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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储罐压力控制与火焰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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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型工业世界提供

安全、环保、质量可靠的压力控制解决方案

工业用户在生产运营中面临很多挑战，其中安全生产、产品质量、节能环保备受关注。工作人员和厂内设备资产的安全都

非常重要，且依赖于有效的技术方案。就储罐而言，过低或过高压力都是不安全因素，避免异常工况导致的火灾、爆炸等

储罐事故，而使用可靠安全的压力控制与火焰管理方案成为用户的重中之重。

工业用户在运营中需要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存储在储罐内的液体产品通过有效的氮封系统防止空气、湿气及其他污染物进

入储罐，并防止储存的液体挥发气释放到大气，确保产品质量。

随着环保法规日益严苛，有效防止和控制储罐气体挥发的技术方案能帮助用户应对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挑战。

Emerson集多年阀门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经验以及行业知识，为所有工业行业应用提供低维修、长寿命、高品质、环

保和安全的产品。旗下拥有有Fisher, Enardo, Anderson Greenwood, Amal, Varec等世界级品牌。我们希望与客户全面合

作，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可靠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增值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立足于做好产品，专注于从设计到安装的

每个环节，确保最大程度减少停机时间，降低使用周期成本，使所有设备协同工作，超越客户预期。

帮助工作人员和设备在更清洁、更安全、更具成本效益的环境下工作

产品卓越的声誉得之不易，Emerson在世界级工程、定制设计和测试、最新技术以及精密制造方面不断投入，使公司品牌

成为了卓越设备、服务及支持的代名词。Emerson通过了 ISO 9001 认证，可提供符合各类工业标准的全套产品，包括美国

海岸警备队(U.S. Coast Guard), ATEX等。Emerson携全方位解决问题、多领域服务经验以及专有技术成为您的主要阀门合

作伙伴。

环境
随着国家对大气排放控制的重

视，工业用户都在致力于减少

排放，特别是VOC(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使用先进的技术

能有效控制并减少排放。

安全
工业用户都格外注重人员和

资产安全。使用可靠的压力

控制与火焰管理系统能确保

精确控制储罐压力，提高系

统安全性。

完整性
通过专业的压力控制系统，可

以确保储罐内储存的产品质

量，隔离湿气、空气或氧气进

入罐内，保证产品质量。



储罐氮封阀/蒸发气回收阀

储罐氮封系统用于保护设备、厂区和储存的产品安全。通常，在储罐蒸发空间，氮气被用

来代替氧气，以达到防火和防爆的目的。氮封也用于防止空气，大气，水分和其它污染物

进入储罐。为了达到最大的效益和节省，氮封系统需要包括补充氮封气体的氮封阀和排放

氮封气体的蒸发气回收阀，能够在极低的压力下保持精确的控制。对于各种氮封系统以及

不同流量和控制精度要求，艾默生都能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帮助您克服安全、操作和

环境方面的挑战。 
• 大容量

• 高精度

• 严密关断

• 低设定点

• 在线维修

• 材料种类广泛

阻爆燃 / 阻爆轰型阻火器

Emerson为满足全球应用领域的需求提供众多阻火器系列产品

• 火道更大，保证压降更低，更易清洁

• 阻爆轰阻火器通过稳定和不稳定爆轰认证，可提供最大保护

标准和高性能呼吸阀

Emerson呼吸阀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 可提供渐进式开启技术与全开启技术

• 双导式阀芯和阀座配置，增强了密封效果，使泄漏率到达最低

• 阀内件可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具有卓越的防凝结性能和卓越的寒冷天气环境下的使用

 效果

紧急泄放阀

• 设计符合 API 2000、NFPA 30 和 OSHA (29 CFR 1910.106) 标准，可在暴露于火的环境下 
 进行紧急泄放

• 同时提供超压泄放和真空泄放两种型号

取样口

• 采用先进的新技术，相比同类标准产品大大降低泄漏

• 全系列配置，包括净重负载式、弹簧式以及向下锁定式等三种型号

不断创新，满足不断变革的工业世界的预期。

  — 这就是艾默生�

 
 
 
 
 
 
 
 
 
 
 
 
 
 
 
 
 
 
 
 
 
 
 
 
 
 
 
 
 
 
 

Fisher
® 
阻火器和阻阻火器和阻阻火器和阻阻火器和阻

爆器爆器爆器爆器、、、、呼吸呼吸呼吸呼吸阀阀阀阀、、、、紧急泄紧急泄紧急泄紧急泄

放放放放阀阀阀阀和取样口是性能和取样口是性能和取样口是性能和取样口是性能

可靠的安全及环境控可靠的安全及环境控可靠的安全及环境控可靠的安全及环境控

制解决方案制解决方案制解决方案制解决方案，，，，为油气生为油气生为油气生为油气生

产及加工行业的全球产及加工行业的全球产及加工行业的全球产及加工行业的全球

领先企业所广泛使用领先企业所广泛使用领先企业所广泛使用领先企业所广泛使用。。。。

 
阻火器与阻爆器阻火器与阻爆器阻火器与阻爆器阻火器与阻爆器 

 

Fisher 品牌为满足全球应用领域的需求提供众多阻火器系

列产品。 
 

• 火道更大，保证压降更低，更易清洁 
 

• 阻爆器通过稳定和不稳定爆轰认证，可提供最大保护 
 

 

标准和高性能压力真空安全阀标准和高性能压力真空安全阀标准和高性能压力真空安全阀标准和高性能压力真空安全阀 

 

只有 Fisher 品牌具有以下特点： 
 

• 双导式阀芯和阀座配置，增强了密封效果，使泄漏率到

达最低 
 

• 阀内件可采用先进的复合材料，具有卓越的抗粘稠物质

性能和卓越的寒冷天气环境下的使用效果。 

 

紧急泄放紧急泄放紧急泄放紧急泄放阀阀阀阀 
 

 

