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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市场的总体预测阀门市场的总体预测
•• 根据对中国海关统计，根据对中国海关统计，20052005年阀门出口总额为年阀门出口总额为7.607.60亿亿

美元。预测美元。预测20102010年阀门出口总额为年阀门出口总额为20.0920.09亿美元。亿美元。20052005
午，进口总额午，进口总额22.5922.59亿美元。预测亿美元。预测20102010年阀门进口总额年阀门进口总额
为为36.3236.32亿美元。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亿美元。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2005年国内对阀年国内对阀
门的总需求量为门的总需求量为61.6961.69亿美元亿美元 ((国内销售收人国内销售收人++进口额进口额--
出口额出口额))。预测。预测20102010年阀门的总需求量为年阀门的总需求量为114.60114.60亿美亿美
元。元。

•• 20052005年，球阀的需求量约为总需求量的年，球阀的需求量约为总需求量的20%20%，即，即12.3312.33
亿元，亿元，20102010年预计占总需求量年预计占总需求量23%23%，即，即25.2025.20亿美元。亿美元。
其中其中金属密封球阀金属密封球阀需求量按球阀需求量需求量按球阀需求量10%10%估算，估算，20052005
年约年约9.69.6亿元，亿元，20102010年预计增长至年需求量年预计增长至年需求量19.619.6亿元。亿元。



中国海关阀门出口总额



中国海关进口阀门总额中国海关进口阀门总额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和预测国内阀门市场需求量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和预测国内阀门市场需求量



如何瓜分一百亿国外阀门市场如何瓜分一百亿国外阀门市场

•• 我国每年阀门市场成交额高达我国每年阀门市场成交额高达500500亿元左右，但亿元左右，但
其中却有其中却有100100多亿元的市场被国外阀门企业占多亿元的市场被国外阀门企业占
领。要改变这种现状，提高阀门质量是关键。领。要改变这种现状，提高阀门质量是关键。

•• 阀门在机械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国外阀门在机械产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国外
工业发达国家统计，阀门的产值是压缩机、风工业发达国家统计，阀门的产值是压缩机、风
机和泵三者的总和，约占整个机械工业产值的机和泵三者的总和，约占整个机械工业产值的
5%5%。。

•• 同时，作为重大技术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同时，作为重大技术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尤
其是在电力、石化、冶金、城市供排水系统其是在电力、石化、冶金、城市供排水系统
中，阀门更是起着关键作用，而且用量非常中，阀门更是起着关键作用，而且用量非常
大大。。



国内阀门市场分类国内阀门市场分类

1. 1. 城市建筑用阀门：城建系统一般采用低压阀城市建筑用阀门：城建系统一般采用低压阀

门，目前正向环保型和节能型发展。环保型的门，目前正向环保型和节能型发展。环保型的
胶板阀、平衡阀及金属密封蝶阀正在逐渐取代胶板阀、平衡阀及金属密封蝶阀正在逐渐取代
低压铁制闸阀。国内城市建筑需用阀门多为平低压铁制闸阀。国内城市建筑需用阀门多为平
衡阀、软密封闸阀、蝶阀等。衡阀、软密封闸阀、蝶阀等。

2. 2. 城市供热用阀门：城市代热系统中，需用大量城市供热用阀门：城市代热系统中，需用大量

的金属密封蝶阀、水平平衡阀及直埋式球阀，的金属密封蝶阀、水平平衡阀及直埋式球阀，
因这类阀解决管道纵向、横向水力失调问题，因这类阀解决管道纵向、横向水力失调问题，
达到节能、代热平衡的目的。达到节能、代热平衡的目的。



3. 3. 环保用阀门：环保用阀门： 国内环保系统中，给水系统主要国内环保系统中，给水系统主要

需用中线蝶阀、软密封闸阀、球阀、排气阀需用中线蝶阀、软密封闸阀、球阀、排气阀
（用于排除管道中的空气）。污水处理系统主（用于排除管道中的空气）。污水处理系统主
要需用软密封闸阀、蝶阀。要需用软密封闸阀、蝶阀。

4. 4. 城市燃气用阀门：城市燃气占整个天然气市场城市燃气用阀门：城市燃气占整个天然气市场
的的2222％，阀门用量大，其类型也多。主要需要％，阀门用量大，其类型也多。主要需要
球阀、旋塞阀、减压阀、安全阀。球阀、旋塞阀、减压阀、安全阀。

