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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往复泵进排液阀故障分析与改进设计
李

强，宫恩祥，石海峡，田海平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镇江２１２０１３）

摘要：针对某进口大型高压往复式反应器丁烯进料泵在现场使用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对该泵
阀升程、阀隙流速、冲击力、弹簧力等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和计算，指出闽的结构型式的改变是

解决原泵阀频繁出现故障问题、延长其使用寿命的根本途径。对高压往复泵进、出液阀采用双环闯
的改良设计方法，圆满解决了所出现的故障问题，并在产品上得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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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某石化厂用于化工甲乙酮装置的进口
大型高压往复式反应器进料泵，在投入使用不久便

ｐｌａｔ。；ｈｉｇｈ

ｐｒｅ昭ｕｍ把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ｒＩｇ ｐｕｍｐ；ｌｉｎ

ｒ帅ｇｅ

认为在原泵阀材料的选择、结构、热处理等方面均存
在一定缺陷，正是这些缺陷导致泵阀频繁损坏。

出现故障：阀板导向套断裂、阀板及阀套升程限位面
严重变形，甚至断裂的阀板导向套卡在阀套内无法
取出，导致泵排出阀频繁出现故障，较长的需十几天

１泵的性能及结构参数

更换一次，较短的四天排液阀就损坏。生产厂家将
该泵原进、排液阀采用锥形阀，结构见图１。

排液阀的弹簧加大，以期提高阀的使用寿命，但使用

该泵的性能和结构参数为：流量Ｑ＝１２８

不久，更换的弹簧又出现断裂现象。这种情况严重

ｍ３／ｈ；

影响了该装置的正常运行，甚至也严重威胁到整个

排液压力ｐ＝８．５ ＭＰａ；柱塞直径ｄ＝１６０ ｍ”；柱塞

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行程ｓ＝１２５ ｍｍ；转速ｎ＝２１０ ｒ／ｍｉ“；阀板升程＾＝

通过对故障现象及泵阀结构的认真分析研究，

ｌＯ

ｍｍ；阀板密封面锥角２ｎ＝１２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昕一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开发项目（３０６０３０）
作者简介：李强（１９６４一），男，安徽蚌埠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容积泵和射流设备设计的研究。
官恩祥（１９６５一），男，安徽舍肥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特殊流体耐腐蚀材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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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的弹簧加大，从而增加阻尼作用，用来抵消一部分阀

瞬间会对阀接触面造成冲击损害”。Ｊ。在阀板质量

板与阀座的瞬间冲击力。不久便发现加大后的弹簧

一定的情况下，关闭的速度越快，动能越大，瞬间的

因刚度过大而产生断裂。这一现象不仅证明了阀板

冲击力就越大，阀板的接触面或其另一接触面就越

的瞬间冲击力很大，而且也说明在现有结构基础上，

易损坏，因此，控制阀板的关闭速度是提高阀的使用

仅仅通过加大弹簧力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寿命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往对阀板的关闭速度都限

因此，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需从阀的结构、材料、热处

制在０．０６０—０．０６５ ｍ／ｓ之间。实际上，影响阀板关

理等方面人手，改变原来的一些不合理的设计。

闭速度的因素很多，主要有阀板的质量、密封面的宽
度、接触面的硬度”１等。现在主要根据阿道尔夫的

３分析计算及解决措施

试验结果确定阀板的允许关闭速度

３．１阀结构的分析

［嘶］≤ＫＢＡ．／（ｍ。）”

