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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

系统，包括用于低温介质动态存积的储液槽、低

温储罐与储液槽相连用于补液的低温储罐、待测

的低温阀门、固定低温阀门用的阀门装夹平台、

和低温泵循环子系统；所述低温泵循环子系统连

接储液槽与低温阀门并实现低温介质通过低温

阀门内部并循环冷却。本发明是国内首套低温阀

门内冷循环试验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外冷法低

温试验产生的与阀门实际工况相反的温度梯度

造成密封副失效的问题，同时能真实的反应了低

温阀门的各项性能；为液化天然气等领域用超低

温阀门国产化提供了有效的验证手段，对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意思重大。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5页  附图4页

CN 110261099 A

2019.09.20

CN
 1
10
26
10
99
 A



1.一种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用于低温介质现场存储及回收的储

液槽（1）、被测的低温阀门（3）、用于固定低温阀门（3）的阀门装夹平台（4）、连接储液槽（1）

与低温阀门（3）并实现低温介质在低温阀门（3）内循环冷却的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和增压

系统（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泵循环子系统

（5）包括低温泵（50）、泵吸入管（501）、泵排出管（502）、连接在低温阀门（3）入口的高压入管

（503）、连接在低温阀门（4）出口的高压出管（504）、以及回流管（505）；所述泵吸入管（501）

一端连接储液槽（1）的出液口（101），另一端连接低温泵（50）的入口；所述泵排出管（502）一

端连接低温泵（50）的出口，另一端连接高压入管（503）；所述回流管（505）一端连接高压出

管（504），另一端通过储液槽（1）的回液口（102）引入储液槽（1）的气象空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泵循环子

系统（5）还包括回气管（506）、空载管（507）和紧急卸放管（508）；所述回气管（506）一端连接

低温泵（50）的回气口，另一端引入储液槽（1）的气相空间；所述空载管（507）连接泵排出管

（502）和回流管（505），所述紧急卸放管（508）连接高压出管（50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压系统（7）包括

增压气罐（701）、气动增压泵和增压控制组件；所述气动增压泵将增压气罐（701）内的气体

压入高压入管（503）对冷却介质增压；所述增压控制组件用于根据管路的压力对增压泵操

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液槽（1）为配有

保温上盖（104）的双层敞口金属结构，其夹层内填充高保温聚合物发泡材料，且其内、外壁

之间设置传热断桥（105）；其内部还设有高液位报警器（106），低液位报警器（107）以及防止

回气的阻汽板（108）。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对整个低温

阀门内冷循环系统补充冷却介质的低温储罐（2），其与储液槽（1）的补液口（103）相连，所述

低温储罐（2）为双层保温结构，且其夹层抽真空并填充膨胀珍珠岩粉堆积绝热，所述夹层真

空度为1.2～1.8Pa。

7.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入管（501）、

排出管（502）、高压入管（503）、高压出管（504）、回流管（505）、回气管（506）、空载管（507）和

紧急卸放管（508）均为双层结构的真空绝热管道，其内、外管均采用无缝不锈钢管制成，且

内管的外壁相间缠绕附贴反射屏和间隔物。

8.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吸入管（501）、

排出管（502）、高压入管（503）、高压出管（504）、回流管（505）、回气管（506）、空载管（507）和

紧急卸放管（508）的管路上均设有调节阀（6）。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低温泵（50）的型号

为DBP2000-4000/10，冷端型号P610，传动箱型号DR250，双列行程45mm；所述低温介质为液

氮，流量为2000～4000L/h。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其特征在于：还配有测控检测系统

（8），该测控监控系统（8）包括安装在储液槽（1）、低温储罐（2）、低温阀门（3）和低温泵循环

子系统（5）上的显示仪表组（801）、远程接收各仪表参数并计算处理的计算机组（802），以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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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监控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及低温阀门（3）的实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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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阀门低温试验系统，具体是一种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低温阀门是指介质工作温度在-29℃以下的阀门，广泛应用于空分、乙烯石化，液

化天然气（LNG）等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家能源结构的调整，大型LNG接收站大规模投入建

