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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工厂和整个管道系统中，阀门是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它不仅能够控制管道的开关以及调节管内液

体的流向还有压力等功能，还承担了管道系统的截止

和导流、稳压等作用。由于各大管道系统不同，工业

阀门在连接方式、结构、功能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每个类型的工业阀门都有着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在实

际应用中，要根据阀门的优缺点以及实际应用范围进

行选择，技术人员要加强对阀门的重视程度，通过有

效应用阀门来提高管道系统的稳定性。

1    工业阀门的作用

工业阀门是工业管路上控制介质流动的一种重要附

件，可用于控制空气、水、蒸汽、各种腐蚀性介质、泥

浆、油品、液态金属和放射性介质等各种类型流体的流动。

阀门由阀体、启闭机构、阀盖三大部分组成。工业阀门

的主要作用可以分为四种：第一个作用是启闭作用，也是

工业阀门的主要作用，它可以切断或者是流通管内流动

的液体；第二个作用是调节作用，阀门可以有效调节管内

液体的流动速度以及流动量的大小；第三个作用是节流作

用，液体流过阀门以后会导致压力下降，这也就可以降

低液体的流动效率；第四个作用是其他作用，包括自动启

闭以及维持一定压力还有排水阻气等。在我国各大工业

企业实际生产应用中，阀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

论是对于企业内部材料调节还是对于企业整体发展而言，

都需要加强对它们的了解，发挥出工业阀门的真正作用。

2    工业阀门的种类和优缺点

工业常用阀门有蝶阀、球阀、闸阀、截止阀。下面

就分别介绍它们的特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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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蝶阀

