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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站 用 高 压 差 阀 门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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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哈锅 阀门股份有限公司．gl,龙江 哈尔滨 150046) 

摘要 结合典型结构分析 7高压差阀门设计 的主要方法，对 阀门内部结构、压差控 

制和材料选择 等提 出7建议，讨论 7不同运行条件下高压差阀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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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high·pressure differential valve for power station 

ZHANG W ei—dong， W ANG Ze-qing 

(I-laerbinHBCV~lveCo．Ltd．Hae~bin150046，China) 

Abstract： Analyzing the method of va|ve design for high—pressure differential by typical 

valve structure． introducing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valve inner structure， ∞n— 

trol of pressure differential and ap cation of inner part m ateria1． introducing the i：~ori"e— 

sponding valve vary with the high pressur e differenti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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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通常情况下 电站阀门的运行压差比较小。 

例如在正常运行工况下．过热器及再热器减温 

水调节阀的压差一般是 3MPa左右。但是，在 
一

些非正常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锅炉启停 

过程 中．减温水调节阀、主给水调节阀及其旁 

路调节阀，还有锅炉对空排汽以及循环泵运行 

变化等类似情况下．对空排汽阀及循环泵最小 

流量调节阀等都要承受高压差。在这种恶劣的 

运行情况下．介质对阀芯部件的冲刷与损坏异 

常严重．其中一些阀门仅仅在几小时或短期内 

就损坏，失去了控制作用或动作能力。这不仅 

影响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而且会带来安全隐 

患。所以，设计制造耐高压差的电站阀门．是 

电力用户的迫切需求 。 

通过实践及对 国内外高压差 阀门的分析， 

笔者认为高压差阀门的设计主要应该从阀门内 

部结构 、压差的控制和 f困瓣材料 3方面有所突 

破。 

2 阀门内部结构 

高压差介质通过阀门时，在节流处将产生 

复杂的涡流与扰动， 由此可能产生汽蚀、机械 

振动和噪声等。在此按照截止类与调节类阀门 

进行分析．通常采取以下策略可以有效减轻或 

消除这 些现象。 由于调节 阀的结构变化 比较 

多，在此亦将作为重点探讨。 

2．1 截止类阀门 
一 般来说承受高压差的主要是疏水阀、事 

故放水 阀及对空排汽阀等．它 们开启后的压差 

有的达到 △P=IOMPa或更高，因此必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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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抗冲刷、耐汽蚀和防振动结构。一是采 结构等。 

用普通结构 (图 1)，利用导向控制阀瓣，减 

少振动，阀座钎焊硬质合金环．以增强其抗冲 

届4能力来有效提高使用寿命。二是将阀芯部件 

设计成特殊的耐冲刷和抗汽蚀逆流角式结构 

(图 2)，出口处加装耐冲届4的长衬管，以笼式 

群孔分散和相互抵消介质的直接冲击．既可以 

降低噪声同时又可以消除振动。 

圈 2 特殊结构 

2．2 调节类阀门 

常见的调节类阀门有桂塞式、窗口式和双 

座式等结构。但是，使用过程 中发现以上结构 

均不适用于高 压差。实际应用 中，单级 (图 

3)和多级 (图 5)笼式群孔调节阀以及迷宫 

式 (图6)调节阀等可以承受高压差。在合理 

设计的情况下，单级与多级笼式群孔调节阀可 

以长期承受 5～6础Pa压差，短时还 可以承受 

9MPa的压差。此时，在阀门内部可能出现闪 

燕或汽蚀现象 。该类阀门在设计中考虑了节流 

套群孔的对冲射流和排布，阀瓣径 向的受力平 

衡，节流孔径与长度的比，泄漏量控制及快换 

1．阎藩 2．节 激套 

田 3 单级节流 

对冲射流 (图 3)笼孔式节流套是群孔结 

构。但是．在分配单个孔与流通面积的同时， 

必须保证每相对的2个孔的对冲射流性．即两 

两相对．对称分布。从而使对射流产生在节流 

套的中间并相互冲击，这样既可以相互抵消对 

节流套内壁的直接冲刷．叉可以确保闪燕与汽 

蚀现象发生在笼套中间，从而进一步有效地保 

护了节流套和密封面。 

设计过程中一定要考虑阎瓣径向的受力平 

衡，防止某一局域群孔介质的侧向力导致阀瓣 

向另一边作用，造成阀门开启过程中出现阀瓣 

与节流套之间产生摩擦卡塞现象，甚至可能进 
一 步产生噪声与振动。阀瓣在理想的径向受力 

平衡状态下．始终位于节流套的中间．介质亦 

在阀瓣与节流套之间形成均匀的液膜或汽垫， 

所以不会出现卡塞擦伤现象 。同时，采用逆流 

结构有助于减小因为填料阻力小和执行器出力 

或刚性 小时而产生的阀杆头振动。 

节流群孔的捧布是保证阀瓣受力平衡的基 

础。在图 4节流套右视 展开图 上，可 以使 I 

I线上的孔与节流套另一半 r．r线上的孔的大 

小和位置一一对应 ， Ⅱ．Ⅱ与 I r_II’线上的孔 

同样如此，根据流通面积的增加还可以依次均 

分圆周排出Ⅲ一m与 Ⅱr．Ⅱr线等，始终按偶数 

分布，这样容易保证阀瓣的受力平衡，同时也 

保证每对孔的对冲射流性。对于直线特性的调 

节阀，在行程范围内均布节流群孔即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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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百分比和抛物线特性的调节阀．需要核算每 
一 开度下的流通 面积 。目前．通过应用 CAD 

