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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件闸阀 / 截止阀 / 止回阀

●闸阀 / 截止阀 / 止回阀

设计标准： API602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 1/4”～ 2”

压力范围：150LB ～ 2500LB

连接方式：SW、NPT、RF、BW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

镐合金、镍铝青铜等等

栓接或焊接式阀盖

刚性闸板（闸阀）

塞形阀瓣或针形阀瓣（截止阀）

旋启式或升降式阀瓣（止回阀）             

全通径或者缩径

整体法兰或锻焊结构

设计特色：

设计标准：API 600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2”~24”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TJ、BW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

镐合金、镍铝青铜等等

阀盖形式：焊接阀盖、压力自密封结构、OS&Y

铸造闸阀

设计标准：BS 1873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2”~16”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TJ、BW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

镐合金、镍铝青铜等等

阀盖形式：焊接阀盖、压力自密封结构、OS&Y

铸造截止阀

设计标准：BS 1868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2”~24”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TJ、BW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

镐合金、镍铝青铜等等

阀盖形式：焊接阀盖、压力自密封结构

旋启式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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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阀

设计标准：API609 MSS SP-67.68

口径范围：2”～ 120”

压力范围：ASME 150LB~300LB

连接方式：WAF、LUG、RF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

钛合金、镐合金、镍铝青铜等等

两偏心设计

软密封设计

防火设计

零泄漏性能

设计特色：

双偏心蝶阀

设计标准：API 6D、ASME B16.34

检验标准：API 6D、API 598

口径范围：1/2”～ 20”

压力范围：150LB ～ 2500LB

连接方式：RF、RJ、BW、NPT、SW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镐合金、

镍铝青铜等等   

设计特色：

DBB球阀

设计标准：API609

口径范围：2”～ 120”

压力范围：ASME 150LB~ 600LB

连接方式：WAF、LUG、RF、BW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

钛合金、镐合金、镍铝青铜等等

零泄漏

纯硬密封层或多层次硬密封

可选双向密封要求

摩擦力小

设计特色：

三偏心蝶阀

设计标准： BS5351

口径范围： 1/2”～ 8”

压力范围：ASME 150LB~600LB

连接方式：RF、RTJ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镐合金、

镍铝青铜等等

浮动式球阀

设计标准：API6D

口径范围：2”～ 60”

压力范围：ASME 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TJ、BW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镐合金、

镍铝青铜等等

设计特色：

固定式球阀

全通径或缩径

两片式或三片式阀体

软密封设计

双阻双排结构

自动泄压结构

可锁设计

可选浮动和固定结构

防火设计

防静电设计

防飞出阀杆

DBB 功能

防火设计

防静电装置

防飞出阀杆

阀座的紧急密封系统

可在线维修更换

设计特色：

全通径或缩径

一片式或两片式阀体

软密封设计

防火设计

防静电装置

防吹出阀杆

●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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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管闸阀

设计标准：API 602 API 600

口径范围：1/2”～ 24”

压力范围：150LB ～ 2500LB

连接方式：RF、RJ、BW、SW、NPT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镐合金、

镍铝青铜等等

波纹管设计

加长阀杆设计

手动、电动、气动操作

设计特色：

波纹管截止阀

设计标准：API 602 BS 1873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1/2”～ 16”

压力范围：150LB ～ 2500LB

连接方式：RF、RJ、BW、SW、NPT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镐合金、

镍铝青铜等等

波纹管设计

加长阀杆设计

手动、电动、气动操作

设计特色：

设计标准：ASME B16.34，BS6364，API6D

口径范围：1/2’’~2’’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BW

使用温度： -196°C 以下

阀体材质：CF8，CF3，CF8M，CF3M

滴水盘设计

低泄漏填料

防火、防静电、阀杆防吹出设计

浮动结构

延长阀盖使填料函远离介质

SIL 认证

适合低温和超低温设计

设计特色：

●超低温阀门

超低温侧装式浮动球阀

设计标准：ASME B16.34，BS6364，API6D

口径范围：2’’~6’’