• 设计符合 API 2000、NFPA 30 和 OSHA (29 CFR 

1910.106) 标准，可在暴露于火的环境下进行紧急泄放 
 

• 同时提供泄压和真空泄压两种型号 
 

取样口取样口取样口取样口 
 

• 采用先进的新技术，相比同类标准产品大大降低泄漏 
 

• 全系列配置，包括净重负载式、弹簧式以及向下锁定式

等三种型号 

 

 

不断创新，满足不断变革的工业世界的预期 

— 这就是艾默生艾默生艾默生艾默生。 

 

Emerson一站式压力控制

与火焰管理解决方案，提供

一体化方案设计与制造，定

制化方案确保各压力控制精

确，氮封阀、蒸发气回收

阀、呼吸阀、阻火器、紧急

泄放阀、取样口各产品协调

一致，提供最安全可靠的压

力与火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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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封

ACE95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 1, 1 x 2, 和2

调压范围
-12 mbar 到0.1 bar /  
-5 inches w.c. 到1.5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或角型

流量可达 13,390 Nm3/h / 499,6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316L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ACE95

ACE95系列的精确压力控制使其成为低压储罐氮封系统的理想选择。大尺寸的执行

机构对储罐内压力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并提高了精确度。更有ACE97系列只用了单

个产品可同时控制储罐氮封和蒸发气回收，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潜在的设定点重

叠的问题。

氮封

11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0.6 mbar 到0.48 bar /  
0.2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27.6 bar / 400 psig

流量可达
75,335 Nm3/h /  
2,811,0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1190

1190型为低压氮封系统提供了非常精确的压力控制。有助于控制排放并对大气条

件下可能产生的污染提供保护。

氮封

Y692
连接尺寸 NPS 1-1/2 和 2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69 bar /  
1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巴 / 15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531 Nm3/h / 19,82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WCC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2

Y692型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适用于超低压的氮封系统。下游压力通过皮托管直接作

用在阀膜上提供快速响应。大尺寸的阀膜面积即使在低压环境下也能提供精确的

压力控制。皮托管也可以产生放大压降的效果，有助于提供更大流通能力。

蒸发气回收

12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48 bar /  
0.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0.86 bar / 12.5 psig

流量可达 8774 Nm3/h / 327,4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2:1290

1290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精度高，容量大，可监测储罐蒸发气压力并在储罐压力

增加到超过设定点时打开阀塞。由于不受压力变化的影响，1290是蒸发气回收系

统的最好选择。

氮封

Y693
连接尺寸 NPS 1-1/2和2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69 bar /  
0.5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 bar / 150 psig

流量可达 716 Nm3/h / 26,7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 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3

Y693型采用了平衡的阀内件和大尺寸的阀膜，使其作为直接作用式调压器却能达

到指挥器式调压器的精度。这种设计同时减小了滞后反应，提高了对低进口压力

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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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氮封系统用于保护设备，厂区和储存的

产品安全。通常，在储罐蒸发空间，氮气被

用来代替氧气，以达到防火和防爆的目的。

氮封也用于防止空气，大气，水分和其它污

染物进入储罐。对于各种氮封系统以及不同

流量和控制精度要求，艾默生都能提供全方

位的解决方案。

• 全平衡系统

• 大容量

• 高精度

• 严密关断

• 低设定点

• 在线维修

• 材料种类广泛

储罐氮封/蒸发气回收

蒸发气回收

T208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和1

调压范围
5 mbar 到0.48 bar /  
2 inches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5.2 bar / 75 psig

流量可达 61.3 Nm3/h / 2286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2:T208

T208系列是小型蒸发气回收系统的最好选择。该系列还可用于背压/泄压工况。同

时还有更大尺寸的 NPS 1-1/2 和 2英寸可供选择。

氮封

T205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和1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48 bar /  
1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流量可达
346.2 Nm3/h /  
12,919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T205

对于小型储罐或容器，T205型是最好的选择，安装及维修方便。

对于较大应用工况还有NPS 1-1/2和2的Y692型可供选择。

氮封

T205B
连接尺寸

NPS 3/4 and 1 /  
DN 20 and 25

调压范围
5 mbar 到0.48 bar /  
2 inches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498 Nm3/h /  
18,568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T205B

T205B型平衡式储罐氮封调压器 是一种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采用完全平衡的阀塞

设计，可减小入口压力的灵敏度，并且通过大面积阀膜在储罐氮封系统的低压设

置下精确控制储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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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较大应用工况还有NPS 1-1/2和2的Y692型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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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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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20 and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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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T205B

T205B型平衡式储罐氮封调压器 是一种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采用完全平衡的阀塞

设计，可减小入口压力的灵敏度，并且通过大面积阀膜在储罐氮封系统的低压设

置下精确控制储罐压力.

连接尺寸: NPS 3/4和1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48 bar / 1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13.8 bar / 200 psig
流量可达: 346.2 Nm3/h / 12,919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连接尺寸: NPS 3/4 and 1 / DN 20 and 25
调压范围: 5 mbar 到0.48 bar / 2 inches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498 Nm3/h / 18,568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T205系列

T205B

连接尺寸: NPS 1-1/2 和 2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69 bar / 1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 压力10.3巴 / 15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531 Nm3/h / 19,82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WCC钢，和不锈钢

 

Y692

对于小型储罐或容器，T205型是最

好的选择，安装及维修方便。 

T205B型平衡式储罐氮封调压器 是
一种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采用完全

平衡的阀塞设计，可减小入口压力

的灵敏度，并且通过大面积阀膜在

储罐氮封系统的低压设置下精确控

制储罐压力.

