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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包括双阀芯阀体和

滑移双控阀把，双阀芯阀体呈管型结构且其两端

都设有旋转型阀芯，旋转型阀芯设有驱转套管，

滑移双控阀把包括阀把滑移基架、滑移阀把座和

离合型阀杆，阀把滑移基架与双阀芯阀体外壁连

接并设有滑移轨道，滑移阀把座安装在阀把滑移

基架上并与滑移轨道滑动配合，离合型阀杆底部

和顶部分别设有阀芯驱转头和轮型阀把，阀芯驱

转头套装在阀杆套管内并能上下滑动。本实施例

在双阀芯阀体内腔安装两个阀芯，当常用的阀芯

损坏并泄漏化学原料时，只要启用备用的阀芯，

就能切断输料管，防止发生浪费整反应釜化学原

料和污染环境的情况。因此，该滑移控制双芯阀

门结构合理，操控方便，能有效提高阀门的使用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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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所述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包括双阀芯阀体(10)和

滑移双控阀把(20)，所述双阀芯阀体(10)呈管型结构且其两端都设有旋转型阀芯(11)，所

述旋转型阀芯(11)设有驱转套管(12)，所述滑移双控阀把(20)包括阀把滑移基架(21)、滑

移阀把座(22)和离合型阀杆(23)，所述阀把滑移基架(21)与双阀芯阀体(10)外壁连接并设

有滑移轨道(210)，所述滑移阀把座(22)安装在阀把滑移基架(21)上并与滑移轨道(210)滑

动配合，在滑移阀把座(22)顶部设有阀杆套管(220)，所述离合型阀杆(23)底部和顶部分别

设有阀芯驱转头(230)和轮型阀把(231)，所述阀芯驱转头(230)套装在阀杆套管(220)内并

能上下滑动，所述阀芯驱转头(230)与驱转套管(12)离合旋转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所述双阀芯阀体(10)内腔

设有管道型阀口(13)，所述旋转型阀芯(11)安装在管道型阀口(13)端部并设有定位转轴，

所述定位转轴从管道型阀口(13)横向穿通至双阀芯阀体(10)外部，所述驱转套管(12)设置

在定位转轴端部，在双阀芯阀体(10)两端设置对接法兰或对接螺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所述阀把滑移基架(21)呈

框型结构且其两侧都设有滑移轨道(210)，所述滑移阀把座(22)横架在阀把滑移基架(21)

顶部，所述驱转套管(12)设置在阀把滑移基架(21)两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所述滑移阀把座(22)两侧

都设有轨道卡板(221)，所述轨道卡板(221)与滑移轨道(210)相配合，所述阀杆套管(220)

设置在滑移阀把座(22)中部并与滑移阀把座(22)底面相通。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在阀把滑移基架(21)与滑

移阀把座(22)之间设有滑移驱动机构，所述滑移驱动机构包括齿形滑道(211)和滑移转轮

(222)，所述齿形滑道(211)设置在滑移轨道(210)侧面，所述滑移转轮(222)安装在轨道卡

板(221)上并通过齿轮与齿形滑道(211)相配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所述阀芯驱转头(230)呈

非圆形结构，所述驱转套管(12)中心设有与阀芯驱转头(230)相配套的非圆形插口。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在离合型阀杆(23)和阀杆

套管(220)上分别设有定位槽口(24)和卡槽插销(25)，所述卡槽插销(25)两端分别设有卡

槽滚珠(250)和拔销拉把(251)，所述卡槽滚珠(250)与定位槽口(24)配合，在卡槽插销(25)

中部设有插销弹簧(25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是：所述离合型阀杆(23)设有

脱离弹簧(26)，所述脱离弹簧(26)设置在轮型阀把(231)与阀杆套管(2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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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阀门，尤其涉及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

背景技术

[0002] 在生产化工原料的工厂内，常用各种反应釜对化学原料进行化学聚合反应，在反

应釜上装有进料阀、出料阀等各种阀门，这些阀门只有一个阀芯，在使用过程中，不仅要承

受高温高压的膨胀力和收缩力，还要承受酸、碱、盐等化学物质的腐蚀，因此，经常发生因阀

门损坏泄漏化学原料的情况，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还给企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阀门发生损坏泄漏不能及时关闭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滑

移控制双芯阀门，该阀门设有两个阀芯，当其中一个阀芯发生损坏泄漏的情况时，只要启用

另一个阀芯，就能关闭阀门，不会发生化学原料外泄流失的情况。

[0004]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其特征

是；所述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包括双阀芯阀体和滑移双控阀把，所述双阀芯阀体呈管型结构

