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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解决旋塞阀在氢氟酸烷基化装置中容易腐蚀泄漏的问题，研究了多层和多结构密

封形式，并对旋塞和阀杆采用连体铸造方式以减少设计步骤和加工工艺；采用适合的Ｎｉ—Ｃｕ合
金作为过流部件的材料，用ＰＴＥＥ／Ｆ４６和Ｍ—Ｃｕ合金膜片作为静密封材料；利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
分析法对阀体进行强度计算，可知在设计时应避免应力集中．结果表明，在具有较强的腐蚀性和
毒性的氢氟酸条件下，该阁减小了内部泄漏和完全防止了外部泄漏，并具有防火功能，这种旋塞
阀抗腐蚀和抗泄漏的能力强，能够安全可靠地应用在氢氟酸烷基化装置中．
关键词：旋塞阀；强度计算；密封；ＡＮＳＹＳ；Ｎｉ—Ｃｕ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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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塞阀是关闭件成寒形的旋转阀，通过旋转

工艺、设备及原料等方面要求极其严格，若直接使用

９００使阀塞上的通道口与阀体上的通道口相通或切

传统的旋塞阀会造成氢氟酸泄漏，对环境和人的生

断，实现开启和关闭的一种阀门．由于结构简单，使

命安全威胁极大，因此不能使用在氢氟酸烷基化装

用方便，适合经常启闭的场合，传统旋塞阀的密封靠

置中．

机加工的金属塞体与阀体间的直接接触来实现，机

为了在烷基化装置中安全可靠使用旋塞阀，笔

械加工、装配精度要求高，且密封性较差，启闭力大，

者对旋塞阀的结构、密封以及材料进行研究，然后对

容易磨损，通常只用于低压和小口径的场合¨１．氢

阀体进行ＡＮＳＹＳ强度分析，使旋塞阀可以安全可靠

氟酸烷基化装置中的氢氟酸具有剧毒、强腐蚀性，对

的使用在氢氟酸烷基化装置中．

篷纛霁：塞喜华秸羹鹜鬻。（安３０徽６０滁州３０）大篇㈣大学高级（人才ｃｌｐｌｃｌｐｐｕ启动ｍｐ＠基金１６３资助．ｎｅｔ）项，呈毁鞣‰械、化工过程祝械静研究
作者简介：誊鞣１９１９６８卜３－－漫翥鬻羧襄士生（ｃｍｈｌ９８３０６１７＠１６３．ｃｏｎ）鏊瓣瓣溉篙纛雾税槭韵衙冤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１０—３０

曹敏红（

万方数据

），女，涎赢诲强人，硬士生《

·

），点妥从事藏缚磬Ｌ梭骶饼笼’

７４

ｂ＝０．５７

１旋塞阀的设计和密封

１１４

ｄ，即４５．６ ｍｍ；通道孔长度ｈ＝２．５ ｂ，即

ｍｌＴｌ；为了减少进入旋塞的流体的阻力损失和水

力损失，把旋寒孔上方的通道改用圆弧形，然后对通
１．１旋塞阀的设计

道的边缘进行倒圆角，尽管通道的圆角引起的面积

旋塞阀（见图１）的参数设计主要依靠实际经

损失会产生一些误差，但还是把塞子的通道面积看

验．该阀的设计条件：介质为ＨＦ＋２．５％水；最高工

作是图２中ｂ和ｈ的乘积”。，即Ａ＝ｈｂ＝５

作压力Ｐ＝３．８８ ＭＰａ；最高使用温度ｔ＝２６０ ｃｃ；接管

１．１．３

通径ｄ＝８０

１９８ ｍｍ．

阀体主要结构尺寸的确定

１）结构长度

ｍｍ．

旋塞阀阀体的主要尺寸如图３所示，其中￡为
阀体的结构长度，ｈ，为高度，厶为方头尺寸，Ｌ：为方
头高度．由于阀门尺寸比较大，采用法兰连接．我国
使用的阀体的结构长度是有一定标准的，只取出ｒ
所设计阀门通径的数据，在公称压力ＰＮ２．５／４．０
（ＰＮ４．０／５．０）下，法兰连接旋塞阀的结构长度，如表
１所示．

