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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 2020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暨阀门博览会 

500多家行业领军企业携重磅产品亮相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万平方米展出区域，彰显

中国流体机械硬核实力，向行业呈现了中国流体机械产业与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发展潜力。 

01  现场盛况 

FME2020不仅仅是移师至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展出面积也由 3 万平米扩大到 5万平

米， 共有泵、风机、压缩机、阀门、气体分离设备、分离机械、真空设备、减变速机、干燥

设备、冷却设备十大专业展区，覆盖装备制造、原材料与零部件、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咨

询服务、综合服务以及经销商、代理商等产业链上下游，为疫情常态化后的流体机械产业搭

建起政产学研和全社会之间沟通合作的平台，让业内同行和上下游之间能够充分交流，了解

彼此的近况和需求，打通盲点断点，凝聚产业合力，助推行业加快复苏，为我国流体机械产

业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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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把脉流体机械行业新未来的产业盛宴，IFME2020吸引了沈鼓集团、杭氧集团、中核

苏阀、上海能源装备、神通阀门、上鼓、凯泉集团、连城集团、成都成高、大连大高阀门、

陕鼓集团、上海东方等五百余家国内外一线品牌企业。在这一场行业大佬齐聚的盛会里，展

商们都准备了最新产品最新技术期待在 IFME2020 一鸣惊人！ 

 

02  同期活动 

IFME2020丰富全面的同期活动云集众多知名行业专家、大咖探讨时下热点话题。作为展

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IFME2020 有多达 40余场覆盖现场和线上的各领域的技术交流会、研

讨会、新产品发布会、国内外采购对接会、现场签约会、产品推介等活动举行。 

针对疫情后市场重启，中通协为帮助参展商从不同平台展示品牌、开拓市场、促进贸易

在展会期间实现高效对接，精心策划、精准选择 “专业买家商贸对接会”，特邀买家以及展

商上台路演，进行多元化、多方面的内容展示，现场火热配对洽谈，商机涌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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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云展会 

受到疫情影响，原定于 6月举行的 IFME2020 延期至 12月，并同步开启线上“云展

会”，构建全新的线上服务平台，通过“实体展会+云展会”的新模式，开辟更广泛的采购对

接、商贸合作及资讯共享的新机遇，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IFME2020“云展会”综合运用 5G、VR、直播、大数据等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让

IFME2020 突破线下的地域、时间和入场人数限制，帮助海内外终端用户、经销商、代理商在

线参展，提供全天候网上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服务，让中外客商足不出户下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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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贸易。来自全球的专业观众不仅可以在线观看 500余家展商搭建的 3D 网上展馆，还能借助

5G、VR技术，通过手机端“展商秀”实时了解展商及展品信息。 

IFME2020主办方中通协通过现场服务的多措并举，提升参展商与观众的体验感，为业界

同仁呈现了一届高规格、高品质、高标准的产业盛会。 

 

展会期间，阀门分会活动缤彩纷呈 

1 中通协阀门分会第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 

2020年 12 月 8日，中通协阀门分会第七届四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

中通协名誉会长隋永滨，副会长兼阀门分会理事长于传奇，副会长兼阀门分会副理事长彭新

英、丁骐、吴建新，阀门分会副理事长王建克、王汉洲、韩正海等出席会议，会议由中通协

副秘书长阀门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银立主持，60多家骨干企业的 70多位领导参加了会

议。 

会议首先由于传奇理事长通报了自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一年多来的行业情况以及阀门分会

的工作情况，他说到：“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疫情突发，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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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各行各业都在经历着巨大的挑战。面对突入其来的疫情和紧张的国际形势，阀门分会积

极响应党中央的工作部署，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和特殊经济时期行业的发展问题，多措并

举，积极作为。疫情爆发初期，阀门分会多次号召行业为防控疫情捐款捐物，积极宣传防疫

知识和国家政策；疫情得到控制之后，阀门分会组织大范围调研工作，积极走访会员企业，

倾听企业反映企业诉求，并为企业寻求解决办法并主动克服现实困难并开展一系列工作。截

止到 2020年 12 月，阀门分会已经圆满完成了年度计划中的 2020年中国国际（上海）第十届

流体机械展览会暨阀门博览会、阀门技术培训、团体标准制定和推广，认证部的成立和初期

认证工作等一系列工作任务，成绩可喜。” 

于传奇理事长指出：“2020年，阀门分会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计划，取得的成绩得到

了领导及会员单位的一致肯定。2021年，阀门分会仍将不忘初心，继续研究贯彻落实国家政

策，开展一系列协会活动，更好地助推行业地发展与进步。 

随后，阀门分会副理事长彭新英、丁骐、吴建新、王汉洲、韩正海、姚统、陆斌、谢敬

东、陈金普、陈锦法、王建克等领导结合 2020 年企业经营情况，交流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

难与挑战，也一直呼吁和号召企业在目前经济形势的背景下，积极探索新思路，探讨新模

式，寻找新办法，继续推进企业进步与行业发展。 

隋永滨名誉会长在听取了各企业领导交流后，作总结讲话，他说：“阀门有别于其他工

业产品，企业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在国产化的推进过程中还需要各企业通力配合，过去

取得的成绩是协会和各骨干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国产化的任

务依然艰巨，还需要各企业和协会做好配合，推动研发工作。希望协会这个平台，为大家提

供深度交流的机会，促进行业发展，也希望阀门企业齐心合力，共同为行业进步作出贡

献！” 

2  阀门耐磨技术交流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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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 月 9日下午，中通协阀门分会阀门耐磨技术交流会在上海召开，中国通用机

械工业协会会长黄鹂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阀门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银立主持。来自

用户单位及阀门企业的 3 位专家与现场 70多名行业技术人员共同就阀门应用领域的耐磨技术

进行了分享。 

黄鹂会长在讲话中说到：

“未来行业是阀门产品质量安

全和产品品牌之间的竞争，阀

门产品向高技术、高参数、高

寿命方向发展，其中耐磨防腐

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

素，希望企业应该在技术发展

与更新中投入更大精力，力促

国内阀门技术高质量发展。” 

随后，中国神华集团林晖高级专家为大家作了题为《煤制油化工耐磨阀门的使用情况介

绍》、超达阀门有限公司邱晓来总工程师作了题为《阀门耐磨技术及工艺研究》的报告，来

自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研发部经理原海林，以自己企业的技术发展为例，作了

《陶瓷硬密封阀门研发经验分享》，现场反映热烈。 

本次交流会还专门设置了沟通交流环节，企业纷纷提问，会议效果良好。会议取得圆满

成功。 

3  阀门控制及密封技术交流会顺利召开 

2020年 12 月 10日上午，中通协阀门分会在上海召开了阀门控制及密封技术交流会，会

议由阀门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宋银立主持，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张宗列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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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讲话。来自用户单位及阀门企业的 6位专家与现场 70多名行业技术人员共同就阀门控制及