技术．可以迅速计算出任一行程下数个孔的局 

域 弓形封闭面积．从而排出不 同内特性的调节 

阀节流套群孔分布。 

^ Ⅱ 
一

0I ^ Ⅱ 
一  

[ Ⅱ lI Ⅱ 

田 4 节藏群孔的捧布 

现象。 

图 5 多级节流 

采用射流设计时，节流孔长度与孔径的比 

值应为 3～5倍或更大。按流体力学理论分析． 

在高压差的情况下，液体压力低于 自身饱和压 

力时会出现汽化．采用厚壁孔既可以增大沿程 

阻力．起到降压作用，又可以有效地增强小孔 

内壁的抗冲刷与耐汽蚀 能力。在这种情况 下。 

如果采用薄壁孔设计，高速流动的介质势必将 

孔壁冲坏，这将破坏阀门的调节性能，缩短其 

使用寿命。所以，建议在小开度范围内，直线 

特性除外，应当采用 1～3mm的厚壁孔，行 

程 70％以上时，相应 采用稍 大 的孔。另外， 

介质流经厚壁孔时的流速非常高，一是可以将 

夹杂在介质中较大的坚硬颗粒物挡在小孔的外 

面，二是存在小于孔径的细小颗粒物时它们会 

瞬间通过。这样就减少了在f田瓣与套筒相对运 

动的过程中，因为介质含有杂质而发生的卡塞 

在高压差的情况下，必须考虑 阀门的泄精 

等级。虽然现在许多调节 阀在全关的情况下依 

靠密封面可以达到密封，但是，在小流量、高 

压差调节阀设计中，当阀门微启的瞬间．即在 

行程 l0％左右，如果阀瓣与笼套之阊的间隙 

偏大，尤其是对于非粘性流体。此 时就会 出现 

不可控翩与调节的泄漏，使阀门在小开度的状 

态下因为间隙泄漏流量太大而失去调节能力。 

所以．充分考虑小流量调节阀设计中此两者的 

间隙是非常必要的。一般来说，必须将这种泄 

精流量严格控制在用户要求的或是技术条件规 

定的泄漏等级范围以内。对于介质为水，而且 

未发生闲蒸及汽蚀的情况下 

Q}I= 5．04 √△P ·p 

式中 Q1世—— 泄精流量，t／h 
— — 阻力系数 

Ⅱ = 0．75 

F—— 间隙面积。crn2 

AP—— 压差．MPa 

p——介质密度，g／cm3 

介质为液体时采用逆流，即高进低 出，这 

样有助于介质碰撞后抵消其能量，达到缓冲的 

目的。当介质为蒸汽时，采用正流设计，即低 

进高出，由于阀门出 I：I面积和中腔空间大．所 

以有助于压缩气体膨胀降压。阀座、阎瓣密封 

面采用锥面密封比较理想，一方面可以靖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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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涡流．另一方面减小 了硬颗粒杂质停留在密 

