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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阀门流量测量系统，主要

用于闸阀、蝶阀、调节阀、球阀等阀门产品的流量

性能测试及实验数据处理，其结构主要是由水泵

控制系统、稳压水箱系统、阀门测试管路系统、数

据处理中心、主进水管、主连接管、主回水管和数

据传输线等构成，这套阀门流量测量系统能够检

测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阀门产品，测试压差范

围能够达到0～600KPa，再通过数据处理中心可

远程控制待检阀门的进、出水口前后压差值，并

测得待检阀门在不同压差值下的流量值，从而进

行分析以得出待检阀门的流量系数，通过这套阀

门流量测量系统能使阀门产品的性能达到国内

外的相关标准规定，极大提升了阀门产品的核心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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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包括水泵控制系统（2）、稳压水箱系统（3）、阀门测试管路系

统（5）和数据处理中心（6）；所述的水泵控制系统（2）与稳压水箱系统（3）之间设有相连通的

主进水管（1）、稳压水箱系统（3）与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连接管（4）、

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与水泵控制系统（2）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回水管（7）；所述的数据处

理中心（6）通过数据传输线（8）分别连接水泵控制系统（2）和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其特征

在于：

a、所述的水泵控制系统（2）包括变频水泵控制柜（21）、供水泵控制柜（22）、多组并联连

接在主进水管（1）与主回水管（7）之间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23）、分别连接在主进水管（1）

与主回水管（7）之间的分流管路（25）、连接在主进水管（1）上的电磁阀支管组件（24）；每组

所述变频水泵支管组件（23）中均设有变频水泵（233），该变频水泵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

变频水泵控制柜（21），变频水泵控制柜（21）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数据处理中心（6）；所

述的电磁阀支管组件（24）中也设有变频水泵（233），该变频水泵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供

水泵控制柜（22）；

b、所述的稳压水箱系统（3）包括稳压水箱（31）、及安装在稳压水箱上的压力表（33）、液

位传感器（34）、卸荷阀（35）、排气阀（12）、液压计（36）和温度计（37）；所述的主进水管（1）依

次通过蜗轮传动球阀（10）和异径连接管（11）而连接在稳压水箱（31）的进水口；所述的主连

接管（4）连接在稳压水箱（31）的出水口；所述的压力表（33）上设有压力传感器（32），该压力

传感器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变频水泵控制柜（21）；

c、所述的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包括依次串联安装在主连接管（4）上的排气阀（12）、蜗

轮传动球阀（10）、流量计（51）、异径连接管（11）和待检阀门（53），还包括多组并联连接在主

连接管（4）与主回水管（7）之间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中均

设有流量计（51）；所述的主连接管（4）上的流量计（51）和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中的

流量计（51）均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数据处理中心（6）；

d、所述的主连接管（4）上的待检阀门（53）两端设有并联连接的压差计支管组件（55），

该压差计支管组件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压差计（551）和两个测压接头（552），该

两个测压接头分别连接在压差计（551）两侧；所述的压差计（551）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

数据处理中心（6）。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变频水泵控制柜（21）

包括感应器（211）、PLC控制器（212）、PID控制器（215）、变频柜（214）和执行机构（213）；所述

的感应器（211）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数据处理中心（6），还通过数据传输线（8）依次连接

PLC控制器（212）和执行机构（213）；所述的PID控制器（215）、变频柜（214）和执行机构（213）

之间也通过数据传输线（8）依次连接；每组所述变频水泵支管组件（23）中的变频水泵（233）

均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执行机构（21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每组所述的变频水泵支管组

件（23）均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电动球阀（231）、过滤器（232）、变频水泵（233）和

止回阀（234）；所述的电动球阀（231）进水口与主回水管（7）相连接，电动球阀（231）出水口

与过滤器（232）进水口相连接，过滤器（232）出水口与变频水泵（233）进水口相连接，变频水

泵（233）出水口与止回阀（234）进水口相连接，止回阀（234）出水口与主进水管（1）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分流管路（25）包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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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把手球阀（252）和动态平衡阀（251）；所述的把手球阀（252）进水口

