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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官网（www. cgmia.org.cn），由中通协主办、运营，是中通协唯

一对外线上信息传播窗口，是信息报送、通知发布、会议报名的第一源头。 

为了提升中通协品牌影响力和凝聚力，方便用户查询、浏览、分享信息，在广泛听取了

多方反馈建议后，中通协官网进行了优化升级，重装上线。 

 

中通协作为通用机械工业国内唯一全国性行业组织，下设包括泵、风机、压缩机、阀

门、气体分离及液化设备、分离机械、真空设备、减变速机、干燥设备、气体净化设备、冷

却设备、能量回收装备 12 家分会。经过整合升级后，中通协官网作为协会唯一网上平台，把

12 家分会子站合而为一，实现技术统一，功能统一，结构统一，平台统一，权限管理统一，

数据一站式管理、面向多服务对象、多渠道的网站集群。新网站有效解决分会间数据壁垒，

破除了信息孤岛的现象，共享共用协会信息资源，实现平台的统一性、管理的统一性和可持

续性。 

 

作为拥有 1500余家会员单位的大型行业协会，中通协继续秉承服务会员的宗旨，在新

网站上开辟会员信息发布渠道。中通协会员可在新网站注册公司专属主页，随时上传、更新

公司简介、新闻、资质证书、示范项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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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协将通过新网站发布各类会议通知，会员可以通过网站直接报名。参加 2020年

IFME 流体机械展的企业也可以通过网站相关链接进行报名及了解展会动态。 

 

伴随着总会网址的迁移，中通协阀门分会网站也随迁新址，随迁新址之

后，中通协阀门分会会继续继续秉承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初心，承担好新闻

传播的重任，为行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新网址期待您的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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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通 用 机 械 工 业 协 会 阀 门 分 会 

 

关于中通协阀门分会网站迁移的通告 

 

各会员单位： 

为了响应国家公安部网络安全中心关于互联网管理办法，同时为了保证中国通用机械工

业协会阀门分会网站的安全，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网站由原来的网址

http://www.cva.org.cn/迁移至http://vl.cgmia.org.cn/。 

2019年12月10日，阀协新网站正式上线，原网站3个月内仍可正常浏览，但网站内容不

再更新，特此通知。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新网站将继续秉承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的初心，承担

好新闻传播的重任，为行业发展继续贡献力量。 

一、会员企业请尽快注册登录更新企业信息 

2019年12月10日，新网站正式上线。新网站开辟“会员登录”板块，为副会长、常务理

事、理事及会员单位开辟新闻通道，企业可以通过访问新网站“会员登录”板块，注册通过

之后可以实现企业新闻、企业产品等栏目的自主上传。请各单位2020年1月30之前，尽快注册

登录并更新企业信息。 

二、欢迎投放企业广告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网站为大家预留广告位，可做长期的广告投放，欢迎有

需求的企业联系阀门分会获取详情。 

三、会员福利 

对于推动行业重大进步的会员企业新闻以及企业创新性、突破性技术进步文章，秘书处

开辟专门栏目为企业免费刊登。 

 
 

http://www.cva.org.cn/
http://vl.cgm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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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协召开多场低温阀门样机鉴定会 

 

12月22日-27日，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组织或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与昆仑能源

组织的低温阀门国产化样机鉴定会陆续召开。分别是： 

1.浙江永盛LNG接收站关键设备低温阀门样机鉴定会召开 

12月22日，LNG接收站关键设备国产化低温阀门鉴定会在浙江永盛科技总部顺利召开。

此次提供鉴定的LNG低温阀产品为：NPS 3-CL1500低温高压调节阀、NPS 8-CL600低温高压调

节阀、NPS 24-CL150深冷蝶阀。在鉴定会上，专家们认真实地考察了永盛科技金加工车间、

装配车间、测试车间，详细了解了公司的生产和质量保证能力，听取了永盛科技LNG阀的研

发、投产、测试、验证等情况汇报，严格审查了新产品检测报告和鉴定资料。 

LNG低温阀门的成功研制，展现了永盛科技在新产品研发和工业化生产的实力，为天然

气液化装置和接收站的设备国产化提供可靠的产品打下基础，打破了国外企业长期的市场垄

断地位，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2.江苏神通LNG用深冷球阀、蝶阀国产化样机鉴定会召开 

12月23日上午，LNG用阀门国产化新产品鉴定会在江苏神通召开。 

本次提供鉴定的产品为NPS6 CLASS1500、NPS10CLASS1500深冷球阀,NPS24 CLASS150深

冷蝶阀。鉴定委员会认为：研制的深冷球阀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研制的深

冷蝶阀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可在LNG接收

站上推广应用。 

3.无锡市亚迪流体LNG深冷蝶阀、低温高压调节阀样机鉴定会召开 

12月24日上午，LNG接收站关键设备国产化低温阀门鉴定会在无锡市亚迪流体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召开。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无锡亚迪研制的深冷蝶阀和低温高压调节阀填补了国内

空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可在LNG接收站上推广应用。 

在鉴定会上，专家们认真实地考察了无锡亚迪金加工车间、装配车间、测试现场，详细

了解了公司的生产和质量保证能力，听取了无锡亚迪LNG阀的研发、投产、测试、验证等情况

汇报，严格审查了新产品检测报告和鉴定资料。此次提供鉴定的LNG低温阀产品为：YD300T-

NPS24 Class150深冷蝶阀；YD100C-NPS3 Class1500、YD100C-NPS12 Class600两种低温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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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阀。 

无锡亚迪LNG低温阀门的成功研制，充分体现了无锡亚迪在新产品研发和工业化生产的

实力，为天然气液化装置和接收站的设备国产化提供可靠的产品打下基础，可在LNG接收站上

推广应用。 

4.自贡新地佩尔--LNG用深冷轴流式止回阀样机鉴定会召开 

12月27日上午，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和昆仑能源有限公司组织的LNG用

NPS10/Class1500深冷轴流式止回阀国产化鉴定会在四川自贡新地佩尔阀门有限公司召开。 

鉴定会专家考察了新地佩尔生产现场、听取了新产品研制工作报告，审查了技术总结报

告、性能检测等相关鉴定资料和技术文件，进行了充分的质询和讨论。最后，鉴定委员会一

致同意新地佩尔通过鉴定，认为其“研制的深冷轴流式止回阀填补

了国内空白，主要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

平,可在LNG等低温工况推广应用。” 

由于篇幅有限，对以上四个鉴定会内容不再赘述，中国通用

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微信公众号已对此有详细描述，想了解更

多详情，请关注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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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调整部分阀门等商品进口关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

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近日印发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为积极扩大进口，激发进口潜力，优化进口结构，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我国将对 850

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为更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适度增加

国内相对紧缺或具有国外特色的日用消费品进口，新增或降低冻猪肉、冷冻鳄梨、非冷冻橙

汁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为降低用药成本，促进新药生产，对用于治疗哮喘的生物碱类药品

和生产新型糖尿病治疗药品的原料实施零关税；为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和零部件进口，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新增或降低半导体检测分选编带机、高压涡轮间隙控制阀门、自动

变速箱用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铌铁、多元件集成电路存储器、大轴胶片原料、光刻胶用分

散液、培养基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为鼓励国内有需求的资源性产品进口，新增或降低部分

木材和纸制品进口暂定税率。 

为推进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固

体废物的有关精神，与进口废物管理目录的调整时间相衔接，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取消钨

废碎料和铌废碎料 2种商品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国税率。 

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实施互

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订的自贸协定或优惠贸易安排，2020年我

国将继续对原产于 23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进一步降税的有中国与

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格鲁吉亚、智利、巴

基斯坦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定。2020年，继续对与我国建交并完成换文手续的最不发达

国家实施特惠税率，并根据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和我国过渡期安排，调整特惠税率适用

国别。 

2020年 7 月 1日起，我国还将对 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五步降税，同

时与此相衔接，相应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暂定税率。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

公室表示，上述调整措施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动建设

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有利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拓展贸易发展新空间，加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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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利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开创开放合作、包容普惠、

共享共赢的国际贸易新局面。 

国家能源局关于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评定和评价的办法 

 

国家能源局关于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评定和评价的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切实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促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

范应用的意见》（发改产业〔2018〕558号）和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能源领域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的通知》（国能发科技〔2018〕49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是指国内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拥有知识产权、