密封技术进行了交流分享。 

中通协张宗列副会长在讲话中说到：“就控制与密封技术来说，虽然相比国外，国内的

相关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但是国内目前已经有不少科研院所已经有了可喜成就，这是让行业

十分鼓舞和振奋的，但我们要

牢记的阀门技术是应该是一个

永远追求更好，永远不会止步

的过程，我们希望阀门从业者

们也应该继续培养“工匠精

神”，我们要让这一精神扎根

于行业,养成一种习惯，形成

一股正能量，才能推动我国由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升级。” 

随后，来自华东电力设计研究院发电分公司林磊总工，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有限公司蔡

军董事长，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邵杰部长，成都中寰流体控制设备公司李瑜总

经理，北京裕泰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闫志强经理，苏州宝骅密封科技股份公司马志刚总经

理分别就火电站关键控制阀门、执行机构及密封技术做了相关的技术交流与分享。现场反映

热烈，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4  阀门新品发布会在上海虹桥国际会展中心顺利举行 

2020年 12 月 9日下午，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阀门分会新品发布会在上海虹桥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中通协会长黄鹂出席发布会并讲话，发布会由宋银立秘书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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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新品发布会共涉及 6个企业 10多种产品，主要产品信息如下： 

大连大高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共发布三种产品，高温高压快速关闭隔离阀、大口径主给水

阻尼式止回阀和核电站的核一级大口径波纹管截止阀，三种产品均为大型核电装置关键产

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替代进口。 

成都成高阀门有限公司共发布了三款主要新产品，分别是 56"Class900 高压大口径全焊

接球阀，36"Class900高压大口径压力平衡式旋塞阀、24"Class900轨道式强制密封球阀，同

时还有 LNG接收站深冷球阀、蝶阀、止回阀等其他产品，所有发布的新产品均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经专家鉴定，已达到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水平。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浆态床渣油加氢阀，是满足劣质原油炼化工艺的

关键阀门，市场前景广阔，国产化意义重大。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高压氢能阀门新产品，对未来氢能利用将有助推作

用，具有前瞻性意义。 

北京裕泰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布的弹簧蓄能密封圈，在 LNG接收站的低温阀门、低

温泵和卸料臂等设备上大量应用，解决了超低温阀门国产化的难点，并且已经在吴忠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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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高阀门、天津祥嘉流体、重庆川仪、西安泵阀、湖北泰和石化等企业开始小批量应用，该

产品的替代进口，将助推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设备的国产化工作。 

兴伟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专利产品是紧急切断零摩擦伸缩球球阀，该产品将解决管

线快速开启和关闭的难题，对装置和企业的安全生产起到保障作用。 

黄鹂会长在讲话中指出：此次新品发布会的主要目的是为阀门企业提供新的展示舞台，

吸引更多的目光关注企业新技术发展，也希望企业保持工匠精神，专注技术改革与创新，积

极参与用户交流，争取早日实现产品的工程化应用。 

新产品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 

5  压缩空气站能效分级认证启动仪式顺利召开 

2020年 12 月 9日，压缩空气站能效分级认证启动仪式在上海顺利召开，中国通用机械

工业协会会长黄鹂，副会长张宗列、吴峰、吴建新，副秘书长宋银立、姜大任、北京世标认

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波、副总经理吕傈红出席了启动仪式，本次会议由中通协秘书长

孙放主持。 

启动仪式上首先由黄鹂会长致辞，她说到：“在国内外市场上，‘认证’被公认为国际

通行的质量管理手段和贸易便利化工具，有利于打破跨界贸易壁垒，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

升质量安全水平，完全符合国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2019 年底，中通协成立认

证部，并把认证工作作为今年协会服务的创新服务内容。2020年 7月，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

会与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联认证中心（北京）有限公司、上海欧测认证服务有限

公司等国内权威认证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随后在南京组织了认证培训活动。中通协

和北京世标认证中心积极探索认证创新，旨在推出有通用机械特色的认证服务。目前，以中

通协《压缩空气站能效分级指南》团体标准为基础，编写的《压缩空气站能效分级认证评价

准则》正式出炉，标志着中通协和世标认证联合开展的“压缩空气站能效分级”认证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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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开展认证工作的基本条件。希望‘压缩空气站能效分级’认证工作今后可以顺利开

展。” 

 

随后，来自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波致辞，他表示，将积极与协会展开

合作，创新推出与开展具有通用机械特色的认证服务，力推通用机械制造业继续向前发展。 

启动仪式取得圆满成功。 

6 阀门分会顺利完成优秀产品现场评审 

2020第十届中国国际流体机械展览会暨阀门博览会于 2020年 12月 9-11日在（上海）

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来自阀门行业的 160多家阀门企业参展，囊括了阀门行业的骨干企业，

超 90%以上为特装展出。 

期间，协会组织行业专家对展品进行评奖，参展企业积极参与，共有 60多家企业报名参

评，100多种新产品通过预评审，协会将进一步征求专家意见最终核定评审结果，评审结果

将在后期行业大型会议期间公布并颁发奖牌，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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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分会同期还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沟通互动活动：9-10日上下午阀门分会举办四场采购

对接会，邀请了国内外用户单位和参展商直接对话，洽谈相关业务。在参展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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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成高阀门有限公司、江苏神通阀

门股份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的负责人接受了专业媒体采访，将企业发展情况和参展新产品情

况做了最详细介绍。 



【政策与解读】   Policy and Interpretation 

《阀协通讯》2020 年 11.12 月合刊 14 

 

34 项机械行业标准公示 

根据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相关标准化技术组织已完成《滚珠直线导轨副 第 2部分：精

度检验》等 34 项机械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在以上标准发布之前，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

意见，现予以公示，截止日期 2020年 11月 28 日。 

以上标准报批稿请登录《标准网》（www.bzw.com.cn）“行业标准报批公示”栏目阅

览，并反馈意见。 

公示时间：2020年 10月 29日—2020年 11 月 28日 

附件：34 项机械行业标准名称及主要内容.doc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2020年 10月 29日 

附件 

34项机械行业标准名称及主要内容 

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

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情

况 

机械行业 

1 JB/T 

14209.2-

2020 

滚珠直

线导轨

副 第 2

部分：

精度检

验 

本部分规定了滚珠直线导轨副的精度要求、检验方

法及相应的允差。 本部分适用于以滚珠为滚动

体，规格为 15～125的滚珠直线导轨副。 

JB/T 

7175.4-

2006 

 

2 JB/T 

10702.1-

2020 

数控小

型排刀

车床 第

1部分：

本部分规定了数控小型排刀车床的几何精度、定位

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工作精度的检验要求、检验

方法以及相应的公差。 本部分适用于最大棒料直

JB/T 

10702.1-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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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检

