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1号楼B座2单元503室
电话：010-88393520-826/825
传真：010-88393558
邮编：100044
邮箱：zgfx@cva.org.cn
网址：www.cva.org.cn 中国阀协官方微信

威兰（VELAN）中国  中国阀协战略合作伙伴

2019 年9.10月合刊

（总第 141期）

电子版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1号楼B座2单元503室
电话：010-88393520-826/825
传真：010-88393558
邮编：100044
邮箱：zgfx@cva.org.cn
网址：www.cva.org.cn 中国阀协官方微信

威兰（VELAN）中国  中国阀协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1号楼B座2单元503室
电话：010-88393520-826/825
传真：010-88393558
邮编：100044
邮箱：zgfx@cva.org.cn
网址：www.cva.org.cn 中国阀协官方微信

威兰（VELAN）中国  中国阀协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1号楼B座2单元503室
电话：010-88393520-826/825
传真：010-88393558
邮编：100044
邮箱：zgfx@cva.org.cn
网址：www.cva.org.cn 中国阀协官方微信

威兰（VELAN）中国  中国阀协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1号楼B座2单元503室
电话：010-88393520-826/825
传真：010-88393558
邮编：100044
邮箱：zgfx@cva.org.cn
网址：www.cva.org.cn 中国阀协官方微信

威兰（VELAN）中国  中国阀协战略合作伙伴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1 

 

 

 

目  录 

【特别报道-——第二届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与阀门分论坛成功

召开】 

第二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顺利召开 ....................... 4 

第二届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阀门分论坛暨第七届国际阀门技术论坛召

开 ............................................................... 6 

【政策解读】 

权威发布 |六部委联合印发《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 ... 10 

《铸造企业规范条件》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 11 

【协会动态】 

峥嵘岁月三十载   并肩前行奏华章 ................................. 14 

中国通用机械行业智能制造企业联盟成立仪式顺利举行 ................ 17 

中通协阀门分会专家委第三届第二次会议暨中通协阀门分会标准化委员会第

一届第二次会议在苏州召开 ........................................ 18 

国内首家阀门学院挂牌成立 ........................................ 21 

中国阀门制造业赴俄罗斯参展考察团凯旋 ............................ 22 

关于邀请参加 2020年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的函 ........... 27 

【市场观察】 

中项网发布 10 月份最新全国拟建在建废弃处理、污泥处理项目 ......... 30 

重庆计划新建 5座大型储气库 ...................................... 33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2 

 

山西加快建设三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重点项目公布 .................. 34 

海南炼化百万吨 PX装置投产，中石化第二代自主技术芳烃项目建成 ..... 36 

【会员之家】 

上海成套院阀门研究所“高温高压调节阀”产品成功通过专家鉴定 ...... 38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荣获 2019 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 39 

纽威大口径 1500LB上装式气动超低温开关球阀顺利通过中石油验收 ..... 40 

江苏盐电阀门通过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 40 

环球阀门集团大口径蝶阀用于“一带一路”菲律宾火电项目 ............ 41 

保一集团主起草的 3 项“浙江制造”团体标准通过专家组评审 .......... 43 

重庆川仪国内首台 LNG 高磅级低温调节阀顺利通过江苏 LNG 接收站验收 .. 43 

安特威阀门与连云港石化签订项目合同 .............................. 44 

上海凯研“便携式阀门启闭器”通过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 45 

本期走进企业——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打坚持自主创新，为振兴装备制造业贡献力量--记公司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国产

化成功研制与应用 ................................................ 46 

【阀门技术】 

超低温阀保冷层传热分析 .......................................... 51 

小百科|电动闸阀和电动截止阀的区别 ............................... 56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3 

 

 

 

 

 

 

《阀协通讯》编辑部 

主编：宋银立 

编辑：郭  瑞  王明明 

-------------------------------------------------------------------------------------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 1号楼(B座)2单元 5层

503 

邮编：100044    传真：(010)88393558 

电话：(010)88393520-826   13401018496 

邮箱：zgfx@cva.org.cn



【特别报道——第二届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与阀门分论坛成功召开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4 

 

第二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顺利召开 

为推动通用机械行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增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国通用机械工业

协会于 2019年 10月 16-17日在工业重镇沈阳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

坛。 

论坛为期 2天，由一个主论坛及泵业、阀门、风机和压缩机 3个分论坛组成，邀请到

30多位国内外专家从多个角度讲述行业的产业政策、市场需求、技术难点及未来趋势。 

本次论坛规模空前，主论坛参会人数逾 500 人，每个分论坛参会人数近 200人。参会

听众表示，演讲内容既有宏观趋势，也有微观研究，无论是企业掌舵人还是技术人员都从

中获益匪浅。 

论坛旨在通过专业性、权威性的平台，国际化的视野与角度让企业捕捉到技术的方

向、产品的未来、市场的趋势，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中通协黄鹂会长在开幕致辞上说，面对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新潮流，传统制造

业必须加快创新步伐、不断突破核心技术，才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主论坛邀请到来自用户单位的专家们对当代流体机械在能源领域的应用以及发展前景

进行阐述与展望；邀请到国际关系专家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还邀请到智能制造行业专家对

行业转型升级加以分析与指导。四位嘉宾演讲内容丰富、有高度也贴地气，让听众们受益

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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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分论坛邀请专家从前沿技术、市场趋势、产业动态、节能减排、智能制造等方面

剖析产业现状与未来。 

 

泵业分论坛 

 

阀门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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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机、压缩机分论坛 

中通协作为通用机械行业中国境内唯一的全国性行业组织，一直以来以推动我国通用

机械制造业发展为己任，着力发挥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通用机

械行业及会员单位的发展提供各项服务。秉承做服务型组织的宗旨，中通协将继续坚持团

结、和谐、有序、高效的组织文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行业和企业服务。 

第二届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阀门分论坛暨第七届国际阀门技术论

坛召开 

10月 17日，第二届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阀门分论坛暨第七届国际阀门技术论

坛在沈阳北约克维景酒店召开，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通协”）会长黄鹂

出席了本次会议，与来自 100多个企业的企业负责人、总工、专家、学者以及各类行业从

业者共计 150余人一起聆听了 9位行业专家的演讲与分享。会议由中通协副会长兼阀门分

会专职副理事长张宗列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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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首先由张宗列副会长致开幕词，他说到：“欢迎并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阀门

作为通用机械应用最广泛的产品，由于需求量不断增加，阀门厂家不断涌现，竞争也愈演

愈烈，而此时恰是推动智能制造的最好时机。本次论坛，我们邀请了智能制造的专家继续

为大家解读智能制造，同时，针对阀门发展技术方面，我们也邀请了定位器、核电、严苛

工况等领域的专家，为大家分享行业最新的技术发展，希望企业可以在本次论坛中有所收

获”。 

随后，4位来自智能制造领域内的行业专家就智能制造进行了深入的介绍，结合理论

知识与企业实践，将智能制造的框架构建的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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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采购与智能化管理助力阀门产业转型升级 中石化南京阀门中心主任、高级经济师韩小刚 

阀门的智能制造 安特威创始人、董事长 吴俊伟 

阀门行业智能制造发展及实践 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分中心总经理 陈芝文 

Rotork 智能资产管理系统 罗托克中国区高级应用工程师 江涛 

下午，5位专家就阀门定位器、快速隔离阀 FSE、核电阀门、严苛工况阀门、阀门智

能设计等领域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享与交流，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演讲嘉宾及题目

如下： 

定位器新诊断技术对阀门及执行器寿命影响 美国福斯集团定位器专家 John Schwartz 

快速隔离阀 FSE 技术和总线通信 法国伯纳德亚太区研发主管 韩锋 

核电关键阀门技术分析 
上海交大核电技术与装备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

德忠 

严酷工况阀门技术论述 
国家特种泵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业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 吴玉珍 

智能设计在阀门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兰州理工大学教授 李树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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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张宗列副会长对本次论坛做了总结，他说“感谢大家参加阀门技术发展论坛，

阀门技术发展论坛一直依照国家战略、顺应经济发和行业的发展，努力将阀门制造业向更

新的技术、更正确的方向、新广阔的领域推动，我们希望阀门技术发展论坛能成为我们固

定的‘聚会’，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解决行业发展问题的办法并分享技术的进步，从

而推动整个阀门制造业不断向前发展”。 

论坛内容分享及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论坛圆满结束。 

 

 

 

 

 

 



【政策与解读】   Policy and interpretation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10 

 

权威发布 |六部委联合印发《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 

 

8 月 28 日，为进一步提升煤炭供给体系质量，推动煤炭行业“上大压小、增优减劣”

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国家

煤矿安监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方案>的通知》（发改能

源〔2019〕1377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主动适应煤炭供需格局变化，推动小煤矿较多地区加快

调整煤炭产业结构。积极稳妥开展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分类处置工作，区分不同地区、不

同类型煤矿特点，先易后难，分步实施。 

二、统筹做好去产能、保供应和稳价格工作，根据先进产能释放、运煤通道建设、能源

结构调整等情况，合理安排分类处置工作进度，防止区域煤炭供应大起大落。企业承担煤矿

关闭退出、升级改造等工作主体责任，各地负责制定本省（区、市）30 万吨/年以下煤矿

分类处置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国家有关部门加强工作指导、给予资金奖补和政策支持。 

三、开采范围与依法划定、需特别保护的相关环境敏感区重叠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

应退尽退；生态破坏严重或 2015 年以来未批先建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限期关闭或引导