尚未取得市场业绩的能源领域关键技术装备，包括前三台（套）或批（次）成套设备、整机

设备及核心部件、控制系统、基础材料、软件系统等。 

第三条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和评价工作由国家能源局牵头组织实施，

主要包括技术装备申报、评定、示范及效果评价。 

第二章 申报要求 

第四条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由各研制单位申报，也可由研制单位联合项目

实施企业申报。各地方发改委（能源局）、有关中央企业负责组织本地区、本企业的申报工

作，汇总后统一上报国家能源局。 

第五条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申报需要提供：研制单位介绍、研发及售后保

障能力、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情况、技术装备适用范围、技术装备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主要

技术规格参数和技术水平、运行安全风险、科技成果鉴定（或评价）材料、科技查新报告、

自主知识产权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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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申报材料应按上述要求整理，内容完整、格式清晰，能够真实、充分、准确地反

映研制单位和技术装备的有关情况。 

第三章评定工作过程和要求 

第七条国家能源局委托行业协会、能源研发和评定中心等单位组织开展能源领域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评定工作，评定工作过程如下： 

1.被委托单位组织能源技术装备领域资深专家，组建不同专业领域的专家组，召开评定

会，对申报的技术装备进行评定。 

2.评定工作全部完成后，被委托单位负责对各专家组意见进行汇总，并以正式文件上报

国家能源局。 

3.评定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列入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 

第八条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评定专家和相关工作要求如下： 

1.资深专家由行业协会推荐，要求具有正高级职称，且从事相关领域技术工作超过 20

年，各领域专家组人数不少于 5人。 

2.评定会包括材料审查和企业答辩，各专家组根据资料和答辩情况对参评的技术装备进

行评定，形成评定意见。 

3.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从以下方面评定：技术水平、适用范围、应用条

件、安全风险、保障措施以及制造企业资质、研发与生产能力、质量与售后保障能力等。 

第四章 监管和评价 

第九条国家能源局定期组织对已示范的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情况进行

跟踪、评价。 

第十条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完成后，项目实施企业向国家能源局提交

示范评价申请。评价材料包括：示范项目完成情况、示范效果、技术装备运行情况等。 

第十一条国家能源局委托行业协会、能源研发和评定中心等组织能源技术装备领域资深

专家，组建相关专业专家组，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情况进行评价。

评价包括材料审查和现场审查，专家组根据审查情况出具评价意见，被委托单位将评价意见

以正式文件上报国家能源局。 

第五章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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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经评定确定为能源领域首台（套）的重大技术装备，有关能源企业应积极承担

示范任务。鼓励有关能源企业结合项目建设开展能源领域首台（套）零部件的示范应用，对

于重点的技术装备，国家能源局将协调优先开展示范。 

第十三条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享受《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能源领域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应用的通知》（国能发科技〔2018〕49号）中明确的其他优惠政

策。 

第十四条鼓励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单位利用商业保险等经济手段转移

技术装备的质量和责任风险，商业保险的赔偿限额应尽可能弥补事故造成的损失。 

第六章附则 

第十五条本办法由国家能源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发改委等 15 部门正式发布《关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

实施意见》——中通协阀门分会部分摘抄 

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和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充分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顺应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消费升级

趋势，通过鼓励创新、加强合作、以点带面，深化业务关联、链条延伸、技术渗透，探索新

业态、新模式、新路径，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融相长、耦合共生。 

到 2025年，形成一批创新活跃、效益显著、质量卓越、带动效应突出的深度融合发展企

业、平台和示范区，企业生产性服务投入逐步提高，产业生态不断完善，两业融合成为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培育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一）推进建设智能工厂。大力发展智能化解决方案服务，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

智能等应用，实现数据跨系统采集、传输、分析、应用，优化生产流程，提高效率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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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以建设网络基础设施、发展应用平台体系、提升安全

保障能力为支撑，推动制造业全要素、全产业链连接，完善协同应用生态，建设数字化、网

络化、智能化制造和服务体系。 

（三）推广柔性化定制。通过体验互动、在线设计等方式，增强定制设计能力，加强零

件标准化、配件精细化、部件模块化管理，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定制和按需灵活生产。 

（四）发展共享生产平台。鼓励资源富集企业面向社会开放产品开发、制造、物流配送

等资源，提供研发设计、优化控制、设备管理、质量监控等服务，实现资源高效利用和价值

共享。 

（五）提升总集成总承包水平。支持设计、制造、施工等领域骨干企业整合资源、延伸

链条，发展咨询设计、制造采购、施工安装、系统集成、运维管理等一揽子服务，提供整体

解决方案。 

（六）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引导企业通过建立监测系统、应答中心、追溯体系等方

式，提供远程运维、状态预警、故障诊断等在线服务，发展产品再制造、再利用，实现经

济、社会生态价值最大化。 

（七）优化供应链管理。提升信息、物料、资金、产品等配置流通效率，推动设计、采

购、制造、销售、消费信息交互和流程再造，形成高效协同、弹性安全、绿色可持续的智慧

供应链网络。 

（八）发展服务衍生制造。鼓励电商、研发设计、文化旅游等服务企业，发挥大数据、

技术、渠道、创意等要素优势，通过委托制造、品牌授权等方式向制造环节拓展。 

（九）发展工业文化旅游。支持有条件的工业遗产和企业、园区、基地等，挖掘历史文

化底蕴，开发集生产展示、观光体验、教育科普等于一体的旅游产品，厚植工业文化，弘扬

工匠精神。 

（十）培育其他新业态新模式。深化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关联，加快业态模

式创新升级，有效防范数据安全、道德风险，实现制造先进精准、服务丰富优质、流程灵活

高效、模式互惠多元，提升全产业链价值。 

三、探索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融合发展新路径 

…… 

（三）提升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水平。推动装备制造企业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

案提供商转型。支持市场化兼并重组，培育具有总承包能力的大型综合性装备企业。发展辅

助设计、系统仿真、智能控制等高端工业软件，建设铸造、锻造、表面处理、热处理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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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中心。用好强大国内市场资源，加快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带动配

套、专业服务等产业协同发展。 

…… 

（五）深化制造业服务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大力发展“互联网+”，激发发展活力和潜

力，营造融合发展新生态。突破工业机理建模、数字孪生、信息物理系统等关键技术。深入

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加快构建标识解析、安全保障体系，发展面向重点行业和区

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推广一批行业系统解决方案，推动企业内

外网升级改造。加快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服务企业的创新应用，逐步实

现深度优化和智能决策。 

（六）促进现代物流和制造业高效融合。鼓励物流、快递企业融入制造业采购、生产、

仓储、分销、配送等环节，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优化节点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加强物流资

源配置共享。鼓励物流外包，发展零库存管理、生产线边物流等新型业务。推进智能化改造

和上下游标准衔接，推广标准化装载单元，发展单元化物流。鼓励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协同

“走出去”，提供安全可靠服务。 

（七）强化研发设计服务和制造业有机融合。瞄准转型升级关键环节和突出短板，推动

研发设计服务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互促共进。引导研发设计企业与制造企业嵌入式合作，提

供需求分析、创新试验、原型开发等服务。开展制造业设计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促进工业设

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型。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和中介服务体系，推进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八）加强新能源生产使用和制造业绿色融合。顺应分布式、智能化发展趋势，推进新

能源生产服务与设备制造协同发展。推广智能发电、智慧用能设备系统，推动能源高效管理

和交易。发展分布式储能服务，实现储能设施混合配置、高效管理、友好并网。加强工业设

备、智能家电等用电大数据分析，优化设计，降低能耗。推动氢能产业创新、集聚发展，完

善氢能制备、储运、加注等设施和服务。 

四、发挥多元化融合发展主体作用 

（一）强化产业链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在产品集成度、生产协作度较高的领域，培育一

批处于价值链顶部、具有全产业链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龙头企业。发挥其产业链推动者作

用，在技术、产品、服务等领域持续创新突破，深化与配套服务企业协同，引领产业链深度

融合和高端跃升。 

（二）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示范效应。在技术相对成熟、市场竞争充分的领域，培育一批

创新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突出的行业领军企业。鼓励其先行探索，发展专业化服务，提供行业

系统解决方案。引导业内企业积极借鉴、优化创新，形成差异化的融合发展模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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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发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融合发展活力。发挥中小微企业贴近市场、机制灵活等

优势，引导其加快业态模式创新，在细分领域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单项冠军”

企业。以国家级新区、产业园区等为重点，完善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效能，推动产业集群融

合发展。 

（四）提升平台型企业和机构综合服务效能。坚持包容审慎和规范监管，构建若干以平

台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生态圈，发挥其整合资源、集聚企业的优势，促进产销精准连接、高