且其两端都设有旋转型阀芯，所述旋转型阀芯设有驱转套管，所述滑移双控阀把包括阀把

滑移基架、滑移阀把座和离合型阀杆，所述阀把滑移基架与双阀芯阀体外壁连接并设有滑

移轨道，所述滑移阀把座安装在阀把滑移基架上并与滑移轨道滑动配合，在滑移阀把座顶

部设有阀杆套管，所述离合型阀杆底部和顶部分别设有阀芯驱转头和轮型阀把，所述阀芯

驱转头套装在阀杆套管内并能上下滑动，所述阀芯驱转头与驱转套管离合旋转配合。

[0005] 本优选实例还具有下列技术特征：

[0006] 所述双阀芯阀体内腔设有管道型阀口，所述旋转型阀芯安装在管道型阀口端部并

设有定位转轴，所述定位转轴从管道型阀口横向穿通至双阀芯阀体外部，所述驱转套管设

置在定位转轴端部，在双阀芯阀体两端设置对接法兰或对接螺口。

[0007] 所述阀把滑移基架呈框型结构且其两侧都设有滑移轨道，所述滑移阀把座横架在

阀把滑移基架顶部，所述驱转套管设置在阀把滑移基架两端。

[0008] 所述滑移阀把座两侧都设有轨道卡板，所述轨道卡板与滑移轨道相配合，所述阀

杆套管设置在滑移阀把座中部并与滑移阀把座底面相通。

[0009] 在阀把滑移基架与滑移阀把座之间设有滑移驱动机构，所述滑移驱动机构包括齿

形滑道和滑移转轮，所述齿形滑道设置在滑移轨道侧面，所述滑移转轮安装在轨道卡板上

并通过齿轮与齿型轨道相配合。

[0010] 所述阀芯驱转头呈非圆形结构，所述驱转套管中心设有与阀芯驱转头相配套的非

圆形插口。

[0011] 在离合型阀杆和阀杆套管上分别设有定位槽口和卡槽插销，所述卡槽插销两端分

别设有卡槽滚珠和拔销拉把，所述卡槽滚珠与定位槽口配合，在卡槽插销中部设有插销弹

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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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所述离合型阀杆设有脱离弹簧，所述脱离弹簧设置在轮型阀把与阀杆套管之间。

[0013] 本实施例在双阀芯阀体内腔安装两个阀芯，当常用的阀芯损坏并泄漏化学原料

时，只要启用备用的阀芯，就能切断输料管，防止发生浪费整反应釜化学原料和污染环境的

情况。因此，该滑移控制双芯阀门结构合理，操控方便，能有效提高阀门的使用可靠性。

附图说明

[001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装配结构示意图。

[0016] 图中序号分别表示：10.双阀芯阀体，11.旋转型阀芯，12.驱转套管，13.管道型阀

口，20.滑移双控阀把，21.阀把滑移基架，210.滑移轨道，211.齿形滑道，22.滑移阀把座，

220.阀杆套管，221.轨道卡板，222.滑移转轮，23.离合型阀杆，230.阀芯驱转头，231.轮型

阀把，24.定位槽口，25.卡槽插销，250.卡槽滚珠，251.拔销拉把，252.插销弹簧，26.脱离弹

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参见附图1，本实施例的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包括双阀芯阀体10和滑移双控阀把20，

所述双阀芯阀体10呈管型结构且其两端都设有旋转型阀芯11，所述旋转型阀芯11设有驱转

套管12，所述滑移双控阀把20包括阀把滑移基架21、滑移阀把座22和离合型阀杆23，所述阀

把滑移基架21与双阀芯阀体10外壁连接并设有滑移轨道210，所述滑移阀把座22安装在阀

把滑移基架21上并与滑移轨道210滑动配合，在滑移阀把座22顶部设有阀杆套管220，所述

离合型阀杆23底部和顶部分别设有阀芯驱转头230和轮型阀把231，所述阀芯驱转头230套

装在阀杆套管220内并能上下滑动，所述阀芯驱转头230与驱转套管12离合旋转配合。

[0018] 本实例的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安装在反应釜的输料管上，两个阀芯都能开通和关闭