（５）

阀板在被打开过程中受到向上的推举力ｆ．和

式中［蜥］为阀板允许关闭速度，ｍ／ｓｌ Ｋ。为阿道尔

向下的恢复力，ｋ的作用，他们的合力决定阀板的运

夫试验系数，ｋｇ“２／ｍ·ｓ，Ｋ。＝１２６～１３５，一般取值

动惯性力ＦＩＩ。由文献［１］知

１３０；Ａ｛为阀板与阀套的接触面积，ｍ２；ｍｆ为阀板的

１

．

Ｆ。ｉ＝音砖。ＡＬ口：
‘

（１）

式中Ｐ为介质密度，ｋｇ／ｍ３；ｆ，为以阀隙流速为基础

质量，ｋｇ。
当ｍｆ＝１．７２ ｋｇ；ＫＢ＝１３０（ｋｇ）１（２／ｍ·８；［“ｆ］
≤０．１３７

ｍ／ｓ时计算得

的推举力系数；Ａ。为阀座孔当量截面积，１１１２；虬为

Ａ，＝１．３８

阀隙流速，ｍ／ｓ。

ｘ

１０一ｍ２

现在多数设计都将阀板允许关闭速度［蜥］选

吒＝Ｉ １一生ｌＧｆ＋Ｆｏ＋Ｃｈ
、

（２）

ｐｆ，

在０．０５—０．１２ ｍ／ｓ之间，考虑弹簧等因素的影响，
后面的计算中选取［Ｕ，］＝０．１４ ｍ／ｓ。由文献［１］可

式中ｎ，Ｐ，为阀板和弹簧材料的密度，ｋｇ／ｎ１１；Ｇ，为

知，当确定了阀板的允许关闭速度后，可得阔板最大

阀板和弹簧可动件的重量，Ｎ；Ｆｏ为弹簧初始力，Ｎ；

升程

ｃ为弹簧刚度，Ｎ／ｍ；＾为阀板升程，ｉｎ。
由式（１），（２）知，当其他条件一定时，运动惯性

＾一＝［ｕ『］／ｗ

（６）

力主要取决于阀隙流速和弹簧的阻尼作用，而阀隙

式中＾一的单位为ｍ；ｍ为泵的曲柄角速度，ｒａｄ／ｍｉｎ。
∞＝ａｒｎ／３０
（７）

流速ｑ对推举力Ｆ．。的影响是平方关系，由此可知阀

式中ｎ为泵的转速，ｒ／ｒａｉｎ。

隙流速大小对推举力影响极大。因而，在现有的情况
下．减小阀板限位面的冲击力有两个途径：一是减少
蒯隙流速；二是加大弹簧。然而事实证明仅仅加大弹

４

ｍ。
将各已知数据代人式（６）得＾一＝０．００６
原泵阀板的升程为１０ ｍｍ，较理论计算结果相差较

簧是行不通的，须减少阀隙流速或两者并行。锥形阀

大，如将＾一＝０．０１ ｍ反代人公式（２）可得阀板关
闭速度［ｕ，］＝２２ ｍ／ｓ，远远大于理论计算或经验取

的阀隙流速为

值范围，当然会使阀板的瞬间冲击力很大，阀板在这
样的关闭速度和冲击力的作用下，阀板的使用寿命

式中虬为阀隙流速，ｍ／ｓ；Ｑ为通过阀的流量，ｍ３／ｓ；

肯定会大大降低。此时如再加大阀板的升程将更加

Ａ。为阀隙当量环面积，ｍ２。

恶化阀板的工作条件，进一步缩短阀板的使用寿命。

由文献［１］知锥形阀的阀隙当量环面积为
＾；＝Ⅱｄｆｈｓｉｎ

要从根本上减少阀隙流速又减少阀板的关闭速

（４）

度，在不改变泵的尺寸的条件下，只有在安装尺寸不

式中ｄ，为阀板当量直径，ｍ；ｈ为阀板升程，ｍ；ｄ为锥

变的基础上，改变原进口阀的结构，将原来的锥形阀

形阀锥角的一半，（。）。

改变为环形阀。

ａ

在保持现有阀结构基础上，要想减少阀隙流速
只有增大阀板的升程。但加大阀板的升程会对阀板
的关闭速度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由于泵阀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泵阀不仅要满
足静压强度校核，还要特别注意对其关闭速度的控
制。泵阀的关闭速度与其质量形成动能，在其关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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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献［１］知，环形阀的阀隙当量环面积为
Ａ。＝２Ⅱｄ。ｈｏｓｉｎⅡ

（８）

式中ｄ。为阀板当量直径，ｍ，即

ｄ。：｝娑
‘

（９）

式（９）中ｄ．，ｄ２为环形阀当量内径和当量外径，ｍ；

排

灌

机

式（８）中的ｈ。为环形阀板的实际升程，ｍ；ｄ为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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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加大阀板、阀套的接触面，增加冲击面积。
将原来的接触外圆直径由６６ ｍｍ加大至７６ ｍｍ，接