2.1.1    蝶阀的特点

蝶阀实际设计过程中采用了流线型设计，在实际使

管道系统中所受到来自流体的阻力比较小。蝶阀是通过

同感结构来操作阀门，阀门整体的关闭和启动并不是通

过传统意义上的升降来完成的，而是通过旋转来完成，

所以对于阀门自身而言，磨损程度比较低，相较于其他

阀门相应的使用寿命比较长。蝶阀经常被应用到公共设

施供热以及供水等管道系统当中，由于具有密封性高、

使用年限长、很少泄露的特点，也是各大公共设施以及

工厂生产当中比较常用的一种阀门。从整体上看，蝶阀

更加适合公共设施的应用。因为公共设施人流量大、使

用量大，非常容易出现阀门泄露的情况，但是蝶阀会降

低这一问题的发生概率。

2.1.2    蝶阀的优缺点

蝶阀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蝶阀开启和闭

效率非常高。因为蝶阀采用的是旋转阀门的调节方式，

无论是打开还是关闭，都无需较长时间，在实际使用

时所花费的力量也比较小，适合大范围人群使用。二

是蝶阀的阀门、阀杆整体长度比较小，而且整体口径

比较大，较小的管道系统也可以应用蝶阀。从整体上看，

实用性比较强。三是蝶阀在开启和关闭过程中，能够保

持两端流量体的平衡，控制能力比较强，操作密度较高，

而且在常温下即可操作，在泥浆等液体的输送管道中

也可以应用蝶阀。蝶阀基本参数如表所示。

蝶阀的缺点表现为两点：一是蝶阀能够承受的压力

和温度范围比较小，不能够使用大压强流体；二是蝶阀

的旋转范围在 90°以内，从整体上看调节范围非常小。

2.2    球阀

球阀是通过旋塞阀进行改进所得到的阀门。球阀

的开启和关闭是利用内部球形密封体外完成的，而且



综合 2022 年    第 22 期

100

中国机械

通过球形封闭体的旋转实现了对管道系统流动方向以

及流动量的控制。从整体上看，球阀属于密封性较强、

灵活性较高的一类阀门。

2.2.1    球阀的特点

球阀的主要特点是可以有效调节液体的流动方向及

流量，而且密封性非常好，主要采用聚四氟乙烯作为材

料，具有一定的耐腐蚀能力，但是对高温的耐受力却没

有那么强。如果温度升高了，球阀的老化速度会非常快，

而且会影响到球阀的密封效果，所以球阀更适合用到双

位调节以及流体阻力比较小的管道系统当中。从整体上

看，球阀的普遍适用性非常低，适合作为系统分支较

多的管道，在温度过高的管道系统中不建议应用球阀。

2.2.2    球阀的优缺点

球阀的优点表现在 5 个方面：一是体积比较小，而

且整体结构非常简单，在口径较小的管道中也能够发

挥出比较高的作用；二是球阀的组成结构比较特殊，它

的旋转范围非常大，很少会出现卡顿的现象，从整体

上看应用效率非常高；三是球阀是通过旋转方式来实现

开合和关闭，所需要耗费的时间非常少，液体对于周

围封闭圈还有管道所造成的冲击力比较小；四是球阀在

全封闭或者全开启的状态下，密封面不会被管道系统

的流体冲击，管道系统的磨损程度比较小，使用寿命

非常长；五是球阀的安装是采用可拆卸的安装方法，在

进行维修以及检查的过程中更换十分简单。

球阀的缺点表现为两点：一是球阀的调节能力比较

低，尤其是在高精度调节当中不建议应用球阀；二是球

阀的密封圈采用了聚四氟乙烯，虽然具有较好的耐腐

蚀性，但是耐热范围需要控制在 180℃以下，需要考虑

到管道系统内液体的温度以及流动速度，尽量避免密

封圈出现老化。

2.3    闸阀

闸阀也叫作闸板阀，它的应用原理就是通过调节插

板来控制管道系统的阀门，没有任何节流功能，所以

在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中比较常见。

2.3.1    闸阀的特点

闸阀的开启和关闭，主要通过控制闸阀顶端的螺母

来实现。关闭时，需要通过内部液体的压力来完成闸

板和阀座之间的闭合；再开启，只需要依靠螺母来开启。

从整体上看，闸阀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密封性比较强，

而且切断性能良好，在口径大于 50mm 的管道系统中，

闸阀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应用。在选择过程中，技术

人员就要靠这一特点有效选择闸阀的应用场所。

2.3.2    闸阀的优缺点

闸阀的优点主要有三点。一是闸阀的开启和关闭都

比较顺利。因为在闸板开启的过程中，运动方向和液体

的流动方向保持垂直关系，不会受到较大的阻力；除此

之外，闸阀的关闭是依靠螺母来完成，关闭时间比较长。

二是闸阀的闸板对于管道内的液体流向并没有明确的

要求，所以闸阀可以实现双向流体的关闭和开启。三是

闸阀的使用寿命非常长，由于闸阀受到的阻力比较小，

采用的材料是比较硬质的金属，可以从根本上延长闸

阀的使用寿命。

闸阀的缺点变现为两点。一是闸阀的外形尺寸比较

大，若在管道系统中想要取得良好的应用，就要求管

道系统的口径必须要大。从整体上看，闸阀的实用性

并没有那么强。二是闸阀对密封面的磨损非常大，因

为闸阀在开启和封闭过程中，闸板和密封面会出现摩

擦的情况，这就导致闸阀的维修成本比较大。

2.4    截止阀

截止阀是在所有工业阀门中最常见的一个种类，它

的主要功能是强制截断，可以有效截断管道内的流动

液体并形成较好的密封效果。

2.4.1    截止阀的特点

截止阀的主要特点有 4 个。一是截止阀的自身结构

非常简单，在管道系统中组装和使用都非常简便，而

且在工厂中的生产和质检都非常简单。二是截止阀的

密封性非常好，在系统中的使用寿命非常长，这是因

为截止阀的密封面和密封板保持静止，不会造成滑动

导致磨损。三是截止阀在开启时比较费时费力，因为

截止阀结构决定其使用力矩比较大，在开启过程中需

要耗费更多的动力。四是液体的方向比较单一，因为

截止阀目前只能支持单方向的流动，不支持双方向以

及双方向以上的液体流动。

2.4.2    截止阀的优缺点

截止阀的优点有 2 个：一是密封效果非常好，而且

液体的损失量非常小，可以从根本上降低设备的使用成

本，提高工厂整体的经济效益；二是在应用过程中磨损

程度比较低，截止阀的使用寿命非常长，可以从根本

上降低阀门的使用成本。在实际工业生产过程中，通

表    蝶阀基本参数表

蝶阀类型
工艺
介质

操作温
度℃

操作密度
kg/m3

蒸气流量
（正常）kg/h

双介质过滤器

上水阀
煤水气 37 994 110

双介质过滤器

反洗煤气水阀
煤水气 37 100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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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有效应用截止阀可以进一步提高工业生产效益。

