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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论述了先导式套筒调节阀产生流体激振的各种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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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con tro l va lve, and correspond ing trea ting m 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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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在工业生产中 ,随着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调

节阀作为过程控制中的终端原件 ,已经越来越多的

应用于各个行业。但是在使用过程中 ,调节阀经常

会出现噪声、泄漏、振荡和稳定性差等问题 ,严重影

响到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及安全性。据不完全统计 ,

系统中约 75%的故障源于调节阀 ,而调节阀在某些

工况下产生流体激振是引起各种故障的主要原因。

本文以先导式套筒调节阀为例分析流体激振的原因

及处理方法。

2　调节阀结构

先导式套筒调节阀 (图 1)阀内采用阀瓣和套筒

结构 ,利用套筒内表面导向 ,套筒节流开孔满足所需

的流量特性。先导式调节阀主要是采用先导式阀瓣

来减小阀门在开闭时所受到的流体不平衡力 ,使调

节阀能够比较平稳的进行开启与关闭。由于该类型

调节阀具有安装维护方便、流量特性易于调整、互换

性与通用性强特点 ,国内外已经大量使用 ,但是在使

用过程中 ,该阀在某些特定工况下会产生流体激振

的现象 ,从而影响了调节阀的正常工作 ,因此研究该

型阀门流体激振的原因及处理方法已经成为急需处

理的问题。

图 1　先导式套筒调节阀

3　流体激振原因

调节阀产生流体激振时有多种表现形式 ,如阀

杆断裂或振动 ,阀座脱出或产生裂纹及流动失稳等。

虽然振动形式不一样 ,但是阀门激振的主要原因还

是调节阀内流体流动的不稳定性引起的 ,如脉动压

力、圆柱绕流、方柱绕流和流体空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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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阀杆 -阀瓣组件