效畅通。鼓励建立新型研发机构，适应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需求。加快培育高水平质量技

术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优质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服务。 

（五）释放其他各类主体融合发展潜力。引导高等院校、职业学校以及科研、咨询、金

融、投资、知识产权等机构，发挥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优势，积极创业创新，发展新

产业新业态。发挥行业协会在协调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建立跨区域、跨行业、跨领

域的新型产业联盟。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 

2019年 1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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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协第二次团体标准审定会召开,3 项阀门团标过审 

截至 2019 年，中通协审定并公告发布了 16 项团体标准，涉及泵、风机、压缩机、阀门、

减变速机、冷却设备、分离机械、气体净化等行业。 

 

12月 25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通协”）在北京召开了 2019年第二次

团体标准审定会。中通协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员、委员代表及部分标准起草单位代表等 48 人

出席了会议。 

中通协黄鹂会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黄鹂会长介绍了 2019 年我国械工业和通用机

械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对 2020 通用机械经济形势作了展望；指出团体标准在未来经济发展中

会越来越重要，团体标准在通用机械行业越来越有影响，团标审查很重要，要求各位委员实事

求是，严格规范审查。 

中通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孙放主持会议并通报了 2019 年通用机

械行业团体标准工作情况及 2020 年团体标准工作计划。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中国通用机械工

业协会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及部分委员的议案。后续将依据《中通协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专

家管理办法》不定期调整委员名单。 

本次会议审查了《一般用离心空气压缩机》、《压缩空气站节能设计指南》、《模块化电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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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机通用技术要求》、《全自动阀门试验机》、《饮用水阀门重金属含量及检测方法》、《铁制闸阀

产品质量分等规范》、《干燥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流化床干燥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转筒干燥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 9项标准送审稿及相应材料。经过专家委员认真、

细致的审查，有 7 项标准送审稿获 3/4 以上委员投票赞成，获得通过，标准属国内先进水平。 

低温阀门技术规范、试验大纲修订讨论会在京举行 

为进一步推进液化天然气低温阀门国产化进程，修订补充完善低温阀门的技术规范、试验

大纲，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组织的低温阀门技术规范、试验大纲讨论会于 2019年 11月 12

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丘平、管道室柯松林，中国寰球工程公司贾

琦月，中国石油京唐 LNG 雒海隆，中国石油江苏 LNG杨林春，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张继伟及中

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乘风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吴忠仪

表阀门有限公司、重庆川仪调节阀有限公司、杭氧泵阀制造有限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张宗列主持。 

 

讨论会之前，张宗列副会长广泛征求了低温阀门国产化参研企业的意见，并就部分问题详

细咨询了专家的意见，会上，张宗列副会长结合参研企业就技术规范和试验大纲的一些技术要

求和提出的具体问题，按阀门种类与参会专家展开了热烈讨论，从技术规范及试验大纲的规范

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到具体表述的严谨规范都做出了修订补充完善。 

张宗列副会长表示，将结合会上的讨论结果，对技术规范和试验大纲进行升版，并将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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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规范、试验大纲发给各相关企业，作为低温阀门设计、制造、试验、鉴定的标准性文件

执行。会议对液化天然气低温阀门国产化推进有重要意义，受到了与会专家及参研企业的一致

好评，取得了圆满成功。 

2019 年中通协阀门分会新会员座谈会在厦门召开 

12月 20日，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通协”）阀门分会 2019年新会员座谈

会在厦门召开。中通协阀门分会理事长于传奇、中通协副秘书长兼阀门分会秘书长宋银立等协

会领导出席会议。90 多家近五年来新入会的新会员企业领导和少数老会员企业领导 100 多人

出席了这次新会员会议。 

会议由宋银立秘书长主持。宋秘书长做了题为“新形势下我国阀门行业企业发展与协会平

台利用”的演讲。他首先通报了我国阀门行业现状和阀门行业目前面临的一些挑战，阐述了协

会的宗旨、任务与职能，并回顾了协会多年来的工作成果和开展的各项活动。宋秘书长向新会

员企业介绍到：“协会是桥梁和纽带，是大家应该共建的服务平台，我们建议已入会企业利用

好协会平台，支持协会工作，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活动，在协会搭建的平台上展示企业产品和

实力，共同推动行业进步。” 

最后，宋秘书长重点介绍了 2020年 6月将要在上海举办的 2020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

流体机械展览会暨阀门博览会，本次展会较往年阀门展区规模有很大扩展，已经有近百家行业

内有影响力的企业报名参展，为更好的筹划展会期间各项活动，建议企业及早确认面积，积极

沟通，在协会搭建的展示平台上展示企业。本次会议还邀请到中石化南京阀门采购中心韩小刚

总经理、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杨庆朝副总监，中国水利水电研究院的杨开林教授和兰州

理工大学的张希恒教授为大家做了专题演讲，和企业家们一起交流探讨行业市场与技术发展，

为行业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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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领导和专家分别为大家带来了最前沿的、与阀门企业有着最直接关系的阀门市场需求

和技术动态信息，演讲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会议期间，于传奇理事长和宋秘书长给天津市阀门泵业商会等 4 家地区阀门产业协（商）

会和欧冠阀门科技有限公司、开封瑞科阀门有限公司等 5 家阀门制造企业颁发了新入会会员

证，赠送了《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发展史》和《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成立 30周年》等书籍。 

最后，于传奇理事长做了会议总结，他肯定了新会员座谈会的重要作用，也鼓励会员企业

用好协会平台，加强交流，充分发挥协会的作用，共同为行业发展努力。 

座谈会后，与会领导和代表还一起参观了大通互惠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的智能制造生产

线给与高度评价和认可，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特种泵阀供需交流会在泰州召开，中通协受邀参加 

11月 13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单位主办，江苏省泰州市政府和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通协”）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特种泵阀技术交流对接会在泰州顺利召开。 

工信部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中通协副秘书长兼阀门分会秘书长宋银立、中通协泵业

分会秘书长解刚、泵业分会副秘书长李树斌和 100多行业骨干泵阀企业领导和技术人员受邀出

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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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银立秘书长和李树斌副秘书长分别代表阀门行业和泵行业做了专题发言。他们分别介绍

了阀门行业情况和泵行业情况，并表达了行业企业近些年在重大技术装备配套泵阀产品上取得

了不少业绩，具备了开发特种泵阀的能力和积极性，希望用户单位和企业到行业企业建立联系，

开展调研，联合攻关，突破技术瓶颈，实现特种泵阀攻关目标。用户单位有关专家也分别介绍

了不同行业泵阀需求和对于合格供应商的要求，为泵阀企业提供了大量产品开发信息。 

交流会后，用户单位专家参观了泵阀企业展台，详细询问企业情况和产品情况，部分企业

和用户还进行了一对一的深度洽谈，交流活动获得良好效果，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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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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 

暨阀门博览会的函 

 

各会员企业：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上海）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IFME）暨阀门博览会已

成功举办了九届，来自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国际知名企业

也都相继参展，来自俄罗斯、日本和德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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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众多骨干企业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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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暨阀门博览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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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多家行业内骨干企业报名参展，协会计划按产品类

型或应用领域协调安排位置，以便能达到更好的展出效果，请各会员企业尽快确

定参展具体面积，发送参展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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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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zgfx@cv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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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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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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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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与荷兰化工巨头再合作，建第 2 套环氧丙烷/苯乙烯装置 

12月 24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2 月 24日宣布，日前已与全球化工巨头利安德

巴赛尔工业公司(LyondellBasell)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成立新的合资公司，并在宁波建设

第 2 套环氧丙烷/苯乙烯装置。该项目是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第 2 套 120 万吨/年大乙烯

项目下游核心装置之一。 

利安德巴赛尔总部位于荷兰，是世界上最大的塑料、化工和炼油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上最

大的聚合物改性料生产商和聚烯烃技术许可商。该合资公司将按 50:50 股比设立，新装置将继

续采用利安德巴赛尔的环氧丙烷/苯乙烯技术，每年可生产 30万吨环氧丙烷和 60万吨苯乙烯，

计划 2020年初开始建设，预计 2022年建成投产。产品将由两家母公司按股比各自销售。该项

目是中国石化与利安德巴赛尔在第 1 套装置成功合作的基础上合资建设的第 2 套环氧丙烷/苯

乙烯装置。 

利安德巴赛尔工业公司旗下子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曾在 2007 年成立一家合

资企业(宁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化学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约 44.4 亿元人民币，中国石化方面