验 

径至 46mm的普通级、精密级和高精度级数控小型

排刀车床。 

3 JB/T 

8072-2020 

机床润

滑要求 

表述 

本标准规定了润滑表述的一般要求，机床润滑说明

书的内容、图示，润滑标牌的安装、形状、尺寸，

润滑保养周期等。 本标准适用于机床制造厂或用

户编制和使用润滑说明书。 

JB/T 

8072-1999 

ISO 

5169：

1977，

MOD 

4 JB/T 

2800.2-

2020 

升降台

铣床 第

2部分：

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升降台铣床的设计、制造和验收要

求。 本部分适用于工作台面宽度 200mm～500mm

一般用途的普通型和滑枕型升降台铣床。 

JB/T 

2800.2-

2006 

 

5 JB/T 

14238.1-

2020 

平面铣

床 第 1

部分：

精度检

验 

本部分规定了平面铣床的几何精度和工作精度的检

验要求、检验方法及相应允差。 本部分适用于一

般用途的工作台面宽度 250mm～630mm的立式平面

铣床、工作台面宽度 250mm～1600mm的柱式平面铣

床和端面式平面铣床、工作台面宽度 400mm～

1000mm的滑枕式平面铣床。 

JB/T 

3313.2-

2011 

 

6 JB/T 

14238.2-

2020 

平面铣

床 第 2

部分：

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平面铣床的设计、制造和验收要

求。 本部分适用于一般用途的工作台面宽度

250mm～630mm的立式平面铣床、工作台面宽度

250mm～1600mm的柱式平面铣床和端面式平面铣

床、工作台面宽度 400 mm～1000mm的滑枕式平面

铣床。 

JB/T 

3313.4-

2006 

 

7 JB/T 

5564.1-

2020 

卧式精

镗床 第

1部分：

型式与

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卧式精镗床的型式、主参数和连接尺

寸参数。 本部分适用于工作台面宽度 250㎜～

700 ㎜普通卧式精镗床及数控卧式精镗床。 

JB/T 

5564.1-

2008 

 

8 JB/T 

5564.2-

2020 

卧式精

镗床 第

2部分：

精度检

验 

本部分规定了卧式精镗床的几何精度、定位精度和

重复定位精度、工作精度检验要求、检验方法以及

相应的允差。 本部分适用于工作台面宽度 250

㎜～700㎜的普通级和精密级单面及双面卧式精镗

床。 

JB/T 

5564.3-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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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B/T 

5564.3-

2020 

卧式精

镗床 第

3部分：

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卧式精镗床设计、制造和验收的技术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工作台面宽度 250㎜～700

㎜的普通级和精密级单面及双面卧式精镗床。 

JB/T 

5564.3-

2006 

 

10 JB/T 

3768-2020 

圆柱立

式钻床 

技术条

件 

本标准规定了圆柱立式钻床的设计、制造和验收的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最大钻孔直径为 16mm～

40mm的圆柱立式钻床及其变型产品。 

JB/T 

3768-2006 

 

11 JB/T 

3769-2020 

方柱立

式钻床 

技术条

件 

本标准规定了方柱立式钻床的设计、制造和验收的

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最大钻孔直径为 25mm～

80mm的一般用途的方柱立式钻床。 

JB/T 

3769-2006 

 

12 JB/T 

6342.1-

2020 

数控插

齿机 第 

1 部

分：精

度检验 

本部分规定了数控插齿机的几何精度、数控轴线的

定位和重复定位精度、传动精度及工作精度的要

求、检验方法及相应的允差。 本部分适用于最大

工件直径 125 mm～3150mm的数控插齿机。 

JB/T 

6342.1-

2006 

 

13 JB/T 

6342.2-

2020 

数控插

齿机 第

2部分：

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数控插齿机设计、制造和验收的要

求。 本部分适用于最大工件直径为 125mm～

3150mm的数控插齿机。 

JB/T 

6342.2-

2006 

 

14 JB/T 

6605.1-

2020 

螺纹铣

床 第 1

部分：

精度检

验 

本部分规定了螺纹铣床的几何精度、数控轴线定位

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工作精度的要求、检验方法

及相应的允差。 本部分适用于最大铣削直径至

320 mm螺纹铣床及数控螺纹铣床。 

JB/T 

6605.1-

2006 

 

15 JB/T 

6605.2-

2020 

螺纹铣

床 第 2

部分： 

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螺纹铣床设计、制造、检验与验收的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最大铣削直径至 320 mm的

螺纹铣床。 

JB/T 

6605.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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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JB/T 

6198.2-

2020 

摆线齿

轮磨齿

机 第 2

部分：

精度检

验 

本部分规定了摆线齿轮磨齿机的轴线命名，几何精

度、数控轴线的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工作精

度的检验方法以及相应的允差等。 本部分适用于

最大外径 250mm～1000 ㎜的摆线齿轮磨齿机。 

JB/T 

6198.2-

2007 

 

17 JB/T 

10702.2-

2020 

数控小

型排刀

车床 第

2部分：

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数控小型排刀车床的设计、制造和验

收的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最大棒料直径至 46mm

的普通级、精密级和高精度级数控小型排刀车床。 

JB/T 

10702.2-

2007 

 

18 JB/T 

3624-2020 

组合夹

具 基本

术语 

本标准规定了组合夹具的一般术语和组装术

语。 本标准适用于组合夹具的设计、制造、组装

和使用。 

JB/T 

3624-1999 

 

19 JB/T 

5542-2020 

弹簧夹

头 技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弹簧夹头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

记、标志和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切削机床、

机床附件和工具用的弹簧夹头。 

JB/T 

5542-1991 

 

20 JB/T 

6192-2020 

孔系列

组合夹

具元件 

通用技

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孔系列组合夹具元件的技术要求、标

志、验收、防锈与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孔系列组

合夹具元件的设计、制造与成品验收。 

JB/T 

6192-1992 

 

21 JB/T 

7180-2020 

槽系列

组合夹

具元件 

通用技

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 6mm、8mm、12mm和 16mm槽系列组合

夹具元件的技术要求、标志与包装。 本标准适用

于槽系列组合夹具各类元件的设计、制造与成品验

收。 

JB/T 

7180-1994 

 

22 JB/T 

8048-2020 

槽系列

组合夹

具元件 

成品检

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槽系列组合夹具元件成品的材质，热

处理及主要精度项目的检验方法、量具的选择原则

及有关尺寸的计算和验收。 本标准适用于 8mm、

12mm、16mm槽系列组合夹具元件。 

JB/T 

8048-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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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B/T 

8336-2020 

槽系列

组合冲

模元件 

通用技

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槽系列组合冲模元件的技术要求、标

志、防锈与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 8mm、12mm、

16mm元件的设计、制造与成品验收。 

JB/T 

8336-1996 

 

24 JB/T 

14209.3-

2020 

滚珠直

线导轨

副 第 3

部分：

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滚珠直线导轨副的材料与热处理、加

工和装配质量、安全卫生、外观质量、标志、检验

规则、防锈、包装及运输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

以滚珠为滚动体，规格为 15～125的滚珠直线导轨

副。 

JB/T 

7175.4-

2006 

 