311　脉动压力激起的振动

当流体流过阀门内部时 ,由于流通面积的急剧

变化 ,使得流动变得不稳定 ,对阀瓣会产生脉动压力

的冲击。而先导式套筒调节阀的阀瓣 -阀杆组件是

由阀杆、小阀瓣、大阀瓣以及弹簧组成 (图 2) ,其存

在各阶固有频率。当阀杆 -阀瓣组件受到流体不稳

定冲击的频率和其某一阶固有频率相吻合的时候 ,

便会产生共振 ,其振动形式主要表现为阀杆 - 阀瓣

组件相对导向套筒表面的侧面运动。有研究表明 ,

振动工况取决于流体的脉动压力是否与阀杆 -阀瓣

组件的固有频率同频 ,而非脉动压力的大小。

312　圆柱绕流激起的振动

流体对于钝物体的绕流和尾迹中的旋涡脱落现

象 ,可以诱发作用在物体上的纵向和横向载荷 ,激起

结构的振动响应。最典型意义的钝物体外形似圆柱

和方柱。当流体流过阀瓣时 ,阀瓣周围的流态会是

圆柱绕流的情况 ,在尾流中形成一个规则的旋涡流

型 ,这种旋涡与阀瓣相互作用 ,成为旋涡诱发振动效

应的根源 ,当雷诺数从 300到 300 000时 ,旋涡会以

一个明确的频率周期性脱落 ,当脱落频率刚好接近

于阀瓣的固有频率时 ,就会产生振动。

313　方柱绕流引起的振动

当流体流过套筒通道 (图 3)时 ,套筒壁的剖面

成方形 ,这里就涉及到方柱绕流和流致振动的问题。

对于方柱这种非圆剖面物体 ,可能会遇到两种主要

流致振动现象 ,涡致振动和驰振。前者是由物体绕

流和周期性漩涡脱落引起的 ,后者是由物体自身运

动引起的流体动力负阻尼效应造成的。两者都接近

于简谐振荡 ,其频率与物体的某一固有频率相接近

时 ,会产生振动。因为套筒自身不运动 ,因此可以基

本排除驰振产生的影响 ,而方柱绕流尾迹中有规律

的旋涡脱落则可能会引起阀门的振动。

314　流体空化引起的振动

当阀门处于小开度的工作情况时 ,流体流过调

节阀收缩通道时 ,由于流速急剧增加 ,静压下降。当

流体静压降低到等于或低于该流体在阀入口温度下

的饱和蒸汽压时 ,部分液体汽化形成气泡。继而随

着阀门出口流道的扩大 ,流速降低 ,静压又恢复到该

饱和蒸汽压 ,气泡破裂又恢复到液相。气泡破裂时

产生强大的压力冲击波 ,它不仅发出类似流砂流过

阀门的爆裂噪声 ,而且释放的能量冲刷阀瓣表面 ,并

波及下游管道 ,同时会引起阀门的振动。

图 3　流量特性分别为快开、线性、等百分比的套筒

4　流体激振的处理

根据调节阀产生振动的原因 ,并结合一些工程

中的实际例子 ,总结出消除先导式套筒调节阀流体

激振的方法。

411　改变零部件质量或弹簧刚度

调节阀产生振动的原因主要是由阀内流体压力

的不稳定引起的 ,当脉动压力的频率和阀门自振频

率同步的时候 ,就会激起调节阀的共振。基于这样

的原因 ,可以采用改变调节阀整体质量或者阀杆 -

阀瓣组件质量来改变其自振频率。由于阀杆与阀瓣

是有弹簧连接的 ,其自振频率也与弹簧的刚度有关 ,

因此也可以通过改变弹簧刚度来改变阀杆 -阀瓣组

件的自振频率 ,从而使阀门的自振频率与流体脉动

压力频率不同 ,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阀门的流体激

振。

412　改变套筒的流量特性

调节阀一般在开度相对较低的时候发生振动 ,

采用改变调节阀套筒流量特性 (图 4)的方法可以消

除振动。如把快开特性改成直线特性、直线特性改

成等百分比特性、等百分比特性改成双曲线特性 ,可

以在调节阀流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大阀门的开度 ,从

而可以避免调节阀在小开度下工作 ,有效的防止调

节阀振动的发生。

413　改变结构

由于窗口式套筒在流体流过时对阀瓣的冲击集

中在一点 ,流体的脉动能量比较大 ,容易激起阀门的

振动。当把套筒的窗口改成若干个小孔时 ,流体的

脉动能量将分散开 ,大部分都被流体吸收 ,对阀瓣的

冲击将大大减小 ,这样就有利于消除 (下转第 3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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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附录 4个。23版将 22版中的 1112节的《标记举

例 》归入了附录 E (参考性的 )《标记举例 》。

作为标准内容的一部分 ,对阀门的采购和试验

起到了指导作用。23版附录 A无损检验要求中的

检验和验收标准均作了修改 ,且增加了 5个检验项

目。附录 D采购指南中要求了阀门的现场试验、泄

压、清管、耐火试验、补充试验和数据表的原则。阀

门数据表 ,列出了阀门订货、性能规范、使用条件、连

接和密封副结构型式、操作机构型式和扳手尺寸、阀

门的支撑、其他特殊要求 (补充试验、耐火试验结

构、泄压、排放连接、旁通连接、提供的文件、第三方

证明或程序 /试验、涂漆和涂层等 )。附录 B补充试

验要求中 ,详细说明了高于标准压力级的静压试验

的介质压力和试验结果要求、气密封试验的要求、试

验压力、试验保压持续时间和试验方法、操作扭矩试

验、抗静电试验、驱动链强度试验、体腔泄压试验、由

氢引起的断裂试验、双截断和排放阀试验、双隔离和

排放阀试验的测量方法和要求。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 ,可以看出 , AP I 6D标准对管

道阀门的订货、设计、制造、试验与检验、识别等方面

有很大的指导意义。AP I 6D 第 23版许多规定性内

容这里只是作提示性解释。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和

思路只能供参考。随着国内 AP I认证和 AP I产品制

造不断地走向成熟 ,相信在贯彻执行 AP I标准和规

范方面 ,会有更多的成功经验和更新的管理模式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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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4页 )

振动。窗口式套筒可能使大阀瓣产生强烈旋转 ,导

致阀门无法正常使用。小孔式套筒则可以消除阀瓣

的旋转 ,一定程度上也会消除阀门的振动。

11快开　21直线　31抛物线　41等百分比

51双曲线　61修正抛物线

图 4　流量特性曲线

414　增大阻尼

增大阻尼即增加对振动的摩擦 ,如阀瓣采用 O

形橡胶圈密封 ,采用具有较大摩擦力的石墨填料等 ,

对消除或者减弱振动有一定的作用。

415　减小大阀瓣与套筒的配合间隙。

　　该型阀门的大阀瓣和套筒之间有一定的配合间

隙 ,这主要是在阀门预启时让流体可以通过。如果

间隙较大 ,就可能产生机械振动 ,因此合理设定阀瓣

与套筒的配合间隙可以消减振动。

5　结语

引起先导式套筒调节阀流体激振的因素复杂多

变 ,其阀内的不稳定流动属于非定常的复杂内流问

题。通过分析找出流体激振的原因 ,为调节阀结构

的改进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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