5. 5. 长输管线用阀门：长输管线主要为原油、成品长输管线用阀门：长输管线主要为原油、成品

油及天然管线。这类管线需用量居多的阀门是油及天然管线。这类管线需用量居多的阀门是
锻钢三体式全通径球阀、抗硫平板闸阀、安全锻钢三体式全通径球阀、抗硫平板闸阀、安全
阀、止回阀。阀、止回阀。



6. 6. 石化装置用阀门：石化装置用阀门：

a. a. 炼油装置，炼油装置需用的阀门大多是管道炼油装置，炼油装置需用的阀门大多是管道 阀门，阀门，

主要为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安全阀、球阀、蝶主要为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安全阀、球阀、蝶
阀、疏水阀。其中闸阀需量占阀门总数的阀、疏水阀。其中闸阀需量占阀门总数的8080％左％左
右，右，((阀门占装置总投资的阀门占装置总投资的33％％~5~5％％))。。

b. b. 化纤装置，化纤产品主要有涤纶、晴纶、维纶三大化纤装置，化纤产品主要有涤纶、晴纶、维纶三大

类。其需用的阀门是球阀、夹套阀（夹套球阀、夹类。其需用的阀门是球阀、夹套阀（夹套球阀、夹
套闸阀、夹套截止阀）。套闸阀、夹套截止阀）。

c. c. 丙烯晴装置，该装置一般需用丙烯晴装置，该装置一般需用APIAPI标准生产的阀标准生产的阀

门，主要为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疏水门，主要为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疏水
阀、针型阀、旋塞阀。其中闸阀占阀门总量的阀、针型阀、旋塞阀。其中闸阀占阀门总量的7575
％。％。



d.   d.   合成氨装置，由于合成氨原和净化方法不同，其工艺合成氨装置，由于合成氨原和净化方法不同，其工艺

流程也不同，所需阀门的技术性能也不同。目前，国流程也不同，所需阀门的技术性能也不同。目前，国
内合成氨装置需用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疏水阀、内合成氨装置需用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疏水阀、
蝶阀、球阀、隔膜阀、调节阀、针型阀、安全阀、高蝶阀、球阀、隔膜阀、调节阀、针型阀、安全阀、高
温低温阀。其中截止阀占装置用阀总数的温低温阀。其中截止阀占装置用阀总数的53.453.4％，闸％，闸
阀占阀占25.125.1％，疏水阀占％，疏水阀占7.77.7％，安全阀占％，安全阀占2.42.4％，调节％，调节
阀和低温阀及其它占阀和低温阀及其它占11.411.4％。％。

e.  e.  乙烯装置，乙烯装置是石油化工的龙头装置，其需用乙烯装置，乙烯装置是石油化工的龙头装置，其需用

阀门种类繁多。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升降杆式球阀门种类繁多。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升降杆式球
阀占大多数。其中闸阀需用量居首。阀占大多数。其中闸阀需用量居首。““十五十五””规划，全规划，全
国还需建年产国还需建年产6666万吨的乙烯装置万吨的乙烯装置66套，其阀门需求量套，其阀门需求量

客观。另外，大型乙烯和高压聚乙烯装置还需超低温客观。另外，大型乙烯和高压聚乙烯装置还需超低温
及超高温阀门系列产品。及超高温阀门系列产品。



f.f. 空分装置，空分装置，““空分空分””即空气分离，该装置主要需用截止即空气分离，该装置主要需用截止

阀、安全阀、止回阀、调节阀、球阀、蝶阀、低温阀、安全阀、止回阀、调节阀、球阀、蝶阀、低温
阀。阀。

g.g. 聚丙烯装置，聚丙烯是以丙烯为原料，经聚合而成的聚丙烯装置，聚丙烯是以丙烯为原料，经聚合而成的
高分子化合物。该装置主要需用闸阀、截止阀、止回高分子化合物。该装置主要需用闸阀、截止阀、止回
阀、针型阀、疏水阀。阀、针型阀、疏水阀。

7.  7.  电站用阀门：我国电站的建设正向大型化方向发展，电站用阀门：我国电站的建设正向大型化方向发展，

所以需用大口径及高压的安全阀、减压阀、截止阀、所以需用大口径及高压的安全阀、减压阀、截止阀、
闸阀、蝶阀、紧急切断阀及流量控制阀、球面密封仪闸阀、蝶阀、紧急切断阀及流量控制阀、球面密封仪
表截止阀。（根据表截止阀。（根据““十五十五””规划，除内蒙、贵州两省外规划，除内蒙、贵州两省外
还可建还可建2020万千瓦以上机组外，其它省市则只可建万千瓦以上机组外，其它省市则只可建3030
万千瓦以上的机组）万千瓦以上的机组）