Y692型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适用于超

低压的氮封系统。下游压力通过皮

托管直接作用在阀膜上提供快速响

应。大尺寸的阀膜面积即使在低压

环境下也能提供精确的压力控制。

皮托管也可以产生放大压降的效

果，有助于提供更大流通能力。

Y693型采用了平衡的阀内件和大

尺寸的阀膜，使其作为直接作用式

调压器却能达到指挥器式调压器的

精度。这种设计同时减小了滞后

反应，提高了对低进口压力的敏感

性。

储罐氮封阀 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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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封

ACE95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 1, 1 x 2, 和2

调压范围
-12 mbar 到0.1 bar /  
-5 inches w.c. 到1.5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或角型

流量可达 13,390 Nm3/h / 499,6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316L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ACE95

ACE95系列的精确压力控制使其成为低压储罐氮封系统的理想选择。大尺寸的执行

机构对储罐内压力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并提高了精确度。更有ACE97系列只用了单

个产品可同时控制储罐氮封和蒸发气回收，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潜在的设定点重

叠的问题。

氮封

11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0.6 mbar 到0.48 bar /  
0.2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27.6 bar / 400 psig

流量可达
75,335 Nm3/h /  
2,811,0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1190

1190型为低压氮封系统提供了非常精确的压力控制。有助于控制排放并对大气条

件下可能产生的污染提供保护。

氮封

Y692
连接尺寸 NPS 1-1/2 和 2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69 bar /  
1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巴 / 15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531 Nm3/h / 19,82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WCC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2

Y692型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适用于超低压的氮封系统。下游压力通过皮托管直接作

用在阀膜上提供快速响应。大尺寸的阀膜面积即使在低压环境下也能提供精确的

压力控制。皮托管也可以产生放大压降的效果，有助于提供更大流通能力。

蒸发气回收

12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48 bar /  
0.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0.86 bar / 12.5 psig

流量可达 8774 Nm3/h / 327,4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2:1290

1290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精度高，容量大，可监测储罐蒸发气压力并在储罐压力

增加到超过设定点时打开阀塞。由于不受压力变化的影响，1290是蒸发气回收系

统的最好选择。

氮封

Y693
连接尺寸 NPS 1-1/2和2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69 bar /  
0.5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 bar / 150 psig

流量可达 716 Nm3/h / 26,7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 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3

Y693型采用了平衡的阀内件和大尺寸的阀膜，使其作为直接作用式调压器却能达

到指挥器式调压器的精度。这种设计同时减小了滞后反应，提高了对低进口压力

的敏感性。

连接尺寸: NPS 1-1/2和2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69 bar / 0.5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 bar / 150 psig
流量可达: 716 Nm3/h / 26,7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 不锈钢

 

Y693

储罐氮封阀



14

储罐氮封系统用于保护设备，厂区和储存的

产品安全。通常，在储罐蒸发空间，氮气被

用来代替氧气，以达到防火和防爆的目的。

氮封也用于防止空气，大气，水分和其它污

染物进入储罐。对于各种氮封系统以及不同

流量和控制精度要求，艾默生都能提供全方

位的解决方案。

• 全平衡系统

• 大容量

• 高精度

• 严密关断

• 低设定点

• 在线维修

• 材料种类广泛

储罐氮封/蒸发气回收

蒸发气回收

T208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和1

调压范围
5 mbar 到0.48 bar /  
2 inches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5.2 bar / 75 psig

流量可达 61.3 Nm3/h / 2286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2:T208

T208系列是小型蒸发气回收系统的最好选择。该系列还可用于背压/泄压工况。同

时还有更大尺寸的 NPS 1-1/2 和 2英寸可供选择。

氮封

T205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和1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48 bar /  
1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流量可达
346.2 Nm3/h /  
12,919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T205

对于小型储罐或容器，T205型是最好的选择，安装及维修方便。

对于较大应用工况还有NPS 1-1/2和2的Y692型可供选择。

氮封

T205B
连接尺寸

NPS 3/4 and 1 /  
DN 20 and 25

调压范围
5 mbar 到0.48 bar /  
2 inches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498 Nm3/h /  
18,568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T205B

T205B型平衡式储罐氮封调压器 是一种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采用完全平衡的阀塞

设计，可减小入口压力的灵敏度，并且通过大面积阀膜在储罐氮封系统的低压设

置下精确控制储罐压力.

连接尺寸: NPS 3/4和1
调压范围: 5 mbar 到0.48 bar / 2 inches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5.2 bar / 75 psig
流量可达: 61.3 Nm3/h / 2286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T208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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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封

ACE95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 1, 1 x 2, 和2

调压范围
-12 mbar 到0.1 bar /  
-5 inches w.c. 到1.5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或角型

流量可达 13,390 Nm3/h / 499,6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316L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ACE95

ACE95系列的精确压力控制使其成为低压储罐氮封系统的理想选择。大尺寸的执行

机构对储罐内压力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并提高了精确度。更有ACE97系列只用了单

个产品可同时控制储罐氮封和蒸发气回收，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潜在的设定点重

叠的问题。

氮封

11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0.6 mbar 到0.48 bar /  
0.2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27.6 bar / 400 psig

流量可达
75,335 Nm3/h /  
2,811,0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1190

1190型为低压氮封系统提供了非常精确的压力控制。有助于控制排放并对大气条

件下可能产生的污染提供保护。

氮封

Y692
连接尺寸 NPS 1-1/2 和 2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69 bar /  
1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巴 / 15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531 Nm3/h / 19,82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WCC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2

Y692型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适用于超低压的氮封系统。下游压力通过皮托管直接作

用在阀膜上提供快速响应。大尺寸的阀膜面积即使在低压环境下也能提供精确的

压力控制。皮托管也可以产生放大压降的效果，有助于提供更大流通能力。

蒸发气回收

12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48 bar /  
0.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0.86 bar / 12.5 psig

流量可达 8774 Nm3/h / 327,4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2:1290

1290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精度高，容量大，可监测储罐蒸发气压力并在储罐压力

增加到超过设定点时打开阀塞。由于不受压力变化的影响，1290是蒸发气回收系

统的最好选择。

氮封

Y693
连接尺寸 NPS 1-1/2和2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69 bar /  
0.5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 bar / 150 psig

流量可达 716 Nm3/h / 26,7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 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3

Y693型采用了平衡的阀内件和大尺寸的阀膜，使其作为直接作用式调压器却能达

到指挥器式调压器的精度。这种设计同时减小了滞后反应，提高了对低进口压力

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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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封

ACE95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 1, 1 x 2, 和2

调压范围
-12 mbar 到0.1 bar /  
-5 inches w.c. 到1.5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或角型