与利安德出资比例分别为 73.35%和 26.65%。该合资公司拥有 28.5万吨/年环氧丙烷和 62万吨

/年苯乙烯装置，利用镇海炼化丰富的乙烯原料资源和完善的公用工程配套设施，引进利安德

环氧丙烷/苯乙烯专有生产技术。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 2020 年度控制阀及其附件框架协议控制

阀及其附件框架协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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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关联方：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物资装备部 2020 年度控制阀及其附件框架协议控制阀及其附

件框架协议招标公告已发出。 

查询网址： 

1. 易派客阀门专区网站： 

https://mall.epec.com/ecmall/static/fmZone.do 

2. 中国石化物资招标投标网： 

https://bidding.sinopec.com/tpfront/(S(na5vn2jxvnhn43owz4we1zyy))/xxgg/004001

/Default.aspx 

一、招标文件售卖时间：2019 年 12 月 23 日 8:00 时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16:00 时（北

京时间，下同）。 

二、投标截止时间：2020年 01月 14日 08:30 时。 

三、开标时间：2020年 01月 14日 08:30时。 

四、开标地点：宁波市鄞州区民安东路 268 号国际金融服务中心 A 座 21层招标大厅。 

五、凡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在 2020年 01月 14 日 08:30 时前与王舒一联系，技术咨

询请与赵贵东联系（技术方面的询问请以信函或传真的形式）。 

诚邀广大关联方企业积极参与。 

 

 

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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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亿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岳阳己内酰胺搬迁扩能项目开工  

12月 5日上午，巴陵石化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转型发展项目及下游产业项目

签约暨开工仪式在岳阳举行。 

岳阳市政府与中国石化巴陵石化公司签订了己内酰胺产业链搬迁与升级转型发展项

目补偿框架协议、入园协议。该项目占地 2650 亩，总投资约 143亿元；加上下游延链产

业，总投资达 208亿元。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188亿元、利税 10.75 亿元，解决就

业 2000人。通过发展下游纺丝和工程塑料产业，将给地方带来千亿 GDP 增量，并意味着

湖南省在解决“化工围江”问题上实现重大突破。 

 

巴陵石化现有己内酰胺装置位于岳阳市中心城区，于 1989年动工建设，经 4次扩能

改造，产业链整体规模已达年产 30万吨。但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己内酰胺生产厂区逐步

被城区包围。项目搬迁至云溪区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将有效解决中心城区人口集

中区域环境和安全隐患、洞庭湖生态环境土地修复、新建厂区先进技术改造扩能以及置

换城区商业用地等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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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高关键阀门助力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投产通气 

12月 2日下午，黑河首站中俄双方代表

举行主题为“建设中俄东线深化能源合作”

的投产通气仪式，,成都成高阀门有限公司

受邀出席。随着中俄两国元首下达指令中俄

东线天然气管道正式投产通气，此线路一年

内将引进 50亿立方米天然气，黑吉辽、京津

冀等地将直接受益，以后将逐年增加输量，

最终达到 380亿立方米/年。 

自中俄东线开始建设以来，面对工期紧、

任务重、环境复杂等因素，成高阀门市场部

售后服务人员伍科一直坚守岗位，积极对接

项目各单位，高标准、高质量、高要求做好

售后服务工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中

俄东线项目部的一致赞扬。应用在中俄东线

的这批 56寸球阀作为装备国产化的“代表”，

具备了口径大、压力高，并且使用在高寒地

区，制造工序复杂，周期长，质量要求高等

特质，阀门自重就有 40多吨，相当于一辆重

型坦克的重量，这是国产 56 寸大口径球阀

首次在国内长输管道中使用。这也是公司技

术研发转化为市场的又一大力作，为公司下

一步发展壮大抢得先机。 

 

哈电阀门通过民用核安全设备模拟件

厂内鉴定试验 

12 月 3 日——4 日，哈电集团哈尔滨

电站阀门有限公司通过了核安全局组织

的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许可证扩证

模拟件样机的厂内鉴定试验。 

鉴定会期间，技术评审专家听取了企

业针对模拟件制造的相关汇报，对阀门公

司核安全设备取证模拟机样机零部件生

产的质量报告及鉴定试验大纲进行了审

查，并见证了模拟件样机的相关厂内鉴定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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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包括：核一级仪表阀（截止阀、止

回阀、阀组）、核二级旋塞阀的相关强度

试验、动作性能试验、密封试验。 

 

经过生产制造部、二车间、质保质检

部、研发部、工艺部、动力设备部等相关

部门对厂内鉴定试验的充分准备及通力

合作，原定鉴定周期为 3 天的鉴定试验只

用了 1 天半便顺利完成。 

本次鉴定试验的通过标志着阀门公

司向着核电市场迈出了坚实一步，希望公

司各相关部门再接再厉，按计划完成厂外

鉴定试验，完成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

造扩证任务。 

 

博纳斯威阀门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

术奖 

近日，博纳斯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与

合肥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长

沙理工大学、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联合承担的《大型输水工程用高参数空

气阀试验技术及产品应用》项目荣获中国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本次获奖项目攻克了大型输水工程

用空气阀性能参数难以测量和准确计算

的难题，有利于高参数空气阀的研发和用

户选型。空气阀是输水工程中重要的阀门，

对于输水工程的安全和节能运行至关重

要。本次获奖成果提高了我国空气阀整体

研发水平，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实现了大规格空气阀的性能测试，使空气

阀可以参数化，方便用户的选型，降低了

输水工程的爆管几率，提高了输水工程的

http://www.pv001.com/pro/globe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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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效率，为环保节能，资源有效利用做

出了贡献。 

圣泰阀门高温高压锻造系列阀门顺利

交付项目 

近日，圣泰阀门承接的中石化安庆分

公司热电项目用高温、高压、锻造系列阀

门顺利通过验收，实现交付。 

 

该项目阀门产品由圣泰阀门研发制

造，阀体采用 12Cr1MoV 合金结构钢整体

锻造，设计压力 14MPa，使用温度 540℃，

最大口径 DN275。闸阀导向条和闸板导向

槽表面堆焊硬质合金，当阀杆施加扭矩时，

阀瓣与密封面之间均匀接触，使之达到介

质流体泄漏量为零，延长使用寿命。滑动

部件间有一定的硬度差别以防相互咬紧，

并提供有利的磨损特性；配套电动执行机

构，单程开启或关闭都控制在 90秒以内，

具有足够的力矩和刚度，保证在开启或关

闭时的稳定性。 

此次项目产品的顺利交付，充分展现

了公司强大的研发工艺、生产控制、供应

保障、检测试验、质量保证等各方面能力，

为公司自主品牌不断创新，走“高端阀门”

的发展线路打下了坚实基础。自 2017 以

来，圣泰阀门先后成为中石化、中石油、

中海油、恒力集团等终端客户的供应商，

一次次佳绩的取得，是圣泰阀门献给祖国

70 周年的珍贵礼物。公司将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优化产业结构、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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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为石油天然气、

炼化、石化、电力等行业领域提供更多更

先进的高端阀门产品。 

双恒阀门顺利通过 SIL3 产品功能安

全认证 

日前，双恒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成功通

过了由意大利机械产品认证中心颁发的

SIL 3 产品功能安全性认证。此证书的获

得体现了双恒生产产品质量已经符合了

国际安全标准，同时 SIL3 安全完整性等

级的通过，标志着公司产品已经达到了石

化工艺生产过程中对仪表类产品安全性

要求最高的标准。 

SIL 认证（Safety Integrity Level）,

简称安全完整性等级认证，是对安全设备

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或者性能等级

(PL)进行评估和确认的一种第三方评估、

验证和认证。SIL 认证一共分为 4 个等级，

SIL1、SIL2、SIL3、SIL4，其中，以 SIL4

的要求最高，如石化电力的 SIS 系统等。

石化仪表类一般为 SIL2、SIL3。 

双恒阀门集团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发

展成为了国内特种阀、控制阀专业的研发

制造商，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整套安全可

靠的流体控制解决方案，是一家集科研开

发、试验检测、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阀

门企业。生产的阀门广泛应用于极其严苛

的工矿环境，其中应用环境高温可达 

1000°C，高压 4500LB，超低温-196°C，

高颗粒、大口径 DN≥3000；产品广泛应用

于石化、电厂/供热、冶金、LNG、造纸、

水利工程等行业。 

武锅阀门：国产“双超”机组大口径全

锻造系列阀门迎新突破 

日前，武汉锅炉集团阀门有限责任公

司其承接的超高温、超高压、大口径全锻

造系列阀门项目顺利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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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推出的大口径 F91、F92 整体