与主回水管（7）相连接，把手球阀（252）出水口与动态平衡阀（251）进水口相连接，动态平衡

阀（251）出水口与主进水管（1）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电磁阀支管组件（24）

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电磁阀（241）、过滤器（232）、变频水泵（233）和止回阀

（234）；所述的电磁阀（241）上连接有液位感应器（242），电磁阀（241）进水口与循环水池

（243）相连接，电磁阀（241）出水口与过滤器（232）进水口相连接，过滤器（232）出水口与变

频水泵（233）进水口相连接，变频水泵（233）出水口与止回阀（234）进水口相连接，止回阀

（234）出水口与主进水管（1）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稳压水箱（31）底部

连接把手球阀（252）；所述的压力表（33）上的压力传感器（32）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变频

水泵控制柜（21）的PID控制器（21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

件（54）均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把手球阀（252）、流量计（51）、快速接头（541）、待

检阀门（53）、快速接头（541）和把手球阀（252）；两个把手球阀（252）分别连接在主连接管

（4）和主回水管（7）上，两个快速接头（541）分别连接在待检阀门（53）的进水口和出水口；连

接在主连接管（4）上的把手球阀（252）出水口与流量计（51）进水口相连接，流量计（51）出水

口与连接在待检阀门（53）进水口的快速接头（541）相连接，连接在待检阀门（53）出水口的

快速接头（541）与连接在主回水管（7）上的把手球阀（252）进水口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

件（54）中的流量计（51）出水口与连接在待检阀门（53）进水口的快速接头（541）之间设有软

管（52）相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主连接管（4）上的流量

计（51）出水口与异径连接管（11）进水口之间设有软管（52）相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数据处理中心（6）是

一套包含有工作台、计算机和打印机的数据处理设备，该计算机上设有流量测试分析软件，

该软件上具有流量值显示、压差值显示与设定、变频水泵的控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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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流量测量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测试阀门流量的系统，具体是指阀门流量测量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阀门流量测量系统是用于阀门流量测试的系统，它通过对调节阀等阀门产品的流

量、压差、介质温度、进出口压力等参数的收集、分析，从而能够彻底了解各种阀门产品的流

量及调节性能，使阀门产品的性能达到国内外的相关标准规定。目前国内大部分的阀门生

产企业还只是在产品外观上模仿，对阀门产品本身技术性能、品质要求没有经过深入的研

究，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研发工作还只是凭借经验在做，新产品的研发过程没有明

确的评价数据，导致上述原因的产生主要是各个阀门生产企业没有很好的检测设备来提供

产品相关参数数据，由于研发能力的落后直接影响到国内阀门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因此，为

了能够进一步地了解阀门产品的性能，积累实验知识及实验数据，提高企业对阀门产品的

研发能力，使阀门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都能符合国内外阀门产品的相关标准，阀门流量测

量系统无疑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实验设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而提供一种能对不同类型、

不同规格的阀门产品进行流量性能测试及实验数据处理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

[0004] 本发明的技术问题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包括水泵控制系统、稳压水箱系统、阀门测试管路系统和

数据处理中心；所述的水泵控制系统与稳压水箱系统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进水管、稳压水

箱系统与阀门测试管路系统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连接管、阀门测试管路系统与水泵控制系

统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回水管；所述的数据处理中心通过数据传输线分别连接水泵控制系

统和阀门测试管路系统，所述的水泵控制系统包括变频水泵控制柜、供水泵控制柜、多组并

联连接在主进水管与主回水管之间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分别连接在主进水管与主回水管

之间的分流管路、连接在主进水管上的电磁阀支管组件；所述的每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中

均设有变频水泵，该变频水泵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变频水泵控制柜，变频水泵控制柜通过