25 JB/T 

6562-2020 

伸缩式

机床导

轨防护

罩 

本标准规定了伸缩式机床导轨防护罩的标记、结构

型式、主要性能指标、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与储运。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随

行速度为 12m/min～50m/min 的伸缩式机床导轨防

护罩。 

JB/T 

6562-2008 

 

26 JB/T 

6609-2020 

机床零

件用钢

及热处

理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切削机床零件常用钢材品种，不

同热处理的硬化层深度、硬度、热处理技术要求的

表示方法及其在图样上的标注。 本标准适用于各

类机床的钢制零件。 

JB/T 

6609-2008 

 

27 JB/T 

3022-2020 

微动开

关 

本标准规定了微动开关的基本要求，包含术语和定

义、分类、特性、产品有关资料、正常使用、安装

与运输条件、结构和性能要求及试验等。 本标准

适用于在交流 50Hz（或 60Hz）、电压至 380V，直

流电压至 220V的控制电路或辅助电路中，作控

制、限位、定位、行程、信号或程序转换之用的开

关。 

JB/T 

3022-2004 

 

28 JB/T 

3909-2020 

机床热

过载继

电器 

本标准规定了机床热过载继电器的基本要求，包括

了术语和定义、分类、特性、产品资料、正常使

用、安装和运输条件、结构和性能要求及试验

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 1000 V

或直流不超过 1500 V的主电路中，对电动机进行

过载保护的热继电器。 

JB/T 

3909-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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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JB/T 

5244-2020 

液压阀

用电磁

铁 

本标准规定了电磁铁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分类、

特性、产品的有关资料、正常使用、安装和运输条

件、结构和性能要求、试验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

单相交流 50Hz、60Hz，电压至 380V或单相桥式全

波整流（不加滤波装置）直流电压至 220V的控制

电路中，用于电磁阀控制用的开关型液压阀用电磁

铁。 本标准不适用比例阀用电磁铁。 

JB/T 

5244-2001 

 

30 JB/T 

5554-2020 

机床组

合开关 

本标准规定了组合开关的型式、特性、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交流

50Hz和 60Hz，交流额定电压至 690V或直流额定电

压至 660V，额定电流至 100A机床用组合开

关。 其他的亦可参照使用。 

JB/T 

5554-2004 

 

31 JB/T 

10047-

2020 

电子式

时间继

电器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式时间继电器的术语和定义、分

类、特性、产品的有关资料、正常的使用、安装和

运输条件、结构和性能要求、试验等。 本标准适

用于额定交流电压 380 V及以下、频率 50 Hz（60 

Hz）和直流电压 220V及以下的电路中作为时间控

制、指示等用途的电子式时间继电器。 

JB/T 

10047-

1999 

 

32 JB/T 

10307-

2020 

机床接

插器件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设备用接插器件基本性能和要

求，包括：术语、特性、正常工作和安装条件，结

构和性能要求，特性和性能的验证等。 本标准适

用于额定电压交流 50Hz或 60Hz，1000 V及以下或

直流电压至 1000 V，额定电流不超过 250A的各种

工业机械动力电路与电源或控制电路与主机之间连

接用的带防护等级、保护接地、接触顺序和防误插

要求的插头座。 注：如果采用插头座作电源切断

器件，可与制造厂协商。 

JB/T 

10307-

2001 

 

33 JB/T 

10611-

2020 

牙嵌式

电磁离

合器 

本标准规定了 DLY0系列、DLY3系列、DLY5系列牙

嵌式电磁离合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特性，产品

的有关资料，正常的使用、安装和运输条件，结构

和性能要求，试验等。本标准适用于 DLY0系列、

DLY3系列、DLY5系列牙嵌式电磁离合器，该离合

器在机械传动系统中，作从动部分与主动部分结合

或分离之用。 

JB/T 

10611-

2006 

 

http://www.pv001.com/pro/Electromagnetic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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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JB/T 

14210-

2020 

机床电

器运行

可靠性

要求和

试验方

法 

本标准规定了机床电器运行可靠性要求和试验方

法,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机床电

器，包括控制类电器和保护类电器，也可适用于有

类似可靠性要求的其它电器产品。 

JB/T 

50191-

1999 

 

兰高阀制定标准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以工信厅科函[2020]263号文，印发关于 2020年第三批行

业标准制修订计划，其中全国阀门行业标准有 6 项，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主持制定的《炼

化用高温耐磨油浆泵阀门》列入了这批计划，计划号为 2020-1652T-JB，完成年限：2022

年。今年之前，公司还拿到了修订国家标准《通用阀门用奥氏体不锈钢铸件技术条件》的批

准文号，修订稿已上报工信部。 

多年来，公司在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和标准化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斐然。目前获国家技术

发明二等奖 1项，国家专利新产品 125项（其中发明专利 16项），制定了 GB/T35740-2017

《工业阀门用镍基合金铸件技术条件》、JB/T11484-2013《高压加氢装置用阀门技术规

范》、JB/T12955-2016《氧气用阀门》和 JB/T10530-2018《氧气用截止阀》等多个行业标

准，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数十项，是行业标准化工作的有力支持者和推动者，对促进行

业技术进步贡献颇多。 

行业标准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发展进程，标准化对于推动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规范社会

管理发挥着日益明显的作用。作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和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公司经过 80余年的发展，凭借着深厚的研发能力，从做产品到

做品牌，再到如今的做标准，牵头和参与制定的各项行业标准不仅对提高阀门产品的技术水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pro/valve.html
http://www.pv001.com/
http://www.pv001.com/pro/globeval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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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产品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还填补了多项国家标准和技术空白，经过多年耕

耘，早已发展成为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企业。 

此次兰高阀《炼化用高温耐磨油浆泵阀门》标准列入 2020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

划，充分体现了企业技术、管理及品牌影响的综合实力，将继续推动阀门行业技术的变革和

创新，对提高企业竞争力，铸造百年兰高有着深远影响。 

发改委 77 个项目纳入 2020 年生物质发电中央补贴规模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了 2020年生物质发电中央补贴项

目申报结果的通知，通知指出，经委托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对各省（区、市）通过

审核、公示无异议的项目进行复核、汇总排序，拟将河北、山西等 20 个省（区、市）的 77

个项目纳入 2020 年生物质发电中央补贴规模，总装机容量 171.4万千瓦，纳入补贴范围的项

目所需补贴总额已达到 2020 年中央新增补贴资金额度 15亿元。 

具体来看，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 18个、装机容量 53万千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46个、

装机容量 116.3 万千瓦，沼气发电项目 13个，装机 2.1万千瓦。 

通知指出，按照《实施方案》有关要求，新增项目补贴额度累计达到中央补贴资金总额

后，地方当年不再新核准需中央补贴的项目，企业据此合理安排项目建设时序。 

通知指出，请各省（区、市）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加强对纳入 2020年生物

质发电中央补贴规模项目的监督管理；组织符合 2020年补贴条件但未纳入今年补贴规模的项

目做好后续补贴申报准备；按照《实施方案》监测要求，及时组织在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信息管理系统填报核准、在建、新开工项目信息。 

http://www.pv0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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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请电网企业按照《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

