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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包

括阀杆，所述阀杆为变径结构，且该阀杆上设置

单循环水冷结构。所述阀杆由阀杆主体和阀杆接

头固接而成，该阀杆主体外部由具有大直径段和

小直径段的两部分通过过渡段连接而组成变径

结构。本发明使得冷却水在阀杆主体、阀杆套、水

冷内管、阀杆接头形成的空间中流动，达到一个

水冷却系统完整的单循环。水冷内管部位的Ο型

圈既防止了进水从水冷内管底部进入出口部位，

又防止了出口的水从Ο型圈密封处到达进口，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单循环水冷，经传热热力计算得

阀杆在1500℃超高温的工况下能够安全可靠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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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包括阀杆，其特征在于：所述阀杆为变径结

构，且该阀杆上设置单循环水冷结构；所述阀杆由阀杆主体（1）和阀杆接头（7）固接而成，该

阀杆主体（1）外部由具有大直径段和小直径段的两部分通过过渡段连接而组成变径结构；

所述阀杆主体（1）和阀杆接头（7）固接后，内部具有贯通的第一空腔（1-1）；所述阀杆主体

（1）的大直径段端部的壁厚上加工有第一孔（1-2），该第一孔（1-2）和所述第一空腔（1-1）贯

通；阀杆主体（1）的大直径段的外周上加工有槽道（1-5），该槽道（1-5）延伸至阀杆主体（1）

的小直径段的端部后汇集成环槽（1-3），该环槽（1-3）处的阀杆主体（1）的壁厚上加工有第

二孔（1-4）；所述阀杆主体（1）的外周配装和变径的阀杆主体（1）外周相适配的变径阀杆套

（2），该变径阀杆套（2）的内壁和槽道（1-5）间形成外流道，该外流道和所述第一孔（1-2）贯

通；水冷内管（6）一端和所述阀杆主体（1）的第一空腔（1-1）内壁密封连接，另一端和所述第

一空腔（1-1）内壁间具有第二流道，所述第二孔（1-4）和该第二流道贯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其特征在于：分布在

所述阀杆主体（1）大、小直径段的槽道宽度不同。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其特征在于：分布在

阀杆主体（1）大直径段的槽道宽度比分布在阀杆主体（1）小直径段的槽道宽度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

二孔（1-4）在阀杆主体（1）的轴向分布若干排，该若干排第二孔在阀杆主体（1）的径向截面

上均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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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阀门制造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于超过金属熔化温度的超高温工况下

的阀门中与介质接触的阀杆的结构，具体指一种能满足1500℃超高温介质的具有水冷结构

的阀杆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800℃左右较低温度等级的高温阀门，国内外有完全采用非金属制作的阀门,但

由于非金属材料的属性不能满足急冷急热及高压工况的要求。国内外还有采用水冷措施使

阀门能正常工作的，但这样会使介质的热损失太大,会使阀门出口介质达不到试验的要求, 

因而不能被采用。根据目前国内外相关资料，在抗高温领域，没有能满足1500℃超高温高压

高速工况下能安全工作的阀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能在超过金属熔化温度的超高温工况下安全可靠运行的阀门的

水冷阀杆结构。

[0004] 为此，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包括阀杆，所述阀杆为变径结构，且该阀

杆上设置单循环水冷结构。

[0006] 所述阀杆由阀杆主体和阀杆接头固接而成，该阀杆主体外部由具有大直径段和小

直径段的两部分通过过渡段连接而组成变径结构。

[0007] 所述阀杆主体和阀杆接头固接后，内部具有贯通的第一空腔；所述阀杆主体的大

直径段端部的壁厚上加工有第一孔，该第一孔和所述第一空腔贯通；阀杆主体的大直径段

的外周上加工有槽道，该槽道延伸至阀杆主体的小直径段的端部后汇集成环槽，该环槽处

的阀杆主体的壁厚上加工有第二孔；所述阀杆主体的外周配装和变径的阀杆主体外周相适

配的变径阀杆套，该变径阀杆套的内壁和槽道间形成外流道，该外流道和所述第一孔贯通；

水冷内管一端和所述阀杆主体的第一空腔内壁密封连接，另一端和所述第一空腔内壁间具

有第二流道，所述第二孔和该第二流道贯通。

[0008] 分布在所述阀杆主体大、小直径段的槽道宽度不同。

[0009] 分布在阀杆主体大直径段的槽道宽度比分布在阀杆主体小直径段的槽道宽度窄。

[0010] 所述第二孔在阀杆主体的轴向分布若干排，该若干排第二孔在阀杆主体的径向截

面上均布。

[0011] 本发明的变径结构，是一种满足高压工况阀杆的防飞出结构，并在阀杆主体外周

面上加工宽窄不同、数量不同的水冷槽，以分别满足各自工况的要求。大直径段处的阀杆主

体上槽道窄、数量多，该部位在阀门内直接受到高温介质的冲刷，工况恶劣，需要散热效果

好，小直径段处的阀杆主体上槽道宽、数量少，没有高温介质的冲刷，但主要起到支撑作用。

本发明使得冷却水在阀杆主体、阀杆套、水冷内管、阀杆接头形成的空间中流动，达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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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冷却系统完整的单循环。水冷内管部位的Ο型圈既防止了进水从水冷内管底部进入出口

部位，又防止了出口的水从Ο型圈密封处到达进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单循环水冷，经传热

热力计算得阀杆在1500℃超高温的工况下能够安全可靠运行  。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0013] 图2为本发明阀杆主体剖切结构示意图；