退出。通过三年时间，力争到 2021 年底全国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减少至 800 处以

内，华北、西北地区（不含南疆）30 万吨/年以下煤矿基本退出，其他地区 30 万吨/年以

下煤矿数量原则上比 2018 年底减少 50%以上。 

四、加快关闭退出不达标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2019 年基本退出以下煤矿：晋陕

蒙宁等 4 个地区 30 万吨/年以下、冀辽吉黑苏皖鲁豫甘青新等 11 个地区 15 万吨/年以

下、其他地区 9 万吨/年及以下的煤矿；长期停产停建（包括超过批准建设工期 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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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项目建设）的 30 万吨/年以下“僵尸企业”煤矿；30万吨/年以下冲击地压、煤与

瓦斯突出等灾害严重煤矿。 

五、通过煤炭产能置换、中央财政奖补资金支持等政策，以华北、西北、西南、“两湖

一江”（湖北、湖南和江西）地区及黑龙江省为重点，引导资源条件差、竞争力弱、生态环

境影响大的 30 万吨/年以下煤矿主动退出。支持剩余资源有保障、安全条件较好的煤矿改

造提升至 30 万吨/年及以上规模并实现机械化开采。 

六、严格监管监察确需保留的少量 30万吨/年以下煤矿。煤矿企业要加快实施机械化、

自动化、智能化改造，力争到 2020 年底前全部实现采煤机械化。确需保留及升级改造的

煤矿，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有关规

定。 

原文链接请点击：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8/t20190828_945525.html 

 

《铸造企业规范条件》团体标准正式发布 

为推动铸造行业创新、智

能、绿色发展，由中国铸造协会

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铸造行业

创新发展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绿

色智能铸造高峰论坛”于 2019

年 9月 10—11日在吉林隆重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 800 余名铸

造企业代表与会。中国工业经

济联合会长、工业和信息化部

原部长李毅中应邀作《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企业政府共同努力》主旨报告，多为行业资深专

家围绕铸造业创新技术、智能制造、绿色发展作报告交流，对典型铸造工艺绿色智能工厂进

行实践经验分享。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908/t20190828_9455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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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期间，中国铸造协会隆重举行了《铸造企业规范条件》（T/CFA 0310021-2019）团

体标准的发布仪式。出席发布仪式的嘉宾有：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铸造协会会长张立波，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王大宁，中国铸

造协会名誉会长、共享集团董事长彭凡，中国铸造协会副会长单位、一汽铸造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峰，中国铸造协会副会长、安徽合力股份公司铸锻厂党委书记/厂长解明国, 中国铸造

协会副会长、晋江市中德顺机械公司董事长苏良磁。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在出席本届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指出：2013 年，工信部

印发了《铸造行业准入条件》《铸造行业准入公告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公告管

理，至 2016年，先后公告了三批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名单，对促进行业节能减排，推动行

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盲目扩张、指导地方铸造产业集群（园

区）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放

管服”改革的精神，工信部今年 6月发布公告废止了《铸造行业准入条件》，不再对铸造企

业进行直接公告管理，但鼓励中国铸造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开展行业自治。罗司长

对中国铸造协会多年来支撑工信部开展行业管理和推进行业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支

持中国铸造协会积极适应行业实际发展需要，在结合前期协助工信部推进铸造行业准入公

告管理工作的基础上，制定铸造企业规范发展的团体标准；并希望协会进一步研究标准有

效实施机制，引导企业对标发展，充分发挥行业自治作用，加强行业自律建设，维护市场公

平秩序，引导监督企业规范发展；工信部将结合行业发展情况进行宏观引导。 

 

《铸造企业规范条件》（T/CFA 0310021-2019）团体标准 2019年 9月 11日发布，2020

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中国铸造协会下一步将发布标准实施管理办法，引导企业对标发展，

通过标准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和规范发展，推动铸造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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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三十载   并肩前行奏华章 

10 月 16 日，中国工业机械工业协会举办成立 30 周年纪念活动，希望借此提升

协会凝聚力，为行业和企业加油鼓劲。 

活动开始，作为行业发展的开拓者与见证者，中通协会名誉会长隋永滨以“风

雨同舟三十载，牢记使命再起航”为主题，将中国通用机械工业以及中通协 30 年的

发展历程娓娓道来。 

 

《风雨同舟 铸就辉煌》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专辑的发布把

纪念活动带入了又一个高潮。专辑记载了行业发展的脚步与取得的成就，从多个角

度把通用机械这个解决人们“穿衣、吃饭”问题的重要行业展现在读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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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制造迅速推广的新形势下，中通协为推动行业向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发展，成立了中国通用机械行业智能制造企业联盟，以期为企业带来更先进的生产、

经营理念。 

 

为感谢 30 年来企业及个人对行业和协会的支持和帮助，本次活动专设“重大装

备突出贡献奖”、“特色优势企业奖”、“至诚合作奖”、“协会建设贡献奖”、“终

身成就奖”五大奖项，为 104 家（名）企业及个人现场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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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穿插在纪念活动过程中的，企业一线工作者们带来的精彩文艺节

目。这些普通员工，用通用机械人的坚韧与热情，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场来自工厂车

间的试听体验。 

活动尾声之时，由中通协隋永滨名誉会长带队，黄鹂会长手风琴伴奏，苏永强名

誉会长领唱，全体中通协秘书处工作人员合唱《今天是你的生日》、《风雨同舟》和

《拉起手》三首歌曲。四个声部抑扬顿挫，相互配合，水乳交融，把整体活动推向了

高潮。 

 

纪念活动的最后，中通协黄鹂会长代表中通协全体员工向所有会员企业承诺，中

通协所有人员上下一心，誓为通用机械行业服务的信心和决心，言明我们一定会一直

向前，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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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机械行业智能制造企业联盟成立仪式顺利举行 

10 月 16 日下午，中通协成立 30 周年庆祝活动沈阳北约客维景酒店如期举办。期

间，中国通用机械行业智能制造企业联盟成立仪式顺利举行。成立仪式由中通协副会

长/阀门分会专职副理事长张宗列主持，中通协会长黄鹂，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

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洪海一起为联盟揭幕。 

在中通协名誉会长隋永滨、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继双、杭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明、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安、中国电建集团上海

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程道俊、大连大高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传奇、中核苏阀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国伟、江苏神通阀门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新等领导以及

上海凯泉泵业有限公司、浙江嘉利特（任蒝）泵业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

司、江苏大学、鼎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单位）的见证下，联盟正式成立。揭

幕仪式之后，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平代表联盟与通用机械

行业企业大连大高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智能

制造领域战略合作意向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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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协阀门分会专家委第三届第二次会议暨中通协阀门分会标准化委员

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苏州召开 

9 月 23 日，中通协阀门分会专家委员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暨中通协阀门分会标准化委

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在苏州召开。会议由中通协副会长/阀门分会专职副理事长张宗列主

持，中通协阀门分会专家委委员及中通协阀门分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共计 40余人参加了本

次会议。本次中通协阀门分会标准化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还特别邀请到莱茵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主任审核师陆光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阀门供应储备中心设备

材料部经理陈雨虎，山东省城市供排水水质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刘莉，苏州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院高级工程师/材料检验部部长刘丽霞、上海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高工周路云，与大

家一起探讨团体标准目前发展问题与未来发展建议。 

23 日上午，中通协阀门分会专家委员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召开。会上，首先由张宗列

副会长作了《2019 年阀协第三届专家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中总结了自第三届专家委成

立以来的主要工作，并对今后工作进行了建议及安排。他提到：“专家委成立以来，一直严

格遵守中通协专家委管理办法，履行专家委责任，积极推进国产化工作并进行国家组织的

各项申报。未来中通协会进一步发挥各位专家作用，推动行业和企业技术进步、创新发展。

进一步拓展专家在技术咨询、培训、技

术服务的作用，更好发挥专家委的整体

作用，继续争取并推进各类国家立项工

作，推进行业智能制造项目落实，继续

支持企业项目的规划、组织与实施。”

最后，张总对即将举办的 2019年第二届

中国国际流体机械产业高峰论坛暨阀

门技术发展分论坛进行了动员，希望企

业积极报名参与。 

随后，成都成高阀门有限公司曾和友副总工、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黄靖董事长、

超达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邱晓来总工分别就企业目前的创新技术进行了分享，三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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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成果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与赞扬。分享结束，各位专家一起参

观了中核苏阀核电事业部。 

 

23日下午，中通协阀门分会标准化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首先由中核苏阀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汪菊设计主任进行了《钢制平板闸阀质量分等规范》的宣贯，扬州电力设

备修造厂有限公司汤占峰进行了《普通型电动装置质量分等规范》的宣贯，成都成高阀门

有限公司副总工曾和友进行了《球阀质量分等规范》与《旋塞阀质量分等规范》的宣贯，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总工张清双《蝶阀质量分等规范》的宣贯。 

 

张宗列副会长作了《阀门行业团体标准现状情况调查及发展设想报告》，他指出“目

前随着行业发展，阀门行业已建立较为完善的依据国外标准和国家标准、团体标准目前两

这两年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迅速，中通协阀门分会目前已经颁布了 8项阀门团体标准，

2019年也会有 3项新团体标准完成，协会未来会继续推进更加规范、更加先进、更加专业

的团体标准的发布与实施。2020年，阀门分会计划推进制定电站堵阀、电站截止阀、抽气

止回阀等团体标准。未来，协会在新能源（LNG 低温阀门、超超临界电站阀门、核电阀门

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制定出更规范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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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专家展开讨论。来自莱茵技术（上