流量可达 13,390 Nm3/h / 499,6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316L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ACE95

ACE95系列的精确压力控制使其成为低压储罐氮封系统的理想选择。大尺寸的执行

机构对储罐内压力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并提高了精确度。更有ACE97系列只用了单

个产品可同时控制储罐氮封和蒸发气回收，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潜在的设定点重

叠的问题。

氮封

11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0.6 mbar 到0.48 bar /  
0.2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27.6 bar / 400 psig

流量可达
75,335 Nm3/h /  
2,811,0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1190

1190型为低压氮封系统提供了非常精确的压力控制。有助于控制排放并对大气条

件下可能产生的污染提供保护。

氮封

Y692
连接尺寸 NPS 1-1/2 和 2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69 bar /  
1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巴 / 15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531 Nm3/h / 19,82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WCC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2

Y692型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适用于超低压的氮封系统。下游压力通过皮托管直接作

用在阀膜上提供快速响应。大尺寸的阀膜面积即使在低压环境下也能提供精确的

压力控制。皮托管也可以产生放大压降的效果，有助于提供更大流通能力。

蒸发气回收

12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48 bar /  
0.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0.86 bar / 12.5 psig

流量可达 8774 Nm3/h / 327,4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2:1290

1290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精度高，容量大，可监测储罐蒸发气压力并在储罐压力

增加到超过设定点时打开阀塞。由于不受压力变化的影响，1290是蒸发气回收系

统的最好选择。

氮封

Y693
连接尺寸 NPS 1-1/2和2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69 bar /  
0.5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 bar / 150 psig

流量可达 716 Nm3/h / 26,7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 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3

Y693型采用了平衡的阀内件和大尺寸的阀膜，使其作为直接作用式调压器却能达

到指挥器式调压器的精度。这种设计同时减小了滞后反应，提高了对低进口压力

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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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封

ACE95系列
连接尺寸 NPS 3/4, 1, 1 x 2, 和2

调压范围
-12 mbar 到0.1 bar /  
-5 inches w.c. 到1.5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或角型

流量可达 13,390 Nm3/h / 499,6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316L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ACE95

ACE95系列的精确压力控制使其成为低压储罐氮封系统的理想选择。大尺寸的执行

机构对储罐内压力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并提高了精确度。更有ACE97系列只用了单

个产品可同时控制储罐氮封和蒸发气回收，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潜在的设定点重

叠的问题。

氮封

11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0.6 mbar 到0.48 bar /  
0.2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27.6 bar / 400 psig

流量可达
75,335 Nm3/h /  
2,811,0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1190

1190型为低压氮封系统提供了非常精确的压力控制。有助于控制排放并对大气条

件下可能产生的污染提供保护。

氮封

Y692
连接尺寸 NPS 1-1/2 和 2

调压范围
2 mbar 到0.69 bar /  
1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巴 / 15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

流量可达 531 Nm3/h / 19,82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WCC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2

Y692型直接作用式调压器适用于超低压的氮封系统。下游压力通过皮托管直接作

用在阀膜上提供快速响应。大尺寸的阀膜面积即使在低压环境下也能提供精确的

压力控制。皮托管也可以产生放大压降的效果，有助于提供更大流通能力。

蒸发气回收

12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48 bar /  
0.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0.86 bar / 12.5 psig

流量可达 8774 Nm3/h / 327,4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2:1290

1290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精度高，容量大，可监测储罐蒸发气压力并在储罐压力

增加到超过设定点时打开阀塞。由于不受压力变化的影响，1290是蒸发气回收系

统的最好选择。

氮封

Y693
连接尺寸 NPS 1-1/2和2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69 bar /  
0.5 inch w.c. 到10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0.3 bar / 150 psig

流量可达 716 Nm3/h / 26,7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直接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 不锈钢

产品样本号 74.1:Y693

Y693型采用了平衡的阀内件和大尺寸的阀膜，使其作为直接作用式调压器却能达

到指挥器式调压器的精度。这种设计同时减小了滞后反应，提高了对低进口压力

的敏感性。

连接尺寸: NPS 3/4, 1, 1 x 2, 和2
调压范围: -12 mbar 到0.1 bar / -5 inches w.c. 到1.5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13.8 bar / 200 psig
阀体流向: 直通或角型

流量可达: 13,390 Nm3/h / 499,6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316L不锈钢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0.6 mbar 到0.48 bar / 0.2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 压力27.6 bar / 400 psig
流量可达: 75,335 Nm3/h / 2,811,0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ACE95系列

1190

连接尺寸: NPS 1, 2, 3, 4, 6, 8 x 6, 和12 x 6
调压范围: 1 mbar 到0.48 bar / 0.5 inch w.c. 到7 psig
最大入口压力: 0.86 bar / 12.5 psig
流量可达: 8774 Nm3/h / 327,400 SCFH 氮气

操作方式: 指挥器作用式

阀体材料: 铸铁，钢，和不锈钢

 

1290

ACE95系列的精确压力控制使其成

为低压储罐氮封系统的理想选择。

大尺寸的执行机构对储罐内压力

变化有很高的敏感度并提高了精确

度。更有ACE97系列只用了单个产

品可同时控制储罐氮封和蒸发气回

收，从而尽可能地减少了潜在的设

定点重叠的问题。

1190型为低压氮封系统提供了非常

精确的压力控制。有助于控制排放

并对大气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污染提

供保护。

T208系列是小型蒸发气回收系统的

最好选择。该系列还可用于背压/泄
压工况。同时还有更大尺寸的 NPS 
1-1/2 和 2英寸可供选择。

1290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精度高，

容量大，可监测储罐蒸发气压力并

在储罐压力增加到超过设定点时打

开阀塞。由于不受压力变化的影

响，1290是蒸发气回收系统的最好

选择。

储罐氮封阀/蒸发气回收阀 特点和优势

储罐氮封阀/蒸发气回收阀



经济实用性

可更换底座。

带有FEP
(氟化乙丙烯特氟龙)

