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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用于压水堆动力羡置的阀接操作式高温高压电E雷鸣的开发过理.这是国

内对这种电磁阔的首次开发.整个开发过程可分为 a研究设计'和"改进完善'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主要解决了"原理性结构设计'、 a结构要素的确定'、 "阀门峦封设计'和

"电磁铁设计计算'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完成了基本上成功的阀门设计.在后一阶段.针对

前一阶段的产品在--个时期的使用中所暴露的阀门密封佳能较差的问题，对此阀进行了改进，

取得了满意结果.此项开发的成功，不仅满足了工程项目的使用需要，也飘累了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对于设计其官类似的阀门也是有用的.

美.惆间接操作式电磁阙结构要素阀门工作压差阀门密封副 自紧密结



RESEARCH DESIGN AND

IMPROVEMENT OF HIGH

TEMPERATURE HIGH

PRESSURE SOLENOID VALVE

Luo Yongtang

t Research Institute of Nuclear Po\,- er Operation , Wuhan)

ABSTRACT

A process for development of the Pilot Type HTHP S l'lenoid V.dve used

in a PWR ?ower plant is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 This is the first deve1op

ment of this type of so'enoid valve in our country , The whole development

process might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 research design and improvement ,

In the former phase had chiefly been appr回ched the questions in the follow io8

several aspects, the principle construction design, the determination of values

for the constructionally key elements, the valve seal design and the solenoid

actuator design, and made this valve' s succ草ssf"l design in the main In the

1attet pha田 had been made an improvement upon tbis valve agllinst tlle pro

blems during use of the valve for a time, j.e. the valve' s unsatisfactory leak

tightness, and achieved satisfactory results The c('nsummate success in this

development not only has met the needs of the engineering pr。如ct ， but also

made us obtain a valuable experience useful to design other similar v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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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il 斗
川

在一个小寝压水堆动力装置的一回路各辅助系统的不锈钢管路里设置了许多电磁阀，以

实现快速启闭和远距离操纵的目的.这些不锈钢电磁阀的通径范围是Og6-0g40，适应各种

使用场合的需要，这些电磁阀的工作条件和使用要求各育不间，结构上各有特点，各自都有

需要解决的技术间题. -!-t中， "FD2a 型高温高压电磁阀" (阀门通径一-Og25，设计温

度-350'<: ， illii-压力-一 175k1fJcm:) 难度较大，技术上有代表性.此阀在一回路中既

用于控制排放布ja高黑水的场合，又用于控制排放高压饱和蒸汽的场合，而且阀门工作眩，差

的变动范罔大(I Okgf/cm'-150Ufjcm弓，它对动力装置的启动、停东和安全运行起重斐

作用.其技术关键布两个I (1) 要做到在各种工况下阀的启闭动作可靠f (2) 斐实理在

高温工作介质下阀座的良好密封，尤其是要解决电磁阀密封高参数:美汽这个技术难题，

本课题的目的是，在没有可供参考的图纸赞抖的情况下自行开发这种电磁阀，以满足该

工稳项目的使用需要。这项开发工作是在过去一个时期 m 完成的，可分为"耐究设计'和

"改进完斋"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主要解决了"原理性结构设计'、 "结构要素的确

定"、 "阀门密封设计'和"电磁铁设计计算'这几个方面的问哇，作出了此阀b·J设计。这

一阶段的产品经过-段时期的使用表明，此项设计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主要是阀座密封面校易损坏，引起泄漏，此外也偶尔出现阅门正i闭动作故障。因此，在后一

阶段，针对上述问题，对此间进行了改造完善，取得了满意的结果，保证了此阀有很高的工

作可靠性和良好的阀座密封性能.

-、
开发过程

1.研究设计

(1)原理性，结构设计

此阀在关闭状态下可能出现很大的阀门前后压洼，开121 阀门;苗要很大的力，要靠 I包磁铁

吸力来直接操作阀门是不现实的。因此，电磁间应用了间接操作的工作原理，即，它由主阀

和导阀组成.电磁铁只提供不大的吸力来操作寻阀，导阀动作后，真正在tf路里起开关作用

的主阀就跟着动作，促使主阀动作的作用力主要来自工作介质水身的压力，也主妥借助这个

压力的作用来实现美阀状态的密封.应用这样的工作原理来设i-;-尚温肖压电磁阀，在国内还

是首次.从文献资料上看，在国外的核电厂申使用了不少具有各种功能的电磁阀，但并未见

到商温高压电磁阀的介绍.

