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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蝶阀也是一种调节阀，其又被成为翻板阀，结构很简

单。它可以用来控制低压管道介质的开关。蝶阀的关闭件

（蝶板 / 阀瓣）是圆盘状，在工作中，关闭件会围绕阀轴

进行旋转，从而关闭 / 开启。在管道中，它的作用是节流

或切断介质。在冶金行业，蝶阀属于常用阀门，其优点为

体积小、结构简单、材料耗用省、重量轻、安装尺寸不大、

操作简单、驱动力矩不大、反应迅速。蝶阀的流量调节功

能良好，关闭密封特性同样优秀。

1    蝶阀的结构、工作原理、适用场景等 

1.1    蝶阀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蝶阀主要组成部分：阀杆、阀体、驱动装置、密封圈。

其阀体为圆筒形状，轴向长度不长，在内部置有蝶板装置。

蝶阀的工作原理：工作时，驱动装置会将阀杆驱动，

阀杆动作会带动蝶板一起转动。如果转动角度超过 90°，

那么一次启闭就完成了。在工作状态，如果要控制介质的

流量，只需要将蝶板的偏转角度改变即可。

1.2    蝶阀的特点和作用
蝶阀的总体高度低、结构长度短，关闭速度快、开启

速度快，对于流体可做到良好的控制。蝶阀的结构特性决

定了其制作大口径阀门的适宜性。如果应用蝶阀对流量进

行控制，那么蝶阀的类型、尺寸一定要选择恰当，才能够

充分发挥出蝶阀的优势。

蝶阀最主要应用是对流量进行调节。在管路中，蝶阀

的压力损失大概为闸阀的 3 倍左右，损失较大。所以，在

选择蝶阀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管路系统受压力损失的影响；

其次要考虑在关闭时，蝶板承受管道介质压力的情况下是

否牢固；第三要考虑在高温工况下，弹性阀座材料的工作

温度范围，不要超出这个限制。

浅谈蝶阀的选用安装与维修
李怀英

（杭州富尚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    富阳    311400）

摘要：在煤气、发生炉、液化石油气、冷热空气、天然气、城市煤气、化工冶炼及发电环保等工程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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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希望对相关行业工作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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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蝶阀的适用场景
（1）在调节控制、节流、泥浆介质工况中，阀门要求

结构长度不长，启闭速度要快（1/4r）、低压截至（压差小）。

这些场景都推荐选用蝶阀。

（2）遇到特殊工况的节流调节，如磨损严重、要求的

密封十分严格、深冷（低温）等，此时选用的蝶阀应该选

用专用蝶阀，它是经过特殊设计的、金属密封带调节装置

的双偏心 / 三偏心蝶阀。

（3）缩口、双位调节的通道中，存在气穴、气化现象，

有低噪音，且向大气层有少量的渗漏，介质具有磨蚀性。

该场景下也可选用蝶阀进行控制。    
（4）当使用要求达到完全封闭状态，气体试验零泄漏，

使用寿命要求较长，工作温度为 -10 ～ +150℃的污水、淡

水、盐水、海水、天然气、蒸汽、药品、食品、各种酸碱、

油品等管路上，要使用中线蝶阀。

（5）在轻工、电力、冶金、石油化工系统的煤气管道、

水道中，通风除尘管路的双向开启、关闭、调节要使用软

密封偏心蝶阀。

（6）在大型 PSA（变压吸附）气体分离装置程序控制

中，多应用金属对金属面密封三偏心蝶阀。该种蝶阀在电

力、石油、化工、石化、冶金等领域，可代替截止阀、闸

阀等设备，效果良好。

（7）在城市供气、供热、供水、煤气、酸碱、油品等

管道中，截流与调节装置选择使用金属对金属线密封双偏

心蝶阀。    
1.4    蝶阀的选用原则

蝶阀的选用原则如下：

（1）在实际操作中，对启闭时间要求短、需要迅速启

闭的场合，选用蝶阀合适。因为仅仅需要旋转 90°，蝶

阀就可关闭或者开启，动作十分迅速。

（2）在压力损失要求并不严格的场合可以选用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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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与闸阀、球阀相比，蝶阀的压力损失较大。

（3）在高压、高温的管路系统中，蝶阀并不适宜。

蝶阀的密封材料及结构的特定决定其工作压力不能高于

PN40，温度不能高于 300℃。

（4）在管路系统中，如果需要进行流量调节，可以选

用蝶阀。

（5）在诸如 DN1000 以上大口径阀门的场合、要求结

构长度较短的场合，蝶阀都十分适宜。

2    蝶阀选用、安装、维修案例分析

2.1    案例一：某钢铁集团高炉配套鼓风站中所用蝶阀

2.1.1    碟阀目前状况及存在隐患 
在某钢铁集团高炉所配套鼓风站供风系统中，SEN17

高性能气动蝶阀被应用为拨风阀，该蝶阀是西纳公司产品。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某一台鼓风机突发故障而出现停机，

