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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流动阻力计算理论．系统分析调节闽的阻力特性。在对调 节阀的结构和 

流量调 节特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j衡量调 节闰阻力特性的方法和特征参数。 

关■词 调节阀 ；阻力特性 ；同有洼■特性 ；流量调节 

中囝分类号 TQ帖5．0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flowing resistance of reguator 

YANG Ji-wei，ZHANG Li—tong 

(Hebei Institute of A~hiteeturd Sdenoe＆ T 。logy，Handan 056038， Cl~na) 

Almtraet： Drawing on the calculating of flowing~ sist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y analy— 

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wing resistance of regulator This paper also offers a method of 

me~uring the flow{r1g I ist日Jl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haracter parameters On the basis on 

anal~ing the structure and flow adjus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uhtor． 

Key words： Regu1ator； characteristics of flowing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of inhel~ent 

flow；flow adjusting 

调节阀在流量调节系统中起调节和控制流 

量的作用．其对系统流量的控制是依其局部阻 

力的变化来实现的。在流量调节系统中合理的 

选择调节阀，可降低系统的能耗和运行成本。 

1 调节阀阻力的数学描述 
1．1 固有流量关系 

固有流 量关 系是 指调 节阀前后 压差恒定 

时，其过阀流量与阀开度之间的关系。应用传 

统的局部阻力计算公式．阎两端的总水头差 

△H 为 [ ] 

△H =SvQ (1) 

以阎全开为边界条件．可得固有流量的无 

量纲流量关系式为 

一 ／ 一 ／ √ J (2) 

Sy= 鱼 (3a) 
口一 

=  (3b) 
q 

式中 S ——调节阀的阻力模数，s2／n 

s 厂 阀全开时的 sv，s2／m 

r ——阀局部阻力系数 

fvM——阀全开时的 

1．2 理想流量曲线 

常用理想流量曲线有快开、直线、抛物和 

对数等 4种，层对数曲线的边界采用半理想条 

件[ ，故以快开、直线和抛物 3种曲线为典型 

对象进行分析。 

由式 (3b)得快开、直线和抛物 3种流量 

关系的局部阻力系数关系式为 

作者曲开 ：杨纪伟 (1960一)，男，副教授，从事流体力学和水力学 的教学及件研工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VALVE DESIGN  QQ：40444436

VALVE DESIGN  QQ群号：40444436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http://www.cqvip.com


2001年第2期 阀 门 

=  (4a) 

= 晋 (4b) 

=  (4c) 
，■ 

式 中 h为阀相对开度，即阀的开度 z与 

阀最大开度z一的比值。图 l为这 3种流量关 

系下的无量纲局部阻力系数曲线。 

1．3 调节阀开度分区 

根据调节 阀不同开度的流量调 节特 ． 

将其开度分为超调行程、有效行程和无效行程 

3个 区。在有效行程区，调节阀流量调节的精 

度能满足要求。在超调行程区．流量调节能力 

很强，流量调节不可控，该 区在小开度范 围。 

在无效行程区，阀开度改变所引起的流量变化 

很小，有些阀型不存在无效行程区．如蝶阀和 

球 阀。该区根据阀门结构和装配需要而设定。 

1．快 开 2．互戡 3．秸 暂 

图 1 3种流量关 系的局部阻力系数 曲线 

有效行程区与超调区的分界点为调节阀流 

量调节界点，这实际是调节阀可调流量的调节 

能力最大值 点，简称为界点。界点用开度 z0 

和相对开度 h0表示 

由图 l曲线分析．各开度下快开关系的无 

量纲局部阻力系数小．抛物关系的无量纲系数 

大 。从流量关系上看，抛物关系优于直线和快 

开关系，直线关系又优于快开关系。由此推论 

得出，较好流量关系的调节阀其有效行程区的 

阻力变化大。 

2 调节阀阻力特性分析 
调节阀固有阻力特性也就是其固有流量特 

性。即 

= f(h) (5) 