建〔2020〕4号）、《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20〕5号）有关要求，

做好纳入 2020 年生物质发电中央补贴规模项目后续清单发布相关工作。 

据了解，此次补贴项目的申报和公布，主要以今年 9月发布的《完善生物质发电项目建

设运行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依据，《方案》要求合理安排 2020年中央新增

生物质发电补贴资金。《方案》对申报补贴的项目资格进行了严格规定：须纳入生物质发电

国家、省级专项规划；须为 2020年 1月 20日（含）以后全部机组并网的当年新增项目。此

外还规定，自 2021年起，新纳入补贴范围的项目补贴资金由中央地方共同承担。 

同时，申报补贴的总额也有明确限制。申报项目按其全部机组并网时间先后次序排序，

并网时间早者优先，根据《方案》中的补贴额度测算规则对入选项目所需补贴额度进行测算

并累加，直至入选项目所需补贴总额达到今年 15 亿元额度为止。未能纳入 2020年中央补贴

规模的 2020年并网项目，结转至次年依序纳入。 

管道设计院主编一项国家标准获得批准发布实施 

由管道设计院主编、国内 17家单位参编的国家标准——《智能工厂安全监测有效评估方

法》（GB/T 39173-2020）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实

施。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方法的要求以及火焰、可燃气体、有毒气体和超声探

测器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的方法。标准采用定量的方法计算火焰、可燃气体、有毒气体等探

测器的覆盖率，对探测器布点设计进行验证、优化。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填补石油天然气和化工行业等智能工厂中对火焰、可燃气体、有

毒气体探测器有效性评估技术的空白，为国内今后应用开展安全监测有效性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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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阀门国产化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项目课题筹备验收 

我国一次能源以煤炭为主，常规火电占电力装机的 60%以上。随着机组的大

型化，660MW、1000MW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已逐渐成为常规火电的主力机组，

据统计，一台 1000MW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约有 500余台高端阀门，其中约

90%依赖进口，需要昂贵的费用；另外，机组运行后的阀门维护、更换还需要花

费大量的费用。因此，推进超（超）临界火电阀门国产化十分的必要，对自主

发展能源事业、提升装备制造业竞争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指定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开展超（超）

临界火电站关键阀门国产化工作，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要求科技装备司会

同电力司组织实施，国家能源局科技装备司委托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协助组

织开展此项工作。 

自 2010年 2月份起，国家能源局、中通协开始着手超（超）临界关键阀门

国产化研制的准备工作，组织了哈电阀门、开高阀门、大连大高、中核苏阀等

阀门企业召开十几次座谈会，了解超（超）临界火电站关键阀门国产化现状，

研究推进措施。编制了《关于推进超（超）临界火电站阀门国产化的报告》，

统计了《600MW超临界关键阀门清单及参数表》与《1000MW超超临界关键阀门

清单及参数表》，了解了国内阀门企业关于超（超）临界关键阀门研制及业绩

情况、火电站关键阀门国产化率，调研了国内阀门企业的研发、设计、制造、

检测能力。编制完成了《超（超）临界火电阀门国产化实施方案》，为超

（超）临界关键阀门国产化研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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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由国家能源局组织实施超（超）临界火电关

键阀门国产化项目，并下发了国能科技[2010]335号和国能科技[2010]392号文

件。依托南通电厂等 5个示范工程，由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牵头，以 17家阀

门制造企业为主，与电力用户、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联合攻关。针对超（超）

临界火电机组所需的 500余种关键阀门，经专家组评议和审定，从中遴选出两

个类型并最具有代表性 28种关键阀门样机，分两个阶段（二类、三类），计划

通过 4年的时间进行科研攻关，基本能够完成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阀门

国产化任务，具备全部替代进口阀门的能力。 

经国家能源局和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协调，各阀门制造厂家与各大电力

集团、设计院和主机厂签订了二类、三类阀门样机设计任务书。 

其中，二类阀门攻关是在 2010年 9月组织召开了超（超）临界火电二类关

键阀门国产化启动会。出席会议单位有： 6个发电集团（华能、国电、华电、

大唐、中电投和华润电力）、5个依托电厂（南通、句容、合川、三门峡、焦作

龙源）、相关电力设计院、3大发电设备主机制造集团、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

及阀门制造企业，会后，指定了哈电阀门、开高阀门等 17家阀门制造企业为二

类阀门研制单位，见附表 1。 

三类阀门攻关是在 2012年 8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超（超）临界三类关键阀

门国产化启动会。出席会议单位有：6个发电集团（华能、国电、华电、神化、

中电投和华润）、5个依托电厂（长兴、锦州、蔚县、万州、黄金埠）、相关电

力设计院、3大发电设备主机制造集团、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及阀门制造企

业。会议总结了超（超）临界一、二类关键阀门国产化工作经验，表彰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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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单位和专家，布置了三类关键阀门国产化工作方案。会后国家能源局下

发了国能科技[2012]317号文件——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超（超）临界火

电机组第三类关键阀门国产化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定了华能长兴电厂等 5个电

厂的 10台超（超）临界火电机组为三类关键阀门国产化的示范工程。 

在超（超）临界关键阀门国产化进行过程中，为了提高研发阀门质量，确

保国产化项目的顺利进行，国家能源局设立了《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阀

门国产化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项目》，研究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关键设计、

制造、检验、试验与材料技术。 

本项目共包括 4个子课题: 

子课题 1：超（超）临界关键阀门 CAE、CFD设计技术研究 

子课题 2：超（超）临界关键阀门关键部件制造技术（CAM）研究及样机试

制 

子课题 3：超（超）临界关键阀门检测、试验技术的研究 

子课题 4：超（超）临界关键阀门新材料的铸锻造技术研究及 CAPP应用研

究 

经过近十年的研发、攻关和工程化应用，所研制产品几乎全部得到了首台

套应用，国产化火电关键阀门使用情况良好，同时制定了标准，形成了一批专

利，近期将组织示范项目课题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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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研单位 

序号 公司名称 研制类别 

1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二、三类 

2 河南开封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二、三类 

3 大连大高阀门有限公司 二、三类 

4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类 

5 上海阀门厂有限公司 二、三类 

6 北京市阀门总厂（集团）有限公司 二、三类 

7 华夏阀门有限公司 二、三类 

8 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仪表七厂 二、三类 

9 南通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二、三类 

10 南方阀门有限公司 二、三类 

11 上海电力修造总厂有限公司 二、三类 

12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类 

13 株洲南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类 

14 上海华尔德电站阀门有限公司 二、三类 

15 吴江市东吴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二、三类 

16 成都乘风阀门集团公司 二类 

17 沈阳盛世阀门有限公司 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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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阀门铸锻件合格供应商名单公布 