数据传输线连接数据处理中心；所述的电磁阀支管组件中也设有变频水泵，该变频水泵通

过数据传输线连接供水泵控制柜；所述的稳压水箱系统包括稳压水箱、及安装在稳压水箱

上的压力表、液位传感器、卸荷阀、排气阀、液压计和温度计；所述的主进水管依次通过蜗轮

传动球阀和异径连接管而连接在稳压水箱的进水口；所述的主连接管连接在稳压水箱的出

水口；所述的压力表上设有压力传感器，该压力传感器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变频水泵控制

柜；所述的阀门测试管路系统包括依次串联安装在主连接管上的排气阀、蜗轮传动球阀、流

量计、异径连接管和待检阀门，还包括多组并联连接在主连接管与主回水管之间的待检阀

门支管组件，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中均设有流量计；所述的主连接管上的流量计和每组

待检阀门支管组件中的流量计均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数据处理中心；所述的主连接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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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检阀门两端设有并联连接的压差计支管组件，该压差计支管组件包括以支管依次串联连

接的压差计和两个测压接头，该两个测压接头分别连接在压差计两侧；所述的压差计通过

数据传输线连接数据处理中心。

[0006] 所述的变频水泵控制柜包括感应器、PLC控制器、PID控制器、变频柜和执行机构；

所述的感应器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数据处理中心，还通过数据传输线依次连接PLC控制器

和执行机构；所述的PID控制器、变频柜和执行机构之间也通过数据传输线依次连接；所述

的每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中的变频水泵均通过数据传输线连接执行机构。

[0007] 所述的每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均包括以支管依次串联连接的电动球阀、过滤器、

变频水泵和止回阀；所述的电动球阀进水口与主回水管相连接，电动球阀出水口与过滤器

进水口相连接，过滤器出水口与变频水泵进水口相连接，变频水泵出水口与止回阀进水口

相连接，止回阀出水口与主进水管相连接。

[0008] 所述的分流管路包括以支管依次串联连接的把手球阀和动态平衡阀；所述的把手

球阀进水口与主回水管相连接，把手球阀出水口与动态平衡阀进水口相连接，动态平衡阀

出水口与主进水管相连接。

[0009] 所述的电磁阀支管组件包括以支管依次串联连接的电磁阀、过滤器、变频水泵和

止回阀；所述的电磁阀上连接有液位感应器，电磁阀进水口与循环水池相连接，电磁阀出水

口与过滤器进水口相连接，过滤器出水口与变频水泵进水口相连接，变频水泵出水口与止

回阀进水口相连接，止回阀出水口与主进水管相连接。

[0010] 所述的稳压水箱底部连接把手球阀；所述的压力表上的压力传感器通过数据传输

线连接变频水泵控制柜的PID控制器。

[0011] 所述的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均包括以支管依次串联连接的两个把手球阀、流量

计、待检阀门和两个快速接头；所述的两个把手球阀分别连接在主连接管和主回水管上，两

个快速接头分别连接在待检阀门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所述的连接在主连接管上的把手球阀

出水口与流量计进水口相连接，流量计出水口与连接在待检阀门进水口的快速接头相连

接，连接在待检阀门出水口的快速接头与连接在主回水管上的把手球阀进水口相连接。

[0012] 所述的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中的流量计出水口与连接在待检阀门进水口的快

速接头之间设有软管相连接。

[0013] 所述的主连接管上的流量计出水口与异径连接管进水口之间设有软管相连接。

[0014] 所述的数据处理中心是一套包含有工作台、计算机和打印机的数据处理设备，该

计算机上设有流量测试分析软件，该软件上具有流量值显示、压差值显示与设定、变频水泵

的控制按钮。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出的阀门流量测量系统能够检测不同类型、不同规格