8.  8.  冶金用阀门：冶金行业中氧化铝为主要需用耐冶金用阀门：冶金行业中氧化铝为主要需用耐

磨料浆阀（在流式截止阀）、调节疏水阀。炼磨料浆阀（在流式截止阀）、调节疏水阀。炼
钢行业主要需用金属密封球阀、蝶阀及氧化球钢行业主要需用金属密封球阀、蝶阀及氧化球
阀、截止阀和四通换向阀。阀、截止阀和四通换向阀。

9.  9.  海洋平台用阀门：随着海上油田开采的发展，海洋平台用阀门：随着海上油田开采的发展，

其海洋发展需用阀门量也逐渐增多。海洋平台其海洋发展需用阀门量也逐渐增多。海洋平台
需用关断球阀、止回阀、多路阀。需用关断球阀、止回阀、多路阀。

10. 10. 食品医药用阀门：该行业主要需用不锈钢球食品医药用阀门：该行业主要需用不锈钢球

阀、无毒全塑球阀及蝶阀。阀、无毒全塑球阀及蝶阀。



国内应开发的阀门新产品国内应开发的阀门新产品

阀门产品的开发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阀门产品的开发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
来发来发 展。我国展。我国““十五十五””经济建设的重点是能经济建设的重点是能
源、农业、环保工业和城建，也就是说，阀源、农业、环保工业和城建，也就是说，阀
门产品的未来市场主要在电力、石化、化门产品的未来市场主要在电力、石化、化
肥、环保和城建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待开肥、环保和城建等行业。而这些行业，待开
发或正试制但还需提高质量的阀门产品主要发或正试制但还需提高质量的阀门产品主要
为：为：

◇◇ 高温、高压、锻造的先导式闸阀高温、高压、锻造的先导式闸阀

◇◇ 锻钢高压大口径截止阀锻钢高压大口径截止阀



◇◇ 锻钢高压大口径止回阀锻钢高压大口径止回阀

◇◇ 金属密封、油密封金属密封、油密封AVDCOAVDCO阀阀

◇◇ 全焊接全通径管线球阀全焊接全通径管线球阀

◇◇ 升降杆式球阀升降杆式球阀

◇◇ 大口径紧急切断蝶阀大口径紧急切断蝶阀

◇◇ 全焊接直埋式球阀全焊接直埋式球阀

◇◇ 高性能蝶阀（高性能蝶阀（ANSI B16.104 6ANSI B16.104 6级，寿命达级，寿命达5050
万次以上）万次以上）

◇◇ 先导式安全阀先导式安全阀



◇◇ API 6A API 6A 平板闸阀平板闸阀

◇◇ API 6A CHOKT25 API 6A CHOKT25 阀阀
◇◇ 控制阀（调节阀）控制阀（调节阀）

◇◇ 调节疏水阀调节疏水阀

◇◇ 成品油用撑开式软密封旋塞阀成品油用撑开式软密封旋塞阀

◇◇ 深海油田用（深海油田用（3000m3000m以下海底）闸阀、球阀以下海底）闸阀、球阀

◇◇ 高压大口径上装式球阀高压大口径上装式球阀

◇◇ 氧化铝高压熔出用料浆阀氧化铝高压熔出用料浆阀

◇◇ 天然气调节装置天然气调节装置



目前，我国阀门企业约目前，我国阀门企业约60006000余家，其中年产值超过余家，其中年产值超过500500万元万元
的有的有900900家。国内上市的阀门公司家。国内上市的阀门公司33家，即家，即中核科技、洪城股份、中核科技、洪城股份、
广东明珠广东明珠。去年，中核科技主营业务收入。去年，中核科技主营业务收入2.352.35元，洪城股份主营元，洪城股份主营
业务收入业务收入1.461.46亿元，广东明珠主营业务收入亿元，广东明珠主营业务收入1.51.5亿元。这些企业，亿元。这些企业，
无论是其规模，还是产品质量，目前都无法与国外同类企业抗无论是其规模，还是产品质量，目前都无法与国外同类企业抗
衡。业内人士分析，造成目前我国阀门市场被动的原因主要有衡。业内人士分析，造成目前我国阀门市场被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两
方面方面：：