锻造闸阀设计温度 575℃，设计压力 17MPa，

最大口径 DN700，是目前国内同参数下口

径最大的全锻造闸阀。产品采用 ANSYS、

Fluent、ABAQUS 先进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以自有专利技术球形环弹性阀瓣密封组

件，提高了产品的密封性和可靠性；攻克

了 F91/F92大口径闸阀密封面钴铬钨合金

等离子堆焊技术，有效解决了易产生沿熔

合线横向环形裂纹和密封面纵向裂纹的

问题；全员创新，多项技改解决了现场装

备加工能力受限问题。 

此次项目的顺利实施，充分展现了武

锅阀门在研发、制造、检验及工艺创新等

方面的实力与潜力，为实现公司向“高端

阀门”战略目标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未

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发

挥技术底蕴优势，为中国能源产业的高速

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四川精控阀门助力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投产通气 

12 月 2 日，备受瞩目的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正式投产通气，四川精控阀门制造

有限公司作为油气管线关键设备--压力

平衡式旋塞阀国产化的研制单位，全线中

标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国境内段国产

化旋塞阀项目，能有机会参与国家重大战

略工程项目是精控阀门的荣耀。精控阀门

作为长输管线及过程控制阀门的专业制

造商，将继续服务于中国油气管道建设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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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点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中俄东线管道起自俄罗斯东西伯利

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进入我国黑龙江省

黑河，中国境内段新建管道 3371 公里。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通气意味着中国

四大能源战略通道构建完毕。 

 

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召开“2019 年安全阀技术”研讨会 

近日，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石化”）在京召

开了主题为“三十峥嵘、不忘初心、创新

发展、砥砺前行”的安全阀技术研讨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阀门与石

油装备事业部、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寰

球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国石油物

资有限公司、万华化学化工设计院、恒力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普莱克斯（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宁波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安技公司和大连理工大学的专家、领导参

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由三个主题报告组成：安全阀

事业部王学彬总经理做《三十峥嵘、不忘

初心、创新发展、砥砺前行----奋进中的

北京航天石化安全阀》的报告，全面的回

顾了三十年来安全阀产业的奋斗历程，总

结了安全阀产业在技术和市场上对行业

进步的贡献，展望了民族品牌机遇与挑战

共存的发展之路；随后，唐旭丽副总工程

师做《2019 版 ASME 规范安全阀部分更新

要点》的报告，针对 ASME 规范中安全阀

部分更新后的要点与参与专家进行了交

流和分享；最后，陈殿京总工程师做《不

断实现技术突破的 HT系列先导式安全阀》

的报告，对 HT 系列先导式安全阀的技术

发展与各位专家、同事坦诚深入的交换了

意见。2019 年正值航天石化安全阀产业创

立三十周年，召开此次研讨会旨在汇集多

位资深业内专家的丰富经验，多视角研讨

ASME 规范在国内的应用和安全阀技术发

展的方向，共同推动安全阀行业技术进步，

进一步提升超压保护类装备的国产化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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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企业 

十年艰辛跋涉，小荷才露尖尖角——记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 

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高端工业阀门设计与制造，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卓越的流

体控制系统解决方案。安特威十年前落户苏州，公司成立以来，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得益于业

内专家、用户的信任和支持，得益于行业协会、业界友商的指导和促进，安特威一直保持高增长态

势。经过短短十年的发展，在经济增速、研发投入、生产模式、人才建设等方面均取得长足发展。

目前，除苏州总部外，公司在津、成都、淄博、昆明、包头、榆林等地均设有办事处，业务遍及中

国大陆以及韩国、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回首十年，安特威将“It’s reliable（值得信赖）”和“助您安心享受美好生活”作为公司

的基因和信仰，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成立 30 周年，同时也是苏州安特威正式成立 10 周年，值此机会，安特威回顾总结十年来的奋斗之

路。 

一、夯实研发，实现单一产品向全套产品的突破 

成立之初，安特威的目标非常明确，董事长吴俊伟亲笔题词：“提供最好的耐磨阀 

和服务，是我们的目标，更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但当时安特威面对的现实是，产品单一羸弱，缺

乏核心技术，在国内外大品牌面前根本没有竞争力。因此，安特威决定重金投入研发，培养自己的

研发团队。每年投入的研发经费占到了公司销售额的 10%，持续的高投入很快获得了丰厚回报，安特

威逐渐掌握了多种阀门的核心技术并不断推陈出新，更好地满足了市场需求。公司生产的球阀、蝶

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旋塞阀、柱塞阀、调节阀、盘阀、迷宫阀等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炼

油、天然气、石油、电力、水务、化工、建筑、造纸、管线输送等领域。其中，安特威双盘阀、盘

阀、PDS 高频阀、氧阀、S-Zorb 阀、三偏心蝶阀、双楔式高温闸阀等产品，具有质量水平高、使用

寿命长、供货周期短等特点，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全不输进口产品，一举打破了我国该

类型阀门长期以来依赖进口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中国重大装备国产化进程。 

二、自主研发，实现跟随制造向创新创造的华丽转身 

阀门，尤其是苛刻工况阀门，通常位于大型装置的核心位置，一旦发生泄漏、卡涩以及其他故

障，轻则导致停车检修，让用户蒙受经济损失；重则发生安全事故，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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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关键位置的阀门都被进口品牌垄断，但实际情况是，即便是进口的大品牌，在实际上线

投运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安特威瞄准这类市场机遇，对石油化工、煤化工、硅化工等恶劣工

况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当然这注定是一条非常艰难的前行之路，我们的对手都是来自于世界的一

流阀门制造企业，这就要求安特威在为用户解决问题时必须非常专业和专注，甚至是另辟蹊径，走

前人未走过的路，才能有资格与进口品牌一较高下。“创新”是安特威重要的企业文化之一，迄今

为止，安特威已经拥有两项国家发明专利，数十项实用新型专利，并有若干专利正在申请中。目前，

无“Ｏ”圈氧阀在线运行 5 年以上；PDS 高频球阀开关寿命突破 500 万次大关；双盘阀在线运行寿

命已达 10 年，仍在正常运行；还有 szorb 阀、双楔式高温闸阀、三偏心蝶阀等，都有非常卓越的表

现。 

 

2015 年，在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领导、业内专家、用户代表等的共同参与见证下，安特威双

阀一体式盘阀成功通过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组织的国家级新产品鉴定。安特威双盘阀在云南大

为、中原大化、中石化、神华宁煤等 20 多套煤气化装置终端用户使用，实践证明安特威双盘阀的

无故障寿命是同类进口产品使用寿命的 5 倍以上。安特威双盘阀的诞生，结束了该类阀门依赖进口

的历史，实现了安特威从跟踪模仿向创新创造的华丽转身。 

三、锐意改革，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智造的转型升级 

随着制造强国建设的推进，互联网思维逐渐向各行各业渗透，但阀门行业依然沿袭着传统的生

产模式。2015 年，安特威着眼未来，前瞻性地启动智能智造升级改革，目标就是 ：“减少人为依

赖、减少技术依赖、减少产品依赖、减少设备依赖、减少资金依赖、减少场地依赖，从而建立本质

安全公司”。为此，安特威重新定义了公司的价值观与核心竞争力，坚决摈弃低价竞争，坚守为客

户创造价值这条底线，关闭了相当一部分业务，从而能够专注于质量可控工程的新理念落实和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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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造 的 改

革。在长达

两年多的时

间里，安特

威绝大多数

高管都很少

现身于“江

湖”，而是安

心地在厂内修炼“内功”！无论外面风云如何变幻，无论订单业务量起起伏伏，全公司上下同心把

质量可控落实到位，坚持质量优先，坚持研发为主，坚持为客户创造价值。 

目标是清晰的，道路是曲折的。尤其是刚刚启动智能化改革之初，没有现成的模板可参考。对

于安特威这样的超级离散制造业来说，每年生产的阀门种类太多，根本无法进行流水线生产。“每

一套软硬件系统的搭建，市场上都找不到现成的模板，只能靠自己搞二次开发，我们把手绘框架图

交给软件公司，反复与软件公司对接不断地修改方案，然后再根据实际运行的反馈再度优化方案，

最后才形成安特威如今正是使用的十多套系统。基于这十多套系统的无缝对接，安特威已经做到了

工人一键一码开工，过程检和成品检数字化传输、数字化上传、智能化判定，以及后期的数字化交

付。让生产和质量全过程“实时可视、远程可控”，引起了行业的普遍关注。 

安特威走过的十年，是独立自强研发的十年，是

不断推出新产品的十年，更是不断超越自我的十年。

十年艰辛跋涉，安特威“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们心

中还有更远大的抱负。回首这十年走过的路，要感谢

一直以来信任和支持我们生存和发展的领导、专家、

用户、友商；要感谢那些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始终相

守相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员工和奋斗者们。在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通协建会 30 周年之际，安特