密封面的不锈钢阀芯。

优秀的流体特性。

适合恶劣环境的高性能涂层。

优良的性能

Saber®专利产品 — 双阀芯导向系

统，每次都可使阀门在同一点复

位，保证了阀门的密封性能。

防冻、不粘构造。

可更换底座降低了维修成本并延

长了阀门寿命。

 PPS先进的复合阀芯和阀座，

具有优良的抗化学腐蚀性

且拥有不粘面层。

850、850 / MVC、860型呼吸阀 —
排管道式

Enardo 950、960型呼吸阀 — 
排空式

Enardo 851、951、861、961型泄压阀

Enardo 851、952、952/MVC953、
861型真空吸入阀

• 尺寸: 2" - 12"(50 mm - 300 mm)
• 压力: 0.5 oz/in2 - 32 oz./in2 (2.0 mbar - 138 mbar)
• 真空: 0.5 oz/in2 - 32 oz./in2 (2.0 mbar - 138 mbar)
• 材质: 铝、球墨铸铁、碳钢、不锈钢

• 经ATEX认证

• 尺寸: 2" - 12" (50 mm - 300 mm)
• 压力: 0.5 oz/in2 - 32 oz./in2 (2.0 mbar - 138 mbar)
• 真空: 0.5 oz/in2 - 32 oz./in2 (2.0 mbar - 138 mbar)
• 材质: 铝、球墨铸铁、碳钢、不锈钢

• 经ATEX认证

• 尺寸: 2" - 12" (50 mm - 300 mm)
• 压力: 0.5 oz/in2 - 32 oz./in2 (2.0 mbar - 138mbar)
• 材质: 铝、球墨铸铁、碳钢、不锈钢

• 经ATEX认证

• 尺寸: 2" - 12" (50 mm - 300 mm)
• 真空: 0.5 oz/in2 - 32 oz./in2 (2.0 mbar - 138 mbar)
• 材质: 铝、球墨铸铁、碳钢、不锈钢

• 经ATEX认证

呼吸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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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性能优良的性能优良的性能优良的性能 

Sa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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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rdo Saber
®
  

 

 

 

 

 

 
 

 

 

 

 

 
 

 

 

PPS 

 

Enardo 450  — 

 

 

• 2"-12"(50 mm-300 mm) 

• 0.5 oz/ in
2 
- 24 oz/in

2
* 

(2.0 mbar - 103.0 mbar)* 

• 0.5 oz/in
2 
- 19.0 oz/in

2 
* 

(2.0 mbar - 81.9 mbar)* 

•  

•  ATEX  
*  —  

 
Enardo 550  —   

• 2"-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2 oz/in

2 
* 

(2.0 mbar - 51.7 mbar)* 

• 0.5 oz/in
2 
- 19.0 oz/in

2 
* 

(2.0 mbar - 81.9 mbar)* 

•  

•  ATEX  
*  —  

 

850 850/MVC 860  — 

 

 

• 2"-12"(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Enardo 950 960  — 

 

 

• 2"-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Enardo 851 951 861

961  

 

• 2”-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Enardo 851 952

952/MVC 953 861 962

963  

• 2" -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压压压压力力力力真真真真空空空空安安安安全全全全阀阀阀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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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性能优良的性能优良的性能优良的性能 

Saber
®

  — 

 

 

 

 

 

 

 

 
 

Enardo Saber
®
  

 

 

 

 

 

 
 

 

 

 

 

 
 

 

 

PPS 

 

Enardo 450  — 

 

 

• 2"-12"(50 mm-300 mm) 

• 0.5 oz/ in
2 
- 24 oz/in

2
* 

(2.0 mbar - 103.0 mbar)* 

• 0.5 oz/in
2 
- 19.0 oz/in

2 
* 

(2.0 mbar - 81.9 mbar)* 

•  

•  ATEX  
*  —  

 
Enardo 550  —   

• 2"-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2 oz/in

2 
* 

(2.0 mbar - 51.7 mbar)* 

• 0.5 oz/in
2 
- 19.0 oz/in

2 
* 

(2.0 mbar - 81.9 mbar)* 

•  

•  ATEX  
*  —  

 

850 850/MVC 860  — 

 

 

• 2"-12"(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Enardo 950 960  — 

 

 

• 2"-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Enardo 851 951 861

961  

 

• 2”-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Enardo 851 952

952/MVC 953 861 962

963  

• 2" -12" (50 mm-300 mm) 

• 0.5 oz/in
2 
- 14.9 psig 

(2.0 mbar - 1 bar) 

•  

•  ATEX  

 
 
 
 
 

压压压压力力力力真真真真空空空空安安安安全全全全阀阀阀阀

特点和优势



此系列阀门设计用于保护储罐和容

器免于由于工艺压力和真空条件变

化而引起的损坏或者变形。阀门可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保证承受所存储

介质产品的压力。阀门的结构设计

可用于储罐顶部安装、侧装和在线

安装。

保护储罐以防止其损坏或者变形，

最小化阀门向环境周围的外泄漏，

以及由于弥散带来的产品损失。此

阀门设计用于大气压力和低压的储

罐。阀门直接排放到空气或者外接

管道型式都可。

此系列设计用于保护液体储罐容

器、蒸气回收系统和工艺过程系统

以免于过度的真空化。此系列阀门

可用于储罐顶部安装，侧装以及在

线安装皆可。

压力泄放阀设计用于保护大气压力

和低压储罐免于过压的保护。气垫

型的阀座密封面设计保证阀门一直

处于紧密密封状态，直到储罐内的

压力达到阀门设定压力值。此系列

阀门设计结构可直接排放到大气。

尺寸范围: 2010B / 2011B 2" - 12"
 2020B / 2021B 2" x 3" - 12" x 14"
连接方式: ANSI Class 125平面法兰钻孔 (铝),
 ANSI Class 150凸面法兰钻孔 (碳钢和不锈钢)
温度范围: -65 - +350°F [-54 - +177°C] 压力 / 真空

设定范围: 0.3 oz/in2 - 2 psig [1.29 mbarg - 0.14 barg]