海）有限公司主任审核师陆光新，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阀门供应储备中心设

备材料部经理陈雨虎，山东省城市供排水水

质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刘莉，苏州市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院高级工程师刘丽霞发言，他们

对中通协团标工作给予了肯定，同时建议协

会要积极开展企业与用户之间的标准互认工作，使团标更有公信力与影响力。企业也表

示，要增加团标的多样性，避免重复性，对于新的团标建立，希望协会在执行实施方面给

予企业帮助。 

 

接着，中通协标准化委员会 13名委员及上海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高工周路云，对

2019年新制定的三项团体标准《饮用水阀门重金属含量及检测方法团体标准》、《铁制闸

阀产品质量分等规范》、《全自动阀门试验机》进行现场复审并进行投票，复审工作顺利

完成。 

本次会议，中通协阀门分会专家委与中通协阀

门分会标准化委委员、用户单位专家齐聚苏州，大

家共同探讨未来专家委和标准化工作，思路开阔，

建议中肯，与会者收益匪浅。未来，中通协阀门分会

会继续做好专家委工作和标准化工作，为行业进步

贡献力量。 



【协会动态】   Association developments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21 

 

国内首家阀门学院挂牌成立 

9月 28日，国内首家阀门学院在开封大学挂牌成立。开封市政协副主席刘海潮、中国

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兼中通协阀门分会秘书长宋银立、开封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凯、

开封大学党委书记陈灿、开封大学校长宋志敏以及超达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开封高中

压阀门有限公司等行业企业领导出席了挂牌活动。江苏省阀门协会秘书长盛根林、浙江省

泵阀协会秘书长陈文荣、四川省阀门协会秘书长孙晓霞、山西省水暖阀门商会会长王福宁

和厦门市阀门协会会长朱国良等也应邀参加了挂牌活动和交流会。 

开封大学宋志敏校长、中国通用机

械工业协会宋银立副秘书长、开封市政

府刘凯副秘书长和北京至善智行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徐占华董事长等领导分别发

表了讲话和致辞。 

宋银立副秘书长代表中国通用机械

工业协会对开封大学阀门学院的挂牌成

立表示热烈祝贺。他在致辞中说：开封

大学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有阀门专业方向的高等院校。建校几十年来，为阀门行业培养

了大批阀门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开大培养的学生工作务实、适应现场快，深受行业企业

欢迎。学校建设有阀门维修车间，拥有阀门实验室，有多名资深的、来自阀门龙头企业的

专业技术人员任教师，还拥有多名从事阀门教学和研究的外聘教师和兼职教授。多年来，

学校与浙江超达集团共建阀门订单班，效果良好。 

开封大学阀门学院，是开封大学与阀门企业联合建设的从事阀门人才培养的二级学

院，属于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系列，是校企深度合作、产教融合共建学院。阀门学院的成

立，将服务于阀门行业，为行业培养大批阀门技能人才。通过学历教育、长短期进修、专

项技术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取证，技术服务等实现建院目标。 

我国阀门制造业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进步最快的阀门制造产业。产品质量

水平和配套能力逐年提高，得到全世界阀门主要用户的关注，需要更多的阀门人才。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支持开封大学阀门学院的建设和运作，支持校企合作，支持阀

门技能人才培养，为我国阀门行业技术进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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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政协副主席刘海潮与中国通

用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宋银立共同为

开封大学阀门学院揭牌。 

开封大学党委书记陈灿与超达阀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群林共同

为阀门产教中心揭牌。 

揭牌仪式之后，参会领导和代表一

起参观了阀门学院校外基地--开封高中

压阀门有限公司现场并进行交流。 

 

 

中国阀门制造业赴俄罗斯参展考察团凯旋 

 

2019年 10 月下旬，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阀门分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宋银立带队，组织了一批阀门行业骨干企业参加了在俄罗斯莫斯科

举办的第 18 届俄罗斯国际泵阀、压缩机、执行器及发动机展览会（简称 PCV

展），30 多名参展企业及行业骨干企业负责人一起赴俄罗斯参加了此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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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俄罗斯阀门协会、阀门用户、科研院所及俄罗斯有关阀门企业进行了技术

交流和商务会谈。参展、论坛和考察等系列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 

参加本次俄罗斯 PCV 展企业包括：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高压阀

门有限公司、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五洲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阀门

有限公司、上海高中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方圆

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大通互惠集团、方圆阀门有限公司、上海阀门五厂有限公

司、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常州兰陵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常州诚磊阀门

科技有限公司等。本次出访企业还有江苏苏盐机械有限公司、江苏亿阀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江苏圣泰阀门有限公司、河南泉舜流体控制

科技有限公司、开封瑞科阀门有限公司、上海美科阀门有限公司、浙江有氟密

阀门有限公司、温州中阀传媒有限公司等。 

参展产品涉及到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隔膜阀、双关双断

阀、控制阀和阀门执行机构以及风光互补直流智能测控设备等。核电、火电、

石油化工、天然气管线及水系统阀门生产部分骨干企业及典型代表企业展出了

新技术和新产品，代表了中国阀门产业先进水平，彰显了中国阀门行业的技术

实力。 

10 月 22日 PCV展正式开幕。中方全体参展人员和考察代表团成员受邀出

席了开幕式，开幕式由本次主办方俄罗斯 MVK展览公司主持，邀请宋银立秘书

长代表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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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秘书长首先介绍了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情况，介绍了中国阀门行业发

展概况，表达了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愿意搭建两国泵阀行业之间合作交流的

桥梁和进一步加深两国泵阀行业交流和发展的愿望，最后，特别介绍了中通协

将于 2020 年 6 月在上海举办 2020 年中国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诚邀俄罗斯阀

门制造商协会和俄罗斯泵阀企业参展。 

10 月 23日上午，代表团一行应邀参加了俄罗斯阀门制造商协会主办的阀

门论坛，宋秘书长应邀致了开幕词。 

 

宋秘书长介绍了中国阀门行业技术现状和还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同时介

绍了中国阀门市场情况，尤其是石油化工和天然气领域的阀门市场情况。欢迎

俄罗斯泵阀企业和科研院所与中国泵阀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共同开发新产品和

开拓新市场。 

24 日，中国阀门代表团赴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参观了俄罗斯阀门制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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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HNO PERYNRTOP。HNO PERYNRTOP 阀门公司是一家 2012 年新建成的阀门企

业，企业主要生产安全阀和调节阀。工厂有员工 220 人，其中有 50 人从事研

发工作，有两位博士和一位副博士，产品研发能力非常强。主要服务于石油化

工行业。公司产品配套能力很强，调节阀的定位器和气动执行机构可以厂内配

套，也可以对外销售。生产弹簧式安全阀，也生产先导式安全阀。该工厂可以

生产超低温阀门，在 LNG 装置上有不少供货业绩。工厂面积不大，硬件条件也

一般，但是生产管理和制造工艺先进，管理严格。 

10 月 25日，中国

阀门制造业代表团赴

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的

CM-CEBEPMAW阀门公司

进行参观。该企业 1999

年投产，主要生产石油

化工、火电及核电用的

闸阀、截止阀和球阀，

拥有年产 5 万台阀门产量，产品质量水平较高。产品用于俄罗斯的炼油厂、火

电厂与核电厂，也出口到中国、伊朗、白俄罗斯等国家。公司规模不大的 CM-

CEBEPMAW 阀门厂，经济效益比较好。企业已经新建了厂房，准备进一步扩大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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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阀门协会秘书长伊万先生非常重视中国阀门行业代表团此次访问，

展会期间一直提供

帮助，并亲自陪同

我们一起考察了两

家阀门制造厂。 

本次我们参观

的两个阀门企业都

是属于比较年轻的

阀门企业，成立时间不长，但是这两个年轻的阀门企业重视研发，重视产品质

量，企业的生产管理和制造工艺要求非常严格，做出的产品精密度很高，产品

实在可靠，这是我们中国企业应该学习的。 

俄罗斯推出本土化制造（以国代进）政策。俄罗斯 2014 年强力推出本土

化制造政策，并且通过税收限制进口，国外产品想在俄罗斯销售，可以采取成

立合资公司的方式，签署特别投资协议。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俄罗斯国家工业

标准是自成体系的，要进入俄罗斯市场国内企业要取得 GOST 标准认证才可以。

在俄罗斯，英语的普及率还是比较低，在材料准备和翻译人才方面需要增加俄

语部分，才能便于进行快捷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当然，中国企业要想进入俄罗

斯市场，仅仅参加展览会和靠低价销售是不现实的，需要做一番努力。 

此次俄罗斯考察尽管时间短，很多时间都在路上，在每个工厂考察时间只

有小半天，但收获颇多，代表团成员很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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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通 用 机 械 工 业 协 会 阀 门 分 会 

关于邀请参加 2020 年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的函 

 

各相关企业： 

经过长期努力，由协会主办的中国（上海）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暨阀门博

览会已成功举办九届，来自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国际知

名企业也相继参展，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行业协会负责人和企业代表

也多次观展，该展会已经成为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展会，众多行业骨干企业多

次参展。为了更好地集中展示国内外阀门及配套件新产品和技术，宣传树立企

业品牌，搭建国内外供需间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开拓国内外市场，“2020年第

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定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18 日在上海新国