设，并陆续进入运行。低温阀门是大型LNG接收站内极其重要的管道控制设备，其使用的主

要特点有：（1）参数高：其运行温度约-162℃，考核温度-196℃，Class900或Class1500以下；

（2）范围广：阀门连接端的公称直径NPS（  Nominal  Pipe  Size）3/4～NPS  42或更高；（3）阀

种繁多：包括低温闸阀、截止阀、球阀、蝶阀、止回阀、调节阀、安全阀等，但其中上装式球阀

约占一半；（4）工况差：低温阀门均长周期运行，且工况条件恶劣！

目前，超低温阀门国内制造厂家甚多，LNG用超低温阀门已经列入国产化研发。长期以

来，超低温阀门的制造，对阀门用材料和阀门的最终检验试验都必须在超低温状态下完成。

目前阀门低温试验所执行的标准主要是：GB/T24925-2010、BS  6364:1984、MESC  SPE  77/

200等。阀门低温试验是检验低温阀门在低温工况环境下的性能，以对低温阀门整机性能作

出评价。低温试验的主要内容有：检验启闭件、密封副等的密封情况；整机带压工况的操作

性能等。检测参数有：阀体、阀盖、阀杆、阀瓣、填料函、冷媒及环境温度；阀门出口端的瞬间

泄漏率、累积泄漏量和平均泄漏率；试验介质压力极其变动情况。试验介质一般为氦气或混

氦氮气。

[0003] 且目前的检验标准及资料所推荐的阀门低温试验方法几乎都是采用外冷法，即利

用冷媒从受试阀门外部提取热量，降低阀门温度。然而，使用外冷法对低温阀门在降温时会

产生一个与实际工况相反的温度梯度，以低温球阀为例，阀体和阀盖从外部快速冷却，产生

体积收缩，而此时球体、阀座尚未完全冷透，特别是由于非金属阀座的隔热作用，进一步延

缓了热量传递过程。此时，原有的配合被改变，非金属阀座或组合阀座的非金属密封圈可能

会受到过度挤压，造成各部件动作困难，我们姑且称这种现象为：“低温抱死”。“低温抱死”

会使非金属阀座产生永久性变形，并且，聚四氟乙烯等非金属材料的热膨胀系数要远大于

金属材料，随着内、外温度的逐渐平衡，内件收缩，密封比压降低或消失，密封副失效！

另外，即使采用外冷法低温试验合格的阀门产品，由于实际工况中，低温介质从阀门内

部流过，外部接触常温或相对较高温度环境，不利于阀门密封的温度梯度可能始终存在，阀

门壳体的温度水平高于内件，装配时预加的密封比压会有所降低或消失，仍可能会造成密

封失效！

综合以上原因，有必要对LNG用超低温阀门低温试验系统装置进行改进，设计“一种低

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以真实地反映在实际工况条件下低温阀门的综合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避免采用外冷法低温试验产生与实际工况相反的温度梯度造成的密封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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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问题，真实地反映在实际工况条件下低温阀门的综合性能，本发明提出一种低温阀门内

冷循环实验系统。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包括用于低温介质现场存储及回收的储液槽、被测的低

温阀门、用于固定低温阀门的阀门装夹平台、连接储液槽与低温阀门并实现低温介质在低

温阀门内循环冷却的低温泵循环子系统和增压系统。

[0005] 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所述低温泵循环子系统包括低温泵、泵吸入管、泵

排出管、连接在低温阀门入口的高压入管、连接在低温阀门出口的高压出管、以及回流管；

所述泵吸入管一端连接储液槽的出液口，另一端连接低温泵的入口；所述泵排出管一端连

接低温泵的出口，另一端连接高压入管；所述回流管一端连接高压出管，另一端通过储液槽

的回液口引入储液槽的气象空间。

[0006] 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所述低温泵循环子系统还包括回气管、空载管和

紧急卸放管；所述回气管一端连接低温泵的回气口，另一端引入储液槽的气相空间；所述空

载管连接泵排出管和回流管，所述紧急卸放管连接高压出管。

[0007] 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所述增压系统包括增压气罐、气动增压泵和增压

控制组件；所述气动增压泵将增压气罐内的气体压入高压入管对冷却介质增压；所述增压

控制组件用于根据管路的压力对增压泵操作。

[0008] 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所述储液槽为配有保温上盖的双层敞口金属结

构，其夹层内填充高保温聚合物发泡材料，且其内、外壁之间设置传热断桥；其内部还设有

高液位报警器，低液位报警器以及防止回气的阻汽板。

[0009] 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还包括用于对整个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补充冷

却介质的低温储罐，其与储液槽的补液口相连，所述低温储罐优选为双层保温结构，且其夹

层抽真空并填充膨胀珍珠岩粉堆积绝热，所述夹层真空度优选为1.2～1.8  Pa。

[0010] 优选的，所述吸入管、排出管、高压入管、高压出管、回流管、回气管、空载管和紧急

卸放管均为双层结构的真空绝热管道，其内、外管优选采用无缝不锈钢管制成，且内管的外

壁相间优选缠绕附贴反射屏和间隔物。

[0011] 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所述吸入管、排出管、高压入管、高压出管、回流

管、回气管、空载管和紧急卸放管的管路上均设有调节阀。

[0012] 优选的，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所用的低温泵的型号为DBP2000-4000/