尺寸范围: 2" - 12"
最高压差: 1 psi [0.07 barg] 
连接方式: ANSI Class 125平面法兰钻孔 (标准)

尺寸范围: 3500B /3 600B 2" - 12"
 3650B 2" x 3" - 12" x 14"
连接方式: ANSI Class 125平面法兰钻孔(铝),
 ANSI Class 150凸面法兰钻孔(碳钢和不锈钢)
温度范围: -65 - +350°F [- 54 - +177°C]
真空设定范围: 0.3 oz/in2 - 2 psig [1.29 mbarg - 0.14 barg]

尺寸范围: 2" - 12"
连接方式: ANSI Class 125平面法兰钻孔 (铝),
 ANSI Class 150凸面法兰钻孔 (碳钢和不锈钢)
温度范围: -65 - +350°F [-54 - +177°C]
压力设定范围: 0.3 oz/in2 - 2 psig [1.29 mbarg - 0.14 barg]

Varec 2010B / 2020B系列

重力板式呼吸阀

Varec 7000系列自由泄放口

Varec 3500B / 3600B / 3650B系列

重力板式真空吸入阀

Varec 7100B系列重力板式呼阀

呼吸阀

Varec 呼吸阀 特点和优势



10%超压时全开启，允许更高设定

点（接近MAWP），可以帮助减少

排放。

泄漏量为0.5 scfh @ 90%设定点

10%超压时全开启，允许更高设定

点（接近MAWP），可以帮助减少

排放。

泄漏量为0.5 scfh @ 90%设定点

10%超压时全开启，可用于低温工

况。

阀门为整体阀体设计结构，如必要

的话，可安装在管道的末端直接起

放空功能，阀门设计为平衡背压式

结构。这种结构阀门可采用先导式

压力泄放，也可提供先导式真空泄

放。

9200产品可以采用先导式呼阀搭

配先导式吸阀或重力板式吸阀的设

计。其出口直排大气，没有与管道

连接的出口 (法兰)。

尺寸: 2” – 12” (50mm – 300mm)
重物负载设定范围: 1.7 mbar – 100 mbar
弹簧负载设定范围: 100 mbar – 1 bar 

尺寸:2”x3” – 12”x14” (50mm – 300mm)
重物负载设定范围: 1.7 mbar – 100 mbar
弹簧负载设定范围: 100 mbar – 1 bar 

尺寸范围: 2" x 3" - 12" x 16"
喉径面积: 3.35 - 113.0 in2 [21.61 - 729.03 cm2]
温度范围: -320 - +200°F [-196 - +93°C]
压力范围: 4" wc - 50 psig [10 mbarg - 3.45 barg]
真空范围: -1 oz [- 4.3 mbarg] 全开，重力板式

真空范围: -2 in wc - -5 psig 先导式 
 [-5 mbarg - -0.345 barg]
标准: ASME VIII [15 psig及更高]

尺寸范围: 2" x 3" - 12" x 16"
喉径面积: 3.35 - 113.0 in2 [21.61 - 729.03 cm2]
温度范围: -320 - +200°F [-196 - +93°C]
压力范围: 4" wc - 5 psig [-5.0 mbarg - 0.345 barg]
真空范围: -1 oz [- 4.3 mbarg] 全开，重力板式

真空范围: -2 in wc - 5 psig 先导式 
 [-5.0 mbarg - -0.345 barg]

Anderson Greenwood 4020H，4020HP, 
4020HC,4020HV型呼吸阀（排空式）

Anderson Greenwood 4040H，4040HP, 
4040HC,4040HV型呼吸阀（排管道式）

Anderson Greenwood 9300系列

呼吸阀 (排管道)

Anderson Greenwood 9200系列呼吸阀

(排大气 )

呼吸阀

Anderson Greenwood 呼吸阀 特点和优势



特点和优势

尺寸范围: 2" x 3" - 12" x 16"
喉径面积: 2.29 - 84.0 in2 [14.77 - 541.93 cm2]
温度范围: -260 - +300°F [-162 - +149°C]
设定压力: 3" wc - 50 psig [7.5 mbarg - 3.45 barg]
标准: ASME VIII [15 psig及更高]

尺寸范围: 4", 6", 8",12"
真空设定: ½ oz/in2 [2.2 mbarg] (标准)
 1 ½ oz/in2 [6.6 mbarg] (optional)
允许正压: 最高至 85 psig [5.86 barg]

Anderson Greenwood 93系列单呼阀

Anderson Greenwood 96A真空破坏阀

Anderson Greenwood 呼吸阀

在1968引入的先导式单呼阀，其软

阀座和非金属密封设计适用于气体

管道和化工储罐的应用。

96A系列阀门是重力板式设计结构

的真空破坏阀，用来填补压力泄放

产品，特别用于较高正压的操作压

力。

呼吸阀



10

10

阻爆燃 / 阻爆轰型阻火器

阻爆燃 / 阻爆轰型阻火器

波纹尺寸较大

• 压降小

• 维修少

• 易清理

 

可拆卸部件

易于拆卸，便于清理和更换。

铰接部件

便于检修

Enardo 7 系列阻爆燃阻火器

Enardo 8系列高压阻爆燃阻火器

Enardo DFA型阻爆轰阻火器

Enardo IL型螺纹管道型阻爆燃阻火器

Enardo FVFA型自由泄放阻爆燃阻火器

Enardo 8800、9900型 
烟道型阻爆燃阻火器

• 同心式 / 偏心式

• 双向构造

• 尺寸1" - 36" (25 mm - 900 mm)
• 铝、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气体组D (IIA)、C (IIB3)、B (IIC)
• 经FM认证的D组气体2" - 12" (50mm - 300 mm)
• 经ATEX认证的IIA、IIB3 1" - 12" (25mm - 300 mm)

• 同心式 / 偏心式

• 双向构造

• 尺寸1" - 36" (25 mm - 900 mm)
• 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气体组D (IIA)、C (IIB3)、B (IIC)