际展览中心举办。届时，协会将广泛邀请国内外阀门用户和工程公司领导及专

业人员参观展览会，目前已有许多骨干企业提前报名预定展位，秘书处正在协

调各参展企业展位，请有意向参展的企业尽快反馈报名表，便于选到较好的位

置。 

诚邀各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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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参展报名说明 
 
◇展会名称：2020年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 
◇展会时间：2020年6月14日—18日    

6月14日—15日两天布展 
6月16日—18日展出 
6月18日下午撤展 

◇展会地点：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 
◇审批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主办单位：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 

◇会员企业展位费标准(含定金）：标准展位面积为 9平方米 

标准展位：11500 元人民币/个标准展位 
室内净地：1150 人民币/平方米（最低起租面积 36平方米）； 

◇报名参展说明： 

1、报名定金：标准展位 2000元人民币； 

室内净地 6000元人民币。 

2、决定参展请填写《2020年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参展报名表》和
《2020年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会刊文字稿(中英文)申请表》(限
200字电子版)，加盖公章后发给阀门协会。 

3、展位安排：原则按申请的展位面积大小及报名交费先后顺序安排展
位。 

4、展品运输及布展、撤展等工作安排，届时将编印《参展手册》寄给参
展单位。本展览会将评出参展产品金奖和银奖。 

◇付款账户：协会帐户：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复兴支行          
帐 号：01090324900120111000325 

◇阀门协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号院 1号楼 2单元 5层 
邮  编：100044 
电  话：010-88393520转 825/826 
传  真：010-88393558 
联系人：郭 瑞   王明明  
E-mail：zgfx@cva.org.cn 

 

附件二 ：  

mailto:zgfx@cv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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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参展报名表 

 
本单位决定参加 2020年 6月 14日—18日在中国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2020第

十届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并保证支付各项参展费用，服从大会统一安排。 
 

单位名称：（中文） 
 

（英文） 
 

单位地址： 
 
联系人姓名：                  固定电话：              手机： 

 
电子信箱：                    邮政编码：              传真： 

 
申请租用展位：  
 
1、标准展位（9平方米）    个；2、室内净地        平方米。 
 
拟展出展品：（中文） 

 
      （英文） 
 

展出形式： 口实物    口模型    口图片    口其它 
 

展品体积：长米，宽米，高米，重公斤。 
 

 

参展单位盖章：填表日期： 

 

 

主办单位确认回执 
 

 

 
上述报名申请经主办单位确认即具合同效力，双方必须履行其有关责任

和义务。请及早报名预定展位和展出面积。 
 
 
协会确认展位意见： 
 
 
 
 

（协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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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项网发布 10 月份最新全国拟建在建废弃处理、污泥处理项目 

详情如下： 

01华能新疆阜康环保烟气脱白治理改造项目  

预算总投资额：3300 万元 

进展阶段：正编可研 

项目所在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 

项目建设详情： 

华能新疆阜康环保烟气脱白治理改造项目， 

1、项目建设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阜康市。 

2、项目内容：建设环保烟气脱白治理改造。 

3、项目总投资：3300 万元。 

项目联系人：杨工 

手机：13691180914 

02雨汪电厂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预算总投资额：12000 万元 

进展阶段：环境影响评价 

项目所在地：云南省曲靖市 

项目建设详情： 

雨汪电厂烟气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项目建设地址：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 

2、项目内容：2台机组，采用湿烟气工艺。 

3、项目总投资：12000 万元。 

项目联系人：干工 

手机：15367815231（点击咨询） 

03河北建投#1、#2 机组烟气脱硝系统深度减排改造项目 

预算总投资额：8968 万元 

进展阶段：可研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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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 

项目建设详情： 

河北建投#1、#2机组烟气脱硝系统深度减排改造项目， 

1、项目建设地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新城镇新章村村南。 

2、项目内容：项目不新增用地，在现有场地建设，对 2台 600MW 机组烟气脱硝系统

进行深度减排改造。1).喷氨优化：在 SCR控制算法中加入前馈控制器来提高控制系统对

SCR入口 NOx浓度变化的反应速度。2).采用低温氧化脱硝技术，在烟道中设置烟气混合

器，使臭氧与含 NOx的烟气在烟道中混合并发生氧化反应。3).相应增建 1套机力通风冷

却塔、2台循环冷却水泵、2台罗茨鼓风机、2 台罗茨真空泵、臭氧制备装置系统等，配套

增加相应高低压配电设施和远控阀门、测点及控制系统。4).建设一座制氧、臭氧及相关

电气设备综合楼。项目完成后，进一步提高机组烟气脱硝效率，更好地满足政府环保部门

对电厂烟气 NOx排放浓度的要求。 

3、项目总投资：8968 万元。 

项目联系人：谌工 

手机：15388088317（点击咨询） 

其他 10月份废弃处理、污泥处理项目 

 

http://www.pv001.com/pro/pump.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cuumpump.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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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计划新建 5 座大型储气库 

9月 24日，从中石油西南油气田重庆气矿获悉，目前，重庆气矿承担的总投资 7亿元

的相国寺储气库扩容项目已正式启动。随后重庆市还将建设 5座大型储气库(其中 2025年

前建设 3座，2035年前再建设 2座)，从而使本地库容量达到约 352 亿立方米，足够重庆

市民生活用气 56个月。 

这些大型储气库具备季节调峰、事故应急以及国家能源战略储备三大功能。它们建成

投运后，将有效缓解川渝地区冬季天然气供需矛盾，为重庆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构建更为

健全的能源体系。 

据了解，重庆市计划新建的 5座大型储气库分别为铜锣峡、黄草峡、沙坪场、万顺

场、寨沟湾储气库。其中相国寺、铜锣峡、黄草峡储气库计划到 2025 年库容达到约 77亿

立方米，工作气量可达约 43亿立方米。设计规模最大的沙坪场储气库，库容达 200亿立

方米，2025年工作气量可达 70亿立方米。 

重庆气矿相关负责人介绍，储气库建设主要是针对枯竭型气田，依托其圈闭、密封性

较好，储存空间较大的特点进行二次利用。目前我国正在加大储气库修建力度，计划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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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东北、新疆、陕西四大地域性储气库群。重庆的储气库群不但要服务地方发展，更

要在保障国内能源供应方面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专业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仅为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 3%，远低于

12%-15%的国际平均水平。国家有关部委要求到 2020 年，供气企业要拥有不低于其合同年

销售量 10%的储气能力。为达到这样的保障水平，重庆气矿将在地方政府及所属辖区相关

单位支持下，全力推进储气库建设。 

山西加快建设三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重点项目公布 

9月 30日，山西省工信厅网站公布了《山西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加快推进山西新材料产业规模壮大、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提出，山西省围绕先进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

和前沿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五大特色领域，积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着力推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规模化发展。 

目标 

到 2021年末，山西省新材料产业新增规上企业 50户左右，其中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

亿元以上的 10户，100 亿元以上的 2-3户，重点细分领域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约占

50%以上，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约占 20%以上。全省新材料产业年销售收入突破

1500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 10%左右。 

培育 3户以上具有国际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和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市

场竞争力强、自主品牌响的优势企业。鼓励骨干企业将研发投入增加至主营业务收入的 3%

以上。力争新建 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 个国家级、省级新材料领域制造业创新中

心，组建 5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实施“1+5+4”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打造 1个 1000亿级特殊钢生产加工产业基地，

打造镁铝铜合金、先进化工、先进无机非金属、生物医药、半导体晶体材料等 5个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 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打造钕铁硼永磁、新能源、纳米、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等 4个 20亿级特色产业集聚区。 

山西省着力构建新材料产业“一核五带七板块”空间布局。“一核”，将太原都市圈

打造成新材料产业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区和千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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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煤化工材料 

发展重点：加快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煤制烯烃、煤制芳烃、煤制乙二醇等现代煤化

工材料发展，大力发展高熔点费托蜡、微粉蜡、氧化蜡、异构蜡、高碳醇、单烷烃、烷基

酚、乙酸酯、无芳溶剂油、低凝柴油、聚乙烯、聚丙烯、己内酰胺等；积极发展各类助

剂、催化剂、添加剂等高附加值专属化学品和工程塑料、聚酯切片、聚氨酯等化工新型材

料。以潞安煤基清洁能源等企业为龙头，襄垣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为主体，打造我省发

展新型高端煤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示范区。 

重点企业：潞安煤基清洁能源、中海油、兰花科创、阳煤平定等。 

重点项目：潞安 180 万吨/年高硫煤清洁利用油化电热一体化示范项目扩产 240万吨/

年技改项目，中海油大同低质烟煤清洁利用示范项目，兰花科创己内酰胺节能增效技术改

造项目，兰花巴公园区产业结构调整项目，阳煤平定 2×20万吨/年煤制乙二醇二期项目

等。 

传统煤化工深加工材料 

发展重点：精细化工产品和 PPE工程塑料、可降解塑料、有机硅等新型化工材料，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巩固我省传统煤化工在国内的优势地位。 

