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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的许用应力 

HT1 soc ．]=38．22MPa 

HT2OOC ．]=49．00MPa 

HT250( ．]=56．84MPa 

HT350[ ．]一73．50MPa 

DN400和DN500蝶阀压力试验时，阀体使用 

低牌号灰铸铁时会发生破裂。因此，PN1．6蝶 

阀用上述方式安装于管线时，使用球墨铸铁作 

阀体材料是台适的。 。 

3．小结 

QT500--5，QT420--10，QT4OO-17[ ] (I)短系列对夹式 蝶阀结构设计时， 

=78．40MPa DN200以上蝶阀的阀座密封圈外径应小于法 

按国标GB12238--1989第 4．8．2条规定， 兰凸台外径d，端面橡胶压绾后阀体与法兰凸 

DN≥1000mm，PⅣ≥I．6MPa的阀体不应选 台为刚性接触。 

用灰铸铁。就目前我国阀门生产厂家所生产的 (2)压力试验或安装时，不能任意加装橡 

短系列对夹式蝶阔来看，DN<lO00mm，PⅣ 胶或其他软密封垫片。 

≤1．6MPa的蝶阔，采用球铁阀体的通用蝶阀 (3)保证安装的同轴度要求。 

较少。PN1．0管线上所装对夹式短系列蝶阀在 (4)阀体采用球墨铸铁。 

两端加装橡胶垫或其他软密封材料，DN350、 (5)阀体轴孔处不允许有铸造缺陷。 

2＼一2弓 蝶阀 试验台 
'，J 

可Hj j 
无镭机械制造学校 高国良 

。．概述 蝶河 
密封型蝶阀具有优良的密封性能，适用于 

冶金和化工等行业对泄漏量有较高要求的工况 

场合。目前国内蝶阔生产量有所增加，设计制造 

符合标准的试验设备十分重要。本文介绍的试 

验台是检测蝶阀压差为 1．5MPa时泄漏量的检 

测设备。 

2．结构 

蝶阀性能试验台(见图)的主要液压元件名 

称及型号：轴向柱塞泵 2．5MCY14--1B，齿轮 

泵 CB--B25，电磁溢流阀 Y2DII2--H10，卸荷 

溢流阀 HY—Ha1O，减压 阀 JFB10G，换 向阀 

34D0一H1oB—T、24D—H10B—T，节流阔L— 

HIO，压力继电器PF--B8B。 

试验台为卧式框架结构，活动梁与夹紧油 

缸的活塞杆为铰链连接，左粱与油缸为法兰连 

接 夹紧面分别装有不同直径的 O形圈，以适 

应不同规格的产品。 

3．试验方法 ： 

首先，调节溢流阀压力为ISMPa．将蝶阔 ‘ 

 々丽 始 鳓  

图 蝶阀性能试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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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后夹紧，开启蝶板使两腔互通。关闭截 

止阀2，开启截止阀 1，向蝶阀内注满水。关闭截 

止阀 1和 2，调减压阀至压力为 1．5MPa，检查 

阀的外泄漏。然后，关}jj蝶板，开启截止阀2，使 

阀体两腔产生压差，右腔为 0，左腔为 1·5MPa， 

左腔的水向右腔泄漏，并流人有刻度的容器内， 

待泄漏量稳定在一固定值后，开始计算时间，根 

据铡出的时间和泄褥的体积，得出其泄漏量． 

4．参数的确定 

(1)夹紧力及油缸内径 试验压力 按 

1．5MPa计算，蝶阀的最大公称通径为600ram， 

按夹 紧力 F 一 100P 计算，夹紧力 F一 

423kN(式中 为介质作用面积)，该实验台确 

定油缸内径为Z00mm，如压力为 16MPa，夹紧 

力为 500kV。蝶阀公称通径较小时，在满足夹 

紧力的前提下，可以调小溢流阀压力。 

(2)一油泵流量及夹紧缸前进速度 大泵为 

齿轮泵(25 l／rain)，小泵为轴向柱塞泵(3．6 

l／rain)，选 取 夹紧 缸 的前进 速度 V 一 0．9 

m／rain。 

(3)电机功率 夹紧缸在前进和后退时， 

其压力低且功率损失较小，可不计算。试压时， 

大泵卸荷，损失功率很小，忽略不计。小泵起稳 

定压力的作用，计算其功率为1．2kW，确定选 

用 2kw 双出轴电机(1450 r／rain) 