[0014] 图3为图2中的ＡＡ向剖视图；

[0015] 图4为图2中的ＢＢ向剖视图；

[0016] 图5为本发明阀杆主体外观结构示意图；

[0017] 图6为图5中的C-C剖视图；

[0018] 图7为图5中的Ｄ-Ｄ剖视图；

[0019] 图8为本发明阀杆接头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1] 一种1500℃超高温阀门的水冷阀杆结构，包括阀杆，所述阀杆为变径结构，且该阀

杆上设置单循环水冷结构。

[0022] 如图1所示，所述阀杆由阀杆主体1和阀杆接头7焊接而成，该阀杆主体1外部由具

有大直径段和小直径段的两部分通过过渡段连接而组成变径结构。

[0023] 所述阀杆主体1和阀杆接头7固接后，内部具有贯通的第一空腔1-1；所述阀杆主体

1的大直径段端部的壁厚上加工有第一孔1-2，该第一孔1-2和所述第一空腔1-1贯通；阀杆

主体1的大直径段的外周上加工有槽道1-5，该槽道1-5延伸至阀杆主体1的小直径段的端部

后汇集成环槽1-3，该环槽1-3处的阀杆主体1的壁厚上加工有第二孔1-4；所述阀杆主体1的

外周配装和变径的阀杆主体1外周相适配的变径阀杆套2，该变径阀杆套2的内壁和槽道1-5

间形成外流道，该外流道和所述第一孔1-2贯通；变径阀杆套2的小端和阀杆接头7的头部焊

接连接。水冷内管6一端和所述阀杆主体1的第一空腔1-1内壁通过Ο型密封圈密封连接，另

一端和所述第一空腔1-1内壁间具有第二流道，所述第二孔1-4和该第二流道贯通。本发明

中水冷内管6的设计使得阀杆水冷系统出水可靠，Ο型密封圈防止了出水逆流，使冷却水在

此形成的空间中流动，达到一个完整的单循环。

[0024] 分布在所述阀杆主体1大、小直径段的槽道宽度不同。分布在阀杆主体1大直径段

的槽道宽度比分布在阀杆主体1小直径段的槽道宽度窄。具体为：如图2、3、4所示，阀杆主体

1的大直径段的外周上加工有48个5mm宽10mm深的槽道，该槽道在阀杆主体的过渡段4的位

置发生了变化，在此，槽道2个汇合成1个，由48个5mm宽10mm深的槽道变为24个8mm宽10mm深

的槽道并一直延伸至阀杆主体小直径段。槽道的这种结构达到了流量的平衡。

[0025] 如图5、6、7所示，所述第二孔1-4在阀杆主体1的轴向分布若干排，该若干排第二孔

在阀杆主体1-4的径向截面上均布。如图5、6、7所示，该实施例中第二孔加工有两排，每排各

4个孔，冷却水从环槽处的上下8个孔中排出后进入水冷内管6外壁与阀杆主体1空腔内壁形

成的环状空间排出。为了在试压阶段将试压水排干净，将阀杆主体1环槽处的某一排处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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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第二孔贴近台阶处加工，详见图5。

[0026] 本发明的阀杆接头7的螺纹部位与相应的连接件连接后在驱动装置的带动下进行

升降运动，阀门分别处于关闭和开启状态。本发明水平放置，阀杆与阀座贴合，达到密封，阀

杆上行阀门开启，为了保证运动过程中与阀盖孔的磨擦，阀杆套外表面喷涂钴基硬质合金。

[0027] 本发明的冷却过程：冷却水从水冷内管6进水通过阀杆主体1中心进入，到达阀杆

主体1大直径段端部四周布满的第一孔位置时，从第一孔中流出到达阀杆主体与阀杆套形

成的槽道中，阀杆主体1两端不同规格数量的槽道分别从阀杆主体两头分别加工，冷却水流

经阀杆主体小直径段的端部时，各槽道汇合成一环槽，环槽上设有若干排均布的第二孔，此

时冷却水从环槽处的第二孔中排出经过水冷内管外壁与空腔形成的环状空间排出，达到整

个一个循环过程，以确保金属阀杆在满足正常的机械性能下工作。

[0028] 本发明为超高温高压高速风洞试验中使用的阀门，安装在空气加热器出口与超声

速风洞喉管喷管之间的关键部位，在风洞实验中用于开启和关闭风洞高温空气源,是工程

系统的关键设备。在抗高温领域，1500℃超高温阀门尚属首次。

[0029] 所述风洞试验的主要工作流程中本发明的动作过程：

[0030] ①、预热阶段：

[0031] 预热时间约24  小时，此时本发明处于关闭状态，隔热衬里前端有8  米的管道，通

过此管道将加热器和阀门连接起来，此时隔热衬里内的气压为当地标准大气压；经过24  小

时的预热后加热器中的温度达到1500℃,隔热衬里内的空气处于非流动状态。

[0032] ②、加热空气阶段：

[0033] 经过24小时的预热后加热器中的温度达到  1500℃时，开启加热器上的阀门使得 

5.0MPa 的空气进入加热器中，此时本发明处于关闭状态。再次加热约3  分钟使得空气充分

进行热交换。此时阀门内腔承受5.0M  Pa  、1500℃的高温空气。

[0034] ③、阀门开启阶段：

[0035] 阀腔内部压力和温度达到5.0M  Pa  、1500℃时，本发明在1秒钟内迅速开启，  流速

为60m/s的高温空气充入阀门并通过阀座流出，高温空气持续流动时间  20  秒。

[0036] ④、阀门关闭阶段：

[0037] 高温空气持续流动时间20  秒后，本发明缓慢关闭，并截断加热器5.0MPa  气源，阀

内温度下降，气压为当地标准大气压。  重新加热至1500℃时间约6  个小时，再准备下一次

开启阀门。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4390050 B

5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6

CN 104390050 B

6



图6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104390050 B

7


	扉页
	权利要求书
	说明书
	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