截止阀的缺点主要有 3 个：一是截止阀的调节能力

比较差，流动方向也只能够适应单向流动；二是截止阀

对液体的阻力比较大，在开启时要耗费大量的动力，不

适用在半固体介质以及黏性较大的液体流动管道当中；

三是截止阀对于管道调节的精确度比较低，如果需要

高精度调节，不建议使用截止阀。

3    工业阀门的选型要素

3.1    温度压力

系统的工作状态，如温度和压力，是选取阀门的重

要参数。例如，在高温或低温应用场合，要考虑材料

的选择问题，材料膨胀率的变化会导致流体泄漏。塑

料部件会因收缩而泄漏，或是因吸收水分和其他介质

在低温时变脆；橡胶在深冷条件下会变硬而破裂，高温

时易膨胀。另外，压力差影响泄漏率。例如，同一个系统，

工作在 1000psig 压力下的泄漏率是工作在 100psig 压

力下的 10 倍。阀门的使用场合是否苛刻，有特别要求。

如果需要阀门在苛刻的系统中可靠工作，可考虑为此

类系统设计特别的阀门，同时确定它满足常规的工业

标准。

3.2    工业需求

在选择阀门的过程中，工业需求也是选择阀门的一

个重要标准。应用场合不同，对阀门的要求也就不同。

例如，在公共设施中，要求阀门的运营和维修成本比

较低，并且维修过程需要简单快捷，可以考虑选择截

止阀。但是若在大型工厂中，则需要调节精度比较高，

并且对于液体粘性要求较低的阀门，这时就可以选择

球阀或者是蝶阀。所以，在实际选择过程中，一定要

根据工业需求来进行选择。

3.3    材料需求

工业阀门要根据材料要求来进行选择。由于管道内

液体的种类不同，对于它们的要求也就不同。若管道内

流动的液体具有一定的腐蚀性，那么就可以选用球阀，

球阀的密封面材质是聚四氟乙烯，整体上它的耐腐蚀

性比较好。如果管道内的液体属于泥浆材质，那么就

不要选择精确度过高的阀门，精确度过高的阀门会导

致液体的流动速度降低。

3.4    性价比

在选择阀门时，也要考虑阀门性价比的需求。若是

在大型公共设施等领域，最好采用性价比较高的阀门，

截止阀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虽然截止阀只支持单向

流动，但是截止阀的适用范围比较广，维修成本也比较低，

一旦出现问题可以随时更换。但是在天然气管道中，就

不能应用截止阀，因为截止阀的调节精确度比较低，在

天然气管道中若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阀门，要选择球阀。

3.5    使用年限

根据使用年限来考虑阀门的选择。不同类型的阀门

使用年限存在较大的差别，若只是应用到临时建筑中，

可以选择使用年限较低的阀门。但是如果需要用到大型

工厂以及长时间存留的公共设施中，就要选择使用年

限比较长、调节精确度比较高的阀门。所以，技术人

员在选择阀门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使用年限这一

要素，通过使用年限来选择合适的阀门，可以降低成本。

4    结语

工业阀门有多种类型，本文通过列举几个比较典型

的阀门来讨论其自身的优缺点以及选型要素。在工业

阀门选择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系统的温度和压力，

而且也要考虑到工业需求以及阀门的使用场合，对于阀

门材料以及阀门性价比也要进行比较，最主要的一点

是要考虑到阀门的使用年限，以及在使用过程中阀门

的使用效果等。技术人员要加强对于阀门的重视程度，

无论是在公共设施中，还是在工业生产中，工业阀门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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