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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优点和应用

弹簧加载的阀板具有自对中能力，降低配
置执行机构的扭矩要求。

无楔形力；在热波动工况下，阀板可以相
对自由动作。

限制阀板的行程止位与阀体一体铸造而成，

实现均匀的阀座磨损，改善密封性能。�

重要特性

产品应用







• 热电联供厂 
• 核电厂 
• 化工、石化及其它工业流程

www.cranec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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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板闸阀 楔形板闸阀

选型

类型和口径 – 为应用工况选择最合适的阀门类型（闸阀、截止阀或止回阀）。闸阀和截止阀可提供不同种类的阀板或阀芯以及阀
体结构，用于不同工况。阀门可以按照现有的管线尺寸选择口径，但它们更应该按照流动工况选择口径，以达到最长的使用寿命

压力等级 – 阀门必须在设计工况下使用，按照ASME温度压力规范标准选择合适的阀门压力等级以及阀体/阀盖材料（参见技术参
数章节）。

温度限制 –  阀门只能使用在结构所允许的温度极限范围内。选型时必须考虑到阀体/阀盖材料、内件、螺栓、填料和垫片的温度
极限。根据应用要求，可提供特殊结构，以适用更广的操作温度。

材料和服务 – 压力密封型阀门可提供各种材料的阀体/阀盖和内件。规定的材料应该和实际应用工况相符。

1. 闸阀通常使用在开关工况下。它们不推荐用在调节工况。

2. 闸阀常常安装在水平管道中，保持阀杆竖直向上。它们也可以安装在竖直管道中或者是阀杆处于非竖直方向的水平管道中，此
时可能需要根据阀门口径、应用工况和材料类型调整为特殊结构。如果要采购的阀门是用在非正常安装位置，在和工厂咨询的
时候应该规定阀门安装方向。

3. 以足够大的力矩关闭阀门以后，阀杆应回转一点（1/8到1/4圈），以减轻阀杆的应力负荷。这能帮助阀杆稍稍得到释放，不会
弯折或损坏阀门，同时也不至于影响到阀门的关断性能。

4. 闸阀提供两种设计类型：平行板和楔形板。阀门关闭时，平行板是位置密封型，而楔形板则是扭矩密封型。

闸阀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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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截止阀通常安装在流量和压力位于阀瓣之下的位置。如果流量和压力位于阀瓣的另一个方向上，请务必和工厂联系。在某些特
定应用工况下，或者是阀门配备有气动或电动执行机构的时候，将阀门设计并安装在上进下出方向上，可能会有节省费用的优
势。若按照这样的要求选择执行机构，必须小心安装，确保阀门安装方向正确。

2.  截止阀适用于大多数的节流工况，但是不能在小于10-20%的阀门开度下进行节流。否则将对阀瓣和阀座造成过多的震动、噪音
和损伤。采用较小口径的阀门，其流通能力低，促使阀门在较大开度下操作，从而避免阀门损坏。连续的苛刻节流工况可能需
要专用控制阀。

3. 单向阀（切断式止回阀）具有同样的功能，等同于一台截止阀附加一台防止回流的柱塞型升降式止回阀。阀杆并不固定连接阀
瓣上，当阀杆处于全开位置上，阀瓣可以根据介质流动情况自由动作。

截止单向阀（切断式止回阀）

Y型截止单向阀（切断式止回阀） T型截止单向阀（切断式止回阀）

产品概述

*考虑到最佳的可靠性，我们建议太平洋阀门Y型切断式止回阀和Y型升降式止回阀应该采用这样的安装方向：介质流动为水平方向，
阀盖及阀体处于竖直平面并且阀盖在上。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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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止回阀适用于中高速工况。但是为了达到最佳的性能，这些阀门应该在一定的流量范围内操作，以保持阀门全开，但是流速也
不能太大，否则会产生过多的紊流和压降。流速过大或过小都可能损坏阀门内件，缩短使用寿命。

2.  应避免有频繁的反向流或介质波动的工况。将止回阀安装在合适的位置，距离弯头或其它流向变动的管件至少有五倍管径以
上，能够减少或消除大多数的阀门故障。如果此要求不能满足的话，有必要将最高流速降低到50%。

3. 超高的流体噪音，通常意味着已经发生了气蚀。

4. 止回阀常常设计并安装在水平管道中，或者是流向向上的竖直管道中。如果阀门是用在竖直管道中，应该清楚地注明其安装
方向。

5. 如果是苛刻工况，已超出以上的建议范围，使用前请联系太平洋阀门公司，了解进一步的信息。

止回阀

太平洋阀门型号和标准:
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成果以及在修理各类阀门的实践经验，已经融入到太平洋阀门的设计和制造过程里。优质的材料和工艺，与
生产这些阀门的现代制造技术相结合，给您一个性能可靠、工艺连贯的产品保证。太平洋阀门的设计，是符合下列标准最新版
本的适用规定。
API –  美国石油协会
MSS  –  美国阀门及配件工业制造商标准化协会
ASME –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