2021-2022 年 度 中 国 石 化 阀 门 铸 锻 件 合 格 供 应 商 名 单 已 出 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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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港拟建 120 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 

目前，天津石化正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推动现代化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十三五”期间，天津石化着手从大港到南港的布局开篇，已将“南港大港双核布局”纳

入“十四五”规划；预计“十四五”期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天津石化将为南港工业区发展

化工新材料提供原料保障，同时规划建设 120万吨/年乙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 

9月 27日，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

“十四五”期间，中石化将规划投资 700 亿元的重点项目，包括天津石化南港 120 万吨/年乙

烯及下游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项目、中国石化天津 LNG三期扩建及冷能综合利用项目、中国石

化北化院中试基地项目、中国石化润滑油基地项目以及中国石化氢能产业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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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将以天津为产业发展基地，大力推进最新技术在津中试研发和产业化规模化，把天

津南港工业区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炼油、烯烃、芳烃是天津石化的三大产业链，

也是公司传统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以及下游高端产业、新兴产业积蓄力量实现突破的龙头支

撑。 

天津石化还将推进炼油二期规划，配套芳烃乙烯项目，结合成品油市场预期，压减汽柴油

总量、增产化工原料，保障芳烃乙烯原料供应。而不久前刚刚批复的天津石化新建碳二装置，

将分离催化尾气中的乙烷，用作乙烯原料。这些项目的实施，都将为天津石化发展化工新材料

提供了原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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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维喜国产高压氧气切断球阀通

过产品鉴定 

2020 年 12 月 11 日，由上海开维

喜阀门有限公司、北京清创晋华科技

有限公司和阳煤丰喜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临猗分公司联合研制的高

压氧气切断球阀在上海通过了中国机

械工业联合会与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

会组织的鉴定。 

鉴定委员会由来自合肥通用机械

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广州工程

有限公司、中国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华陆工程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中石化

宁波工程有限公司、惠生工程（中

国）有限公司、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

司、赛鼎工程有限公司和兰州理工大

学等单位的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认

为，研制的高压氧气切断球阀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主要技术指标达到国际

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满足煤化工等领

域高压氧气工况使用要求，建议进一

步推广应用。

 

研制的多台高压氧气切断球阀自

2016 年 4 月起在阳煤丰喜肥业（集

团）有限公司临猗分公司煤气化装置

上投用，平稳运行至今，满足了装置

长周期运行要求。 

 

江苏亿阀 LNG 深冷球阀通过中通协国

产化鉴定 

2020 年 12 月 25 日，中国通用机

械工业协会（简称“中通协”）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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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能源有限公司联合组织召开了江苏

亿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江苏亿

阀”）自主研制的 LNG 接收站关键设

备国产化低温阀门鉴定会。 

鉴定会由中通协副会长张宗列主

持，昆仑能源 LNG 管理部韩新强出席

会议，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中国石

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昆仑能源深圳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昆仑能源京唐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昆仑能源江苏

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中国寰球工程

有限公司、兰州理工大学的行业内资

深专家共同组成了鉴定委员会。 

 

专家组对江苏亿阀研制的“LNG 接

收站深冷球阀”进行了工厂见证试

验。此次鉴定的低温阀产品为：NPS6 

Class1500 深冷球阀。 

样机进行了常温性能试验、低温

性能试验、低温常温交变性能试验，

试验结果满足技术规范、试验大纲及

相关标准的指标要求，且实测密封泄

漏率满足 ISO 15848-1 标准 CO2（-

196℃~150℃）的要求。鉴定委员会认

为，该产品主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天然液化装置用低温阀门的成功

研制，充分体现了江苏亿阀在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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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可靠、优质的产品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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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阀门成功获得美国石油协会

API600、608 认证 

2020 年 12 月 15 日，上海双高阀

门（集团）有限公司成功获得美国石

油协会 API600、608 认证。 

在此之前，双高阀门已经获得中

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质量管理体

系、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

系、测量管理体系、各类阀门国家型

式试验、各类阀门微泄漏试验、各类

阀门 API 防火、中国 CNAS 认证阀门检

测中心、欧盟 CE、美国石油协会

API6D 等各类资质证书。 

此次，面对国际权威机构对双高

阀门的再一次认可，双高人将继续秉

承企业精神，奋力探索，再攀高峰，

一切只为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博纳斯威阀门获得法国 ACS 认证 

日前，博纳斯威阀门获得法国 ACS

国际认证。博纳斯威立足水系统阀门行

业，不断拓展国内、国际流体传输控制

设备市场，具备高精尖产品科研开发、

个性产品定制设计以及规模生产制造

等高端创新经营能力，通过不懈努力和

诚信经营，赢得了同行和客户的口碑。

经过法国 ACS认证权威机构严格评审后，

博纳斯威阀门获得法国 ACS 国际认证。 

ACS 认证是法国卫生部对与饮用水

接触产品的食品级权威认证。博纳斯威

阀门获得认证，说明其产品已经能够满

足饮用水传输控制产品国际标准。 

博纳斯威阀门还将不断进步，满足

国际标准只是拓展国际市场的前提，超

越国际标准，建立“博纳斯威标准”，

才是公司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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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锅阀门荣获中国创新方法大赛全国

一等奖 

在刚刚落幕的 2020 中国创新方法

大赛总决赛中，武锅阀门公司参赛项目

“超大口径、超临界参数全锻造电动闸

阀”荣获全国一等奖，并以优异成绩参

加了电视擂台赛。 

在 2020 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湖北区

域赛中，武锅阀门两支参赛队伍 (项

目)“超大口径、超临界参数全锻造电

动闸阀”和“一种带消音器的调节截

止阀”分获湖北赛区一等奖和二等奖。

“超大口径、超临界参数全锻造电动闸

阀”项目团队作为湖北赛区 5支入围总

决赛的队伍之一，与来自全国 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 200 余支代表队登上

全国舞台展开了激烈角逐。经过线上项

目展示、答辩等环节，该项目终脱颖而

出，荣获全国一等奖。 

该项目的研发工作在国内属空白

领域，需要攻克的技术难点颇多。为了

尽快完成项目研发、填补国内空白，研

发团队克服了疫情等诸多不利因素影

响，一边保障生产经营，一边抢抓研发

进度，如期完成了技术攻关与用户现场

的安装调试工作，产品运行情况良好稳

定。如今，项目创新成果已应用到公司

其他产品中，并形成了系列化产品，是

武锅阀门公司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

优势的又一经典案例。 

“中国创新方法大赛”是国内传

播推广创新方法的标志性活动，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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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乃至世界创新方法领域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专项赛事。近年来，武锅阀门

公司多次在区域赛中获奖，并连续两年

闯进全国总决赛，充分体现了公司强化

科技攻关、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取

得的突出成绩。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普

及创新文化、传播创新方法、弘扬创新

精神，全面激发公司创新活力。 

 