重点企业：阳煤太化新材料、远尔州、阳煤丰喜泉稷、山西信发等。 

重点项目：阳煤太化 800吨/天 R-GAS气化技术工业示范装置项目、远尔州 1000万吨

/年低阶煤分质综合利用项目、阳煤丰喜泉稷年产 5万吨三聚氰胺项目等。 

新型煤焦化工材料 

发展重点：围绕“煤—苯—己内酰胺/己二酸—尼龙 6/尼龙 66”、“焦炉煤气—甲醇

—烯烃”、“煤焦油—炭黑油—炭黑”、“焦炉煤气—乙二醇/1,4丁二醇（BDO）—

PET/PBT”等工艺路线，加快发展己内酰胺、苯胺、己二酸、锦纶短纤维、MDI、TDI等高

端苯系深加工产品。重点突破高分散性低电阻率导电炭黑、改性沥青防水卷材、超高功率

电极用针状焦等高性能焦油深加工材料。以阳煤太化新材料等企业为龙头，清徐经济技术

开发区等园区为主体，努力打造我省“以化配焦、化材并举”的煤焦化材料循环经济产业

链新格局。 

重点企业：山西金岩、沃能化工、山西宏特、山西蔺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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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金岩焦炉气综合利用一期 40万吨/年乙二醇联产 20万吨/年 LNG项目，沃

能年产 30万吨乙二醇联产 LNG项目，蔺鑫 8万吨/年石墨炭材料配套 30万吨/年煤焦油深

加工一体化项目等。 

海南炼化百万吨 PX 装置投产，中石化第二代自主技术芳烃项目建成 

9月 27日，随着异构化装置一次投料成功，中国石化海南炼化 2#芳烃项目全装置打

通流程，对二甲苯产品分析合格，标志着 2#芳烃项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 

据悉，该项目采用中国石化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该

技术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芳烃装置生产能力为 100万吨/年， 2017 年 8 月份项

目开工建设，总投资约为 36.7 亿元。随着项目的投产，海南炼化已拥有对二甲苯生产能

力 160万吨/年，成为中国石化最大的芳烃生产基地。 

 

海南炼化 2#芳烃项目集成了中国石化芳烃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在 1#芳烃项目各项

技术指标领跑全球芳烃行业的基础上，海南炼化积极推进“第二代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

开发与应用”，全力打造国产化芳烃 2.0项目，实现了六大核心技术创新，进一步提升自

主芳烃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国产化芳烃技术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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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应用高效转化与分离新型分子筛材料。新一代吸附剂 RAX-4000 首次大型化工业

应用，大大降低了吸附剂的装填量，同时吸附剂处理能力提高 28%，显著降低装置投资和

生产消耗。 

首创变温模拟移动床吸附分离新工艺。优化吸附和脱附区温度匹配，装置处理能力进

一步提高。 

创新集成控制方法。优化升级 MCS控制系统和吸附塔专用设备，实现更高水平的人工

智能，装置自动化水平和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高。 

应用新一代高效芳烃转化催化剂。氢耗、芳烃损失进一步降低 8%-10%，歧化催化剂处

理能力较上一代歧化催化剂提高 50%。  

深度集成芳烃联合装置热联合及高效利用技术。在 1#芳烃装置能耗领跑全球的基础

上，装置设计能耗再降 25%。 

首次应用火炬系统动态模拟技术。实现延时排放、错峰排放、两套芳烃装置共用现有

火炬，优化提升减排技术，进一步提升芳烃成套技术清洁生产水平。   

海南炼化 160万吨/年对二甲苯生产的纤维，就相当于 3个海南省有效耕地产出的棉

花。对二甲苯（PX）产业链是石化工业最重要的产业链条之一，上游为石化行业，中游为

聚酯涤纶行业，下游为服装纺织行业，与人民生活紧密相关。世界上 98%以上的 PX用于制

备精对苯二甲酸（PTA）,而 98%以上的 PTA又用于生产聚酯（PET）。目前，我国 PX产能

仅占全世界总产能约 40%左右，整个产业链呈现原料严重不足而下游产能趋于过剩的局

面，海南炼化 2#芳烃项目的投产，将有助于填补我国芳烃原料缺口，对于保障产业链完整

及经济结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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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套院阀门研究所“高温高压调节阀”产品成功通过专家鉴定 

2019 年 8 月 30 日，由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简直上海成套院）

产品事业部阀门研究所（原制造技术研究所）独立研制的迷宫式、套筒式、轴流式高温高压

调节阀产品成功通过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组织的专家鉴定。

鉴定会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黄鹂会长主持，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名誉会长隋永滨、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陈以明处长出席了本次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由来自中国

通用机械专家委员会、华东电

力设计院、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院、江苏省电力设计研究院、

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上海锅

炉厂、申能集团、华能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华电句

容发电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与会专家和代表考察了生产场地和试验

场地，听取了高温高压调节阀的研制总结报告，并审查了相关设计、制造、试验及检测等技

术资料，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上海成套院研制的迷宫式、套筒式和轴流式高温高压调节阀

是成功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可以在火电、核电常规岛及其它

行业推广应用。 

迷宫式、套筒式、轴流式高温高压调节阀产品为院战略重点专项“电站高端阀门国产化



【会员之家】   CVA Members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39 

 

研究”的成果，形成了专利 9 项，已授权 3 项，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产品样机

在材料工艺与性能、表面处理工艺、阀门结构优化、强度、流场、温度场、空化、噪音等方

面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与试验研究，并通过了所有的常规性能试验以及包含寿命、热态试验

在内的型式试验，产品性能稳定可靠。 

本次鉴定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上海成套院阀门研究所高温高压调节阀的设计制造能

力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并为高温高压调节阀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将继续坚

持自主创新为先导，以市场为主导，不忘初心，为振兴国内阀门制造业做出贡献。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荣获 2019 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组织推荐 2019 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通知》

（工信厅科函〔2019〕97 号），经企业自主申报、地方组织推荐和专家评审，拟认定航天精

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53 家企业为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其中，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光荣

上榜。兰高阀科技技术力量雄厚，先后研

发出多种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的高科技产

品，被授予“全国机械工业先进集体”、“国

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五一劳动奖状”等荣

誉称号，兰高阀将充分运用技术中心及重

点实验室研发出更多先进产品，努力成为

全球阀门行业的领先者，稳步向着我们的

目标迈进。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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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威大口径 1500LB 上装式气动超低温开关球阀顺利通过中石油验收 

 

10 月 13 日，由苏州纽威阀门研发制造的一批大口径高压上装式气动超低温开关球阀

顺利通过项目验收，该批阀门最大口径 12 寸，设计压力 1500LB，应用于中石油江苏 LNG 接

收站气化外输能力改造项目，是国内 LNG 接收站项目首次尝试该类型开关球阀国产化。 

 

本次国产化项目从技术协议签订到产品出厂验收结束，全过程仅耗时 90 多天。纽威阀

门充分发挥了自有铸造、研发、加工、超低温试验平台、全球采购资源等诸多优势，严谨论

证每一处设计细节、用心琢磨每一道工艺流程、严格控制每一个检验节点，在江苏 LNG 业

主与寰球工程公司代表的见证下，所有阀门一次性通过了-196°C 超低温测试与低泄漏实验，

顺利地完成了交付。 

江苏盐电阀门通过国家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9 月 23 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研发中心向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颁发了“国家

级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证书号为（GB/T 23001-2017），这标志着盐电阀门在产业

互联网上迈上新台阶。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ball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ball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ball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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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化融合”是工信部推行的国家战略，通

过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促

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盐电阀

门自 2015 年以来，结合企业自身实际主动引进

信息化高级人才、加大两化融合工作投入力度。

通过 ERP 的深度实施，积累了生产经营日常管理

的基础数据；通过 SolidWorks 等三维软件运用，

提高了新产品的研发效率；通过 PDM 的实施运

用，实现了图纸的信息化与流程化；通过帆软 FR

大数据平台的实施等，打通了各个系统之间的信息壁垒。形成“数据共享、信息共用、成本

共控、质量共管”的运行机制，产品合格率提高二个百分点，达到 99.3%，使“YDF”阀门

产品倍受国内外用户青睐，产品供不应求，使企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环球阀门集团大口径蝶阀用于“一带一路”菲律宾火电项目 

日前，环球阀门集团大口径蝶阀交货。此批交货的大口径蝶阀是用于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上的菲律宾火电项目，订单为蝶阀 DN700-DN2900，数量 100 余台，此批订单需要在 10

月底前全部交付于菲律宾用户单位。 

http://www.pv001.com/pro/butterfly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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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阀门集团生产车间拥有生

产、制造、装配和试压等一系列的专

业生产设备和检验设备，穿过繁忙的

加工区和装配区，生产现场放满了各

种火电机组所用的各种类别电站阀

门。这些阀门都是承接为国内外各大

电厂所使用的阀门，有的是以国代进

的阀门，有的是在电厂重要部位所使

用的高端电站阀门，展现出了“HQ”牌阀门产销繁荣的景象。虽然国内近几年新增电厂项

目较往年减少，但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深入和推广，以及国内各电建能建工

程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电建项目的不断拓展，海外电厂电建的阀门使用量呈

上升趋势。 

目前，集团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已获发明及实用新型

专利 58 项，参与制订国家及行业标准 20 余项。公司研发省级工业新产品 10 余项，部分新

产品荣获“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浙江省重点高新技术产品”、“浙江制造精品”和“浙

江名牌产品”等荣誉称号。 

环球阀门集团一直以安全、可靠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优质服务为先导，秉承“创新、安

心、放心”的核心价值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质量、高附加值的阀门及相关流体控制产

品和服务，为实现“电站阀门以国代进”而不懈努力。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ball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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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一集团主起草的 3 项“浙江制造”团体标准通过专家组评审 

9 月 21 日，由浙江省泵阀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牵头组织制订、保一集团有限公司为主起