•• 一：国产阀门产品和进口产品比还有差距，质一：国产阀门产品和进口产品比还有差距，质

量有待提高量有待提高

•• 二：某些用户国产化意识不强，甚至人为地设二：某些用户国产化意识不强，甚至人为地设
置门槛，使国内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竞标时难以置门槛，使国内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竞标时难以
中标。中标。



我国企业目前生产的各种阀门普遍存在各种我国企业目前生产的各种阀门普遍存在各种
缺点：缺点：

◇◇ 外漏外漏

◇◇ 内漏内漏

◇◇ 外观质量不高外观质量不高

◇◇ 寿命短寿命短

◇◇ 操作不灵活操作不灵活

◇◇ 阀门电动装置和气动装置不可靠等阀门电动装置和气动装置不可靠等



•• 发展阀门工业，亟待开发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有关发展阀门工业，亟待开发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有关
专家要求，阀门行业应大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专家要求，阀门行业应大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严格贯彻现有的国家标准，对现有产品进行改标准，严格贯彻现有的国家标准，对现有产品进行改
革，使更新后的产品达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水革，使更新后的产品达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际水
平。平。

•• 同时，阀门行业应对铸锻件的原材料选用、铸造工同时，阀门行业应对铸锻件的原材料选用、铸造工
艺、锻造工艺、热处理等环节采取有效措施，使铸锻艺、锻造工艺、热处理等环节采取有效措施，使铸锻
件毛坯在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达到国际水平。件毛坯在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达到国际水平。

•• 另一方面，应继续开展内、外漏攻关，严格机械加工另一方面，应继续开展内、外漏攻关，严格机械加工
工艺，大力推广新型密封材料，提高产品关键部位的工艺，大力推广新型密封材料，提高产品关键部位的
加工精度，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使阀门加工精度，延长产品使用寿命，使阀门““一短两漏一短两漏””现象现象
根本性好转。根本性好转。

如何发展阀门工业



中国金属密封球阀市场预测中国金属密封球阀市场预测



前言前言

•• 近近1515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稳定

的发展，使国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一方面的发展，使国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一方面
显示对装备机械的旺盛需求显示对装备机械的旺盛需求;;提出了振兴装备提出了振兴装备

制造业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在国力增强制造业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在国力增强
的同时，提出建没的同时，提出建没 ““资源节约型、环保型社资源节约型、环保型社
会会””的理念。在的理念。在 ""十一五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规划纲要中，明确提
出出::



•• 支持煤化产业发展支持煤化产业发展: : 开发煤基液体燃料，有序开发煤基液体燃料，有序

推进煤炭液化示范工程建设，促进煤炭探度加推进煤炭液化示范工程建设，促进煤炭探度加
以转化以转化··发展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煤炭液化、发展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煤炭液化、

秸杆汽化和煤制烯烃等设备，促使煤化工产业秸杆汽化和煤制烯烃等设备，促使煤化工产业
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进入规范发展的轨道。

•• 振兴装备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 :: 重点发展大型抽水蓄能发电重点发展大型抽水蓄能发电

机组、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新型发电技术装机组、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新型发电技术装
备、超临界燃气备、超临界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设备、百万蒸汽联合循环发电设备、百万

吨级大型乙烯成套设备、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吨级大型乙烯成套设备、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
和和500500万级煤制油成套设备等。万级煤制油成套设备等。



阀门作为一个流体输送的组件，随着国民经济，特别是国家煤阀门作为一个流体输送的组件，随着国民经济，特别是国家煤

化工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在气化工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在气--固。液固。液--固二相流中，对阀固二相流中，对阀
门提出新的要求门提出新的要求::

◇◇ 高温高温

◇◇ 高压高压

◇◇ 耐磨耐磨

◇◇ 耐腐蚀耐腐蚀

◇◇ 耐冲刷耐冲刷

◇◇ 抗热循环抗热循环

◇◇ 零泄漏零泄漏

这样，金属密封球阀将获得快速发展。这样，金属密封球阀将获得快速发展。



一、电力工业发展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一、电力工业发展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

•• 中国今后能源投资中国今后能源投资80%80%用于电力工业，用于电力工业，2001~20302001~2030年年
每年平均投资每年平均投资50965096亿元，其中发电、输电各占亿元，其中发电、输电各占50%50%，，

即发电投入每年约即发电投入每年约25002500亿元。亿元。这是因为中国是煤资这是因为中国是煤资

源大国，火力发电仍然是电力供应的主要方式。源大国，火力发电仍然是电力供应的主要方式。

•• 20012001--20022002年，新开工建设的电站装机容量为年，新开工建设的电站装机容量为44704470
万万KW.KW.