威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我们的行业蓬勃

发展，安特威将和广大同仁一起，伴随这个美好的时

代，乘着改革的东风“直挂云帆济沧海”！ 

 



【阀门技术】   CVA Members 

《阀协通讯》2019 年 11.12 月合刊 36 

 

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瞬态流场特性研究

李树勋1,2，朱禄1,2，徐晓刚1,2，张万年1,2 ，王伟波1,2 

1.兰州理工大学  特种阀门技术研究所，2.兰州理工大学 石油化工学院  

摘 要：针对高压降蒸汽疏水调节阀节流内件设计和选用不合理，导致阀内流动不

稳定的问题，基于流体力学连续性方程和调节阀能量判据，设计计算调节阀降压级数、

节流孔径。使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软件计算调节阀瞬态流场，得到组合调节阀

不同工况下监测点处的压力脉动变化规律。分析结果表明：迷宫套筒组合式节流内件

有利于阀内流速平缓上升并降低阀内压力脉动，相同开度下，工况参数影响调节阀节

流前后压力脉动大小，随着调节阀开度减小，流体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后的大涡逐

渐消失，形成了小涡。 

关键词：高压降;CFD;多级套筒;迷宫盘片;压力脉动 

中图分类号：TH134             文献标志码：A 

 

Simulation Research on Vortex-induced Vibration of High 

Pressure Drop Labyrinth-sleeve Control Valve 

LI Shu-xun1,2, ZHU Lu1,2, XU Xiao-gang1,2, ZHANG Wan-nian1,2, WANG Wei-bo1,2 

(1.Technical  Institute of Special Valve ,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2.School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the high-pressure drop steam trapping valve 

throttle internals can not be accurately designed and selected to cause unstable 

flow in the valve, the design control loop step and throttle aperture are designed 

and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fluid mechanics continuity equation and the energy 

criterion of the regulating valve. Th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CFD) softwar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transient flow field of the regulating valve, and the 

pressure pulsation variation at the monitoring point under different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combined regulating valve is obtained. The analysis results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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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labyrinth sleeve combined with the throttle internals is beneficial to 

reach  smooth depressurization and equally distribute pressure, as well as to 

reduce  the internal pressure pulsation of the valve.Under the same opening degree, 

the working condition parameter affects the pressure puls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throttle valve is throttled. As the opening degree of the regulating valve 

decreases, The large vortex before and after the fluid flows through the labyrinth 

disc and the sleeve gradually disappears and arising a small vortex. 

Key words: High pressure-drop; CFD;multi-level sleeve; Labyrinth disk; 

Pressure pulsation 

 

随着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蒸汽作

为二次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蒸汽供热

所消耗的能源在我国能源总消耗中占有重

要地位[1]。蒸汽疏水阀作为保证蒸汽系统高

效工作的节能元件，起着阻汽通水的功能，

在蒸汽加热设备和蒸汽管网中广泛应用
[2]
。

由于蒸汽疏水阀内部结构复杂，阀内件具有 

典型的节流特征，在其启闭过程和运行工况

下介质的流态为典型的高速湍流，流体产生

剧烈的压力脉动和漩涡，诱发流体激振并产

生高噪声[3]。针对高压降疏水阀流体激振问

题，国际上通常采用多级降压疏水阀，但由

于缺乏基础理论研究与指导，无法针对具体

工况精确设计和选用多级降压节流内件。 

本文针对高压降疏水阀复杂多变工况，

在流体力学连续性方程和调节阀能量判据

的基础上，设计迷宫套筒组合节流调节阀，

基于CFD数值模拟方法对调节阀不同工况瞬

                                                             
 

态流场进行计算研究，分析调节阀不同工况

下的压力脉动，验证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节

流内件设计方案，为高压降类调节阀设计提

供依据。 

1  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模型及内件设计 

1.1  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模型 

本文调节阀设计参数为PN250、DN80，在

分析设计的基础上分析其瞬态流动特性。图

1为调节阀结构示意图，其中六通道迷宫盘

片、四通道迷宫盘片以及各级套筒是该调节

阀的主要节流元件。调节阀前端介质为液态

水，流量调节特性为等百分比流量特性，该

调节阀工况参数详见表1。 

javascript:showjdsw('showjd_0','j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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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结构示意图 

表 1  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工况参数 

名  称 
最大工

况 

正常工

况 

最小工

况 

阀 前 压 力

(MPa)(a) 
18.5 18 15 

阀后压力(MPa) 

(a) 
8 7.8 6.4 

通流计算温度

(℃) 
250 248.2 220 

1.2  迷宫盘片设计 

迷宫盘片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流道

出口流速大小的限制以及多级降压结构的

设计，调节阀出口流速与能量限制标准，如

表2所示
[4,5]

。 

表 2调节阀出口能量与流速限制标准 

工况条件 动能标准 
等值流速

（水） 

单位 psi kPa Ft/s m/s 

连续、单相 70 480 100 30 

流 

闪蒸、多相

流 

振动敏感系

统 

40 

11 

275 

75 

75 

40 

23 

12 

由表2可知，对于连续的单相流介质，调

节阀出口能量不应大于480kPa（70psi），若

以速度头来判定，对应水的流速应限制在

30m/s以内，其出口处流体速度头KE的计算

如式（1）所示。 

                                     

2000

2Vρ
KE                                    

(1) 

不可压缩流体工况的盘片降压级数计

算公式如式（2）所示
[6]
。通过该式就可估算

出满足出口能量要求的迷宫盘片降压级数。 

                               

KEKEPμn /)(
2

0                      

(2) 

式中：ρ为流道出口处流体密度，kg/m3；

V为流道出口处流体速度，m/s；KE为流体速

度头，kPa； 0 为管嘴损失系数，取0.82；

P 为调节阀进出口压差。 

以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最大工

况参数进行设计，进口压力为18.5MPa，出口

压力为8MPa，将数据代入（2）式，计算得到

盘片的降压级数为14级。 

串并联流道联合使用是高压降迷宫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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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最合理的降压设计方式，在降低压力的同

时能更好的限制流速，这样就可以在保证节

流降压的前提下，减小每个流道出口处介质

压力的相互干扰，避免因扰动太大而导致的

调节阀剧烈振动问题。最终设计了六通道迷

宫盘片和四通道迷宫盘片两种结构，如图2

所示。 

     

 

a)六通道迷宫盘片结构       b)四通道迷

宫盘片结构 

图 2 迷宫盘片结构图 

1.3  多级套筒设计 

本文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介质

为液态水，故套筒结构根据液态介质的孔板

设计原理进行设计，总孔板个数可根据(3)

式进行设计，每一级套筒的压降按 (4) 式

设计[7,8]。 

6

21

105.2 




PP
m                                                     

(3) 
















m
PP

m

im

i
2

1

12

2
'

1

                                    

(4) 

式中： 'iP 为第i级套筒上的压降（i=1、

2、3…），MPa； 1P 为调节阀进口压力，MPa；

2P 为调节阀出口压力，MPa； P 为调节阀进

出口总压降，MPa；m为降压级数。 

根据多孔节流孔板的设计原理，单孔计

算公式为 

 
γPC

Q
d

i

0
0

45.128 



                                    

(5) 

式中： 0Q 为工作状态下的体积流量，

m3/h；C为孔板流量系数，可根据限流孔板流

量系数C、 Re与d0/d关系图查询得到； 为

流体工作状态下的相对密度，（与4℃水的密

度相比）。 

小 孔 总 个 数 ：              

2

1

2

00 ddN                             

(6) 

式中：d1为小孔直径，单位与d0一致。 

将进出口压力代入(3)式计算得到使用

4级套筒，将其代入（4）式可得计算不同压

降。 

基于调节阀出口水的最大流速不能超过

30m/s，本文取25m/s对该调节阀的通流流

量进行计算。介质工作状态下的相对密度 

为0.8074。将各参数代入（5）式可得第1

级套筒单孔直径：d01=0.042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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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据调节阀的整体结构尺寸，第