天津百利展发入围中石化南京区域蝶

阀衬 EPDM 框架协议 

日前，天津百利展发集团有限公司

收到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通知，

公司在（重招）南京区域蝶阀衬 EPDM 框

架协议招标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围。 

 

此次中标对公司意义重大，在现下

竞争激烈阀门行业中，中标中石化南京

区域的蝶阀衬 EPDM 框架，是公司发展

过程中的重要成果，更是对公司综合竞

争实力的肯定，百利展发坚持以客户为

中心，永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专

业的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创造财富、为

客户创造价值”。 

兰高阀承担的国家 2920S 重大项目的

超特大阀门一次性试验圆满成功 

从国家某重点项目试验现场传来

喜讯，由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承担的

国家 2920S 重大项目的超特大阀门：

DN1300、DN2000 调压阀、液动和电动的

DN2500 及 DN1400 气泡级“零泄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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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硬密封蝶阀及电动硬密封球阀等一

次性试验圆满成功。 

此阀门是目前国内首台套 DN2000

调压阀，单重 67 吨，配件重量达 70 多

吨，这批阀门质量要求极高，口径大，

重量大，技术含金量大，难度大，远远

超出了现行阀门质量标准的要求。在承

接设计制造这批阀门过程中，由技术部

牵头，在公司设计部、工艺部、生产部

及车间、品保部、销售部等各部门的共

同努力下，敢于创新，勇挑时代使命，

打破某强国技术封锁，攻坚克难，不分

昼夜，一丝不苟，精准分析设计，胜利

完成“大国重器”神圣使命，交上了一

份满意答卷。今年六月份顺利将产品交

付基地，经过满负荷运行，这批阀门满

足各项指标要求，性能稳定、质量安全

可靠。11 月 26 日某部安装完成试验，

获得了一次性圆满成功。12 月 4 号公司

总工程师乐精华亲临现场回访，共同见

证了这批阀门在装置上的试验的成功。 

成绩的取得非一朝一夕之功，它充

分展示了兰高人秉承“诚信是金，创新

为营”的经营理念，体现了公司为坚持

弘扬工匠精神、培养大国工匠，用“工

匠精神”铸就“大国重器”，实现实业

报国信念做出的不懈努力。兰高阀将在

未来的发展中继续发挥多年积累的核

心技术优势，持续坚持自主创新，加强

军民融合发展，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中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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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道森阀门“高压非标球阀”项目顺

利交货 

日前，道森阀门逆势而行，在国内

外屡屡斩获订单，其中基于 DOUSON 品

牌的影响力，海外出口部上半年重点承

接南美 400 万美金“高压非标球阀”项

目。 

该项目需求产品为大口径非标高

压球阀，产品范围涉及 8"-16"，Class 

1500-2500 卡箍密封连接，满足 ISO 

5208 Rate A 密封泄漏等级，同时要求

高压气零泄漏，阀门整体选用超级双向

钢，采用唇形可靠的密封、防火设计，

阀杆经特殊防吹出设计，组合密封并采

用碟簧加载，确保产品满足 ISO 15848-

1 A 低泄漏等级要求。研发阶段进行充

分验证分析，生产组织中克服“新冠”

疫情影响，集团化运营模式中兄弟单位

配合项目进度，落实兑现原材料毛坯到

位时间，选用进口品牌密封件保证产品

质量，依托于道森自身强大的智能化生

产作业线，保证了项目中材料可控、零

配件高精度要求。最终产品在第三方见

证下一次性完成装配、测试、验收，产

品交付提前于该项目其他装置。设备执

行进度，获得客户充分肯定。 

南美市场一直是道森人潜心经营

的平台，本次自主研发设计的“安全卫

士”完美征服“南美 T 台秀”，再次彰

显道森品牌过硬实力，同时也俘获了更

多客户，携手共筑更大辉煌。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核电

军工业务子公司 

江苏神通发布公告，随着公司经营

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涉及核电和军

品业务的不断拓展，公司保密资质的范

围覆盖全公司的现状越来越不能适应

公司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未来公司军

品业务有关保密措施的落实，阻碍了公

司未来在企业上“云”及军品业务领域

的发展，现拟将公司核电军工事业部独

立出来作为独立子公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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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神通于 2020 年 12 月 6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拟设立全资子公司江

苏神通核能装备有限公司，拟定注册资

本为 1 亿元。 

 

一、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1）拟定名称：江苏神通核能装备

有限公司；拟定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3）拟定经营地址：启东市南阳镇

喜利得路 88 号； 

（4）拟定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

阀门及机电设备。阀门及机电设备的安

装、维修、检修和检测服务，工业装置、

管道的安装、维修、技术咨询和技术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

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公告称：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准确界定核电和军品业

务保密资质的覆盖范围，更好地落实军

品保密的相关措施，为公司实现高效服

务核电和军品业务的战略目标，实现更

快更好发展创造条件。有鉴于此，现计

划将公司核电军工事业部的全部业务

独立出来，由上市公司出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并将核电军工事业部的全部业务

和相关资产置入该子公司，未来上市公

司的核电军品业务由子公司独立运营。

同时，江苏神通发布公告称：12 月 6 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分公司的议案》。

拟注销江苏神通启东阀门分公司，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注销等相关事

宜。

欢迎企业积极投稿《会员之家》栏目，经过审核编辑之后，阀门分会电子刊、微信公众

平台与网站会同事更新为企业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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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的设计及应用

摘要  介绍了新型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

嘴的技术性能、结构特点、及工作原理，给

出了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的设计计算

方法及， 

论述了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在实际中

的使用与维护方法。该结构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专利号为 ZL 201520794743.0。 

关键词  减温减压装置   弹簧旋流   可

调节雾化喷嘴   

1. 前言 

减温减压装置是蒸汽热能的转换装置，

其主要对电站、工业锅炉或热电厂等处输送

来的高温高压过热蒸汽进行温度和压力调

节，以达到下游用户要求的热能或动力参数，

从而合理使用热能，保证管网和设备的安全。

具体来讲，减温减压装置是一种蒸汽热能参

数（压力、温度）转换装置和利用余热的节

能装置，具有减压、减温、安全保护和自动

控制调节等功能和作用，在国内外具有广阔

的应用市场。 

2. 减温减压的原理 

减温减压装置的工作过程是将减温水

经减温水管路喷嘴直接喷入一次蒸汽中进

行混合减温。减温水经喷嘴雾化成小水滴在

蒸汽中混合介质并吸收热量，温度不断升高，

然后汽化与一次蒸汽混合，从而降低一次蒸

汽温度。 

减温过程在理想状态下属于等焓过程，

遵循热平稳方程（如图 1）： 

 Q1×I1+Q2×I2=Q3×I3         （1） 

由此可得： 

Q2= （Q3×I3- Q1×I1）/I2    （2） 

图 1 

其中：Q1一次蒸汽流量，（T/H） 

      Q2减温水流量，（T/H） 

      Q3二次蒸汽流量，（T/H） 

      I1一次蒸汽焓值，（kcal/kg） 

      I2减温水焓值，（kcal/kg） 

     I3二次蒸汽焓值，（kcal/kg） 

由式（2）可知，减温水的流量与一次

蒸汽的流量、焓值及减温水的焓值、二次蒸

汽的流量、焓值均有关。当蒸汽的流量及压

力温度等变化范围大时，减温水的变化范围

也会变大。 

3. 新型弹簧旋流可调节喷嘴的结构设计 

传统结构的喷嘴为固定式笛型喷嘴，直

接安装在主管道上。喷嘴为圆柱式结构，其

表面上有很多小通孔，用于喷水减温。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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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流量下能较好混合介质进行降温；当处于