草的《液化天然气阀门》、《弹簧直接载荷式安全阀》、《先导式安全阀》等 3 项“浙江制造”

团体标准评审会在保一集团有限公司举行。 

 

评审会上，专家组听取了标准工作组关于标准的编制背景和目的、标准的核心内容和

编制过程、以及标准的先进性说明的汇报，经质询和讨论，专家组一致通过评审及先进性评

价。此 3 项标准的制订、发布与实施将进一步规范相关阀门产品的生产制造，有利于提高

阀门产业的技术水平、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确保实现“浙江制造”品牌的高端定位要求。 

重庆川仪国内首台 LNG 高磅级低温调节阀顺利通过江苏 LNG 接收站

验收 

10 月 14 日，由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设计制造的国内首台 LNG 高磅级低温调节阀，

一次性完成低温全性能实验，顺利通过项目验收。该阀门口径为 DN200，设计压力为

http://www.pv001.com/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safety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safety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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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1500，将应用于江苏 LNG 接收站，是国内 LNG 接收站首次尝试该类型调节阀国产化。 

在本次国产化项目中，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运用在阀门行业的多年的经验积累及

技术沉淀，攻坚克难，实现了该类型调节阀的全新设计，并严格把关加工制造，在江苏 LNG

业主与寰球工程公司代表的见证下，阀门一次性通过了-196°C 超低温测试与低泄漏实验，

顺利地完成了交付。 

  

安特威阀门与连云港石化签订项目合同 

近日，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与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合同，双方就 320 万

吨/年轻烃综合加工利用项目签订了供货合同。 

目前在建的 320 万吨/年轻烃综合加工利用项目由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本项

目在设计中选择成熟先进、经济合理、符合清洁生产的工艺技术，力求实现高价值、清洁化、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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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的建厂目标。经过前期严格的招标、投标及专家评审，1#、2#HDPE 装置反应器出料

电动球阀均由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提供。 

此次签约，不仅意味着我国同类型装置首次实现国产化，不再依赖进口产品；同时，也

意味着安特威在高端阀门应用领域再下一城，为国内的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上海凯研“便携式阀门启闭器”通过上海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 

近日上海凯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便携式阀门启闭器”被认定为 2019 年上

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这是继“VTF 新型阀门远传机构“阀门安全机械联锁”“核级阀

门远程传动装置”“编码式安全机械联锁”之后凯研荣获的又一重大科技成果。 

此设备利用一套手持式阀门驱动枪选择现场合适的动力源包括电源，实现了一键驱动

操作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主要解决石油化工、电力、船舶等行业中手动阀门扭矩大、圈数

多的操作问题。 

近十年来上海凯研在阀门安全操作技术创新领域积累了雄厚的技术实力及丰富的经验

自主研发的创新产品阀门远传机构、阀门安全机械联锁、安全机械联锁装置已广泛应用于

核电、电力、石化、船舶、轨道交通等重要工业领域。 

在未来，凯研将持续不断站在新的产业技术高度，进一步加强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

开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高研发管理水平，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

为国产阀门安全操作系统的振兴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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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走进企业——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打坚持自主创新，为振兴装备制造业贡献力量--记公司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国产

化成功研制与应用 

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下简称“精控阀门”）成立于 2001 年 1 月，占地面积 40000

平方米，专注于油气管线阀门和过程控制阀门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是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中国阀门协会理事单位。产品商标：       ，四川省著名商

标。一路走来，精控阀门可持续发展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政

策扶持，得益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自主创新。 

油气长输管线关键控制设备——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创新研制及其国产化研制与应用项

目是精控阀门自主创新研发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该项目产品国产化的成功研制与应用，

有效地打破了因我国在油气装备制造领域起步晚，国际成熟旋塞阀品牌先入为主长期垄断

中国油气管线市场的局面，有效地解决了因进口旋塞阀价格昂贵、交付周期长、服务响应

慢、运行维护费用高等因素严重制约我国油气管道安全运营的隐忧。为惠民生，实现国家能

源安全输送提供了保障。 

自主创新，坚持不懈 

精控阀门组织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创新研制与应用项目历时 7 年，经历关键技术攻关、

实验与应用，捕获了关键技术，经历了过程梳理、完善技术体系，完成了系列产品的成功研

发与应用。 

2012 年 1 月，精控阀门积极响应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推进重大技术

装备创新研制号召，围绕油气工程需求实施研发，针对旋塞阀面对严苛的应用工况，融合现

代仿真分析技术、抗硫/抗氢技术、密封耐磨要求、安全操作性能要求，成功完成了 6" Class 

600、16" Class 600 样机研制，形成了第一代产品创新研制的关键技术。 

2013 年 8 月——2014 年 7 月， 精控阀门积极响应国家能源局“重大装备国产化”号

召，依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科技专项“油气管道关键设备国产化”项目的安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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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管道分公司承担了联合研发国产旋塞阀的任务，根据《油

气长输管道关键设备国产化新产品研制协议》、《旋塞阀工厂试验大纲》等要求，历时一年，

成功研制并形成了第二代压力平衡式旋塞阀产品(样机：16" Class 900 和 6" Class 900)的关键

技术。 

2014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精控阀门紧跟国家能源建设步伐，着眼行业需求，持续、

深度参与管道关键设备国产化项目应用，在第一代、第二代旋塞阀技术体系基础上，不断开

发、完善、优化旋塞阀产品技术体系，优化了系列产品技术路线，完善了产业化工艺装备，

形成了质量稳定、安全技术性能可靠的第三代产品技术体系。从规格型号上实现了 DN50～

DN900 系列口径，从压力等级上实现了 Class 150/300/400/600/1500/2500LB 系列压力平衡

式旋塞阀产品体系；从产品结构设计上形成了球形阀体、及球形阀体加后焊加强筋 2 种结

构；根据使用环境需求，成功研发了地面应用、埋地应用、法兰连接型、BW 加袖管连接型

等多用途旋塞阀系列产品；根据阀门驱动方式完成了手动、电动、气动、液动、气液联动、

电液联动系列驱动配置体系；根据密封方式研发了油密封类、强制密封类旋塞阀。上述产品

体系形成系列了数字化配套技术模块，为顾客需求和公司组织实现快速交付使用提供了解

决方案。 

 

 

 

 

 

 

 

 

图：手动、法兰连接式系列旋塞阀图    图：带袖管全焊接、BW 接口系列压力平衡式旋塞

阀 

工业应用，稳步推进，使用产品规格已创国际国内行业之最 

精控阀门凭借创新研制项目完整的产品阵容，经历严苛的工况考验，压力平衡式旋塞

阀系列产品已陆续推广应用于国内外新建和扩建油气工程项目： 

1、中国石油新建扩建油气工程项目：中石油西一线 4 座压气站、西二线广深支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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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三线 14 座压气站、锦郑线廊坊输气站、西气东输蒲县/中卫/彭阳压气站、中俄东线（黑

河—长岭）天然气管道工程项目、西气东输三线闽粤支干线（广州-潮州、定远-合肥复线）

工程项目； 

2、中国石化新建扩建油气工程项目：中石化榆济线、济青二线、川气东送一线、涪陵

页岩气、中石化加纳近海天然气、中石化重庆天然气管道、中石化鄂安沧输气管道一期工

程，其中：DN600Class900LB 高压力大口径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在鄂安沧天然气管道项目上应

用已创中国之最； 

3、中国城市燃气工程项目：山东天然气管道、气化邯郸天然气管道、陕西天然气管道、

湖南天然气管道； 

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工程项目： 

应用于孟加拉国家天然气管道公司 Chittagong - Feni - Bakhrabad 平行管道等工程项目。 

DN900(36") Class 600LB 高压大口径压力平衡式旋塞阀成功应用于埃及天然气公司 Giza 

North Power 和 South Helwan 项目，已创世界之最。 

 

 

 

 

 

 

 

 

 

 

DN900(36") Class 600LB 高压大口径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在埃及项目管线上 

7 年奋战，成果丰硕 

压力平衡式旋塞阀研制与应用项目历练 7 年，修成正果。项目研制过程获授权专利技

术 6项，其中 1项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外观设计专利。 

2012 年四川省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研制项目——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运行维护设备压力

平衡式旋塞阀创新研制项目如期通过四川省经信局验收，验收组认为：“通过该项目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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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掌握了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运行维护设备---压力平衡式旋塞阀的研制和生产工艺，

具备了为石油天然气长输管线设计制造能力。” 

2014年 1月，“油气管线关键设备国产化—压力平衡式旋塞阀”项目通过中国工业联合

会科技成果鉴定。专家组认为：“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研制的压力平衡式旋塞阀新产

品符合《油气管道关键设备国产化研制技术条件》要求，完成了《油气管道关键设备国产化

研发协议》规定任务。工厂生产设备先进，试验检测手段齐全，质保体系完整，有能力定型

定产批量生产，具备新产品出厂验收条件。”同年，在四川省科技厅通过科技成果登记， 

DN400/600LB压力平衡式旋塞阀荣获“2014年第七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暨 2014年第

五届中国国际阀门博览会参展产品银奖”。 

2015年 3月，“压力平衡式旋塞阀被认定为 2014年度四川省重大装备首台套产品”。 

DN500/600LB压力平衡式旋塞阀荣获“2016 年中国（上海）国际阀门博览会参展产品金

奖”。 

2016年 9月，国产化创新研制项目产品完成现场工业性试验，通过验收。 

2018年 5月，“高压大口径压力平衡式旋塞阀研制与应用”项目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科技成果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通过设计方法、制造工艺、技术装备等多方面