那么拨风阀就发挥作用。届时 PLC 控制信号会把拨风阀

打开，保持向高炉送风的状态，避免出现断风事故，给高

炉的安全生产提供了一层保障。在上述系统中，蝶阀在使

用过程中有卡涩、不能活动的情况发生，会给高炉的安全

生产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

2.1.2    故障分析 
在上文所述系统中，工艺阀门都是采用蝶阀。用以固

定阀轴及活动部位的都是滑动轴承，也就是套筒式轴承。

其外套一般为不锈钢材质或者铜材质，轴承的间隙大概是

0.05mm。在实际的生产运行过程中，介质内所含有的颗

粒物等杂质难免会随着送风进入到滑动轴承的间隙内，经

过长时间的阀门活动、杂质累积，吹入物会逐渐变大、变硬。

在局部出现轴承缝隙被填实情况，阀轴会卡涩、无法进行

正常的活动。更严重的情况是将滑动轴承阀轴破坏，使之

彻底抱死，导致阀门报废。

2.1.3    解决措施

（1）检修方面。和针对以上引起阀门卡涩的故障原因，

拟采取以下解决方法：使用外加热、外力活动、润滑清理

等方式解决阀门卡涩问题。如果想让已经发生卡涩的阀门

再次转动，那么需要给它施加更大的转矩才行，所以，首

先采用物理方法，对蝶板进行敲击，另外制作一个加长杆

加手拉葫芦来将旋转转矩增大，同时使用乙炔火焰给滑动

轴承加热。由于钢材的热涨原理，在加热过程中，轴承间

隙会变大。在阀轴上不吹割处加油孔并喷射煤油、清洗剂、

润滑油等清洁润滑物质，对存在于轴承内的杂质进行逐步

地清理，使得轴承的间隙杂质不复存在，将导致其卡涩的

问题根本解决，效果良好。

（2）安装方面。在安装初始，如果管道工艺条件允许，

尽量减少蝶阀的垂直安装，而是采用阀轴水平安装方式。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采取水平安装的方式，管道锈渣、介

质杂质等的下沉、堆积现象就能被减少，能提高阀轴处的

使用寿命。

（3）选用方面：在新的阀门选型时，为避免出现上述

卡涩问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①如图所示，将滑动轴承更换为外置轴承，在其轴端

密封只使用填料方式，如此一来，就可以将卡涩问题彻底

解决。

②如果继续使用滑动轴套结构，那么打出 2 个小孔，

位置在支承座靠近轴承的地方，而且自动补给装置也要设

置好，使之可自动添加润滑油、除锈液类的液体等，以减

少杂质的不断累积，而且随时润滑阀轴，防止卡涩发生。

针对当前已安装好的蝶阀，工作人员为了防止其再次

发生卡涩问题，将 2 条疏水管道分别设置于阀门的两侧管

道底部，以防管道积水现象发生；制定阀门活动定期试验

对策，定时对其进行检查、维护，并且钻出小孔，通过该

孔加入润滑油增加润滑度，减缓卡涩现象。

2.2    案例二：蜗轮蜗杆传动蝶阀
如果蜗轮蜗杆传动蝶阀长期闲置不用，那么会受到周

边海洋环境影响、阀体内部润滑不足，阀门会启闭困难，

甚至是无法进行启闭动作的。在实际工作中，遇到这种问

题十分令人头疼，对流程正常的运转也有不利影响。

蜗轮蝶阀的体积小、结构不复杂、重量轻，零件很

少，但是功能齐全，可以将流体很好地控制住，且仅需旋

转 90°即可完成一套操作指令，十分方便快捷。

在海上石油平台，蜗轮蜗杆蝶阀的安装位置一般位于

和管道垂直的方向。阀板呈圆形，其在蝶阀阀体的圆柱形

通道内可以旋转，旋转的轴是垂直于阀体的，旋转角度在

0˚～ 90˚之间。阀门处于关闭状态是 0˚，阀门处于全开状

态是 90˚。
2.2.1    蜗轮蜗杆传动蝶阀开启困难的原因分析

造成蝶阀开启困难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工作环境恶

劣，蜗轮蜗杆传动蝶阀所处的环境为海上潮湿空气中，湿

图    改型的外置轴承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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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大，阀体被腐蚀得很严重，蜗轮蜗杆传动蝶阀的手轮