封面上的可能性。 

尽管以上方法可以减小或消除介质在高压 

差时的负面影响，但是，仍然要考虑到在使用 

一 段时间后阀芯部件的可换性，这不仅有利于 

维修，而且有利于保证阀门更新后的长期使用 

性能。这种常见快换结构如图 3，关键在于严 

格控制节流套的长度与上下密封垫台阶之间的 

尺寸公差，使 2个密封垫同时预紧受压，达到 

密封。 

3 压差的控制 

根据实际需要，压力控制可以设计成单级 

节流、多级节流或迷宫式节流套。 

3．1 单级节流 

单级节流结构用于汽蚀发生的可能性较小 

的场合。介质通过单级节流套时，损失在节流 

套上的压力是有限的，利用介质通过小孔时喷 

射的对流相互冲击，使流体自身降低和消耗其 

动能，避免介质对阎芯部件的直接冲击，从而 

使阀门承受高压差。实际使用时，该结构阀门 

在锅炉启动过 程 中可 以承受 9MPa左右的压 

差。 

3．2 多级节流 

多级节流 (图 5)结构适用于极易出现闪 

蒸与汽蚀或介质为蒸汽且需要降低噪声的情况 

下。通过多级节流，降压系数 R逐级增大， 

流通面积依次增加，介质依次膨胀，选到分段 

逐级降压的目的，以便减轻或消除汽蚀现象。 

在设计中，应使第一级承受大部分压差，以后 

逐减．最后一级压差应 当是全部 压差 的 10％ 

左右。介质为液体或蒸汽时，原则上压降不得 

分别低于其饱和压力和l临界压力。该结构能够 

有效地控制流体运动的速率及减轻流体对阀芯 

部件的直接冲撞，延长阀门的寿命。 

3．3 迷宫式 

迷富式 (图 6)结构用于压差 非常高的情 

况下，是由多片迷宫芯片叠加而成。芯片表面 

刻有沟槽，介质流经弯曲的沟槽时阻尼逐级增 

加，有效地控制了流速，起到了多级降压的作 

用。压力控制的关键在于如何设计沟槽的数量 

与面积．以期最有效地实现不断的扩容降压， 

使压力由高压平稳过渡至低压。沟槽可以通过 

电腐蚀或微雕加工制造，后者制造费用较高。 

4 闷芯部件材料 

在高压差阀门设计 中，对阀芯部件的选材 

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图 6 迷宫式 

4．1 抗冲刷耐汽蚀 

阀芯部件选材时，除了考虑材料本身的强 

度因素外，必须选用具有高温抗冲剧及耐汽蚀 

能力强 的材料。常用 的阎瓣和 节流套材 料如 

cr和 CrMo等台金锕必须经过热 处理，节流 

套则通过氮化来提高表面硬度。密封面材料采 

用堆焊 Cocrw 硬质合金，提高其抗冲刷能力 。 

由于迷宫套筒沟槽的间隙较小，所以其材料必 

须选用不锈耐蚀钢，防止在长期运行中结垢堵 

塞或被冲尉掉。 

4．2 膨胀系数 

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必须要考虑配合零 

件的材料膨胀系数．防止因为内部零件膨胀量 

大于外部零件的膨胀量而出现的相互抱死现 

象。所以，原则上应当选择内部零件膨胀系数 

小于或等于外部零件膨胀系数的材料。 

5 执行机构 

虽然多数时间里阀门运行在正常工况下， 

压差不高。但是，必须考虑非正常短时高压差 

出现的情况。所以，高压差阀门选择执行器时 

必须要留有足够的推拉力或扭矩的裕量，否 

则，会因为执行机构力量不足，出现阀门不动 

作，阀杆振动，或逆流结构的气动阀门在小行 

程时，阎瓣被骤然拉向密封面造成意外关闭的 

(下转第 l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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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轮 2．蒗针轴承 3．罔杆螺母 4．填料压套 5． ‘料 

6．阀盏 7．垫片 S．闷杆 9．波纹管 加．闷群 l1．阿体 

图 1 氯气阀门结构 

3 材料选用 

根据氯气装置的特性及氯气的介质状 态． 

选择含 3．5％Ni的 ASTM A382--LC3低温钢 

为阀体和阀盖的材料。LC3是可硬化铁素体 

钢。在低温下具有优 良的韧性．可通过淬火、 

回火形成强韧的索氏体组织。LC3的化学成分 

及机械性能见表 l和表 2。 

裹 1 Lc3的化学成分 ％ 

／ MPa ／ MPa ／ ／ ／l(乏 10rE)隅 ％ ％ 一 ) 
4,~~655 5 24 35 ∞ L38～1盯 

3．5％Ni钢一般为正火或正火加回火状态 

使用。其最 低使 用温度为 一101℃。经 淬火， 

回火调质处理后。组织的低温韧性得到改善。 

3．5％Ni钢通过降低 C、P、S含量，加入 Ni 

等合金成份。并利用热处理细化晶粒．确保其 

低温韧性。 

阀杆和 阎瓣等 内件采用镍基哈 氏合金 

HASTELLOY276(表 3、表 4)，该 材 料 属 于 

衰 3 HASrELI．OY 6化学成分 ％ 

裹 4 HASTELLOYC276机械 性能 

Ni-Cx-Mo合金。抗裂敷腐蚀性好。螺母、活节螺 

栓和阀杆螺母等零件采用 ASTM ]3473 No 8020 

(加号合金)镍铬合金，耐蚀性 比普通不锈钢更 

高。波纹管选用 Ineonel 625，该材料防腐能力 

强。抗疲劳性能好，可塑性和可溶性也很好。 

4 结语 

经检测和实际工况运行证明，氯气阀各项 

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气密封性好，耐腐 

蚀。运行平稳，维修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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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一般来说，执行机构留有高压差时最大 

推拉力 1．5倍左右的富裕量比较合适 。 

6 结语 

在实际应用中高压差阀门的需求是广泛 

的，由于国内产 品在设计翻造方面缺乏经验， 

所以．长期以来很多情况下用户以进口产品为 

主。如果在阀门内部结构、压差控制和阎芯部 

件材料等方面获得成功突破后，势必可以满足 

电力用户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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