(4)油缸直径 确定油缸直径为50ram， 

水缸直径为90ram，其面积比为 2．3。 

(5)水缸行程及所能提供的压力水体积 

行程为 100mm，计算其体积，提供水量约为 

635ml。 

5．动作过程 ‘ 

试验台启动时，仅 1DT接通，夹紧缸的活 

塞开始右行夹紧，油缸的活塞处于左位，此时为 

低压。夹紧蝶阀后，大泵卸荷，小泵工作，此时为 

高压。启动“试压 按钮，1DT和 3DlT同时接 

通，油缸活塞右行，开始试压。试压结束后，启动 

。结束”按钮，仅 2DT接通，夹紧缸和油缸的活 

塞同时左行。到位后，夹紧缸的活塞停止左行， 

3个电磁铁均不带电，处于原位状态。 

6．设计特点 ． 

(1)采用了双泵供油圆路，夹紧缸在前进 

和后 退 时，由大 泵 和小 泵 同时供 油 (28·6 

l／rain)，满足了夹紧缸括塞运动速度。试压时， 

大泵卸荷，损失功率小。小泵起稳压作用，电机 

功率约为同样流量定量泵电机的 1／7，同时减 

小了试验台的结构尺寸。 

(2)检测部分由油泵 溢流阀和油缸等液 

压系统组成动力源。用油缸的活塞杆推动水缸 

的活塞杆t使油与水分开，互不干扰，在水缸的 

无杆腔产生压力。用减压阀、油缸和水缸代替电 

动试压泵，节约了资金。 

(3)夹紧油路压力为16MPa，试压水路压 

力 为 1．5MPa，减压 阀的词 压范围为 3．5～ 

14MPa。检 测压 力 由减压 阀控 ；}I，稳定 在 

1．5MPa，不会因泄漏而引起压力下降。 

(4)活动粱与夹紧油缸的活塞秆为铰链连 

接，可使蝶阀更好地与两接触面接触，同时也可 

以降低加工和装配时的精度要求。 

(5)在减压阎的出口油路上，配有压力继 

电器，当压力超过 I．5MPa时，电机停转，试验 

停止，起到过载保护作用。 

7．性能比较 

目前国内大多数阀类和压力容器均采用电 

动试压泵(以下简称试压泵)进行试验及其他性 

能试验，与本试验台的试验过程有很大的不同。 

(1)调压 试压泵启动后的排出压力随时 

问的增加而增大，当其达到试验压力时即停机， 

并关闭控制阀。如果压力凋小了，可再次启动继 

续增压。若压力诃大了，欲往低调整就不方便 

了，并且每个试压件都要重复这一过程。 

、 本试验台只要一次性调整电磁溢流阀、卸 

荷溢流阀、减压阀和压力继电器的压力，可保持 

调定的试验压力不变。 

· (2)稳压 试压泵一般采用停机的方式获 

得稳压。但由于试压泵的内泄漏和蝶阀的泄漏 

等，使试压泵的稳压时间短，不能满足试验的条 

件。 

本试验台的泵、阀、接头和油缸等的泄漏对 

稳压是无影响的，因为溢流阀的溢流稳压功能． 

可以一次性调整压力获得稳压的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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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寿命 试压泵 由柱塞和密封圈组成的 年左右，需要更换。 

摩擦密封副，经长时间使用后会产生密封面的 本试验台的液压部分为常规设计，液压元 

泄漏．寨水器处的控制阀、止回闽和放水闽等的 件寿命长、价格低，更换方便，各个部件制造简 

泄谤，也会影响试压泵的稳压效果。上述一些阀 单。特别是试压部分，采用了液压结构，改善了 

都装在寨水器上，是采取了整体的结构，如果维 试压设备性能，可以满足生产试验的需要。 

修或更换，也很不方便。试压泵的寿命一般为一 、 ．． 

2 一 上圆闽 由 轴弓嘲勿加 L
_J 。 止回阀摇杆轴孔结构的改进和加-r f 土 

q 一 J 

平磺山高压开美厂阀门分厂 周宏远 
— —  _ 一 ．  

1．分析 

原设计的H44T--10和 H44w一1O单瓣 

旋启式止回闽系列产品阀体摇杆轴孔两端结构 

形式有两种，一种为播杆轴孔两端采用扩孔攻 

丝结构(图1)，另一种为大口径阀体摇杆轴孔 

两端采用椭圆形法兰连接(图2)。轴孔部位尺 

寸觅表1。该部位加工工序多难度大，我们曾将 

DⅣ200ram 以下 阀体安排在卧铳上加工， 

DⅣ300mm以上阀体安排在T68镗床上加工， 

又采用在播臂钻床上用特制的翻转央具加工播 

杆轴孔，但效果均不理想。效率低，摇杆轴孔两 

端同轴度无保证，给装配带来困难 

图1 H44~--10 DN 50~300阀体摇杆轴孔结构 

2．改进 

通过对全系列阀体摇杆轴孔结构及与之装 

配的相关零件尺寸进行分析和研究，经几种方 

C 

} 

丁 J弓 

C膏 
广一 

番 
L．．一 

图2 H44；一10 DN350、DN400阀体摇杆轴孔结构 

案的比较，确定以图3所示的结构取代原来的 

两种结构形式。从表1可看出，原设计方案中为 

加工螺纹底孔-各规格阀体摇杆轴孔扩孔量为 

0·6～3．8mm。结构改进的关键在于解决好螺 

纹所需底 L直径与阀体摇杆轴孔直径的关系， 

同时还要考虑总体结构强度及加工制造方便。 

其具体修改措施为 ① 将原来螺纹规格大于播 

杆轴孔的结构形式改为直接以摇杆轴孔径为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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