杆、蜗轮壳孔发生腐蚀、生锈现象，这就导致了手轮在旋

转过程中的摩擦力变大。

造成蜗轮蜗杆传动蝶阀出现启闭困难的因素如下：

蜗轮蜗杆传动机构扇形齿轮的阀杆孔外壁圆嵌入蜗轮

蜗杆传动外壳的圆孔中，这个嵌入的间隙不大，在经

过长时间的湿气侵蚀后产生很多金属腐蚀物，这些金

属腐蚀物将这个本就不大的间隙填满，造成蜗轮蜗杆

传动外壳圆孔、扇形齿轮阀杆孔外壁圆之间的摩擦力

越来越大。

2.2.2    蜗轮蜗杆传动蝶阀维护保养难点

该种蝶阀的结构特殊，因此维护保养有难度。由于蜗

轮蜗杆传动机构扇形齿轮的阀杆孔外壁圆镶入蜗轮蜗杆传

动外壳的圆孔中，外部扇形齿轮会将其挡住，这就造成了

在两者之间的间隙中无法注入润滑脂，造成了维护保养工

作困难。

2.2.3    蜗轮蜗杆传动蝶阀启闭困难的检修方法

蜗轮蜗杆传动蝶阀的检修步骤如下。

（1）首先要取下蝶阀传动外壳的开闭指示标盘，将蝶

阀传动外壳的压盖拆除。

（2）将阀体连接盘和蝶阀传动外壳的固定螺栓拧下，

使用錾子工具，将其錾入阀体连接盘和蝶阀传动外壳的间

隙，之后使用拉马使蝶阀传动外壳与蝶阀阀杆脱离。

（3）使用铜棒工具进行下一步操作，规格为小于外壁

圆孔、大于阀杆孔。将其顶在扇形齿轮与蜗轮蜗杆传动外

壳的嵌入面扇形齿轮的阀杆孔壁上，之后使用手锤敲击金

属铜棒的方式，把扇形齿轮顶出。

（4）将扇形齿轮阀杆孔外壁圆镶入传动外壳圆孔的间

隙增大。这一步骤使用平板钢锉工具，锉修蝶阀传动外壳

圆孔、扇形齿轮阀杆孔外壁的腐蚀物。

（5）清理完毕后，进行回装。在回装之前，将润滑脂

注入扇形齿轮阀杆孔外壁和传动外壳圆孔处，增加润滑度，

以保证扇形齿轮的轻松旋转。

（6）把阀体连接盘跟蝶阀传动外壳的固定螺栓进行紧

固，将扇形齿轮回装。

（7）将蝶阀传动外壳压盖、启闭指示标牌恢复原状。

全部操作结束后，转动蝶阀手轮进行验收，查看是

否可轻松启闭蝶阀。如果有卡滞现象，则按步骤重新操

作一次。

2.2.4    蜗轮蜗杆传动蝶阀安装注意事项

（1）对于未矫正的管道，在其安装之前必须进行矫

正，规避管道应力，避免后期阀体发生破坏或者出现

拉紧现象。

（2）在安装阀门之前，要确保一切零部件干净、清洁，

对于阀芯要重点关注，要确保没有杂物及灰尘存在。

（3）由于在保管或者运输途中容易有震动，所以，要

确保阀门没有受损才能安装。如需使用起重设备，阀门不

可勾到执行机构上，而是应勾在法兰、阀门吊点或起重把

手上。

（4）蝶阀所连接的管路要清洁彻底，保持干净状态。

使用清水、压缩空气等将焊渣、泥沙或者其他杂物去除。

注意一次清洗可能不能达到效果，要进行反复冲洗。

（5）在安装时，阀瓣要停在合适位置以确保其不跟管

道法兰等物发生碰撞将密封面损坏，这个位置一般是在关

闭位置。

（6）对于蝶阀的安装方向，一般没有特殊要求。如果

有要求，那么就需要依据蝶阀的工作原理进行识别，避免

装反。

（7）在安装蝶阀时，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后续操作方

便。

（8）在拧紧螺栓过程中，一定要小心、均匀、对称用

力，万不可倾斜拧紧。管子法兰、阀门法兰要保持一个平

行的状态，两者之间的间隙一定要均匀且合理，防止在工

作过程中阀门产生斜向应力或过大的压力，严重者出现断

裂现象。

（9）蝶阀被用做流量控制场景时，阀门的类型、尺寸

一定要慎重选择。

3    结语

综上所述，经过日常的检修工作，工艺阀门的卡涩问

题得以解决，生产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而且，在案例一

中，通过改进，外置轴承阀门的保养措施也使得蝶阀的使

用寿命被延长。从生产实践中，有效缓解阀门卡涩的方式

也被找出。在案例二中，蝶阀的安装、维修等注意事项也

详细列出。本文在改善阀门卡涩方式的基础上，也找到了

阀门选型的新要求、新思路，为彻底解决阀门卡涩打开了

新的路径，希望对同行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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