1级套筒小孔直径取10mm，则第1级套筒小

孔个数 ，考虑到第1级套筒结构和减振降

噪的设计要求，对小孔进行线性布局，最

终取小孔总个数为18个。依据同样方法设

计其他套筒。 

        本节最终设计的各级套筒结构

如图3所示。 

          

 

 

a)第 1级套筒                 

b)第 2级套筒 

          

 

c)第 3级套筒 

d)第 4级套筒 

图 3 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各级套筒

三维模型 

2  瞬态流场模拟及分析 

2.1  湍流模型选择 

采用RNG k-ε模型进行流场瞬态模拟。

RNG k-ε模型中的各相关项既与流体流动

情况有关，同时是空间坐标的函数，可有效

地处理疏水阀及阀控管道内弯曲度较大的

湍流流动[9]，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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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G 为平均速度梯度引起的湍动能生成

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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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建立 

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各节流开

度下的三维实体模型采用Solidworks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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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立，导入ANSYS Workbench DM软件中，

反向建模生成与之对应的三维流道模型，以

最大工况迷宫套筒组合节流（全开）时的流

道模型为例，如图4所示。 

 

图 4 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三维流道

模型 

2.3  网格划分 

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流道模型

网格由ANSYS Meshing软件划分生成，采用

四面体/混合网格的划分方法，对流道拐弯

处进行局部加密处理，并对其进行网格无关

性检验。以稳态模拟得到的调节阀出口流量

值及出口流体平均流速大小作为评判依据。

最大工况迷宫套筒组合节流（全开）时三维

具体网格无关性检验数据如表3所示。 

表 3 流道模型网格无关性检验表 

网格单元数 

出口流

量

（kg/s

） 

出口速度

（m/s） 

4323252 

6003339 

8234345 

87.5432 

87.8876 

87.8242 

27.6313 

28.7026 

28.6422 

通过表3可知：随着网格数增大，流量及

流速变化不大，相比较而言，当网格数达到

6003339以上时，流量及速度的变化量可以

忽略不计。同时考虑模拟计算精度、时间成

本和工作量，以网格数为6003339的流道网

格模型作为调节阀迷宫套筒组合节流（全开）

时的最终流场仿真模型，如图5所示。 

 

图 5 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流道网格

模型 

2.4  参数设置 

高压降迷宫套筒组合调节阀三维非定

常流动数值模拟采用ANSYS Fluent软件进

行，入口采用总压入口，出口采用静压出口，

采用光滑、无滑移壁面边界。连续性方程、

动量方程以及湍流方程的最大残差值均小

于1×10-4，能量方程的最大残差值小于1×

10-6；且考虑重力加速度对流体流动的影响；

Time Step Size设置为0.0005s，Number of 

Time Steps设置为8000，即计算前4s调节阀

内部的流体流动情况。 

2.5  最大工况结果分析 

（1）最大节流开度流体流动分析 

调节阀最大开度节流时，流体同时流经

六通道迷宫盘片、四通道迷宫盘片以及各级

套筒，第4s时刻的云图分布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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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s时刻压力云图 

 

b)4s时刻速度云图 

 

c)4s时刻涡核流线云图 

图 6 迷宫套筒组合节流 4s时刻云图分布 

由图6(a)可知：介质流入前三级套筒和

迷宫盘片前、流出第4级套筒后，流道内部压

力分布相对均匀，流经套筒及迷宫盘片时，

介质压力急剧下降，整个流道内部最大压力

为18.49MPa，最小压力为5.39MPa。由图6(b) 

可知：介质流入节流部件前、流出节流部件

后，其流速变化梯度较小，流经节流部件时，

介质流速急剧增大，整个流道内部最大流速

主要集中在迷宫盘片内部以及套筒开孔处，

最大达到112.7m/s。由图6(c) 可知：介质流

经调节阀进口段时，流线分布比较均匀，流

经迷宫盘片和套筒时，因其节流作用使流线

变得混乱，在节流部件周围形成明显的旋涡，

较大的涡主要形成于第1级套筒以及第4级

套筒外部流道区域，其余区域的涡相对较小。 

为了更加清楚的反映迷宫套筒组合节

流阀内压力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在调节阀内

部压力脉动较为剧烈的位置取两条标记线，

如图7所示。 

 

a) 标记线位置主视分布图 

 

b) 标记线位置右视分布图 

图 7 迷宫套筒组合节流标记线位置分布图 

分别读取t=1s、2s、3s以及4s时刻两标

记线上的压力脉动数据，并绘制出相应的压

力脉动曲线，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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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e2不同时刻压力脉动曲线 

图 8 迷宫套筒组合节流标记线压力脉动曲

线 

由图 8中（a）可知：1s时刻，Line1沿 Y轴

从下向上，压力整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

下降的趋势，最大压降为 30.7kPa。2s时刻，

整条直线上压力脉动比 1s 时刻缓慢，压力

脉动的整体区间变窄，最大压降为 17.1kPa。

3s 时刻，直线上的压力脉动整体走势和 2s

时刻相似，但压力脉动的整体区间比 2s 时

刻更宽，最大压降为 40.8kPa。4s时刻， 压

力脉动较为平缓，最大压力为 18442.2kPa，

最大压降为 23.2kPa。 

由图8中（b）可知：不同时刻Line2沿Y

轴从下向上压力脉动整体趋势基本一致。1s 

时刻，Line2上最大压力为8352.8kPa，最小

压力为8294.0kPa，最大压降为58.8kPa。2s 

时刻，直线段的压力脉动比1s时刻剧烈，压

力脉动区间更宽。3s 时刻，直线段的压力

脉动与2s时刻的压力脉动走势相反，其余直

线段上压力脉动的整体走势和2s时刻相似，

最大压降为61.7kPa。4s时刻，直线段的脉动

压力均比其余时刻相同位置的脉动压力要

大，最大压降为70.1kPa。 

        （2）70%节流开度流体流动分析 

调节阀70%开度节流时，流体只流经六

通道迷宫盘片、四通道迷宫盘片以及第4级

套筒，第4s时刻的云图分布如图9所示。 

 

a)4s时刻压力云图 

 

b)4s时刻速度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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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s时刻中心面流线云图 

图 9 70%开度节流 4s时刻云图分布 

由图9(a) 可知：介质流入四通道和六

通道迷宫盘片前、流出第4级套筒后，流道内

部压力分布相对均匀，流经四通道和六通道

迷宫盘片时，介质压力急剧下降，整个流道

内部最大压力为 18.5MPa，最小压力为

7.281MPa。由图9(b) 可知：介质流入迷宫盘

片前、流出第4级套筒后，流道内部速度分布

相对均匀，流经节流件时，介质流速急剧增

大，最大流速主要集中在迷宫盘片内部，整

个流道局部最大流速达到101.3m/s。由图

9(c) 可知：介质流经节流件前，流线分布

比较均匀，流经套筒和迷宫盘片时，因其节

流作用使流线变得混乱，且在节流部件周围

形成明显的旋涡，前视图中心面上的最大速

度达到17.35m/s。 

为研究双迷宫节流开度时，调节阀内部

流体压力脉动情况，并与调节阀迷宫套筒组

合节流时进行对比，取与调节阀全开时位置

相同的标记线，分别读取t=1s、2s、3s 以及

4s 时刻两标记线上的压力脉动数据，并绘

制出相应的压力脉动曲线，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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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ne1不同时刻压力脉动曲线 

-0.144 -0.128 -0.112 -0.096 -0.080 -0.064
8012000

8012800

8013600

8014400

8015200

8016000

 1(s)

 2(s)

 3(s)

 4(s)

L(m)

p(Pa)

 

b)Line2不同时刻压力脉动曲线 

图 10 双迷宫节流标记线压力脉动曲线 

由图10中(a)可知：1s时刻，Line1在-

0.005m至0.067m直线段的压力脉动较为剧

烈，在0.067m至0.1m直线段的压力脉动较为

平缓。2s 时刻，Line1上压力脉动比1s时刻

平缓，整条直线上压力脉动的整体区间变窄，

呈现先降后增再降的趋势，最大压降为

2.4kPa。3s 时刻，整条直条线上压力脉动

区间比2s时刻更窄，最大压降为1.9kPa。4s 

时刻，直线上压力脉动走势和2s时刻相似，

但压力脉动区间比2s 时刻更宽，最大压降

为2.7kPa。 

由图10中(b) 可知：不同时刻，Line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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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脉动整体趋势基本一致，2s、3s 和4s 