• 阻非稳态爆轰阻火器，同心式 / 偏心式

• 双向构造

• 尺寸1" - 36" (25 mm - 900 mm)
• 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气体组D(IIA)、C(IIB3)、B(IIC)
• 美国海岸警备队认可的DC 2" - 20" (50mm - 500 mm)
• 经ATEX认可的IIA、IIB3 2" - 20" (50mm - 500 mm)

• 双向构造

• 尺寸1/2" - 6" (13 mm - 150 mm) 全焊接构造

    — 气体组D (IIA)
    — 铝、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尺寸2" - 4"螺栓构造

    — 气体组D(IIA)、C(IIB3)、B(IIC)
    — 碳钢

• 尺寸1" - 36" (25 mm - 900 mm)
• 铝、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气体组D(IIA)、C(IIB3)、B(IIC)
• 经ATEX认证的IIA、IIB3 1" - 12" (25mm - 300 mm)

• 尺寸1" - 6" (25 mm - 150 mm)
• 铝、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气体组D (IIA)

 
 
 

Fisher
® 
阻火器与阻爆器阻火器与阻爆器阻火器与阻爆器阻火器与阻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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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尺寸较大波纹尺寸较大波纹尺寸较大波纹尺寸较大 

 

 

 

 

 

 

 

 

 

•  
 

•  
 

•  

 

包覆含氟聚合物的硬件包覆含氟聚合物的硬件包覆含氟聚合物的硬件包覆含氟聚合物的硬件 
 

 

 

可拆卸部件可拆卸部件可拆卸部件可拆卸部件 

 

 
 
 
 
 
 
 
 
 
 
 
 

铰接部件铰接部件铰接部件铰接部件 
 

 

Enardo 7   

• /  

•  

•  1"- 36" (25 mm-900 mm) 

• 304 316  

•  D(IIA) C(IIB3) B(IIC) 

•  FM  D  2"-12" (50 

mm-300 mm) 

•  ATEX  IIA IIB3 1"-12" (25 

mm-300 mm) 
 

Enardo 8   

• /  

•  

•  1"- 36" (25 mm-900 mm) 

• 304 316  

•  D(IIA) C(IIB3) B(IIC) 

 
 

Enardo DFA   

• /  

•  

•  1"- 36" (25 mm-900 mm) 

• 304 316  

•  D(IIA) C(IIB3) B(IIC) 

•  D C 2"-20" (50 

mm-500 mm) 

•  ATEX  IIA IIB3 2"-20" (50 

mm-500 mm) 
 

Enardo IL   

•  

•  1/2"-6" (13 mm-150 mm)  

—  D (IIA) 

— 304 316  

•  2"- 4"  

—  D(IIA) C(IIB3) B(IIC) 

—  
 

Enardo FVFA   

•  1"- 36" (25 mm-900 mm) 

• 304 316  

•  D(IIA) C(IIB3) B(IIC) 

•  ATEX  IIA IIB3 1"-12" (25 

mm-300 mm) 
 

 
Enardo 8800 9900 

 

•  1"- 6" (25 mm-150 mm) 

• 304 316  

•  D (IIA) 
 
 
 
 
 
 
 

阻阻阻阻火火火火器器器器与与与与阻阻阻阻爆爆爆爆器器器器

 

 

特点和优势



连接尺寸: 最高达 600mm (24")
BS5501 Pt 1997和EN12874标准的IIA, IIB, IIB 1/2/3和
IIC类 

连接尺寸: 最高达 900mm (36")
EN12874标准的IIA, IIB, IIB 1/2/3和IIC类 

连接尺寸: 最高达 600mm (24")
EN 12874标准的IIA, IIB, IIB1/2/3, IIC类气体。用于阻

止超音速火焰和高爆炸压力

Anderson Greenwood Amal 
ERQ，LEFC管端型 (阻爆燃型)

Anderson Greenwood Amal
IRQ管道中间安装型 (阻爆燃型)

Anderson Greenwood Amal
IRDB管道中间安装型 (阻爆轰型)

阻爆燃 / 阻爆轰型阻火器

阻爆燃 / 阻爆轰型阻火器

用于阻止非受限的爆燃进入管道而

引起的储罐或工艺装置的爆炸。

可拆卸部件，同心式或偏心式，可

与呼吸阀配套使用

阻非稳态爆轰阻火器，无安装限

制，提供更安全的保证

尺寸范围: 2" - 12"
连接方式: ANSI Class 125平面法兰钻孔 (铝),
 ANSI Class 150凸面法兰钻孔 (碳钢和不锈钢)
压力等级: 防泄漏至10 psig [0.69 barg]
最大压差: 1 psi [0.07 barg]
认证:  5000系列所有铝制2", 3", 4", 6", 10"获得UL认 
 证 (垂直安装)
 5010系列所有铝制2", 3", 4"及更大尺寸获得 
 UL认证 (水平安装)
 如需更多信息，请查阅样本。

Varec 5000 / 5010系列阻火器

D组，管道末端安装的阻火器用于气

体管道系统和石油存储罐顶，以阻

止火焰延伸进入系统。延长板的设

计用于方便维修。

特点和优势



经时间验证的性能

经济的产品储罐应用

紧急泄放

根据API 2000，具有紧急泄放功能

Enardo 2500型紧急泄放阀
• 尺寸: 16", 20", 24" (400 mm, 500 mm, 600 mm)
• 压力: 4 - 16 oz/in2，0.5 oz的增量

 (17.2 mbar - 69.0 mbar，2.2 mbar的增量)
• 真空: 0.5, 0.75, 1.0, 2.0 oz/in2 (2.2, 3.2, 4.3, 8.6mbar)
• 材质: 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经ATEX认证

Enardo 2100型紧急泄放阀
• 尺寸: 16", 20", 24" (400 mm, 500 mm, 600 mm)
• 压力: 0.7 - 8.0 oz/in2，0.5 oz的增量

 (3.0 mbar - 34.0 mbar，2.2 mbar)
• 材质: 铝 / 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经ATEX认证

Enardo 2000型紧急泄放阀
• 尺寸: 4", 8", 10", 12", 16", 18", 20", 24" (100 mm,        
 200 mm, 250 mm, 300 mm, 400 mm,450 mm, 
 500 mm, 600 mm)
• 压力: 2 - 32 oz/in2，0.5 oz的增量