图１旋塞阀外形图
Ｆｉｇ．１

Ｍ－Ｍ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ｌｕｇ

１．１．１旋塞锥度的确定
旋塞（见图２）夹角太小不是使塞子与阀体相互
卡住，就是使塞子的旋转发生困难．有文献上是按比
例来决定塞子锥体的锥度．总的来说，旋塞的锥度应
图３阀体主要尺寸

保证旋塞与阀体问的自锬，因而旋塞的半角９应满
Ｆｉｇ．３

足妒≤ｐ，／３为旋塞与阀体的摩擦角，卢＝ａｒｃｔａｎ／：ＩＩ，／：ｌ＇

表１法兰连接旋塞阀的结构长度

为摩擦系数，对于Ｎｉ—Ｃｕ合金和偈一８的密封副，

当其表面的粗糙度Ｒａ＝Ｏ．２弘ｍ时五＝Ｏ．０４，对应
的摩擦角卢＝２．２。，故取妒＝２。Ｌ２ Ｊ，所以塞子的夹角
确定为４。．

Ｍａｉ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Ｔａｂ．１

Ｆａｃｅ－ｔｏ－ｆａｃ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ｕｇ ｔｈａｔ ｆｌａｎｇｅ

公称尺寸／ｍｍ——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Ｌ／ｌｎｍ

短系列

长系列

由以上可知，本设计所取的结构长度为短系列，
即２８３ ｍｍ．

２）阀体厚度
对于阀体的壁厚，我国规定了最小壁厚（单位
为ｍｍ），如表２所示．
用插值法可以得出阀体壁厚的最小值为６．６５
ｍｍ，考虑到ＨＦ的腐蚀，取最小壁厚为８ ｍｉｌｌ．也可
图２旋塞几何形状
Ｆｉｇ．２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ｌｕｇ

１．１．２塞子通道的设计
由《实用阀门设计手册》可知，通道孔平均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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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考有些文献上推荐使用的最小壁厚［４］

６＝器

式中６的单位为ｍｍ；Ｐ为公称压力，ＭＰａ；盯为应

７５

——■—■■一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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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盯＝５７０

ＭＰａ．

合金，垫片为柔性石墨，密封膜片为ＰＴＥＥ／Ｆ４６．

由上式得出６＝３．４ ｍｍ．所以上面取的８

ｍｍ

密

密金

符合条件．
表２阀体的最小壁厚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Ｔａｂ．２

图４旋塞阀结构图
Ｆｉｇ．４

３）其他主要尺寸
阀体的其他主要尺寸同样也由旋塞阀的公称尺

温度压力都很高，而且催化剂ＨＦ有很强的腐蚀性
表３阀体其他主要尺寸
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

１．３旋塞阀密封性
ＨＦ烷基化装置中，由于液化石油气易燃易爆，

寸确定，如表３所示．

Ｔａｂ．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ｌｕｇ

和毒性，劳动保护要求较高，所以旋塞阀的密封性能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ｏｄｙ

就要求比较高，为了提高密封性，对传统的旋塞阀做
了改进（见图４）．
该阀密封特点如下：在整个旋塞阀腔内部和端
面压入一个特制的ＰＦＡ密封衬套，利用阀体上的倒
梯形沟槽和旋塞与密封套紧密贴合，达到很好的密
由表３用插值法可以得出ｈ＝１４２