之半，（。）。
在保证原阀结构尺寸的基础上，选取合理的

触面积由原来的９５８ ｍｉｌｌ２增大到２

０７２

ｍｍ２，面积

ｄ，，ｄ：值，且Ⅱ＝９００，升程由原来的１０ ｍｍ降低到７

增加２．１６倍，即使在冲击力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

ｉｎｍ，阀的间隙当量环面积还能增加１．３倍，阀隙流

接触面的压强减小至原来的０．４６，大大减少了冲击

速降为原来的０．７７倍。这样将锥形阀改为环形阀

力给接触面带来的冲击破坏。

后，不仅可以减少升程，降低关闭速度，减小阀的瞬

２）在导向套的根部加过渡圆角。为了减少应

间冲击力，同时又降低了阀隙流速，增加阀的流动稳

力集中，在导向套的根部保留一Ｒ１．５ ｍｍ的圆角，

定性，从根本上解决了阀的使用寿命问题。改进后

同时在阀套的限位面内侧加工一Ｒ２ ｍｍ的内倒角，

的环形阀如图４所示。

以保证导向通畅。
３）将导向套根部内圆加厚。原来导向套根部
与阀板连接处是在同一平面，在导向套根部受到交
变应力时，其受力截面积仅仅是导向套的园环截面
积，受力面积小，相应的应力大。如导向套内孔部分
阀板加厚，当导向套受到交变应力后，其受力面积大
大增加，其单位面积内的应力也就相应的大幅度降
低，改善其受力情况。
４）适当加大了弹簧的长度，加大弹簧的预紧力。

图４改进后环形阀结构

４结论
在我们的措施中，阀的结构型式的改变是解决

３．２阀的材料与热处理
由文献［１］可知，往复泵阀用材料一般为优质碳

原泵阀频繁出现故障、提高其使用寿命的根本途径，

素钢、合金钢和一些马氏体钢等硬度值较高或经过热

其他几种措施只是辅助手段。上述的原因分析及解

处理后硬度值较高的钢材。原来泵的排出阀材料选

决措施经使用方同意认可后，按新方案重新加工了

用的是Ｃｒｌ７Ｎｉｌ２Ｍ０２，该材料属奥氏体不锈钢，材料

排出阀。新阀装上后，泵的噪音马上明显降低，且运

的硬度值不高，并且目前也不可能通过自身的热处理

行一直很平稳，阎的平均使用寿命由十天左右提高

达到提高硬度的目的，因而，Ｃｒｌ７Ｎｉｌ２Ｍ０２不太适宜

至三个月左右，大大延长了排出阀的使用寿命，降低

在此种情况下选作该泵排出阀的材料。由于该泵输

了使用和维修成本，为用户解决了后顾之忧。目前

送的介质腐蚀性不强，在综合考虑其硬度、塑性和强

对国外进口的在甲乙酮装置上的高压往复泵产品结

度的情况下，决定用２Ｃｒｌ３，经表面淬火或整体淬火，

构改良尚未见报道，此次改良设计对研究同类化工

其表面硬度可达到ＨＲＣ３８以上，完全达到使用要求。

装置安全、可靠、长周期运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高压往复泵阀始终处于高频有压往复运动状
态，一直承受着较大的瞬间冲击力的作用，在能保持

［１］《往复泵设计》编写组．往复泵设计［Ｍ］．北京：机械
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７．

其强度的前提下，必须有足够的硬度才能保证其抗

冲击能力和提高寿命。这种硬度不光体现在在阀的
密封面上，只要在有撞击的接触面上都应进行适当
的热处理，使其保持有合适的硬度以达到抗冲击变
形的目的。该泵的冲击力比较大，除对阀的密封面

［２］庄丽，顾建．压力补偿式变量泵的改进［Ｊ］．排灌
机械，２００４，２２（５）：２３—２５．
［３］

析与研究［Ｊ］．排灌机械，２００５，２３（４）：６—９．
［４］

进行热处理外，在阀的背面及阀套的限位面也应进
行适当的热处理，这样就可以在保持其有足够硬度

３．３其他辅助措施
针对该泵的特点，还在以下几个地方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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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艳．高压往复泵泵阀设计研究［Ｊ］．煤矿机械，
２００４（９）：２０—２２．

［５］赵洪激，刘扬，魏立新，等．高压往复泵锥形阀结构

的情况下，还要使其有充分的强度和塑性，同时还能
保证其不变形且不会脆裂。

陈玉祥，王霞．提高螺杆泵定子橡胶材料寿命的分

优化设计［Ｊ］．石油学报，２０００，２１（１）：９１－９５．
［６］

赵洪激．往复泵泵阀参数的计算［Ｊ］．油气田地面工
程。１９９５．１４（３）：４６－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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