式中 fL为 阀特征局部阻力系数，是阀局 

部阻力系数无量纲化时所甩的一个重要的技术 

参数。对于相 同的 ， (h)．当 不同时，其 

阻力 h 的值 不 同，变化趋势相 同。由式 

(3b)和式 (5)可得 

=  

q 
(6) 

L 。 

传统的调节阀流量调节公式中．应用阀全 

开时的阻力来标志阀的特征阻力，而该值不能 

代表调节阀在有效行程区的阻力特性。因此作 

为调节阀特征局部阻力系数应具备 2个条件， 

①是调节阀阻力特性的示值，标志着调节阀的 

流量调节能力。@在有关公式推导中，可作为 

方程无量纲化的一个特征参数。 

计算 fL的方法有单点法 、两点法、三 点 

法和阻力平均法等。 

2．1 单点法 

单点法是以某一点的阻力值作为特征阻 

力，特征点的选取有界点法和十分点法 2种。 

界点法是 以调节阀界点处的阻力值 作为特 

征值。该方法能够较好的反映调节阎在有效行 

程区的流量调节能力。但是确定界点需要考虑 

阀型及阀结构等方面的因素。十分点法是以阀 

10％开 度 对 的阻 力 值 rl0作为 特征 阻力 值。 

10％处的阻力容易确定，清除了界点法确定界 

点比较难的问题。 

在单点法中．十分点法应用比较方便。单 

点法的弱点是不能反映调节阀阻力在有效行程 

区的分布特点，若要弥补需要考虑 应用多点 

法。 

2．2 两点法 

两点法除考虑特征点的阻力外，还考虑调 

节阀全开时的阻力值 w 。当特 征值 点选 用 

10％时，称为两点十分法．其特征阻力值计算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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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 (} 。一}vM) ， 2．4 阻力平均法 

阻力平均法是将有效行程区的阻力减去全 
当特征值点选用界点时，称为两点界点 

法，其特征计算式为 
1 

缸 =言( 一fⅧ ) (8) 

两点法较单点法有所改进，考虑全开时的 

阻力值，其实质是有效行程区的流量调节能力 

的度量。因全开时的阻力不参与流量调节，即 

使在阀全开时该阻力仍存在．将阀各开度的阻 

力值减去全开时的阻力值，是阻力关系曲线的 

坐标平移。只考虑对流量调节起作用的那部分 

阻力。 

两点法的不足之处是无法考虑阻力在有效 

行程区的分布特征，即实际流量调节能力的分 

布特性。 

2．3 三点法 

三点法是在两点法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特征 

值点，该点取开度为 50％时的阻力值 。三 

点法有三点界点法和三点十分法。 

三点界点法选取界点、50％和全开时阻力 

(减去全开的阻力值)的平均值，其计算式为 
1 

h =言( + 5o一2 vM) (9) 

三点十分法选取 10％点、50％点和全 开 

时阻力 (减去全开的阻力值)的平均值．其计 

算式为 

1 

缸 ={(}lo+}5o一2}Ⅲ) (10) 

多点法是在两点法或三点法的基础上。再 

增加参考点，选取四个或多于四个点，其选取 

方式可多种多样，这里不作讨论。 

开时的阻力进行平均，其计算式为 

1 

缸 I(}一~'vM)dh (11) ‘ ” 
0 

式中积分变量为调节阀的阻力减去全开时 

的阻力．实质是参与流量调节 的阻力。 

在上述方法中，建议采用三点十分法。该 

法特点是应用较简单．又综合考虑了调节阀阻 

力分布和参与流量调节的阻力值等因素。 

3 结论 

应用调节阀阻力计算理论，对调节阎的阻 

力特性进行了分析。得到①理想流量调节特性 

的条件是调节阀在界点处的阻力要大．阀全开 

时局部阻力要小，有效行程区的阻力关系曲线 

要光滑。@调节阀特征局部阻力系数 h值标 

志着调节阀在有效行程 区内的流量调节能力。 

并可作为方程无量纲化的一个特征参数。③计 

算调节阀特征阻力时，建议应用三 点十分法。 

该法可作为调节阀阻力标志，还能反映调节阀 

有效行程区的阻力分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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