ｍｍ，Ｌ．＝３８

封效果．在阀杆密封装置的下部为一柔性石墨垫片，

ｍｍ，Ｌ２＝３６ ｍｍ．

上面还有一个ＰＴＥＥ／Ｆ４６密封膜片，最上面用Ｎｉ—

１．２阀门各部件的选材

ｃｕ合金金属膜片盖住，利用压盖将Ｎｉ—Ｃｕ合金金

由于使用条件是高温高压，而且介质是有很强

属膜片、ＦｒｒＥＥ／Ｆ４６密封膜片和柔性石墨垫片与阀

腐蚀性和毒性的氢氟酸，为了提高阀门的抗腐蚀性

体压紧，防止ＨＦ通过阀体泄漏．阀杆上还装有一个

能，同时兼顾设备的经济性，旋塞阀应采用整体制造

填料压盖，压盖下部装有一圈柔性石墨填料，借助螺

生产．ｍｏｎｅｌ合金在所有浓度和所有温度的氧氟酸

栓将其压紧，一方面使填料在阀杆上受挤压，一方面

中耐腐蚀，即稳定性很突出，而且受流速影响小，因

将上述两膜片和垫片压人旋塞与阀杆连接处的深槽

此泵、阀门等处于流速较高的条件下的设备和零件

内，形成反唇密封．这种密封借助于阀内压力可以起

采用ｌｎｏｎｅ｜合金更合适ｂ Ｊ．但ｍｏｎｅｌ合金需要进口，

到自封的作用，可以有效防止ＨＦ的泄漏．另外，密

且成本高昂，所以用华升公司的ＨＳ一１合金．在ＨＦ

封装置中的柔性石墨填料和垫片在万一发生火灾

烷基化装置系统中，该合金能很好地满足设计要求．

时，耐热的柔性石墨能够防止阀内的介质泄漏．阀体

整体Ｎｉ—Ｃｕ合金阀门的阀体、阀盖和阀塞均采用

与管子连接处也是容易发生泄漏的地方，所以对其

ＨＳ—ｌ品级的铸造Ｎｉ—Ｃｕ合金，由《压力容器材料

也要进行密封设计．由于阀体尺寸较大，所以端面采

实用手册——特种材料》可知其化学成分和质量分

用法兰与管道连接，而密封衬套的外围又用金属缠

数为Ｎｉ：６７％，Ｆｅ：１．４％，Ｃ：Ｏ．１５％，Ｃｕ：３０％，其余

绕垫进行密封，进一步加强了密封．

１．４５％；机械性能中抗拉强度盯ｂ＝６００～８８０

ＭＰａ，

屈服强度矿。＝３９０—８４０ ＭＰａ，伸长率叼＝１０％～
３５％，硬度ＨＢＳ＝１６０～２５０．

２阀体的强度分析

由于介质高温高压，而且具有很强的腐蚀性，旋

对烷基化装置中的各部件的安全性要求较高，

塞阀其他主要部件（见图４）的选材也要耐高温耐腐

尤其是高温高压条件下的烷基化装置，所以旋塞阀

蚀，一般密封件都为聚四氟乙烯，但其不耐高温，只

的安全性不容忽视．而阀体是旋寒阀中的关键件，阀

能适用于＜１５０℃的环境№ｊ，所以，在这里使用耐高

体的安全性、可靠性直接决定整个产品的安全性、可

温的不锈钢１８—８作为密封垫片．其他部件的用材

靠性．所以，为了检验其可靠性，设计完毕后对阀体

分别如下：阀盖、金属膜片和填料压盖均为Ｎｉ—Ｃｕ

的强度进行了分析．用来校核阀体强度的工具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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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件ＡＮＳＹＳ．

加安全可靠．与普通旋塞阀相比，该阀门具有良好的

阀体内表面力的分布一般较为复杂，分析时将
阀体内肇面载荷看成在小面积区域内受到的静压大

密封性能和防腐蚀性能，并具有防火作用，启闭力矩
小，开关灵活，能满足烷基化装置中的生产要求．

小均匀分布，方向垂直于壁面＂ｊ．将Ｆｌｕｅｎｔ计算出

２）经过ＡＮＳＹＳ分析结果表明，阀体的主要应力

的对应小面域的数值解施加为压强载荷，近似模拟

集中部位就是阀缸与通道的连接处，这为阀ｌ、Ｊ的设

阀体内壁实际压强场的分布情况．利用ＡＮＳＹＳ计算

计和铸造生产工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设计时应

阀体的主应力，阀门材料为Ｎｉ—Ｃｕ合金，弹性模量

注意减小这里的应力集中，适当增加厚度来减小失

Ｅ＝１７３

ｋＮ／ｍｍ２，泊松比肛＝０．３２，密度Ｐ＝８．８ ｇ／

效的叮能性．

ａｍ３，采用ｓｏｌｉｄ９５单元，此单元能应用于不规则形状

３）阀内部的整体衬套浪费材料，为了使衬套更

而没有精确度损失，有适当的位移协调形状，适于模

好贴合在阀体内壁，需要在阀体内部加工出儿处工

拟曲线边界【８ Ｊ．该单元由２０个节点定义而成，每个

艺槽，增加了加工工艺，这里以后有待改进．

节点有３个移动自由度：节点名，Ｙ和ｚ方向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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