10，冷端型号P610，传动箱型号DR250，双列行程45mm；所述低温介质为液氮，流量为2000～

4000L/h。

[0013] 优选的，前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还配有测控检测系统，该测控监控系统包

括安装在储液槽、低温储罐、低温阀门和低温泵循环子系统上的显示仪表组、远程接收各仪

表参数并计算处理的计算机组，以监测监控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及低温阀门的实时状

况。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是国内首套低温阀门内冷循环试验系统，相对于外冷法而言，采用内冷循环试

验系统对低温阀门进行低温实验，存在以下优势：1）科学地、颠覆性地实现了低温阀门的真

实态试验验证；2）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低温阀门的综合性能，包括：实际运行工况条件下的

密封性能、温度分布情况、操作性能、管道施工条件的影响等；3）真实而直观地展现低温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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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流动控制状况；4）为管道施工、安装也提供了一个相对实际的验证平台。

[0015] 因此，本发明从根本上解决了外冷法低温试验产生的与阀门实际工况相反的温度

梯度造成密封副失效的问题，同时能真实的反应了低温阀门的各项性能；为LNG用超低温阀

门国产化提供了有效的验证手段，对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促进行业技术进步意思重大。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用本发明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原理图；

图2为用本发明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流程图；

图3为用本发明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储液槽结构示意图；

图4为用本发明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立体效果图。

[0017] 图中：1、储液槽；101、出液口；102、回液口；103、补液口；104、保温上盖；105、传热

断桥；106、高液位报警器；107、低液位报警器；108、阻汽板；2、低温储罐；3、低温阀门；4、阀

门装夹平台；5、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0、低温泵；501、泵吸入管；502、泵排出管；503、高压入

管；504、高压出管；505、回流管；506、回气管；507、空载管；508、紧急卸放管；6、调节阀；7、增

压系统；701、增压气罐；8、测控监控系统；801、采集显示仪表组；802、上位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及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一种低温阀门内冷循环系统，参照图1至图4，包括用于低温介质现场存储及回收的储

液槽1、被测的低温阀门3、用于固定低温阀门3的阀门装夹平台4、连接储液槽1与低温阀门3

并实现低温介质在低温阀门3内循环冷却的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和增压系统7。储液槽1内的

低温介质通过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和增压系统7通过低温阀门3内部流过，从内部对低温阀

门3冷却，从而真实的模拟阀门工况，达到准确反应低温阀门3各种性能。

[0019] 本实施例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其储液槽1用于试验循环时低温介

质的动态存积，结构如图3所示，该储液槽1采取膨胀泡沫绝热方式，其为双层敞口金属结

构，并配有保温上盖104，夹层内填充高保温聚合物发泡材料，且其内、外壁之间设置传热断

桥105，防止随筋板产生的“热传导”。为了保证低温泵50运行所必要的净正吸入压，低温泵

50运行过程中，储液槽1内必须保证一定的液位高度，因此该储液槽1的内部配置了高液位

报警器106，低液位报警器107对槽内液位进行监控，当冷却液低于一定液位时，低液位警报

器107报警，通过补液口103将低温储罐2内的冷却介质补充进储液槽，至液位达到一定高度

时，高液位警报器106发出警报停止补液，从而实现自动补液的功能。另外，该储液槽1进液

采用上进液方式，在储液槽1内设置了阻汽板108，避免在补液、回气、回流过程中蒸发汽进

入泵的吸入管501中而对液氮泵50产生气蚀。

[0020] 一般来说，阀门实验的冷却介质需要专业商家提供，而维持低温装置的持续运行

还要进行不断的补液，因此，低温储罐2和低温连接管道是装置必需的配置。低温储罐1可用

于对冷却介质较长时间的存储和维持一定压力的输送。本实施例所述的低温储罐2为由专

业厂家依据专业标准生产，采用真空粉末绝热方式，设计为双层保温结构，夹层抽真空并填

充膨胀珍珠岩粉堆积绝热，导热系数≤0.03W/（m·K），夹层真空度为1.2～1.8Pa，按有效容

积10m3计算，静态日蒸发率低于0.55%，并且所述低温储罐2需配有过压安全防护和压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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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装置及必须的指示仪表。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是本发明系统的重点，是整个低温阀门内冷

循环实验系统的基础。除了充分考虑防止低温泵50气蚀的必要手段，还要考虑负载与空载

下的参数优化，及受试产品的适应性和操作安全性。低温系统的运行消耗主要是由于传热

带来的冷量消耗，包括设备、管道的预冷消耗和工件的降温消耗，以及整个系统的维持低温

消耗。其中，工件的消耗是对工件降温和维持低温所必需的合理消耗，而设备、管道消耗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系统的工作效率。