•• 20032003年新开工建设的电站装机容量为年新开工建设的电站装机容量为31103110万万KWKW。。

•• 20042004年新开工建设的电站装机容量为年新开工建设的电站装机容量为40004000万万KWKW。。

•• 20062006年开工建设的电站装讥容量突破年开工建设的电站装讥容量突破75007500万万KWKW。。



•• ““十一五十一五””期间，亚临界期间，亚临界3030万万KWKW和和6060万万KWKW是主导机是主导机
组，己投八十余套超临界组，己投八十余套超临界6666万万KWKW和和l00l00万万KWKW发电发电
机组安装在沿海少煤地区。机组安装在沿海少煤地区。

•• 在发电机组中，金属密封球阀逐步取代传统的在发电机组中，金属密封球阀逐步取代传统的
截止阀，作为祸炉疏水阀、给水阀、汽包排汽截止阀，作为祸炉疏水阀、给水阀、汽包排汽
阀、主蒸汽管路步通隔离阀、省煤器疏水阀、阀、主蒸汽管路步通隔离阀、省煤器疏水阀、
超压排放阀、吹灰器隔离阀、飞灰阀、喷油嘴超压排放阀、吹灰器隔离阀、飞灰阀、喷油嘴
供油阀和仪表阀。供油阀和仪表阀。

•• 其通径为其通径为11--33″″，压力等级，压力等级Class600Class600~~4500Lb4500Lb，，
采用因科镍尔作为球体材料，喷涂碳化铬涂采用因科镍尔作为球体材料，喷涂碳化铬涂
层，要求抗冲刷、抗汽蚀、抗热冲击以及操作层，要求抗冲刷、抗汽蚀、抗热冲击以及操作
频繁。频繁。



•• 在新建电厂中，金属密封球阀大都由北美在新建电厂中，金属密封球阀大都由北美
MOGASMOGAS、、VTIVTI、、VELANVELAN和和WORKWORK等公司供货。等公司供货。

•• 根据中国工业设备网预测，根据中国工业设备网预测，““十一五十一五””期间电力工期间电力工

业阀门总需求量为业阀门总需求量为15.315.3万吨，每年平均万吨，每年平均3.063.06万万
吨，阀门总需额为吨，阀门总需额为39.639.6亿元，年均需求为亿元，年均需求为7.97.9亿亿
元。其中金属密封球阀约占元。其中金属密封球阀约占1/41/4，约，约22亿元。新亿元。新
建和在线运行更新的金属密封球阀每年约需建和在线运行更新的金属密封球阀每年约需
80008000一一1000010000套。套。



二、煤化工发展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二、煤化工发展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

•• 中国是一个中国是一个 ““多煤，缺油，少气多煤，缺油，少气””的国家，煤资的国家，煤资
源丰富，超过源丰富，超过1000010000亿吨，按采取率亿吨，按采取率50%50%计，成计，成
品煤品煤50005000亿吨，可资用亿吨，可资用100100多年。多年。

•• 煤既是能源，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在国家煤既是能源，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在国家 ““十十
一五一五””规划中，煤化工将成为一个新的支柱产规划中，煤化工将成为一个新的支柱产

业，仅次于钢铁工业。业，仅次于钢铁工业。

•• 作为化工原料，煤可制乙烯、甲醇、氢、二甲作为化工原料，煤可制乙烯、甲醇、氢、二甲
醚、烯烃以及含成氨，均需先将煤汽化。煤汽醚、烯烃以及含成氨，均需先将煤汽化。煤汽
化装置是煤化工的龙头。化装置是煤化工的龙头。



•• 煤汽化装置主要有下列工艺煤汽化装置主要有下列工艺::　　
☆☆ 德国士古工艺德国士古工艺(TEXACO)(TEXACO)，水煤浆输送，水煤浆输送

☆☆ 壳牌工艺壳牌工艺 (SHELL)(SHELL) ，干煤粉输送，干煤粉输送

☆☆ 德国德国GSPGSP工艺，干煤粉输送工艺，干煤粉输送

•• 这些装置需要金属密封球阀作为这些装置需要金属密封球阀作为::　　
☆☆ 锁渣阀锁渣阀 (LOCKSLAG VALVE)(LOCKSLAG VALVE)

