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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调 式 密 封 填 料 结 构 

旅顺阀门厂 周国全 

在阀杆(轴)的密封填料处，填料与填料函 

内壁的问隙密封称为静密封，填料与阀杆(轴) 

之间相对运动的密封称为动密封，动密封是决 

定密封性能的关键 采用可调式密封填料结构 

(图)．可使密封件均衡受力，保证密封。 

可调式密封填料结构的填料块外侧有密封 

圈与填料函实现静密封 填料块内侧有3 ～5。 

斜度，当阀杆停止运转时，靠填料压盖下边弹簧 

的作用力，使填料块沿轴下移，建立新的密封力 

平衡，实现动密封。 

这种结构适用予规格不同的暗杆阀门的阎 

对蒸汽装置产生的高温凝结水及各种废 

液．一般使用离心回收及加压输送。然而，使用 

离心泵后，要对蓄积凝结水等所使用的泵和罐 

进行液位控制时，需要安装控制泵的电控设备， 

相应增加了工程造价及成本 因此，在电力工程 

不易防爆的工况环境中，经常有分散着的少量 

凝结水不予回收的现象。 

同时，在以蒸汽作为热媒对被加热物质进 

行温度控制的设备上，设备的传热面积较大。在 

低负荷时．蒸汽室内的蒸汽压力会降至低压或 

负压，出现凝结水不易排出的现象。 

日本 TLV公司开发的 GB和 GT型泵式 

蒸汽疏水阀即使不用电力，也可以回收及加压 

输送凝结水和废液。而且，还能自动地排出蓄积 

在蒸汽设备上不易排出的凝结水。 

二、凝结水的回收与排出 

在工厂里，蒸汽作为热媒被大量地使用．产 

图 可调式密封填料 

I_闫杆(轴) 2·一母 3·填科压蓝 4·弹羹 

1．散热片和加热罐等造成凝结揪滞冒 · 

(1)水击。 

(2)管道腐蚀。 

(3)加热不均等。 

2、凝结水被污染不能回收 

(1)铸锭槽内雨水。 

(2)废液等 

3．工程费用高，不回收凝结水 

(1)管道工程费用高。 

(2)泵和液位控制等电力设 及泄水箱等 

设备费用高。 

4．防爆区加大7工程难度 

(1)需要达到防爆标准的电气控制系统 

(2)不适宜泵的使用。 

5．维修费用高 

(1)泵的机械密封泄靖。 

(2)突发故障。 

(3)泵的选用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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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泵产生气蚀。 

三、GP和GT型泵式蒸汽琉水阀 

1．构造 

GP和 GT型泵式蒸汽疏水阎是利用以蒸 

汽或压缩空气作为操作气体的机动泵，通过阎 

体内浮球的转动，转换排气阀和给气阀的开关， 

控钢操作气体的供绐，从而达到加压输送凝结 

水及废液的目的。该装置内设加压输送凝结水 

及废液等专用的 GP10型机构和内装疏水阎的 

GT1O型机构(图1)。 

图 2 GT10型 

2．动作 ／ 

阀体内的气体从排气阀排向大气或排向凝 

结水水箱，从而使凝结水平稳地瀛A。 

[GT]型 当一次压力大于背压时，疏水阀 

随流人装置中的凝结水量连续地排出凝结水。 

当一次压力讣 于背压时，滞留于阀体内的凝结 

水将浮球推起。， 

[GP]型 从人口止回阀流入阀体内的凝 

结水蓄积到一定量时，将浮球推起。 

[GT／GP]型 将浮球推到上位后，速动机 

构开始动作，将排气I嘲关闭，进气阀开启。用进 

气压力通过出口止回阀将凝结水排出，起到了 

泵的作用．当浮球降至下位后，速动机构再次动 

作，将进气阀关闭。，排气阀开启，使凝结水流入。 

接着，反复这一循环动作。 

3．特性 

(1)泵式蒸汽疏水阀不使用电力，其液位 

控制不需要电气仪表测量。 

(2)不易发生气蚀，适用于高温凝结水的 

回收。 

(3)扩大了压力使用范围，一般为0．03～ 

1．05MPa 当操作蒸汽压力为0．69MPa．背压 

为1．0MPa时，可以有 6．65kg／h的输送流量。 

(4)当操作 压力 为 o．34MPa，背 压为 

0．10MPa时，平均为 lt／h的凝结水量，仅需要 

(b) 

图 3 GT型 

(a)排气 (b)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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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装置及特性 

约3kg的蒸汽用量。因此，可减少设备运转费 

的支出。 

(5)按照用途，装置内存在从正压到负压 

的变化。因而，造成了凝结水排除上的最大障 

碍。采用内装蒸汽疏水阀的GT10型装置作为 

大容量疏水阀使用，可以克服这一弊端。例如， 

当使用温度控制阀进行控制的热交换器处于低 

负荷时，控制阀的作用被削弱，热交换器内的蒸 

汽压力降低，难以克服疏水阀内的负压，出现凝 

结水在热交换器内滞留的情况。 

这种现象被称为“失速”．一旦发生 失速” 

的现象，就会在一部分或全部的加热盘管内出 

现凝结水的滞留。当热交换器的负荷发生变化， 

被加热物的出口端的温度所对应的饱和蒸汽压 

力大大地低于疏水阀的背压时， 失速 现象就 

会发生。相反，当被加热物的出口端温度对应的 

饱和蒸汽压力大大地高于疏水阀的背压时，为 

了避免再发生“失速”的现象，依据一次压力与 

背压的关系，设计出适用性较强的抑制装置。 

用 GT10型作为抑制装置，即使在热交换 

器内的蒸汽压力大大地高于蒸汽疏水阀的背压 

时，也能保证蒸汽疏水阀的正常功能。另外，当 

热交换器 内的蒸汽压力低于背压时，可利用操 

作气体的压力(通常比背压高 0．1MPa以上的 

压力)排出凝结水。因此，即使发生“失速 现象 

也可以排出装置的凝结水。 

(6)对于泵式蒸汽疏水阀的人 口管、出口 

裹1 抑制系统的选用 

压力关系 适用的椭 0系统 

P2> Pl_t 

Pl蛐 >P=>P1呻 

Pl一 >P2 

Pl～  

Pl—  

P! 