时刻，最大压力均在-0.065m处取得，最小压

力均在-0.098m 处取得。1s 时刻，最大压

降为2.3kPa。2s时刻，整条直线压力脉动区

间比1s时刻更宽，最大压降为3.1kPa。3s 时

刻，整条直最大压降为2.9kPa。4s时刻，最

大压降为3.2kPa。 

（3）40%节流开度流体流动分析 

调节阀40%开度节流，流体只流经四通

道迷宫盘片以及第4级套筒，第4s时刻的云

图分布如图11所示。 

 

a)4s时刻压力云图 

 

b)4s时刻速度云图 

 

c)4s时刻中心面流线云图 

图 11 40%开度节流 4s时刻云图分布 

由图11(a) 可知：介质流入四通道迷宫盘

片前、流出第4级套筒后，流道内部压力分布

相对均匀，流经迷宫盘片时，介质压力急剧

下降，整个流道内部最大压力为18.5MPa，最

小压力为7.218MPa。由图11(b) 可知：介质

流入四通道迷宫盘片前、流出第4级套筒后

流道内部速度分布相对均匀，流经节流件时，

介质流速急剧增大，最大流速主要集中在迷

宫盘片内部，整个流道局部最大流速达到

99.34m/s。由图11(c) 可知：介质流经节流

部件前，流线分布相对比较均匀，流经套筒

和迷宫盘片时，因其节流作用使流线变得混

乱，且在节流部件周围形成明显的旋涡，前

视图中心面上最大速度为16.60m/s。 

调节阀单迷宫节流时，取与前两节流开

度相同位置的标记线，分别读取t=1s、2s、

3s以及4s时刻两标记线上的压力脉动数据，

并绘制出相应的压力脉动曲线，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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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e2不同时刻压力脉动曲线 

图 12 单迷宫节流标记线压力脉动曲线 

由图12中(a) 可知：1s 时刻，Line1在

-0.005m至0.023m直线段的压力脉动较为剧

烈，在0.023m至0.1m直线段的压力脉动较为

平缓，2s 时刻，0.006m至0.034m直线段的压

力脉动走势与1s 时刻相反，整条直线压力

脉动先减小后增大，3s 时刻，整体直线压

力脉动变得平缓，最大压降为0.2kPa，4s 时

刻，整体直线压力脉动走势和3s时刻相似，

0.061m处达到最大压力184993.6kPa，0m处

达到最小压力18499.1kPa，最大压降为

0.332kPa。 

由图12中(b) 可知：2s、3s 以及4s时

刻Line2上压力脉动整体趋势基本一致。1s 

时刻，Line3在-0.155m至-0.122m直线段的

压力脉动与2s、3s 以及4s 时刻相似，-

0.122m至-0.065m直线段的压力脉动与2s、

3s和4s时刻相差较大，最大压降为0.28 kPa。

2s时刻，整条直线压力脉动区间比1s 时刻

更宽，最大压降为0.36kPa。3s 时刻，最大

压降为0.4kPa。4s时刻，最大压降为0.4kPa。 

为了对比分析调节阀在最大工况典型

节流开度时流体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后

的压力脉动情况，将迷宫套筒组合节流、双

迷宫节流和单迷宫节流时两标记线上1s、2s、

3s和4s时刻中的最大压降列于表4。 

表 4 最大工况不同节流开度标记线最大压

降 

标记线 压降（kPa） 

 

迷宫套筒

组合节流

（全开） 

双迷宫节

流（70%） 

单迷宫

节流

（40%） 

Line1 40.842 2.850 1.862 

Line2 70.069 3.161 0.404 

由表4可知：最大工况时，调节阀从全开

到70%开度，再到40%开度的过程中，流体流

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Line1上的压降与流经

迷宫盘片和套筒后Line2上的压降均呈现减

小趋势。调节阀在全开和70%开度时，流体流

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后Line2上的压降均大于

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Line1上的压降。调

节阀40%开度时，流体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

前Line1上的压降大于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

后Line2上的压降。 

2.6  正常工况结果分析 

调节阀正常工况时，进行与最大工况相

同节流开度时的流场瞬态数值模拟，并取相

同位置的标记线。将不同节流开度时各标记

线上1s、2s、3s和4s时刻中的最大压降列于

表5。 

表5 正常工况不同节流开度标记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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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压降 

标记线 压降（kPa） 

 

迷宫套筒组

合节流（全

开） 

双迷宫节流

（70%） 

单迷宫

节流

（40%

） 

Line1 37.448 3.886 0.434 

Line2 128.673 2.310 0.413 

由表5可知：正常工况时，调节阀从全开

到70%开度，再到40%开度的过程中，流体流

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Line1上的压降与流经

迷宫盘片和套筒后Line2上的压降均呈现减

小趋势。调节阀在全开时，流体流经迷宫盘

片和套筒后Line2上的压降大于流经迷宫盘

片和套筒前Line1上的压降。调节阀70%和40%

开度时，流体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Line1

上的压降均大于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后

Line2上的压降。 

2.7  最小工况结果分析 

调节阀最小工况时，进行与最大和正常

工况相同节流开度时的流场瞬态数值模拟，

并取相同位置的标记线。将不同节流开度时

各标记线上1s、2s、3s和4s时刻中的最大压

降列于表6。 

表 6 最小工况不同节流开度标记线最大压

降 

标记线 压降（kPa） 

 迷宫套筒组 双迷宫节 单迷宫节

合节流（全

开） 

流

（70%） 

流（40%） 

Line

1 
43.134 3.346 0.607 

Line

2 
58.671 2.357 0.685 

由表6可知：最小工况时，调节阀从全开

到70%开度，再到40%开度的过程中，流体流

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Line1上的压降与流经

迷宫盘片和套筒后Line2上的压降均呈现减

小趋势。调节阀在全开和40%开度时，流体流

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后Line2上的压降大于流

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Line1上的压降。调节

阀70%开度时，流体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

Line1上的压降均大于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

后Line2上的压降。 

3  结 论 

(1) 迷宫套筒组合节流结构有助于减小

高压降调节阀内流动的不稳定性，调节阀工

况参数对调节阀内流体流动稳定性影响很

大。 

（2）三种典型工况下，4s时刻，调节阀

随开度减小，调节阀内部最大流速相应有所

减小，且流体流经迷宫盘片和套筒前后的大

涡逐渐消失，形成了小涡。 

（3）调节阀相同开度时，工况参数影

响调节阀节流前后压力脉动大小。随着调节

阀压降降低，不同开度压力变化不同，全开

时，Line1上的压降先减小后增大，Line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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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降先增大后减小；70%开度时，Line1上

的压降先增大后减小，Line2上的压降先减

小后增大；40%开度时，Line1上的压降先减

小后增大，Line2上的压降呈现增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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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的保养闸阀？ 

近几年，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暗杆闸阀等阀门行业作为机械装备制造业的一个

重要环节，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暗杆闸阀不仅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其在民用领域的影响

力也在逐渐扩大。今天，编辑带大家举例了解暗杆闸阀的特点及标准。 

长期存放的暗杆闸阀，应作定期检查，经常对外露的加工表面须保持清洁，清除污垢，

整齐地存放在室内通风干燥的地方，严禁

堆置或露天存放。经常保持暗杆闸阀的干

燥和通风，保持器的清洁和整齐，按照正

确的存放方法存放。 

安装前，必须仔细核对暗杆闸阀的各

个标准，通径是否符合使用要求，消除运

输过程所造成的缺陷，并消除暗杆闸阀的

污垢，做好安装前的准备，一切准备就绪。 

安装时，可将暗杆闸阀按连接方式直

接装置在管路上，按照使用的位置进行安装。一般情况下，可安装在管路任意位置上，但需

便于操作的检修，注意截止暗杆闸阀介质流向应是纵阀瓣下面往上流，暗杆闸阀只能水平

安装。暗杆闸阀在安装时要注意密封性，防止出现泄漏现象，影响管道的正常运行。 

暗杆闸阀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保持清洁，传动螺纹必须定期润滑，发现故障时，应立

即停止使用，查明原因清除故障。 

暗杆闸阀应用手轮，请勿借助杠杆或其它工具，以免损坏阀件。手轮顺时针旋转为关

闭，反之为开启。暗杆闸阀使用时要合理，保证正确的使用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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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