☆☆ 高温蒸汽阀高温蒸汽阀 (HIGH TEMPERATURE STEAM VALVE)(HIGH TEMPERATURE STEAM VALVE)

☆☆ 高压氧气阀高压氧气阀 (OXYGEN VALVE)(OXYGEN VALVE)

☆☆ 灰阀灰阀(DUST VALVE)(DUST VALVE)



•• 最近几年，新建壳牌工艺汽化炉最近几年，新建壳牌工艺汽化炉2020余余
套，如湖北应城、广西柳州、湖南岳阳套，如湖北应城、广西柳州、湖南岳阳
和云南的大犁合成氯厂，湖北枝江、辽和云南的大犁合成氯厂，湖北枝江、辽
宁大连、河南永城、新乡和义马的煤制宁大连、河南永城、新乡和义马的煤制
甲醇，安徽安庆、内蒙神华的煤制氢。甲醇，安徽安庆、内蒙神华的煤制氢。

•• 新建德士古工艺汽化炉新建德士古工艺汽化炉1010套。拟建中的套。拟建中的
项目项目5858套，主要的阀的门供货商如芬兰套，主要的阀的门供货商如芬兰
NELES,NELES,德国德国BERRINBERRIN··ARGUS,ARGUS,北美北美VELANVELAN和和
十国企业。十国企业。



•• 在这些新建装置中，每套装置需要金属密封在这些新建装置中，每套装置需要金属密封
球阀约球阀约70007000万套，其中氧气阀约万套，其中氧气阀约20002000万套，万套，
锁斗阀、锁渣阀等约锁斗阀、锁渣阀等约35003500万套，其他煤粉输万套，其他煤粉输
送阀约送阀约15001500万套。按每年投产万套。按每年投产44套装置计，套装置计，
年需求金属密封球阀约年需求金属密封球阀约2.82.8亿元。亿元。

•• 煤直接液化和煤间接液化即煤制油是二十一煤直接液化和煤间接液化即煤制油是二十一
世纪国家重点发展的一项新技术，己列人国世纪国家重点发展的一项新技术，己列人国
家家 ““十一五十一五””计划。计划。l0000l0000万级的中试装置运行万级的中试装置运行
取得成功数据显示原油价格不低于取得成功数据显示原油价格不低于3030美元美元//
桶，煤制油技术上具有优势。桶，煤制油技术上具有优势。



•• 国家己批准的项目有国家己批准的项目有::
☆☆ 神华在内蒙古建设神华在内蒙古建设500500万吨煤直接液化项万吨煤直接液化项
目，第一条目，第一条100100万吨生产线计划万吨生产线计划20082008年底试年底试

运行。运行。

☆☆ 山东究矿煤间接制油规模山东究矿煤间接制油规模600600万吨，第一期万吨，第一期
工程工程300300万吨。万吨。

☆☆ 山煤化所在内蒙尹泰建设山煤化所在内蒙尹泰建设1616万佣试验装置万佣试验装置..
☆☆ 山西煤化所在山西潞安建设山西煤化所在山西潞安建设1616万吨万吨//年试验年试验
装置，成功后发展至装置，成功后发展至300300万吨万吨//年。年。



●● 在神华第一条在神华第一条100100万吨生产线煤加氧裂化万吨生产线煤加氧裂化
金属密封球阀从美国金属密封球阀从美国MOGASMOGAS采购约采购约22亿元亿元

●● 煤制氢工段金属密封球阀国内采购约煤制氢工段金属密封球阀国内采购约
50005000万套万套

●●备煤系统金属密封球阀国内采购约备煤系统金属密封球阀国内采购约50005000
万套万套

●●其他催化剂制备、煤浆输送、液化分馏系其他催化剂制备、煤浆输送、液化分馏系
统等约统等约30003000万元，总需求约万元，总需求约3.33.3亿元亿元



•• 为解决天然气供需平衡，沿海城市正在为解决天然气供需平衡，沿海城市正在

兴建液化天然气庄，如上海洋山倦投资兴建液化天然气庄，如上海洋山倦投资
15001500亿元，珠海投资亿元，珠海投资10001000亿元，福州亿元，福州
300300亿元。亿元。

