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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节 阀 结 构 与 性 能 分 析 

陆 辉  

(南通醋酸纤维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 226008 

摘要 以 FISHER公司调 节阀为例．分析 7调节阀防汽蚀、降噪 声的结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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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for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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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ton~ CMlulose Acetate Co．Ltd， Nanto~ 226008，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regulator of Fisher Corporation for exam plt， analyzing structural lea— 

tures for cavitation resistance and noise suppression of reg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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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液态流体通过调节阀节流截面时，由于节 

流面的收缩，导致流体流速增 加，压力下降。 

当压力降低至液体的蒸发压力 下时，液体中 

会产生 “蒸汽泡”。如果流体流 出缩流截面的 

出口压力低于液体的蒸发压力，则 “汽泡”继 

续形成，称之为 “闪蒸”。如果流体流 出缩流 

截面的出口压力大于液体的蒸发压力，则 “汽 

泡”受挤而破碎。因破碎产生的冲击波， 极 

高的压力撞击阀瓣或管壁的金属表面。由于反 

复撞击，一方面。导致金属表面疲劳，产生表 

面缺陷。另一方面，撞击破坏了金属表面的钝 

化膜覆盖层。在更新钝化膜的过程中，母体金 

属被消耗，即产生汽蚀．汽蚀导致了金属表面 

的磨损与破坏。破裂的汽蚀气泡是产生噪声的 

主要 原 因之 一， 噪声 量 与 汽 蚀 程 度 有 关。 

FISHER调节阀在结构设计及材料选择方面具 

有防汽蚀降噪声的特点。 

2 性能分析 

以 FISHER 的 SAR10．1一E1)型 调节 阀 

(6英寸)为例 (图 1)，分析该阀特点和性能。 

图 1 FISHER调 节阀 

2．1 基本参数 

阀门类型 截止型调节阀 (低复原型 ) 

驱动方式 电动 380V 

定位器信号输出 4～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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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介质 饱和蒸汽水 

介质压力 0．5MPa 

介质温度 263℃ 

连接方式 法兰 

阀体材料 WCB 

内件结构 平衡式阀瓣组件 

阀笼材料 416SS 

阀座材料 416SS 

阀瓣材料 17—4PHSS 

内孔口径 136．5ram 

填料 石墨 

泄漏率 Ⅳ级。 

2．2 流量调节特性 

调节 阀 的流 量系数 (阀 全开 ) C = 

305。工作流量系数最小时为 7．叭 ，最大时为 

217．25。压力恢复 系数为 3O。阀门最小声级 

54．2dB，最大声级 76．6dB。 

2．3 工 作原理 

流体按箭头所示方向进入阀门，并通过导 

向筒上端的孔迅速进入平衡室。由于流体均衡 

作用于导向筒的内腔及外端，使得阀杆作用于 

导向筒的力趋于均衡，执行机构的载荷不随流 

体压力的变化而过度变化，因此，运行过程中 

不平衡力小，稳定性好，不易振动，阀门内件 

不易损坏。随着阀杆带动导向筒向上运动，流 

体进入 阀笼的第一、二层节流孔，直至流出调 

节阀体 。导向筒的上下运动，改变着阀笼上节 

流孔的数量，即流体流过节流孔 的节流面积。 

形成各种流量特性，并实现流量的调节。 

3 特点 

3．1 防汽蚀 

FISHER调节阀改变了单座式与双座式截止 

形调节阀的结构设计模式，采用对夹联接顶部置 

入的笼型导向筒提升结构。由于汽蚀是由流体速 

度与压力之间的能量转换引发的。因此，降低流 

体在阀瓣内的流速，是防止汽蚀的措施之一。 

流体从法兰进入阀体及阀座，产生一次压 

降，然后进入阀瓣内腔及第一平衡室。根据作 

用与反作用的原理，流体在阀瓣内由于压力的 

平衡，流速得 以减缓 。当导 向筒随 阀杆提 升 

时，流体通过节流孔进入阀笼 的第二平衡室， 

流体从第二平衡室通过阀笼的第二层节流孔流 

出时，流速的变化也是缓冲式的。2层节流孔 

的排列属非同心通孔，错位排布， 利于流体 

在第二平衡室 内的缓冲。 

3．2 降噪声 

在液体工况下，控制阀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 

之一是汽蚀，因此抑制噪声和防止汽蚀有关。笼 

型导向筒提升方式的设计结构既能防止汽蚀．也 

能减小噪声。阀笼上的节流小孔，由于孔径小。 

数量多，流体流经小孔产生的噪声强度很快下 

降。2层节流孔的设计，使噪声衰减的更大。 

3．3 易密封 

该阀的非固定式阀座，使加工容易，维修 

方便，通用性强。自紧式填料设计，考虑 了低 

压大流量流体流经阀体时，介质对填料反向作 

用降低，可能引起阀杆处泄漏，在填料函中加 

有弹簧，同时使用两种不同材质，不同形状的 

双层填料，用于填料 自紧。 

4 结论 

FISHER (6英寸)一SAR10．1一ED调节 

阀，无论对于液体，还是气体，其阀体及阀内 

件的设计和材质选用，均充分考虑了汽蚀、冲 

蚀、噪声控制及介质腐蚀等情况，因此可以实 

现并完成工艺流量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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