的自主创新，实现了高压大口径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国产化，主要技术指 标达到了国外同类

产品先进水平，成果推广应用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年 5 月，精控阀门自主研制的四种规格压力平衡式旋塞阀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新产品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研制的 4"Class 2500、8"Class2500、20"Class900、 36" 

Class600 四种规格压力平衡式旋塞阀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填补国内空臼，主要技

术指标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可在天然气长输管线、集输、储气库等工程领域推广

应用。” 

2018 年 10 月，“油气管线用高压大口径压力平衡式”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二等

奖 

2018年 12月，DN200 Class2500 & DN900 Class600 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分别荣获“2018

年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暨第九届阀门博览会”参展产品金奖。2019 年

3月，“石油天然气关键设备—压力平衡式旋塞阀国产化”项目荣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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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经济，面对“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的鲜明案例，精控阀门深

知企业没有自主创新，就会永远受制于人，得不到发展。只有践行自主创新、专业、专注的

企业，才能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才能持续发展，走得更远，才能为振兴国家装备制

造业贡献力量，造福民生。 

 

 

 

 

 

 

 

 

 

 

 

 

 

 

 

 

 

 

 

 

会员之家栏目：欢迎会员企业投稿，本刊将为会员企业免费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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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温阀保冷层传热分析 

作者：张希恒 1，贾建波 1，余建平 1，王伟龙 1，陈修高 1，蔡天志 2  

1.兰州理工大学石油化工学院；2.大通互惠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针对超低温阀门保冷层厚度计算的问题，本文从控制冷量损失、减少热量侵入为

出发点，通过对超低温阀保冷层物理模型适当简化并结合导热微分方程，得出超低温阀门保冷

层温的函数表达式，结合国家相关标准，分析了不同算法得到的保冷层厚度之间的关系，给出

了超低温阀门防结露算法和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各自适用的具体条件。  

关键词：超低温阀；保冷层；防结露算法；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  

Heat transfer analysis of cold-keeping layer on ultra-low temperature valve  

ZHANG Xi-heng
1
, JIA Jian-bo

1
, YU Jan-ping

1
,WANG Wei-long

1
, CHEN Xiu-gao

1
, CAI Tian-zhi

2
 

(1.College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Gansu, 

China；2. Datong Reciprocity Group CO.，LTD . Changtai 363900, Fujian,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calculation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cold-keeping layer on the ultra-low 

temperature valve, this paper starts from controlling the loss of cooling capacity and reducing heat intrusion. By 

simplifying the physical model of cryogenic layer of ultra-low temperature valve and combining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of heat conduction, the function expression of cold layer temperature of ultra-low temperature valve is 

obtain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ickness of the cold insulation 

layer obtained by different algorithms is analyzed, and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the anti-condensation algorithm 

and the control allowable loss algorithm of the ultra-low temperature valve are given. 

Key words: Ultra-low temperature valve; Cold-keeping layer; Anti-condensation algorithm; Control allowable 

loss algorithm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能源的

需求量日趋增加，对天然气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常见的天然气进口的运输方式是气田产

出天然气后，经压缩、冷却至其沸点（约-

161.5℃）后变为液体，通常情况下液化天然

气储存于常压0.1MPa 、-161.5℃左右的低温

容器中，使用专用的LNG船或罐车运输，而天

然气在液化、分馏、储存及运输等各个环节都

需要低温阀门调控。 

低温阀门在运行过程中，由于阀体及阀

盖底部处温度与低温介质温度大致相同，而

阀门外表面与大气接触，二者温差一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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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K左右，在如此大温差下，冷量极易损失。

为了防止冷量大量损失，保证输送低温介质

的效率，防止内部低温介质吸热膨胀，压力急

剧上升，导致事故，需要在低温阀门的阀体及

阀盖底部加装保冷层。另外应保证保冷层外

表面干燥，所以要求保冷层外表面的温度应

高于空气中水蒸汽的露点温度，否则极易造

成保冷层表面结露受潮导致热导率增大而引

起保冷失效；阀盖处则希望其有相对大的换

热能力，以保证填料底部在0℃以上，防止填

料底部结冰，划伤阀杆，引发严重的泄漏[1]。

文献[2-3]对球罐等储罐的保冷层厚度进行

了推导和研究分析；文献[4-10]对低温管道

的保冷层厚度进行了研究，通过理论、数值计

算和实验的方法计算出保冷层的最佳厚度以

及最佳经济厚度等；文献[11]论述了低温系

统中的阀门及法兰等不同部位的保冷层施工

工艺，分析了LNG系统运行过程中引起保冷层

失效的原因并提出了预防保冷失效的措施。 

目前对于低温储罐和低温管道的保冷层

研究已经趋于成熟，但对于超低温阀门保冷

层厚度确定的研究还很少，本文从控制冷量

损失、减少热量侵入为出发点，通过对超低温

阀保冷层物理模型适当简化并结合导热微分

方程，得出超低温阀门保冷层温的函数表达

式。并结合相关国家标准，分析了不同算法得

到的保冷层厚度之间的关系，给出了超低温

阀门防结露算法和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各自

适用的具体条件。 

1 保冷层传热的基本方程 

保冷层传热基本方程的推导[12-16]，在直角

坐标系下从导热物体中任意取出一个微型平

行六面体如图1（a），依据能量守恒分析微元

体内部的能量收支平衡。 

 

（a） 直角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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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柱坐标系 

图 1微元体导热分析[13]  

依据一维傅里叶表达式得到 X、Y、Z三个

方向的傅里叶表达式，从三个方向进入微元

体内部的热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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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元体的长、宽、高分别为dx、dy、dz。

通过x=x+dx、y=y+dy、z=z+dz三个面流出的热

量应用傅里叶定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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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微元体，依照能量守恒定律，在任一

时间间隔内有以下热平衡关系：导入微元体

的总热流量+微元体内热源的生成热=导出微

元体的总热流量+微元体内能的增量 

微元体热力学能的增量表示为： 

zyx
t

c ddd






 

微元体内热源的生成热表示为： 

zyxQ ddd


 

根据能量守恒，联立式（1）~（4）得到直

角坐标系下的三维导热微分方程： 






































Q
z

t

z

y

t

yx

t

x

t
c

)]([

)]([)]([








 

但工程实际中往往遇到的是圆柱，如图1

（b）或球形的物理模型，所以对式（5）根据

具体问题的差异需要做柱坐标或球坐标的转

化，以更好的描述实际的导热问题。通过直角

坐标与柱坐标转化关系为x=rcosφ，y=sinφ，

z=z得到柱坐标下的导热微分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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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冷层物理模型及数学模型的简化 

超低温球阀的保冷位置位于阀体外表面

和法兰处，实际情况中阀体外表面几何形状

复杂，是不规则的几何体，保冷层内表面与阀

体外表面直接接触，为了求得保冷层温度场

的微分方程，需要对保冷层物理模型做适当

的简化。图2是典型的低温阀物理模型。 

（2） 

（1）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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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低温阀物理模型 

将保冷层的物理模型简化为薄壁圆筒的

传热问题，通过柱坐标下的导热微分方程和

边界条件求得保冷层温度场的解析解。根据

式(6)，保冷层的导热问题是无内热源、导热

系数为常数、沿圆周方向、轴线方向温度恒定

的、稳态的导热问题，所以对数学模型简化后

得到保冷层的导热微分方程为： 

0
r

t
r

r
















  

3 保冷层温度场的推导和厚度的确定 

对于保冷层，在内壁面给定第一类边界条

件，即给定其温度为深冷介质的温度。外表面

与空气进行自然对流换热，这属于第三类边

界条件： 

 a2

01

t-th
r

t
rr

ttrr

















时，

时，

 

将求得到的两个常数代入式（7），可以得到保

冷层温度场的函数关系： 

1

21

2

0
0 ln

ln
r

r

hrr

r

tt
tt a





  

式中， 0t ——阀体外表面温度，℃； 

at ——环境温度，℃； 

1r ——保冷层内径，由于阀体结构不是

规则的圆柱，为保证绝热效果， 1r 应取保冷

层中心处距离阀体距离最大处的值，m；（图

3.3中的最小距离） 

2r ——保冷层外径，m； 

——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  Cm/W ； 

h——保冷层外表面与空气的自然对流

换热系数，  Km/W 2  。 

式（9）的变量是r，通过式（9）可以求得

任意厚度下保冷层的温度分布。在GB 50264-

2013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中，给出了确定保冷层厚度的方法。一般有经

济厚度算法、表面防结露算法以及控制允许

损失量算法。本文只讨论后两种算法。 

 

图 3.3保冷层 r1示意图 

表面防结露算法的目的是防止保冷层外

（7） 

（8） 

（9） 



【阀门技术】   Valve technology 

《阀协通讯》2019 年 9、10 月合刊 55 

 

表面结露后水渗入保冷层内部，导致保冷层

导热系数剧增，而引起保冷层失效。在 GB/T 

4272-2008《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中要

求保冷层外表面的温度比当地露点温度高

0.3℃。令式（9）中 2rr  ， dtt  ，可求得防

结露条件下的保冷层外径为： 

da

0d

1

2
2

t-t

t-t

hr

r
lnr 


              

(10) 

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是为了控制热量侵

入低温系统或冷量过多的散失，对式（9）求

导，并代入傅里叶定律可得：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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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rr

r
ln

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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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t
-q