•• 其他如中石油投资三套在天津、南通、其他如中石油投资三套在天津、南通、
如皋，均需要如皋，均需要 --46~46~--196196℃℃低温球阀，每低温球阀，每
年需求额约年需求额约22亿元。亿元。



•• 中国焦化工业的市场需求进入相对平稳的状态中国焦化工业的市场需求进入相对平稳的状态,,全全
国有国有700700多家炼焦企业，多家炼焦企业，19001900多座焦怕，生产能力多座焦怕，生产能力
达到达到170Mt/a170Mt/a，是生产、使用、出口大国。每年金，是生产、使用、出口大国。每年金
属密封球阀备件需求额约属密封球阀备件需求额约0.30.3亿元。亿元。

•• 20062006年国家发改委制定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煤化工产业中长期二展煤化工产业中长期二展
规划规划》》。按照这一规划在未来。按照这一规划在未来1515年我国煤化工总年我国煤化工总
投资将超过投资将超过1000010000亿元。亿元。

•• 平均每年平均每年750750亿元，其中装备投资按亿元，其中装备投资按70%70%考虑，约考虑，约
500500亿元。亿元。

•• 其中阀门投资约占工程总投资的其中阀门投资约占工程总投资的8%8%，为，为4040亿元。亿元。

•• 金属密封球阀市场按阀门总需求量金属密封球阀市场按阀门总需求量15%15%考虑，每年考虑，每年
煤化工行业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额约为煤化工行业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额约为66亿元。亿元。



三、石油化工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三、石油化工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

•• 中国是世界石油石化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是世界石油石化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截至截至20052005
年中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和乙烯生产能力坷居世界第年中国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和乙烯生产能力坷居世界第
二位。二位。““十一五十一五””规划纲要，石化工业将继续发展规划纲要，石化工业将继续发展,,原油原油
加工能力从现有加工能力从现有2.562.56亿吨亿吨//年提高到年提高到3.663.66亿吨亿吨//年年,,乙烯乙烯
加工能力从加工能力从800800万吨万吨//年提高到年提高到18001800万吨万吨//年。年。

•• 建没一套百万吨级乙烯大型装置，总投资约建没一套百万吨级乙烯大型装置，总投资约200200亿元亿元,,
其中设备投资为其中设备投资为30%30%，设备成本约，设备成本约7070亿元。因此亿元。因此·“·“十十
一五一五””期间将有期间将有560560亿元的市场需求，每年需求亿元的市场需求，每年需求112112亿亿
元，金属密封球阀需求按设备投资元，金属密封球阀需求按设备投资2%2%考虑，约考虑，约2.42.4亿亿
元。元。



•• ““十二五十二五””期间将有期间将有630630亿元的市场需求，亿元的市场需求，

每年需求每年需求125125亿元，金属密封球阀需求按设亿元，金属密封球阀需求按设
备投资备投资2%2%考虑，约考虑，约2.62.6亿元亿元

•• 例如，广州惠州例如，广州惠州12001200万吨万吨//年常减催化重年常减催化重

加氢炼油装置，需金属密封球阀加氢炼油装置，需金属密封球阀101101台，压台，压
力等级力等级Class300Class300--500Lb500Lb，通径，通径33--1212″″，阀，阀
体材料体材料A105A105，阀芯，阀芯316L+316L+司太莱合金。合同司太莱合金。合同
总价约总价约35003500万元。万元。



•• 按按 ““十一五十一五””规划中国将新增原油加工能力规划中国将新增原油加工能力90009000
万吨万吨//年，增加乙烯生产能力年，增加乙烯生产能力10001000万吨万吨//年。年。

•• 建成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建成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
石化产业群，建成新疆、甘肃、四川等中西部石化产业群，建成新疆、甘肃、四川等中西部
地区大型乙烯生产墓地。地区大型乙烯生产墓地。

•• PTAPTA、、PETPET聚合物的输送，在建装置约聚合物的输送，在建装置约3030余套，余套，
需要需要Class150Class150--1500Lb1500Lb，双相不锈钢金属密封球，双相不锈钢金属密封球
阀约阀约500500万元万元//套，预计年需求额套，预计年需求额0.30.3亿元。亿元。