图 1 就是这种电磁阀的结构简图.图示状态是阀处于美闭位置，高温高压工作介质通过

话塞环间隙进到活塞〈主阅〉土方的阀腔把导阀和活塞一起向下压紧.阀门中间的一段是隔

热结构，其作用是减弱高温工作介质通过热传导和对流方式对土面的电磁铁的加热作用.

要开阀时，电磁铁通电产生吸力使衔铁向上运动，通过阀抨拉超导阀，使导阀孔d打

开，活塞上方的介质通过导阀孔向阅后泄厘，活艰在阀门进口端工作介质的商店作用下向上

运动，实现开阀.要关阀时，电磁铁断电，借助弹簧j1使导阀复位关闭导阀孔，阀门进口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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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介质通过活塞环间隙进到活塞上方的阀症，重新建立高压，使活塞肉下运动，实现美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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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要蠢的确定

这种阀门的工作原理虽然简单，但对于一

个具体的阀门要做到按这样的工作原理可靠地

启闭并非十分在易.尤真是此电磁阀既要在高

温水介质下工作，又要在蒸汽介厨下工作，而

且工作压差的变动范围大，要做到在各种工况

下动作可靠更不容易.试甜初期，这种电磁阔

的工作性能不稳定，故障~多.电磁阀在熟悉

试验台摆上做各种工况下的排披试验肘，其工

作性能不稳定表现为z 电磁铁通电后阀有时能

打开，布时打不开s 电磁铁断电后，阀有时能

关闭，有时关不住.分析原因.由于导阀是靠

电磁铁直接操作打开而靠弹簧来复位关闭的，

而设计时电磁吸力和弹簧力的取值都有钱大的

裕量，因此导阀的启闭动作一般是不成问题

的，所以问题主要出在主阀方面.在这方面，

影响因素较多，除了结构设计方面的因素外，

还布管路系统方面的因素，其中主要是阀门工

作压差、工作介质的种类租温度.

在设计方面，除了要考虑热膨胀的影响后选择适当的零件功配合间隙以及要顾及不锈钢

抗摩擦性能差而对零件运动摩擦面采取适当的材质匹配和工艺处理.还必须恰当地确定与实

现这种阀的工作原理布关的一些，结构耍京的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对关系.这些结构要素

是，寻阀孔直径、活塞环间隙、主阀孔直径和t&-塞直径.根据活塞功作时的}J平衡关系的分

析和工作介质通过活塞环间隙和寻阅孔这两个串联的节流环暂时的泄涌量平衡关系的分析，

综合起来可得出以下结论，增大导阅孔直径有利于实现这种阀的工作原理，而增大活塞环间

隙，戎增大主阀孔丘径，或减小活塞直径都有利于活塞实现关阅动作，而不利于活塞实现开

阀动作，即，在导阀开启后主阀耍滞后校长时间才开启，甚至不能开启，反之，则有利于开

阀动作而不利干关阀动作。这里存在一个相豆制约的关系，设计时应兼顾开阅和关阀来确定

这些结构要素的大小.主阀孔直径取决于所要求的阅门公称遥径，设计时没有多少变动余

地。导阀孔直径的大小决定了电磁铁的大小，由于很高的工作压差，导阀孔直径增大一点就

导纹电磁铁体tHII!量的明显增大.在这些结构要素申，特别要处理好活塞环间隙和导阀孔直

径之间的相对夫磊.导阀孔丘徨取A!后，若活塞环间隙太大，贝IJ 在寻阀打开后主阀园活塞上

腔泄应不充分而打不开，若活塞环间隙太小，则在寻阀关闭后主阀要捕后很长时间(十几秒

钟甚至更民时间)才关闭，这在实用上也是不许可的，当初，根据缝隙和尊阅孔的泄漏量平

衡计算和冷态动作试验的结枭雄断，似乎只要控古巴好活塞与衬窑的配合间隙就能实现主阔的

启闭动作，所以，为了简化结构并减少工艺难题，在活窑与衬套之阅没布iUi活塞环.但在

热态试验Itt.这样的设计并不成功，客串号出故障.这是由于结隙泄漏量5是很多因素影响，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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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澄涌计算的误差很大，实际要求的配合间酿比计算值小得多.配合间隙很小就要求很高