的阀门产品，测试压差范围能够达到0～600KPa，再通过数据处理中心可远程控制待检阀门

的进、出水口前后压差值，并测得待检阀门在不同压差值下的流量值，从而进行分析以得出

待检阀门的流量系数，通过这套阀门流量测量系统能使阀门产品的性能达到国内外的相关

标准规定，提升阀门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4880310 B

5



[0017] 图2为水泵控制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稳压水箱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阀门测试管路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数据处理中心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按上述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再作详细说明。

[0022] 如图1~图5所示，1.主进水管、2.水泵控制系统、21.变频水泵控制柜、211.感应器、

212.PLC控制器、213.执行机构、214.变频柜、215.PID控制器、22.供水泵控制柜、23.变频水

泵支管组件、231.电动球阀、232.过滤器、233.变频水泵、234.止回阀、24.电磁阀支管组件、

241.电磁阀、242.液位感应器、243.循环水池、25.分流管路、251.动态平衡阀、252.把手球

阀、3.稳压水箱系统、31.稳压水箱、32.压力传感器、33.压力表、34.液位传感器、35.卸荷

阀、36.液压计、37.温度计、4.主连接管、5.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1.流量计、52.软管、53.待

检阀门、54.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1.快速接头、55.压差计支管组件、551.压差计、552.测压

接头、6.数据处理中心、7.主回水管、8.数据传输线、9.支管、10.蜗轮传动球阀、11.异径连

接管、12.排气阀。

[0023] 阀门流量测量系统，如图1所示，它是一款用于闸阀、蝶阀、调节阀、球阀等不同类

型、不同规格的阀门产品进行流量性能测试及实验数据处理的测量系统，其结构主要是由

三大系统和一个由计算机主导的数据处理中心6组成，三大系统即水泵控制系统2、稳压水

箱系统3和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且水泵控制系统2与稳压水箱系统3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进

水管1、稳压水箱系统3与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连接管4、阀门测试管路

系统5与水泵控制系统2之间设有相连通的主回水管7，故通过主进水管1、主连接管4和主回

水管7的连通使得三大系统之间形成水循环。

[0024] 所述的水泵控制系统2如图2所示，其包括变频水泵控制柜21、供水泵控制柜22、多

组并联连接在主进水管1与主回水管7之间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23、分别连接在主进水管1

与主回水管7之间的分流管路25、连接在主进水管1上的电磁阀支管组件24。

[0025] 其中，变频水泵控制柜21包括感应器211、PLC控制器212、PID控制器215、变频柜

214和执行机构213；该感应器211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数据处理中心6，还通过数据传输线

8依次连接PLC控制器212和执行机构213；该PID控制器215、变频柜214和执行机构213之间

也通过数据传输线8依次连接。

[0026] 所述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23在本实施例中设有三组，每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23均

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电动球阀231、过滤器232、变频水泵233和止回阀234；所述的

电动球阀231进水口与主回水管7相连接，电动球阀231出水口与过滤器232进水口相连接，

过滤器232出水口与变频水泵233进水口相连接，变频水泵233出水口与止回阀234进水口相

连接，止回阀234出水口与主进水管1相连接。

[0027] 所述的分流管路25主要实现旁通分流作用，其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把手

球阀252和动态平衡阀251；所述的把手球阀252进水口与主回水管7相连接，把手球阀252出

水口与动态平衡阀251进水口相连接，动态平衡阀251出水口与主进水管1相连接。

[0028] 所述的电磁阀支管组件24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电磁阀241、过滤器232、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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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水泵233和止回阀234；所述的电磁阀241上连接有液位感应器242，电磁阀241进水口与循

环水池243相连接，电磁阀241出水口与过滤器232进水口相连接，过滤器232出水口与变频

水泵233进水口相连接，变频水泵233出水口与止回阀234进水口相连接，止回阀234出水口

与主进水管1相连接，故整套阀门流量测量系统中所使用的水循环都是通过电磁阀241来将

循环水池243内的水源吸入而进行供应的。

[0029] 同时，在水泵控制系统2中还存在数据传输的过程，主要是每组变频水泵支管组件

23中的变频水泵233均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变频水泵控制柜21的执行机构213，并由执行