四、冶金四、冶金 & & 环保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环保对金属密封球阀的需求

•• 金属密封球阀在冶金、污水处埋、造纸金属密封球阀在冶金、污水处埋、造纸
业中主要是煤粉输送、煤粉喷射系统、业中主要是煤粉输送、煤粉喷射系统、
灰渣排放系统、污泥、废水处理、纸浆灰渣排放系统、污泥、废水处理、纸浆
输送等场含有稳定的市场需求。预计冶输送等场含有稳定的市场需求。预计冶
金年需求额金年需求额11亿元，废水处理亿元，废水处理50005000万元，万元，
纸业纸业50005000万元。万元。



总结总结

•• 从技术上看，球阀全通径、大流量、低流从技术上看，球阀全通径、大流量、低流
阻、开关方便的忧点，将逐步从低压、常温阻、开关方便的忧点，将逐步从低压、常温
到高压、高温，逐步取代闸阀、截止阀。特到高压、高温，逐步取代闸阀、截止阀。特
别是气别是气--固，液固，液--固二相流介的增多，更促进固二相流介的增多，更促进

球阀应用范围的扩大和发展。球阀应用范围的扩大和发展。

•• 因此最近因此最近1010年，高温、高压、耐磨、耐冲刷年，高温、高压、耐磨、耐冲刷

球阀将获得迅速发展，井且具有很广泛的应球阀将获得迅速发展，井且具有很广泛的应
用领域。用领域。



•• 从中国阀门市场的总体调查和预测，从中国阀门市场的总体调查和预测，20052005年金年金
属密封球阀需求额为属密封球阀需求额为9.89.8亿元，亿元，20102010年将发展至年将发展至
19.619.6亿元。亿元。““十一五十一五””期间年需求额，电力工业约期间年需求额，电力工业约
22亿元，煤化工产业约亿元，煤化工产业约66亿元，石油化工约亿元，石油化工约2.42.4亿亿
元，冶金工业约元，冶金工业约11亿元，污水处理、纸业约亿元，污水处理、纸业约11亿亿
元。总计年需求约元。总计年需求约12.412.4亿元左右。亿元左右。



调节阀市场调查调节阀市场调查



TOP 50 TOP 50 排行榜数据对比排行榜数据对比

项项 目目 2004 2004 年年TOP50TOP50 2005 2005 年年TOP50TOP50

销售总额销售总额 5353亿元亿元 8888亿元亿元

国产部分总额国产部分总额 2626亿元亿元 3030亿元亿元

进口部分总额进口部分总额 2727亿元亿元 5858亿元亿元

第一名销售额第一名销售额 5.815.81亿元亿元 7.27.2亿元亿元

最后一名销售额最后一名销售额 20002000万元万元 45004500万元万元

电动执行机构总额电动执行机构总额 10.410.4亿元亿元 16.6116.61亿元亿元



20052005中国地区控制阀厂商销售榜中国地区控制阀厂商销售榜TOP20TOP20



根据市场调查表，针对企业使用数量最多的控制阀产品在质量、价格、服务、创新四个根据市场调查表，针对企业使用数量最多的控制阀产品在质量、价格、服务、创新四个
方面的实用情况进行评分，方面的实用情况进行评分，前前2020名企业名企业的综合评分情况如下表：的综合评分情况如下表：



前前2020名国内外企业数据对比名国内外企业数据对比

项目项目
市场市场

比例比例

质量质量

平均分平均分

价格价格

平均分平均分

服务服务

平均分平均分

创新创新

平均分平均分

国内国内

品牌品牌
26.4%26.4% 3.463.46 3.263.26 3.193.19 2.952.95

国外国外

品牌品牌
35.0%35.0% 4.274.27 2.972.97 3.273.27 3.553.55



中国控制阀市场是全球化市场的代表，至少有超过中国控制阀市场是全球化市场的代表，至少有超过143143家的世界各地控制家的世界各地控制
阀企业在中国市场进行竞争。阀企业在中国市场进行竞争。

国外国外143143家家
•• 美国美国 5454家家 德国德国 4343家家
•• 日本日本 1414家家 英国英国 1010家家
•• 意大利意大利 66家家 韩国韩国 33家家
•• 法国法国 33家家 加拿大加拿大 22家家
•• 瑞典瑞典 22家家 荷兰荷兰 22家家
•• 芬兰芬兰 11家家 丹麦丹麦 11家家
•• 奥地利奥地利 11家家 瑞士瑞士 11家家

国内国内9898家家
国有企业国有企业 1212家家
私营企业私营企业 7979家家
合资或独资企业合资或独资企业 77家家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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