泵式琉水阀 GP型 
亲式琉水阀 GT型 
自由浮球式蒸汽疏水阀 

最大负荷时的蒸汽压力 
最小负荷时的薰汽压力 

背压 ， 

管、给气管和排气管等可按照原安装进行维修 

和管理。因此，缩短了维修用工时。 

(7)采用独自的速动机构，动作频率最高 

的给气阀与排气阀的转换部件延长了使用寿 

命。 

(8)对于有强度要求的零件，采用经过热 

处理的不锈锕材料。另外，对滑动部位全部进行 

特殊表面处理。通过提高耐磨损性能和减小滑 

动阻力，增强装置的耐久性。 

4．性能 

(1)节能效果 

① 在某些炼油厂，利用泵的给水功能，采 

用泵式蒸汽疏水阀回收油罐区内(温度为 

80"C)4000kg／h的凝结水，并加压输送到锅炉 

设备的贮存槽内，充分发挥其节能教果。当泵给 

水温度为 20"C时，每小时可以回收热量约为 

1GJ。 

② 在具有蒸汽压力变化从负压到高压的 

设备上，可排除及回收设备内的凝结水。 

③ 在对被加热物进行温度控制的蒸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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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上，可提高设备的热效率 3 ～ 5 。在消 

除水击和防止管道的腐蚀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效 

果。 

④ 由于本装置不使用电力，所以不需要使 

用电气测量仪表。这与在防爆区采用电动离心 

泵的方式相比，设备费仅是电动离心泵的1／3 
～ 1／5。 

⑤ 使用本装置加压输送 lt／h的凝结水仅 

需要约3kg的蒸汽用量。与以往相比，约减少 
一

半的蒸汽用量． 

⑥ 采用速动机构，以及采取增强零件的强 

度、提高耐磨损性和减小滑动阻力等手段，使设 

备更具耐久性，可大幅度减少设备的维修费用。 

(2)被创性 

① 采用逮动机构后，可在瞬间进行给气阀 

与排气阀的转换，从而不使操作气体(蒸汽、压 

缩空气或氮气等)流出，可防止困阀瓣和阀座的 

泄漏所造成的腐蚀(图5)． 

鼍螬水 

图5 速动机构 

② 直行式推杆机构(图6)作上下直线推 

动，将给气阔和排气阀垂直地推起，提高了密封 

性能。 

(3)经济性 

① 在一些化工厂，甩储罐回收凝结水，然 

后用离心泵将凝结水加压输送到泵室的热水箱 

内。高温凝结水不仅会造成泵的气蚀，还会有困 

机械密封的泄漏而造成的损失，维修费用高。使 

用本装置后，提高了机械密封的性能t可每问隔 

3～4年做一次定期性检查。 

② 在一些电厂，通常使用泵式蒸汽疏水阀 

回收加热罐的凝结水， 修费用很高。若使用本 

图6 直行式推杆结构 
(-)排气 (b)给气 

装置，约 1．6年即可收回投资。 

(4)通用性 

本装置可在蒸汽设备负压或低压的工况下 

使用。也可以在压力从负压到高压的变化场合 

下，作为凝结水回收装置使用。另外，在电动仪 

表安装费用高的防爆 内回收凝结水的场合， 

以及在排除和回收铸锭槽内的凝结水及废液等 

场合下使用。 

(5)可靠性 

采用连动机构延长了给气及排气部件的使 

用寿命。经过热处理及采取减小滑动阻力等手 

段，使设备提高了耐久性能，延长了设备的使用 

寿命。 

5．用途 

GB／GT型泵式蒸汽疏水阀适用于在使用 

蒸汽的装置内，压力为负压的场合，具有从负压 

到正压的压力变化场合、在低压力区的场合以 

及在设置防爆区的场合等(图7～图13)。 

一  I匡 j、 —_— } Y啊栅I竹 J竺 __J 
图7 从加热罐中回收凝结水 
(行业对象t电力、石油精炼和化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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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用GT型装置 

图8 从散热片中排除及回收凝结水 
(行业对象t造纸、印刷 食品和化纤等) 

图9 从吸收式冷冻机中回收凝结水 
(行业对象：汽车、电机、高层建筑 匮寓祀 场等 

图10 从空调器中回收凝结水 
(行业对薮t汽车、电机、高屡建筑、医院和机场等) 

图 11 
(行业对象．气车、电机．高屡建筑 壬1tr协等 

球 ‘K 6K 

： 不I r-， 目 凝结水回收 

蠢向回收簟 

图13 从铸锭槽内回收废液 
(行业对象t钢铁 电力和石油) 

6．标准规格 
表 2 TLV公司GP／GT泵式蒸汽蘸水问部分参数 

型 式 GT10 GP10 

连接方式 

公称通径(mm) 

最高使用压力(MPa) 
最高使用温度CC) 
操作气体 
操作压力(MPa) 
阀体材料 
内装琉水阀 

螺纹 
人口，8O 
出口一5o 
i．05 

185 

蒸汽．压缩空气，氮 
O，O3～ l，O5 

铸铁(铸钢) 
内设 无 

． 京市阀门总厂 宋燕琳 
螭泽自《i 管匕裴王》94 e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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