机构来控制变频水泵233的转速；电磁阀支管组件24中的变频水泵233则通过数据传输线8

连接供水泵控制柜22，以控制水源供应需要。

[0030] 所述的稳压水箱3系统如图3所示，其包括稳压水箱31、及安装在稳压水箱上的压

力表33、液位传感器34、卸荷阀35、排气阀12、液压计36和温度计37；所述的稳压水箱31容积

为1300L，在稳压水箱的左上端设有进水口，而主进水管1依次通过蜗轮传动球阀10和异径

连接管11连接在稳压水箱31的进水口，并为稳压水箱31内提供水源；稳压水箱31的右下端

设有出水口，该出水口连接主连接管4；稳压水箱31的底部连接把手球阀252，可进行泄压作

用；同时，压力表33、液位传感器34、卸荷阀35和排气阀12均安装在稳压水箱31顶端，在压力

表33左侧还设有压力传感器32，该压力传感器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变频水泵控制柜21的

PID控制器215；液压计36安装在稳压水箱31右上端，可显示出稳压水箱31内的水位；温度计

37安装在液压计36下方，可显示出稳压水箱31内的水温值。

[0031] 所述的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包括依次串联安装在主连接管4上的排气阀12、两个蜗

轮传动球阀10、流量计51、两个异径连接管11和待检阀门53，其具体连接顺序按照图4、图5

所示以进水方向依次连接排气阀12、蜗轮传动球阀10、流量计51、异径连接管11、待检阀门

53、异径连接管11和蜗轮传动球阀10，且流量计51出水口与异径连接管11进水口之间设有

软管52经法兰相连接；同时，主连接管4上的待检阀门53两端设有并联连接的压差计支管组

件55，该压差计支管组件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联连接的压差计551和两个测压接头552，该两

个测压接头552分别连接在压差计551两侧，而压差计551则通过数据传输线8连接数据处理

中心6。

[0032] 所述的阀门测试管路系统5还包括多组并联连接在主连接管4与主回水管7之间的

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本实施例设有三组，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均包括以支管9依次串

联连接的两个把手球阀252、流量计51、待检阀门53和两个快速接头541；所述的三组待检阀

门支管组件54中的把手球阀252分别采用DN25、DN40、DN80这三种规格，其每组待检阀门支

管组件54中的两个把手球阀252分别连接在主连接管4和主回水管7上，两个快速接头541分

别连接在待检阀门53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方便待检阀门的快速安装连接；所述的连接在主

连接管4上的把手球阀252出水口与流量计51进水口相连接，流量计51出水口与连接在待检

阀门53进水口的快速接头541相连接，连接在待检阀门53出水口的快速接头541与连接在主

回水管7上的把手球阀252进水口相连接；同时，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中的流量计51出

水口与连接在待检阀门53进水口的快速接头541之间为软管52相连接。

[0033] 所述的主连接管4上的流量计51和每组待检阀门支管组件54中的流量计51均通过

数据传输线8连接数据处理中心6。

[0034] 所述的数据处理中心6是一套包含有工作台、计算机和打印机等成套设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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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设备，在计算机上设有流量测试分析软件，该软件上具有流量值显示、压差值显示与设

定、变频水泵的控制按钮，可通过该软件来控制变频水泵的启闭及动作转速，并且设定压差

值进行系统动作。

[0035] 本发明的测试压差范围能够达到0～600Kpa，通过数据处理中心6可远程控制待检

阀门53的进、出水口前后压差值，并测得待检阀门在不同压差值下的流量值，从而进行分析

以得出待检阀门53的流量系数，通过这套阀门流量测量系统能使闸阀、蝶阀、调节阀、球阀

等不同类型、不同规格的阀门产品性能达到国内外的相关标准规定，极大提升了阀门产品

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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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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