T型升降式止回阀
斜盘式止回阀

Y型升降式止回阀 旋启式止回阀

产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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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 – 阀门可配各种类型的电动、
液压或气动执行机构。12”及以下口径
阀门的标准配置为手轮，14”及以上口
径阀门的配置为伞形齿轮箱。

压盖 – 两片式自对中的压盖，避免了一边
翘起的现象。

阀轭 – 全机加工的阀轭，可抗地震，同时
提供方便的维护和执行机构安装。

一体式上阀座 – 表面硬化处理，延长使用
寿命。

阀轭轴套 – 铝青铜材质的阀轭
轴套带针形推力轴承，将驱动
扭矩降到最小。

压力密封 – 结构设计并不复杂，
包括半卡环和石墨/不锈钢包覆
垫片，方便拆卸并提供最好的阀
盖密封。

阀座环 – 焊接式阀座环，与流道
方向垂直，易于维护。 

阀杆  – 
•  通过螺纹与阀板支架连接
•  带销钉和定位焊
•  转动平稳

阀板 – 弹簧加载的阀板，自对中，减小了执
行机构所需的扭矩要求。

一体式行程止位  – 一体铸造的阀板支架止位，
为阀板行程提供定位作用，以达到可靠的密封。

平行板闸阀的阀板和阀座环结构适用于高压差工况，或者有高的

管道负载或存在热膨胀可能造成楔形板咬死的工况。平行板组件

由两个可互换的弹簧加载阀板、一个全程导向的阀板支架和固定

销构成。

位置密封可以避免由于阀杆热膨胀造成的应力集中和潜在的咬合

现象。在内密封过程中，弹簧加载阀板有助于保持阀板和阀座环

之间的密封接触，同时消除震动现象。阀板可以互换，简化了在

线维护，并免除了阀座和阀板间一对一配合的需要。一体化行程

止位，为自动化阀门提供了有效的过行程保护，并为阀板定位在

开位和关位起到参考作用。这种设计降低了关闭扭矩，从而减小

执行机构的大小及成本。阀座密封面经过硬化处理，在非常高的

压差工况下还能提供高频的开关动作。

平行板闸阀

平行板闸阀 概述

*太平洋®阀门采用石墨/不锈钢包覆的垫片，这是压
力密封型阀盖的标准垫片，镀银软钢材料的压力密
封阀盖 垫片亦可根据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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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构 – 阀门可配各种类型的电动、
液压或气动执行机构。12”及以下口径
阀门的标准配置为手轮，14”及以上口
径阀门的配置为伞形齿轮箱。

参见放大图A

阀轭轴套 – 铝青铜材质的阀轭
轴套带针形推力轴承，将驱动扭
矩降到最小。

阀杆 – 所有太平洋楔形板闸阀都有一
个带T型头的阀杆，这种设计允许楔形
板自对中，避免由于阀杆弯曲而造成
楔形板卡死的可能性。

压力密封 – 结构设计并不复杂，
包括半卡环和石墨/不锈钢包覆
垫片，方便拆卸并提供最好的阀
盖密封。

阀轭 – 全机加工的阀轭，可抗地震，同时
提供方便的维护和执行机构安装。

压盖 – 两片式自对中的压盖，避免了一边
翘起的现象。

一体式上阀座 – 表面硬化处理，延长使用
寿命。

楔形板 – 一片整体式弹性楔形板为全程导向，
防止由于热胀冷缩造成的卡死或咬合现象，其
密封表面经过硬化处理，适合长期使用。亦可
提供平行阀座或实心楔形板。

阀座环 – 硬化处理的阀座环是
焊接到阀体上，其锥形结构为无
阻碍的流道设计。

阀体 – 流线型的流道设计，
减小了压降。阀门面间距尺寸
符合ASME B16.10标准。大多
数口径的阀门可以配置符合
API600要求的壁厚。

弹性楔形板是一件整体式、全程导向的铸造阀板，阀板内的中枢允许阀座表

面可以相向移动，从而补偿由于热胀冷缩或管道负载所造成的阀座变形。阀

座环和楔形板表面设有与竖直方向为5度的斜角，以降低阀门开启和关闭过程

弹性楔形板

中楔形板和阀座环之间的滑动摩擦。楔形作

用有助于在低压工况下保持紧密关断。当阀

门在热态关闭，但在冷态打开的时候，弹性

楔形板结构可以防止楔形力所造成的卡死或

咬合现象。阀座表面为硬化处理，在高压差

工况下仍具有高频开关的性能。

放大图A

半卡环

推力环*

垫片

阀体
阀盖

*如适用

楔形板闸阀 概述

*太平洋®阀门采用石墨/不锈钢包覆的垫片，这是
压力密封型阀盖的标准垫片，镀银软钢材料的压
力密封阀盖 垫片亦可根据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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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卡环