的加工精度，高iJf'F时难以达到，而且零件加工时总会出现形位偏差，加上在高据介质下工作

时热It胀的影响，就容易出现‘抱住'现象而产生动作故障.此外. .专态和热态试验情况的

对比也表明，工作介质的性质对主阔的动作性能有重大影响，在低温高压水介质下能够很好

地工作的结构不一定能在高温高压水或蒸汽介质下正常工作.这元由于水的不可压缩t1:使活

塞上应泄压或充压的iifF迅速，有利于主阀的应南动作.蒸汽介质具宵可压缩性，因而不利

于主阀的动作.至于高温高压水，由于在降压时会产生汽化，对主阅动作的彭响情况介于低

温水和蒸汽之间.为了适应此阔的工作条件，使主阀可暴地工作，只好在活塞与衬is之间加

设两道活塞环.经过深入思考，设计出一种三段式弹性活.p;结构，保证了主阀的工作可靠

性.如图 2 /iff示，铸造活塞环在回周上等分咬三段，每段部社一弹性结构，可以紧贴衬套壁

画，于是， t&塞与衬套的配合间隙就可以运3放大，而~调整每段话;在环之间圆周方向的间

隙 8 来控制泄漏锺.这样既实现了阀的工作原理又避免了前面提到的一些弊病，而且 b 值的

大小调整起来也方便.

电磁阔的工作压差也是影响动作性能的‘豆

要因素.一般来说，工作压差大对主阀动作奇

利.为了适应此阀工作压差变动范围大的特定

条件，除了要调整好活塞环间隙外，在阀门议

计上是采用了非完全的间接操作式结构。这种

结构设计布较大的衔铁行程，虽然使电磁铁体

积布所稽大，但却对工作压差的大范围变动有

很好的适应能力。工作压差大时，主阀的动作

主要借助于工作介质的压力作用F 工作压差小

时，电磁铁的力量对主阀的动作会有较大员

献，提高了此阀在低压差时的工作可靠性。

( 3)阀门峦封设汁

核功力装置对阀门的密封住在严格要求，宫不允许工作介质外漏或内漏。

外漏就是it且过阀益与阀体i民控处向环境空间泄漏。当初，为减小阀的体积ill量，阅盖与

阀体的联接泣采用大直径螺纹旋合应紧紫制逝封垫片的联接结构.试验表明这种结构在i封放

呆不好，往往只能保证"一次性"密封，一经压力温度升降循环就发坐泄漏。后来改用法兰

联接不加垫片的刚性密封结构，密封面就在阀盖和阀体基体上经过精细加工和研磨得到.这

种结构使用放果很好，虽然体积大一点，但阀门密封可靠，而且装拆方便。

内漏就是.Ii且过阀门密封 i~IJ (包括主阀和导阀)向阀后泄漏.电磁阀是!属于"白紧密封"

型阀门，相对于"强;ljIJ i'fi封"型阀门来说，要做到不内漏较为困难.比例的 i温径较小，义在

高温高压条件下.T.作，所以主阀和 I手阎部采用锥面i密封，而且采用很窄的玩封 (iii (对于导阀

基本上是线接触}以提高密封比庄，有利于实现密封。密封面i必须稍细加玉和jjJf府，侦之共

有很高的几何梢皮和哀而Jt i占庭 ， J4'且!at保证阀门密封面IJ很好对中。为了保证密封uHf很长

的1.t命，主阀密封目IJ采用 n拉姆钻锡铭悦质合金，导阀密封国l采用了 ilL比硬化不锈钢通过热

处理提高到恰当的硬皮。

(4)电磁铁说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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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司主r司ffi~工作条件以及接动力装置的耐黯蚀要求对电磁铁的结构设计租计算方法产生

ill 大影响.

