

0．85。再生单动滑阎取0．9～0．95 

△P——阎压降，MPa 
— — 介质密度，1w,／~3 

p ：

1．1 8mP~
×10—2 P= 

T， x lu 

m — — 烟气相对分子量 

Tl——阎前介质温度，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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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阀前介质压力，MPa 

0，——阀开度．正常时取{}．其他工 

况取言～孝。 
阀开度面积为 

正方形阀口 

Ay
．
F= aS 

圆方形阀口 

当 S≤R时． 

如 ：

x

—

R2 x,
．~

R -S

一  ． (R—s) 

当 S>R时， 

A ，： +2R (s—R) 

式申 ——正方形阀 口边长，C：iTI 

s——阀行程。C：iTI 

R——阀开 口圆形部分半径，C：iTI。 

双动滑阀园隔热方式不同也有冷壁和热壁 

之分 (图 3、4)。双动滑阀安装于第三级旋风 

分离器出口与放空烟囱之间，或通往烟气轮机 

速气流不致造成内件偏磨．采用 2块对称的滑 

板，并且由各自的传动机构和自动控制系统控 

制而同步动作。当阀处于全关位置时 2块滑板 

之间仍有间隙，其面积占全开时面积的 l5％， 

因为再 生器不允许完全关 闭．以避免 损坏 主 

机 。该f困材料、f固体结构及加工等基本同于单 

动滑阀。 

双动滑阀的开度根据再生器与反应器之间 

的压差，通过气动调节器向f困的定位器发出气 

动信号，由气动马达 自动调整。f困位变速器将 

实际阀位以气动信号形式传至阀位指示器。 

进 口 

I 

图 4 电藏驱动冷壁双动滑阀 

双动滑阀的阀孔面积计算同式 (1)，其申 

C口=0．9～1．0。阀开度面积为 

A =b (S1+S2)+Ags 

式申 6——长方形开口宽度，C：iTI 

． 
Sl、s2—— 阀两侧行程，cm 

Ajcs ——15 96 f困全开面积，cm2 

# 3 塞阀 

糟 塞阀 (图 5)是同辅式提升管催化裂化装 

图 3 气勃双勃 精阀 

及废热锅炉的热气管道上 ．用以控制再生器与 

反应器的压力平衡，其性能直接影响再生器与 

反应器的压力调节及系统的平稳操作。 

双动滑阀的设计温度为 700～900℃．设 

计压力为 0．18--0．5MPB。为了使通过阀的高 

置的关键设备之一。该f困也分待生管塞f困与再 

生管塞阀2种．分别装于待生立管下方和再生 

器底部再生立管的下方。正常时，待生管塞阀 

用于调节待生催化荆的循环量，以控制汽提段 

的料位。其设计温度为 550～750℃．设计压 

力为 0．3～0．4MPao再生管塞阀用于调节再 

生催化荆的循环量．以控制提升管口温度。其 

设计温度 为 700～750℃。设 计压力为 0．3～ 

0．4MPa。当装置开停 工或发生事故时，塞 阀 

接电挂疆动执行机柑 

粕●  

按气动执行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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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作为切断阀使用。由于塞阀的可靠性和 