推力环*

垫片

阀体
阀盖

参见放大图A

阀轭轴套 – 铝青铜材质的阀轭轴
套将驱动扭矩降到最小。较大口
径的阀轭带针形推力轴承。

执行机构 – 阀门可配各种类型的电动、
液压或气动执行机构。14”及以下口
径阀门的标准配置为手轮。

阀轭 – 全机加工的阀轭，可抗地震，同
时提供方便的维护和执行机构安装。

压盖 – 两片式自对中的压盖，避免了一
边翘起的现象。螺栓可旋出来，方便维护
操作。

一体式上阀座 – 表面硬化处理，延长
上阀座的使用寿命。

阀板 – 全阀体导向的阀板，在高压工况
下还能保持完好的密封。

螺栓连接阀轭  –  阀轭通过螺栓连
接到阀体上。

阀杆 – 精密研磨的阀杆有一个倒
置T型头，用于阀杆/楔形板的可
靠连接。

压力密封 – 结构设计并不复杂，
包括半卡环和石墨/不锈钢包覆
垫片，方便拆卸并提供最好的阀
盖密封。

硬化处理的阀座表面 – 阀板和阀
座表面都经过硬化处理，达到长
期的使用寿命。

阀体 – 流线型的流道设计，
减小了压降。对焊连接、文丘
里或法兰连接，满足不同的管
道连接方式。

放大图 A
*如适用

截止阀 概述

*太平洋®阀门采用石墨/不锈钢包覆的垫片，这是
压力密封型阀盖的标准垫片，镀银软钢材料的压
力密封阀盖 垫片亦可根据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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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 A

低压降 = 低运行成本

执行机构 – 阀门可配撞击手轮、手动齿轮箱、
电动执行机构、气动或液压执行机构。

阀杆 – 不锈钢阀杆经过精密研磨，在操作过
程中将填料摩擦降到最小。

阀轭 – 设计可以承受地震，全机加工的阀轭具有免维护
的顶法兰组装/拆卸，方便执行机构的安装。

压盖 – 两片式自对中的压盖和压盖法兰，在需要调整填
料的时候能够避免一边翘起的现象。

压力密封设计 – 包括一个垫片、推力环和并不复杂的半
卡环，确保最好的阀盖密封。

导向系统 – 包括一个两片式阀瓣组件和硬化处理的阀体
导向槽。在全行程范围内，阀瓣组件与导向槽始终保持
接触。

阀座表面 – 阀瓣和阀座表面经过硬化处理，延长使用寿命。

阀杆导向杆 –  起到防止阀杆转动
的作用。

上阀座 –  一体化阀盖上阀座，经过
硬化处理。

阀体 –  流线型的
流道设计，具有高
Cv值，将流经本系统
的压降减少到最小。

放大图A
逆时针方向旋转45°

半卡环

推力环*

垫片

阀体
阀盖

*如适用

Y型截止阀 概述

*太平洋®阀门采用石墨/不锈钢包覆的垫片，这是
压力密封型阀盖的标准垫片，镀银软钢材料的压
力密封阀盖 垫片亦可根据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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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密封 –  结构设计并不复杂，
包括半卡环和石墨/不锈钢包覆
垫片，方便拆卸并提供最好的阀
盖密封。

阀盖止位 –  帮助维护，在拆卸的时
候防止阀盖卡住。

阀板 –  阀板球面密封设计，提升最
大，压降最小。表面硬化处理，以达
到最长的使用寿命。

内置阀板铰链 –  独特的结构布置，
避免销钉密封可能出现的泄漏，同
时还简化了维护。

阀座环 –  焊接式阀座环经过
硬化处理，使用寿命更长。

阀体 –  流线型的流道设计，
将压降减少到最小。阀门面间
距尺寸符合ASME B16.10标准。

主要设计特点
高效率
太平洋®斜盘式止回阀在出现反向流时，利用重力作用迅速关闭
阀板。与其它大多数必须旋转90度的斜盘式止回阀不同，太平洋®

斜盘式止回阀设计全开或关闭行程只需旋转45度。

绕轴旋转的阀板重心与转轴线的距离较短，因此这种短弧行程的
钟摆效应也比较小，从而确保能够迅速关闭阀门。

严密切断
圆锥形阀座与流向具有一定的角度，可以自行调整，在无流动状
态下能够始终紧密关闭。甚至在竖直(流向朝上)的管道上，这种
阀门也具有出众的紧密关断性能。

长寿命
经过硬化处理的阀座表面、大口径的铰链销以及耐腐蚀的轴承
表面，都有助于延长阀门在苛刻工况下的使用寿命。无弹簧，
因此也就不存在弹簧断裂或扭曲。一个内置阀板止位装置可有
效地避免震颤现象的发生。

内置阀板铰链
具有可调整自对中的功能，能够避免阀体厚壁被穿透。太平洋
斜盘式止回阀内置阀板铰链结构独特，不但消除了铰链销穿透
阀体可能会出现的泄漏，而且由于经过机加工的铰链支架，是
平行于阀座表面，如果需要维修阀座时，可以调整阀板/阀座
的相对位置。通过添加或拆除位于铰链和支架之间的、经过精
加工的不锈钢调整垫，阀板可以“下落”到阀体内，以保证准
确的对中和完全的关闭。其它结构都不具备这样的综合功能。

斜盘式止回阀 概述

*太平洋®阀门采用石墨/不锈钢包覆的垫片，这是
压力密封型阀盖的标准垫片，镀银软钢材料的压
力密封阀盖 垫片亦可根据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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