30%~50%小流量状态时，由于笛型喷嘴流通

截面积是固定不变的，当一次蒸汽或减温水

压力参数发生较大波动时，会使减温效果降

低，减温雾化变差，致使主管道内容易积水

造成水击现象。传统结构减温减压装置的出

口蒸汽调节范围仅为 50%~ 100%。 

正是基于上述不足，新产品对减温减压

装置结构特性进行深入剖析，吸取国内外减

温减压的先进技术和结构开发了新型弹簧

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结构。它由弹簧、旋流

喷嘴（图二）、伞状阀瓣、阀座、环形管座等

零件组成。旋流喷嘴的设计比较新颖，当减

温水进入减温器后，喷嘴前后即存在压差，

弹簧在此压差的作用下压缩，于是减温水从

旋流喷嘴的各个旋转环状喷雾口喷出，形成

极薄、相互交错的雾化水裙呈伞状充满整个

管道空间，高温蒸汽通过时，即可与减温水

进行充分的热交换。 

当一次蒸汽处于 10%~30%小流量状态时，

引起出口端二次汽管道上传感器的改变，经

变送器转换的电信号传递给减温水管路电

动调节阀，然后控制调节阀的开度，使之改

变减温水管道流量，促使改变弹簧的压缩高

度，即在一次蒸汽小流量下，减温水的喷出

量也随之变少。解决减温水不能随工况的变

化而变化的难题。另外，在装置运行过程中，

弹簧喷嘴的结构在研发过程中考虑到止回

功能的作用，有效的防止减温水管道内因某

种原因使减温水压力突然下降时，蒸汽管道

内蒸汽反喷入冷却水管道中的突发现象，此

结构功能代替原减温水管道中的止回阀. 

综上，较之固定的老结构喷嘴，提高了

蒸汽流量下的雾化效果，适用于更低的蒸汽

负荷，扩大蒸汽流量的使用范围。新结构的

减温减压装置其出口蒸汽调节范围扩大到

10%~100%，且结构简单,降低了产品成本。  

图 2  旋流喷嘴 

4. 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的设计计算 

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图三）在研

制中引入圆柱型压缩弹簧和喷水斜孔，使减

温水得以形成极薄、相互交错的雾化水裙呈

伞状进行喷水减温，使得二次汽雾化效果更

细更稳定，汽化过程更充分。 

图 3  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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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的结构中最主要

的零件是喷嘴、喷头、弹簧。喷头的流通面

积 A（图四）由下列公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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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常 45 ，则 

H
H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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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式中  A————流通面积， （mm2） 

          d __________介质流经喷头最小处直

径，（mm） 

      D ————喷头关闭处直径，    

（mm） 

      h — — — — 开 启 间 隙 ，        

（mm） 

      H — — — — 喷 嘴 开 度 ，       

（mm） 

由式（4）可知，喷嘴的最大流通只与喷

头关闭处直径 D及喷嘴开度 H有关。 

 

图 4   喷头 

由上述面积公式可以得到单个弹簧喷

嘴的最大流量 Q和弹簧力计算公式，其计算

公式： 

   PAQ 1594.0          

（5） 

 P
d

F 



4

2
                   

（6） 

式中  Q ————单个喷嘴流量，  

（T/H） 

     F ————弹簧力，（N） 

     ————流量系数， 

    P ————喷嘴压降，（kgf/cm2） 

     —————减温水比重，（kg/m3） 

 由上述公式可知，单个喷嘴的最大流

量Q与喷嘴流通面积 A及喷嘴压降 P 有关；

弹簧力F 与喷嘴的直径D和喷嘴压降 P 有

关，在设计时，可以根据弹簧力F 选择适当

刚度的弹簧。 

5.制造及检验 

    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和喷头的锥

形密封结构形状特殊，加工精度要求高，是

制造的关键点和难点。采用数控车床精加工

锥面，然后再用高精度数控磨削中心用同一

个砂轮磨削喷头的密封锥面，使表面粗糙度

达 mRa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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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对雾化喷嘴和减温减压装置按

NB/T47033 要求进行了强度、高低压密封和

上密封试验项目的测试，测试项目全部合格，

产品试制成功。 

    6.使用及维护 

新型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安装在

减温减压装置内，除本身质量之外，用户的

正确操作也同样重要。 

⑴ 喷嘴在安装时，必须保证其使用的

弹簧处于预紧状态，确保喷嘴的密封可靠。 

⑵ 运行前减温减压装置及管道部件应

预热，以防止部件和零件产生附加的应力。 

⑶ 预热后，应逐渐打开减温减压装置

前面的隔断阀，以每分钟 0.1MPa~0.15MPa的

压力进行升压，在升压的同时，操控减压阀、

给水调节阀，以保证蒸汽参数在规定范围内

运行。 

⑷ 在装置正常运行时期，对蒸汽和减

温水流量、压力和温度等参数应进行现场跟

踪，防止电气设备失控引起的参数超标。 

⑸ 减温减压装置二次汽管道上安全阀

正下方应安装固定支座，以防止安全阀开启

后排汽反作用力对装置造成的损害；安全阀

出口处应装设独立排汽管，直通安全排放地

点。为避免排汽管载荷集中在安全阀上而影

响安全阀性能，排放出口管道应安装支吊架，

支吊架位置应考虑排汽管重量不能对安全

阀造成承受载荷，安装应牢固，并与管子接

触良好。 

7. 结语 

弹簧旋流可调节雾化喷嘴减温减压装

置可用于超临界、亚临界 300MW等大机组设

备。通过实际的现场应用，弹簧旋流可调节

雾化喷嘴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取得了预期的

效果。综合各影响因素，经过反复的试验，

对弹簧喷嘴的设计不断优化，这种弹簧喷嘴

既可避免弹簧特性变化对性能的影响，也能

很好的适应变负荷工况运行，并且压力损失

小，雾化效果也比较理想，每个喷嘴都是独

立的，检修、维护方便；喷嘴前设置了过滤

器，避免了喷嘴被杂质堵塞，造成关闭失效

的现象；该项目 2015 年取得了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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