管道型阀口13，控制输料管是否输送化学原料。具体实施时，常用滑移控制双芯阀门出口端

的阀芯控制酸碱盐等化学原料输入或输出于反应釜，当出口端的阀芯损坏并发生泄漏化学

原料的情况时，只要关闭滑移控制双芯阀门进口端的阀芯，就能关闭管道型阀口13，切断输

料管输送化学原料，不会发生浪费整反应釜化学原料和污染环境的情况。

[0019] 滑移双控阀把20安装在双阀芯阀体10的管壁上，能方便的来回滑动，既可以控制

双阀芯阀体10进口端的阀芯，又可以控制双阀芯阀体10出口端的阀芯。

[0020] 所述双阀芯阀体10内腔设有管道型阀口13，所述旋转型阀芯11安装在管道型阀口

13端部并设有定位转轴，所述定位转轴从管道型阀口13横向穿通至双阀芯阀体10外部，所

述驱转套管12设置在定位转轴端部，在双阀芯阀体10两端设置对接法兰或对接螺口。

[0021] 本实例的滑移控制双芯阀门通过对接法兰或对接螺口安装在反应釜的输料管上，

具体实施时，根据输料管上设有对接法兰或对接螺口，选用与其相配套滑移控制双芯阀门。

[0022] 双阀芯阀体10通过对接法兰或对接螺口反应釜的输料管连成一体，无论关闭进口

端或出口端的旋转型阀芯11，都能关闭管道型阀口13切断输料管，使物料不能输入或输出

于反应釜。具体实施时，常用出口端的旋转型阀芯11控制输料管，只有出口端的阀芯损坏并

发生化学原料泄漏时，才会启动进口端的阀芯关闭管道型阀口13，阻止化学原料泄漏流失。

[0023] 旋转型阀芯11包括球型阀芯或板型阀芯，通过定位轴座安装在管道型阀口13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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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动的方式开通或关闭管道型阀口13，离合型阀杆23通过驱转套管12能方便的带动旋转

型阀芯11转动。

[0024] 述阀把滑移基架21呈框型结构且其两侧都设有滑移轨道210，所述滑移阀把座22

横架在阀把滑移基架21顶部，所述驱转套管12设置在阀把滑移基架21两端。

[0025] 框型结构的阀把滑移基架21通过两根滑移轨道210与滑移阀把座22配合，使滑移

阀把座22牢固的安装在阀把滑移基架21顶部，并能灵活的横向滑动，滑移阀把座22滑动至

双阀芯阀体10进口端时，离合型阀杆23带动进口端的旋转型阀芯11转动，滑移阀把座22滑

动至双阀芯阀体10出口端时，离合型阀杆23带动出口端的旋转型阀芯11转动。

[0026] 具体实施时，阀把滑移基架21也可以设置成单根滑移轨道210的杆型结构。

[0027] 所述滑移阀把座22两侧都设有轨道卡板221，所述轨道卡板221与滑移轨道210相

配合，所述阀杆套管220设置在滑移阀把座22中部并与滑移阀把座22底面相通。

[0028] 阀芯驱转头230套装在阀杆套管220内，使离合型阀杆23牢固的安装在滑移阀把座

22上，并能方便的上下滑动。离合型阀杆23向下滑动时，将阀芯驱转头230顶出阀杆套管220

与旋转型阀芯11配合，离合型阀杆23向上滑动时，将阀芯驱转头230缩入阀杆套管220内腔，

使滑移阀把座22能方便的横向滑动。

[0029] 在阀把滑移基架21与滑移阀把座22之间设有滑移驱动机构，所述滑移驱动机构包

括齿形滑道211和滑移转轮222，所述齿形滑道211设置在滑移轨道210侧面，所述滑移转轮

222安装在轨道卡板221上并通过齿轮与齿形滑道211相配合。

[0030] 滑移驱动机构使操作人员能方便的控制滑移阀把座22横向滑动，具体实施时，也

可以通过其它结构的滑移驱动机构带动滑移阀把座22运行。

[0031] 所述阀芯驱转头230呈非圆形结构，所述驱转套管12中心设有与阀芯驱转头230相

配套的非圆形插口。

[0032] 非圆形结构的阀芯驱转头230既能方便的插入或拔出于非圆形插口，又能带动驱

转套管12转动。

[0033] 在离合型阀杆23和阀杆套管220上分别设有定位槽口24和卡槽插销25，所述卡槽

插销25两端分别设有卡槽滚珠250和拔销拉把251，所述卡槽滚珠250与定位槽口24配合，在

卡槽插销25中部设有插销弹簧252。

[0034] 阀芯驱转头230套入驱转套管12内腔时，卡槽插销25插入定位槽口24，限制离合型

阀杆23只能转动，不能上下滑动。只要将卡槽插销25拔出定位槽口24，离合型阀杆23就恢复

成能上下滑动。

[0035] 卡槽滚珠250卡在定位槽口24内滚动，既能限制离合型阀杆23不能上下滑动，又不

妨碍其转动。插销弹簧252的弹性力推动卡槽插销25向阀杆套管220中心方向滑动，只要离

合型阀杆23向下滑动至定位槽口24与卡槽插销25平齐，卡槽插销25就会自动插入定位槽口

24内。

[0036] 所述离合型阀杆23设有脱离弹簧26，所述脱离弹簧26设置在轮型阀把231与阀杆

套管220之间。

[0037] 脱离弹簧26的弹性力推动离合型阀杆23始终向上滑动，使阀芯驱转头230常处于

脱离驱转套管12的状态，只有将离合型阀杆23往下压，阀芯驱转头230才会套入驱转套管12

内，只要拉动拔销拉把251使卡槽滚珠250脱离定位槽口24，离合型阀杆23就会自动向上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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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带动阀芯驱转头230脱离驱转套管12。

[0038] 综上所述：本实施例解决了现有技术阀门发生损坏泄漏不能及时关闭问题，提供

了一种能代替现有产品的滑移控制双芯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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