首先妻两定是采用交我电磁铁还是直流电磁铁.在此电噩铁的工作参数下，通过计算相

试段比较并结合考虑其它因素，量后从缩小体坝，简化结构以及提高工作可靠性出发，决定

采用血流电硅铁，

由于承受高压，电磁铁育一个厚度达4mm的屏蔽套〈阀盖的上段) ，即所谓的电磁铁非

工作!"{~o 此外，由于耐腐蚀的要求，街铁和铁心必须采用导磁不锈钢制作，当时，可供逢

周内~磁不锈钢寻磁性能是，使E革路具有很大的铁磁阻.以上两个特点对电磁铁的吸力计算

'后来很大影响。因为一般也磁铁的非工作气院和铁磁阻都很小，甚至在工程计算中可以忽

略.在温升计算方面，由于高温工作介质对电截铁的作用以及电磁铁处于很高的工作温度下

相应的放热系数和散热片效应无据可贵，这些给计算带来新问题.总之，鉴于不能照撞书本

上计算公式，我们只能从基本公式出发进行变

通，形成一丢专用电磁铁的设计计算方法，并

结合试验取得必要的经验系数来满足计算的需

要.

Z. 改造完善

前一阶段的产品，受当时的试验条件所限，

在投入使用前没有经过足够操作次数的热态

寿命试验考核，因而有些问题没有及时暴露.

经过一段时期的使用，发现阀座密封寿命不

长， i世漏量较大，偶尔还出现动作故障.针对

这些问题，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设

计，与此同iJ;f，制造厂也改进了制作工艺.

经过反复多次的热态性能试验和寿命试验，

j占 i刀功作可靠性问题和高温水介质下的阅座密

封性问题较快得到了解决。 ill为使高压饱和蒸

汽介脱下阀应密封性能达到规也指标却辑费了

较多时间，进行了更多努力，直到取得了满意

结到.经过改进设计的结构如图 3 所示，下面

就这项改进作一个概要的说明.

(1)改进措施

也使用现场俭修时，对此电磁阀作了解体检查，根据有关零件损坏的情况判断，问题主

哭出在旨-"I叫上， ;I t中主要bZ因泣原设计的导阀密封副的对中结构不理想.如图 1 所示，导阀

与飞去阀孔之lllH~j且d阀忏夺环节f~jj核对中的，对中放呆是.由于工作介质排放时的冲击振

动，左王也1. 11士呼阔的尖顶往往不能对准寻阀孔中心.为了补偿对中偏差， ，原设计的阀抨与导

阀采用擦边联接。在|刽纸上规定了导阀对于阀抨布一微小的摆动量，但由IJ作时难以控制.有

时海创太紧仪守则不能摆功，省 II才滚得火松使摆动量太太，有时是虚攘，即初看起来摆动量

符合:提求， fUJi/! (IF→些次数后就松了，侦摆动虽 3e大.当摆功量末大时，导阅复位性能很差，

朱rJli11.: tt i:l分恼 tl~~阀孔巾心， -ii"UUl 在'$封副主造成损坏，引起 i泄漏.甚至尖顶偶尔打纠

s



音封面之外不能复位，造成关阁故陪.所以，对导阁n= ri*进设计，使导"以活塞内困导

向，实现对宇间孔直接对中.试验表明，仅这项改造就保证了电磁阔的动作可靠性，并使阔

的泄渴量大大减小，但还达不到Hi术指标要求.导阀a进后，达到密封指标的主要矛盾就转

移到主阀方面.

为了提高主阀密结1'1徒，一方面在保证密封面寿命的前提下适当减小阀座窑封面宽度，

另一方面，考虑了热e廉因素后，在许可的范围内适当藏小活塞与衬套之间的配合间障，以

改.~主阀峦封i晶的对中.配合间隐藏小后.活塞环间障也2页n=相应的调整，以保证主阎部动

作性能.主阀改进后，阔的峦封性能进一步提高，在高温水介质下工作时达到了密封佳能指

标的要求，但在蒸汽介质下工作时与指标还有差黯.为此还须采取进一步的改造措施.