压力范围：150LB~1500LB

连接方式：RF，RJ，BW

使用温度 ：-196°C 以下

阀体材质：CF8，CF3，CF8M，CF3M

滴水盘设计

低泄漏填料

双 Lip-Seal 设计

防火、防静电、阀杆防吹出设计

在线进行维修、维护和更换

延长阀盖使填料函远离介质

SIL 认证

适合低温和超低温设计

设计特色：

超低温上装式固定球阀

●波纹管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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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温三片式固定球阀

滴水盘设计

低泄漏填料

双 Lip-Seal 设计

防火、防静电、阀杆防吹出设计

延长阀盖使填料函远离介质

SIL 认证

适合低温和超低温设计

设计特色：

超低温闸阀

滴水盘设计

低泄漏填料

延长阀盖使填料函远离介质

采用泄压孔防止内腔压力异常升压

适合低温和超低温设计

设计特色：

设计标准：BS6364，API602，BS1873

口径范围：1/2’’~12’’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J，BW，SW，NPT

使用温度： -196°C 以下

阀体材质：304，304L，316，316L

滴水盘设计

低泄漏填料

延长阀盖使填料函远离介质

适合低温和超低温设计

设计特色：

超低温截止阀

设计标准：BS6364，API602，BS1868

口径范围：1/2’’~12’’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J，BW，SW，NPT

使用温度：-196°C 以下

阀体材质： 304，304L，316，316L

升降式 / 旋启式结构

适合低温和超低温设计

设计特色：

超低温止回阀

设计标准：ASME B16.34，BS6364，API6D

口径范围：2’’~12’’ 

压力范围：150LB~1500LB

连接方式：RF，BW，RTJ

使用温度：-196°C 以下

阀体材质：F304，F304L，F316，F316L

设计标准：BS6364，API602，API600 

口径范围：1/2’’~12’’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J，BW，SW，NPT

使用温度：-196°C 以下

阀体材质：304，304L，316，31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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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标准：API 602、BS1873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1/2”~12”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TJ、BW、SW、NPT

阀体材质：

镍基合金、钛合金、镐合金、镍铝青铜、双相钢等等特殊材料

适用工况：

超高温、超低温、强酸、强碱、含 CL 离子等等特殊工况

阀盖形式：焊接阀盖、压力自密封结构、OS&Y

Y型截止阀

●特殊结构阀门

设计标准：ASME B16.34

口径范围：2”～ 24”

压力范围：150LB~1500LB

连接方式： RF

阀体材质：碳钢、不锈钢、合金钢、双相钢、镍基合、钛合金、镐合金、

镍铝青铜等等

L 型或 T 型设计

软密封阀座

防火设计

防静电设计

防飞出阀杆

可选的阀门锁定装置

设计特色：

三通、四通球阀

设计标准：API 6D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2”~24”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RF、RTJ

阀体材质：镍基合金、钛合金、镐合金、镍铝青铜、双相钢等等

特殊材料

适用工况：超高温、强酸、强碱、含 CL 离子等等特殊工况

轴流式止回阀

设计标准：API 594

检验标准：API 598

口径范围：2”~24”

压力范围：150LB~2500LB

连接方式：WAFER、LUG

阀体材质：镍基合金、钛合金、镐合金、镍铝青铜、双相钢等等

特殊材料

适用工况：超高温、强酸、强碱、含 CL 离子等等特殊工况

对夹双瓣式止回阀

设计标准：API 6D、ASME B16.34

检验标准：API 6D、API 598

口径范围：2”～ 24”

压力范围：150LB ～ 1500LB

连接方式：RF、RJ、BW

阀体材质：碳钢，合金钢，不锈钢，双相钢，镍基合金，钛材，铜材

防火、防静电、防阀杆吹出设计 

配置排污阀和放空阀 

联锁设计 

观察阀门内腔压力

设计特色：

清管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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