调节性对 同轴式催化裂化装置的运行有非常重 

要的影响．所以工艺要求严格。 

3 

箍黯 

进 口 

1．传动l盼 2．榭  信箱 3．弗胀指示器 4．节瓣幢 5．一座 

6．闷头 7．阀杆 8．反应器 9．开启指示嚣 l0．控倒部分 

图 5 塞阀 

①适应性 塞阀是利用伸入到再生器内的 

阀头实现流量调节的，因此，阀头应能适应立 

管在温度变化过程中的膨胀与收缩，并根据工 

艺要求适时开启或关闭。 

②灵敏性 为了确保工艺操作中的调节质 

量，要求塞阀有相应的灵敏度，阀杆在任何位 

置的位移量都应与信号变化相适应。 

@可靠性 在各种条件下塞阀都应操作可 

靠 ，并能在30s内实现完全关闭。 

塞阀为立式安装，阀头为锥形，为了抵抗 

高温催化剂的冲刷 ．节流锥 、阀座与阀头均衬 

有耐磨剐玉衬里，过流部件表面喷焊司太立合 

金或做渗硼处理。弹簧补偿箱和自控部分可自 

动吸收和补偿主管在升温过程中的膨胀收缩。 

塞阀的启闭或开度控制由气动调节信号通过阀 

上定位器实现．并设有极限位置保护机构。执 

行机构有气动和电液联动两种。 

塞阀阀孔面积计算同式 (1)．其中 C。= 

0．8。 

阀开度面积 (图 6)为 

图 6 塞阀开度面积计算筒图 

Agt= (Dc—htfina·oc珥口)h·tfina 

式中 —̂—阀实际行程．廿n 

h= h。一 h． 

。̂——阀杆移动总行程．cm 

。̂—— 中心主管的实际膨胀量，廿n 
— — 阀座节流孔直径，crn 

a——阀头锥角，’ 

4 高进平板闸阀 

在催化裂化装置能量回收系统中．为了切 

断烟气进入烟气轮机，需在烟气轮机入口处设 

置烟气切断阀。通常安装—个高温平板闸阀和 
一 个高温蝶阀，串连使用。 

高温平板闸阀是大型切断型阀门 (图 7)。 

该阔垂直安装在高温蝶阀前的水平烟气管 

道上。烟气轮机正常工作对．此阀处于全开状 

态。一旦发生故障或停车时，则可通过气动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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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机构迅速关闭此 阀，切断烟气。 

阀门入 口端有 四个均布的吹扫蒸汽入 口． 

可将沉积在密封面以及阀盖 内的催化剂吹出。 

另一侧设置的冷却系统可及时使阀板等零部件 

得到冷却．以此保证阀门稳定工作。 

1．柔性石墨密封垫 2．饲阀体 3．柔性石墨密封座 4．石墨 
石棉模压填料 5．上阀整 6．主阀体 7．闸板 8．下阀盖 

圉7 高温平板闸阀 

闸板为光滑平板，运行于镶嵌在阀体上的 

两个环状柔性石墨压制的阀座之间，无论是全 

关还是全开，阀座始终与闸板紧密贴合，以保 

证密封副不受介质的冲刷。由于采用了软密封 

形式，闸板与阀座不需要研磨，且不受高温变 

形的影响。执行机构与阀杆用对开套相连，必 

要时也可以手动操作。 

高温平板 闸阀的工作温度一般为 650℃， 

工作压力为 0．25MPa。 

5 高沮蝶阀 

高温蝶阀是一 种大型调节阀 (图 8)，用 

于倦化裂化装置的能量回收系统，安装在烟气 

轮机与高温平板闸阀之间的管路上，既可与双 

动精阀分程控制再生器压力，也可调节进入烟 

气轮机的烟气流量。 

高温蝶阀阀体为板焊结构 (1Cr18Ni9Ti)． 

内有耐磨防冲台阶。台阶表面与蝶板周边堆焊 

耐高温的硬质合金。阀体与蝶板为偏心结构， 

以阀杆驱动端定位，这样能够保证在高温条件 

下阀内件朝另一端 自由膨胀 。 

圉 8 高强蠊 阎 

高温蝶阀一般有正常调节与紧急关闭两个 

控制回路，有气动或电液动执行机构，同时也 

有手动控 制系统。该 阀还具 有快速关 闭的特 

点．气动执行机构关闭时间应<5s，电液执行 

机构关闭时间应<ls。 

合理确定蝶阀口径和正确选择执行机构的 

输 出扭矩至关重要。一般应根据烟气流量和所 

要求的压降计算流通能力，然后再按流通能力 

曲线选定阀门 口径。一般情况下，理想的工作 

角度范围在 30‘～75’之间，此时的调节性能比 

较稳定。执行机构的输出扭矩通常按蝶阀所需 

转矩的 1．5倍选取 。对于调节性能需求严格的 

场合，为了保证 阀门的灵敏度和工作稳定性． 

执行机构的输 出扭矩最好为蝶阀所需转矩的 4 
～ 5倍。 

6 结语 

设计和制造特殊阀门时，应进行详细的调 

研，了解介质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工艺参数、 

连接尺寸以及装置对阀门的具体要求，甚至需 

要做一些现场测绘，以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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