2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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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用此方法计算保冷层厚度时需要给定或

计算控制允许损失量[Q]，令式（11）中 r= 2r ，

可求得控制允许损失量的保冷层的外径为： 

  









h

1t-t

r

r
lnr a0

1

2
2 Q

           

(12) 

式（ 12）中需要确定 [Q]的值，在

SH/T3010-2013《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绝热工

程设计规范》和 GB50264-2013《工业设备及

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中根据环境温度和

露点温度的差值的不同给出了对应的冷量损

失的计算方法。 

当 4.5t-t da  ℃时， 

   da tthQ   

当 5.4 da tt ℃时， 

  hQ 5.4           

分别将式（14）及（15）代入式（13） 

在 4.5t-t da  ℃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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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在 4.5t-t da  ℃时，得到 











h

1

4.5h-

t-t

r

r
lnr a0

1

2
2                 

(16) 

式（13）为在环境温度与露点温度差值大

于 4.5℃时，所得外径的计算式，在 GB/T 

8175-2008《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中指

出对于工艺上允许冷损失量的保冷，采用热

平衡法求得保冷层厚度后，需要校核外表面

温度值，该温度应高于此时相对湿度下对应

的露点温度，否则必须加厚重新计算，直至满

足高于露点的要求。 

在 ta-td<4.5℃时，由防结露算法和控制

允许损失量算法所得外径计算式是相同的。

因此只需要分析在 ta-td>4.5℃时，防结露算

法和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所得外径表达式的

关系，因此用式（10）与（16）作差，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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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允许损失量防结露算法
       (17) 

分析式（17），左端看作是关于保冷层外

径R(r)的函数，由于r2是外径，所以有 1rr  ，

在这个范围内导数 0ln
1














r

r
r ，这个函数是增

函数，即r和









1

ln
r

r
r 具有相同的增减趋势，即

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1防结露算法1 r

r
rln

r

r
rln 




















 时，可以

得到 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防结露算法 rr  。分析式（18）

右 端 ， 在 ta-td>4.5 ℃ 时 ，

；01
4.5h-

t-t
-

t-t

t-t a0

da

0d 







 说明此条件下，在

r1一定的情况下，采用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确

定的保冷层厚度大于防结露算法所确定的厚

度，因此，在ta-td>4.5℃的条件下，采用控制

允许损失量算法得到保冷层厚度可以同时满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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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外表面不结露。
  
 

4  结 语 

（1）对于工艺上允许冷损失量的保冷，

采用热平衡法求得保冷层厚度后，需要校核

外表面温度值，该温度应高于此时相对湿度

下对应的露点温度，否则必须加厚重新计算，

直至满足高于露点的要求 

（2）在r1一定的情况下，采用控制允许损

失量算法确定的保冷层厚度大于或等于防结

露算法所确定的厚度，在ta-td<4.5℃时，由

防结露算法和控制允许损失量算法所得外径

计算式是相同的。 

（3）在ta-td>4.5℃的条件下，采用控制

允许损失量算法得到保冷层厚度可以同时满

足外表面不结露，无需再校核其外表面温度。 

 

                                                    

 

作者简介：张希恒，男，1966 年 2月，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阀门与密封技术。 

 

小百科|电动闸阀和电动截止阀的区别 

电动阀简单地说就是用电动执行器控制阀门，从而实现阀门的开和关。其可分为上下

两部分，上半部分为电动执行器，下半部分为阀门。动作力距比电动阀门大，电动闸阀开关

动作速度可以调整，结构简单，易维护，动作过程中因气体本身的缓冲特性，不易因卡住而

损坏，但必须有气源，且其控制 

电动阀简单地说就是用电动执行器控制阀门，从而实现阀门的开和关。其可分为上下

两部分，上半部分为电动执行器，下半部分为阀门。动作力距比电动阀门大，电动闸阀开关

动作速度可以调整，结构简单，易维护，动作过程中因气体本身的缓冲特性，不易因卡住而

损坏，但必须有气源，且其控制系统也比电动阀门复杂。电动截止阀和法兰闸阀是同属一个

类型的阀门，由电动执行机构或气动执行机构和截止阀两部分组成，区别在它的关闭件是

个阀体，阀体绕阀体中心线作旋转来达到开启、关闭的一种阀门。 闸阀在管路中主要用来

做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的流动方向。二片式球阀，三片式球阀，是近年来被广泛采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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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型阀门。 

电动闸阀和电动截止阀的区别 

1、密封面不同 

闸阀在开启和关闭时阀芯和阀座密封面始终接触并相互磨擦，因而密封面容易磨损，

特别是在阀门处于接近关闭状态时，阀芯前后压差很大，密封面磨损就更为严重；而截止阀

的阀瓣一旦处于开启状况，它的阀座和阀瓣密封面之间，就不再接触，因而它的密封面机械

磨损较小，但是介质如果含有固体颗粒，容易损坏密封面。闸阀密封面有一定的自密封能

力，它的阀芯靠介质压力紧紧地与阀座密封面接触，达到严密不漏。楔形闸阀的阀芯斜度一

般为 3-6 度，当强制关闭过量或温度变化较大的阀芯容易卡死。所以，高温、高压楔形闸

阀，在结构上都采取了一定的防止阀芯卡死的措施。截止阀的密封面，必须施以强制力关闭

的阀门才能达到密封，在同样口径、工作压力和一样的驱动装置下，截止阀的驱动转矩为闸

阀的 2.5-3.5 倍。这一点在进行电动阀门的转矩控制机构调整时，应加以注意。截止阀的

密封面，只有在完全关闭时才相互接触，强制关闭的阀芯与密封面的相对滑移量很小，因而

密封面的磨损也很小。而截止阀密封面的磨损，多数是由于阀芯与密封面之前有杂物，或者

是由于关闭状态的不严密，引起介质的高速冲刷所致。 

2、结构不同 

闸阀比截止阀结构复杂，高度尺寸较大，从外形来看闸阀比截止阀短而高，特别是明杆

闸阀需要较高的高度空间，这在安装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选型要注意的。 

3、流阻不同 

闸阀在全开时整个流道直通，此时介质的运行的压力损失最小，与截止阀相比较，它的

主要优点是流体流动阻力小，普通闸阀的流动阻力系数约为 0.08~0.12，而普通截止阀的阻

力系数约为 3.5~4.5。开启关闭力小。闸阀通常适用于，不需要经常启闭，而且保持闸板全

开或全闭的工况，不适合调节、节流使用。而截止阀在整个行程中的流阻都很大，不平衡力

大，所需的驱动力或力矩也相应地要大很多。但它很适合用作流体的调节、节流。?对于高

速流动的介质，闸板在局部开启状况下，可以引起阀门的振动，而振动，又可能损伤闸板和

阀座的密封面，而节流，会使闸板遭受介质的冲蚀。 

4、行程不同 

闸阀的行程比截止阀的要大。 

5、流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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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阀在安装时，介质可以从阀芯的下方进入和从上方进入两种方式。介质从阀芯的

下方进入的优点是当阀门关闭时盘根不受压力，可以延长盘根的使用寿命，并可以在阀前

管道承压的情况下，进行更换盘根的工作。介质从阀芯的下方进入的缺点是阀门的驱动转

矩较大，约为上方进入的 1.05~1.08倍，阀杆受的轴向力大，阀杆容易弯曲。为此，介质从

下方进入方式，一般只适用于小口径截止阀(DN50 以下)，DN200 以上的截止阀都选用介质

从上方流入的方式。电动截止阀一般是采用介质从上方进入的方式。介质从上方进入方式

的缺点正好与下方进入方式相反。而闸阀的流向，从两方进入效果都一样。?截止阀与闸阀

相比较，优点是结构简单，密封性能好，制造维修方便;缺点是液体阻力大，开启与关闭力

大。 

6、维护流程不同 

闸阀的维修，不适合在现场管道上进行，而大部分截止阀的阀座和阀瓣，可以在线更

换，无需把整个阀门，从管线上拆下来，这对于阀门和管线焊接成一体的场合，是很适合的。

当然，闸阀与截止阀的区别还不止这几种，在选型和使用中我们要很好地区分它们的异同，

才能避免出错。截止阀和闸阀的应用范围是根据其特点决定的。在较小的通道中，当要求有

较好的关断密封性时，多采用截止阀;在蒸汽管道和大直径的给水管道中，由于流体阻力一

般要求较小，则采用闸阀。 







 
《阀协通讯》电子版上线

继续加强阀门行业信息与宣传工作

《阀协通讯》自创刊以来，已经潜心陪伴阀门行业走过了 30

多  年。 2019 年，《阀协通讯》将采用电子版模式，更加注重内容

时效性，每月一期，准时与大家相见。

潜心编辑 服务企业

现在和未来是信息社会，信息的采集和发布对行业及企业的发展尤
为重要。信息的准确性、时效性和广泛性，关系到行业“产、学、研、
用”的长远发展，也关系到协会为会员以及政府的服务。为此，阀门分
会将继续加强阀门行业信息与网络宣传工作，以协会为纽带和平台，常
态化联合各位会员单位、发挥协会刊物、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体
渠道，建立主动互动联络，广泛、准确、及时汇集和传递信息的沟通方
式。

恭候赐稿 竭诚典藏

为保证杂志的前沿性与权威性，本刊面向广大阀门行业从业者征

集阀门新技术新产品、会员信息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稿件，欢迎大

家积极来稿。

投稿邮箱：zgfx @cv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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