 (8.6 mbar - 138.0 mbar，2.2 mbar的增量)
• 材质: 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经ATEX认证

Fisher®/Varec泄放阀 特点和优势

尺寸范围: 18", 20", 24"
连接方式: 钻孔 - API 650,平面法兰 (标准)
 钻孔 - ANSI Class 150,平面法兰 (可选)
压力设定范围: 0.5 - 6 oz/in2 [2.15 - 25.86 mbarg]
真空设定范围: 0.5 - 1 oz/in2 [2.15 - 4.31 mbarg]

Varec 221系列紧急泄放人孔

用于当低压储罐和容器处于非正常

内部压力下或者超出呼吸阀能力的

真空状态下的紧急排放功能。并可

允许快速简便的进入储罐检验和维

护。

带真空吸入功能

泄放阀



在紧急情况下

具有良好的泄放能力

在紧急情况下

可增加罐的安全液位

具有最高的安全设置

无压力排放

为非易燃物或非挥发物储罐

提供高流量

防止杂质进入储罐

用于存储低挥发性液体的储罐

保护储罐不超压

安装在罐顶

可泄放储罐超压气体

Enardo 4000、4100型自由泄放口

Enardo边缘泄放口

• 尺寸: 2", 3", 4", 6", 8", 10", 12"
 (50 mm, 80 mm, 100 mm, 150 mm, 200 mm,        
 250mm, 300 mm)
• 材质: 铝、碳钢、304不锈钢、316不锈钢

• 尺寸: 6" (150 mm)
• 压力: 0.5, 1, 2, 4, 8和12 oz/sq in2 (2.2, 4.3, 8.6, 17.2,    
 34.5, 51.7 mbar)
• 材质: 铝
• 经ATEX认证泄放

Enardo 900-SO型烟道型泄放阀
• 尺寸: 2", 3", 4" (50 mm, 80 mm, 100 mm)
• 压力: 1.0 - 16 oz/in2，0.5 oz的增量

 (4.3 mbar - 69.0 mbar2.2 mbar的增量)
• 真空: 0.4 oz/in2 (1.7 mbar)
• 材质: 铝

Enardo 800-SO、800-PSO型管线泄放阀
• 尺寸: 2", 3", 4" (50 mm, 80 mm, 100 mm)
• 压力: 1.0 - 16 oz/in2，0.5 oz的增量 
 (4.3 mbar - 69.0 mbar2.2 mbar的增量)
• 真空: 0.4 oz/in2 (1.7 mbar)
• 材质: 铝

泄放阀

Fisher®泄放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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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用的净负载取样口

在低压下的大容量储罐泄放。

便于进行储罐计量。

现场可更换的垫圈。

经济实用的弹簧加载取样口

多种泄放设置。

 

高性能

储罐取样口最大程度降低产品损

失。包覆型垫圈，与传统的平面垫

圈相比，具有优良密封特性。

行业中最低的泄漏率 (90%设定压力

时为1标准立方英尺/小时)。
 

便于储罐检查和计量

汽封，防止泄漏和蒸发损失。

  

取样口

Fisher®取样口

Enardo A、A - L型取样口

Enardo 200型取样口

Enardo 660、660-L、660- LB型取样口

Enardo ES-660、ES-660-B、
ES-660-L、ES-660-HF型取样口

Enardo 1000向下锁定取样口

• 公称尺寸8" (200 mm) API螺栓式 (A型)
• 公称尺寸8" x 18" (200 mm x 450 mm) API螺栓式 (A - L型)
• 压力: 2, 4, 6 oz/in2 (8.6, 17.2, 26.0 mbar)
• 真空: 0.4 oz/in2 (1.7 mbar)
• 材质: 铝、球磨铸铁

• 公称尺寸8" x 22" (200 mm x 550 mm) API螺栓式

• 压力: 1, 2, 3, 4, 6 oz (4.3, 8.6, 12.9, 17.2, 26.0 mbar)
• 真空: 0.4 oz (1.7 mbar)
• 材质: 铝、球磨铸铁

• 公称尺寸8" (200 mm) API螺栓式

• 压力: 2, 4, 6, 8, 12, 16, 24, 32 oz (8.6, 17.2, 26.0, 
 34.4, 52.0, 69.0, 103.0, 138.0mbar)
• 真空: 0.4, 0.9, 3.5 oz (1.7, 3.9, 15.0 mbar)
• 材质: 铝

• 公称尺寸8" (200 mm) API螺栓式

• 压力: 4, 6, 8, 12, 16, 24*, 32* oz (17.2, 26.0, 34.4, 
 52.0, 69.0, 103.0*, 138.0*mbar)
• 真空: 0.4, 0.9, 3.5 oz (1.7, 3.9, 15.0 mbar)
• 材质: 铝

*不适用于ES - 660 - HF型

• API / ANSI螺栓式，尺寸: 8" (200 mm)
• ANSI螺栓式，尺寸: 4", 6" (100 mm, 150 mm)
• 材质: 铝、碳钢、不锈钢口

特点和优势



设计用于提供快速进入储罐的产品

计量、温度测试和取样。

在罐顶阀门上可选配可靠的有线或

无线监测技术，可在控制室监测罐

顶设备，提高安全性。

尺寸范围: 4", 6", 8",10"
连接方式: ANSI Class 125平面法兰钻孔 (铝),
 焊接 (仅适用于标准碳钢材质)
工作压力: 最高至 3 psig [0.207 barg]

可选附件：

压力开关、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

无线位置监控器

Varec 42 系列取样口和计量口

无线方案

取样口//无线方案

Varec 取样口/无线方案 特点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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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过程管理

上海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277号
电话: +86 21 2892 9000
传真: +86 21 2892 9001 

北京

电话: +86 10 8572 6666
广州

电话: +86 20 2883 8900
成都

电话: +86 28 8536 0000
济南

电话: +86 531 8209 7188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isherregulators.com/ena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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