在进行It!.磁阀热态排放试验时发现，间在排政结束嗣关闭时往往覆揭量技大，过一会儿涯

揭量逐渐减小，甚至到最后可能不漏.经过分析我们认为，这是由于排放关阅过程申，嗣体

因诅度变!七司l起非均匀变形较大，从而影响到

阀座的警封.以住在设计阔门时对于阑体等零

件的壁厚往往较多地考虑噩度要求，而对其刚 因3中间停A-A剖面

度及其在温度影响下的变形不均匀性考虑不

够。基于这种分析，重新设计了间体，提高其

刚度以利于密封.同时.采用双边引进的阁体

结构〈如因 3 和困 4 申所示) .即电磁阀排放

时，来自进口管的工作介质通过阀体上的工艺

孔道绕行到两边对称地冲击活塞，从而使活塞

在关阀H才能 E申地复位，改善畜封性能.当

然，这种阀体结构的加工工艺较为复杂，体积

重虽有所增加。反复试验表明，采用改进的阑 回4 现迎'II聋的阑体结掏

体结构，密封性能比原结构有明显提高，即使

在高温蒸汽介质下工作，也达到了指标的要

求。

4彭唔j阀门密封性能的因素是多方丽的，尤其是对于依靠"自紧密封'的高温高压电磁

·阀，除了必须有j心设计外，还必须精心制作.颐密封性能直接相关的一些零件必须严格按困

纸保证制作精度，特别要i主;在形位公差的要求.在对此阀开展改进完善工作的初期，我们的

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从设计上逃行改进，而对零件的制作质量没有足够注意.一经严格检

验，发现一些关键零件的主要的形位偏差都存在越差.结果，设计上作出了种种改进也只是

事倍功半.针对这些问题，制造厂改进了-些关键零件的制作工艺和检测手段，严格了质量

检验。从结构分析可知，活塞是一个关键零件，包既与阀的动作性能有关，又与阀的密封性

能有关，而且集主阀密封丽与导阀密封面于一身，其加工精度要求高，工艺比较复杂，它采

用沉淀使他不锈钢;创作，在主阀密封面部位要堆焊硬质合金，要进行比较复杂的热处理，要在

具凹腔底部具有较高硬度的 JA体上钻;刷一个直径小至2mm的导阀孔，要求此小孔有很高的几

何精度和对其内阴的同心鹰。经过iHlj造厂卫人和技术人员的努力，解决 f这个工Z难题。制

造厂在提高 ili l]作质量方面的种种努力产生了预期效果，保证了阀的密封佳能.

( 2) 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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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陌电磁阔的性能指标无章可循.文献t'f抖上介绍的同tt、贺电阀门的需封作能指标

中不见育运用于电s阔的指标，而且所结出的指悻→镀都是按冷:c密封试段而言，也没有霞

阀门向操作寿~徊联系.负责系纯总体设计的人员只能根据汉+气动力装宵的使用霎求.看妻比

舆它类型阀门的指标并考虑到电程阀的特点来确定贯性能指际=阀门出广冷态密封适量不禄.

操作寿命为5000次，启用动作无故陪.在熟悉工作条件下允许涯嚣量指挥列于表 l 中.

.1 鹅鑫za宇先畴..n髦'量 (.L b)

i'- ii' J::
‘
atm

工'字介用1

~I例，‘: 王Sω;吃 主;1倒10;‘: 主二 5000i呼气

司远在 ! .j::军 ! " i "

也如FE i 不嚣 l m ! "
• 电电器 i气动力键1置的情~.在理汽介质商使用局合.iI!:卅在一个中修黯内接f'eIOOO:‘:己足珍.

'0

根据南台样机的鉴定试验结果，阀门工作可靠，没育出现故障，与操作次数相联系的阀

门密封性能不仅达到了规定指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优于这个指标.

=性击
一、叶I 'J-£

1. 此项高温高压电磁阔的开发，在国内是首次.此项开发取得了完全成功，不仅满足

了该核动力工程项目的使用需要，也职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设计其它类似的阀门

也是有用的.

2. 间接操作式高温高压电磁间是一种结构比段精密的阀门.为了保证这种阀门的王作

可靠性和啻封性能，对一些关键零件要求较高的尺寸精度和形位精度，必须保证制作质量.

要保持产品优质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制造厂必须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坚

持不懈地严格质量管理.否则，产品质量将不稳定。此外，有些关键的工艺操作，如阀门密

封面的精加工和研磨，宾和l作质量往往取决于操作者的熟练技巧和经验，这往往不是在回纸

文件上能完全表达清楚的.有时，由某个人操作就行，换一个人操作就不行，这里存在一个

如何把好的操作经验总结成文字以便别人遵照执行的问题.

3. 根据此间开发过程中进行的多次试验得出的经验，同-台阀门在冷态密封试验时不

漏，不等于在热态工作条件下不漏，在高温水介质条件，下不撮，不等于在离温蒸汽介质条件

下不漏，操作几十次不漏，不等于操作几百次不漏，这理有一个密封位指标如何对应的问

题.总之我们认为，核动力屑的各类阀门的富封性能指标是-个值得探讨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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