[002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参照图2，包括低温泵50、泵吸入管501、

泵排出管502、连接在低温阀门3入口的高压入管503、连接在低温阀门4出口的高压出管

504、以及回流管505；所述吸入管501一端连接储液槽1的出液口101，另一端连接低温泵50

的入口；所述排出管502一端连接低温泵50的出口，另一端连接高压入管503；所述回流管

505连接高压出管504，另一端通过储液槽1的回液口102引入储液槽1的气相空间，实现将储

液槽1内的冷却介质泵入待测的低温阀门3后再流会储液槽1的内冷循环过程。

[0023] 本实施例中，所述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还包括回气管506、空载管507和紧急卸放管

508；所述回气管506一端连接低温泵50的回气口，另一端引入储液槽1的气相空间；所述空

载管507连接连接泵排出管502和回流管505，不对低温阀门3冷却，即不加载阀门冷却。所述

紧急卸放管508连接高压出管504，以放空低温阀门3内的冷却介质。所述吸入管501、排出管

502、高压入管503、高压出管504、回流管505、回气管506、空载管507和紧急卸放管508的管

路上均设有调节阀6，以调节整个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的压力及温度。

[0024] 本实施例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所述吸入管501、排出管502、高压入

管503、高压出管504、回流管505、回气管506、空载管507和紧急卸放管508均采用的是高真

空绝热管道，绝热方式采用真空多层绝热形式，即真空管道为双层结构，内外管都用无缝不

锈钢管制成，内管外壁相间缠绕附贴反射屏和间隔物。当冷却介质从管道中流经时，管道外

壁在不包裹任何物质的情况下近于常温，可以用手触及。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应避免外力作

用和硬物撞击。采用高真空绝热技术后，低温管道的冷量损失可以降到很低的程度，且外形

美观、维护方便，管道外壁可以维持在常温水平，无须额外复杂的保温防护措施。

[0025] 另外，在内冷循环过程中，气蚀损伤是低温泵50发生损伤率最高的一种因素，当介

质为沸点温度低于常温的液体时，极易发生气蚀现象。低温泵50作为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

验系统的核心部件，除了要保证运行所必要的净正吸入压头NPSH，还要及时排出低温液体

吸热汽化形成的汽泡。本实施例中，液氮泵50防气蚀措施除了保证液氮泵50净正吸入压头

NPSH的自然落差，和前述的现场储液槽1内设置的阻汽板，另外低温泵50的吸入管501和吸

入管501上安装的调节阀6一体化全封装真空绝热设计，且低温泵50的入口处汽液分离设

计。

[0026] 本实施例所述的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所采用的冷却介质为液氮，所述低

温泵50的型号为DBP2000-4000/10，冷端型号为P610，传动箱型号为DR250，双列行程为

45mm；液氮的流量为2000～4000L/h，入口压力0.02～0.6MPa，最大出口压力为1.0MPa，输入

电源380V、3相、50Hz，电机转速125～1250rpm，功率75KW。

[0027] 在常压下，液氮温度为-196℃，1立方米的液氮可以膨胀至696立方米21°C的纯气

态氮，临界温度为-147℃，临界压力为3.40MPa。为了研究模拟真实工况下的阀门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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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鉴火箭和航天器的临界氦增压技术的基础上，研发了临界氮增压压力伺服控制技术，

即对本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加设得增压系统7，其包括增压气罐701、气动增压泵和

智能控制系统；所述气动增压泵为增压系统7的核心动力源和压缩驱动，其将增压气罐701

内的常温氦气或混氦氮气压入高压入管503内对液氮增压。所述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气动针

型阀和控制管网，其通过电磁阀组作先导操作气动针型阀，完成对控制管网的控制、切换及

对气动增压泵的操作控制。本增压系统7可实现全程远距离自动操作，无须复杂的人工管路

切换，避免现场操作可能带来的危险；并且以较低的设备造价实现了对液氮的不低于25MPa

的增压，同时，实现低、微泄漏率检测。

[0028] 为了监控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并实时反应低温阀门3在模拟工况条件下，

阀盖加长颈和滴水盘的温度分布情况，本低温阀门内冷循环实验系统利用无线透传技术，

配设了基于物联网通讯的测控检测系统8，该测控检测系统8包括包括安装在储液槽1、低温

储罐2、低温阀门3和低温泵循环子系统5上的采集显示仪表组801和远程接收参数并计算处

理的上位机802；所述采集显示仪表组801包括负责模拟量采集及数字量控制的PLC，重要模

拟量由传感器并联输入传送至智能数字显示仪，各仪表实时显示待监控参数。上位机802直

接与PLC进行双向通讯，并通过监控分析软件计算分析数据，实现实时数据显示，自动记录，

现场打印和远程监测，如图1所示。

[0029]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

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只包含一个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

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

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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