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valve people

水处理  污水处理
阀门 ▪执行器 ▪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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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污水处理技术对系统中安
装的组件要求很高。一方面，
对饮用水等要求非常高的介质
的处理至关重要。另一方面，
含有固体的腐蚀性和研磨性介
质（如废水和污水污泥）对所

用材料的耐磨性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

EBRO提供了广泛的阀门、执行
器和控制装置以满足几乎所有行
业的应用。所有适用于饮用水和

燃气供应系统的阀门，并符合
DVGW要求。

我们可为水与污水行业提供完

EBRO | 解决方案

产品应用
EBRO 开关与控制阀在水与污水行业的解决方案

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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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产品 | 水处理技术

中线软密封开关和控制蝶阀安装在符合 EN1092 标准的法兰中，并经 DVGW 批准用于水处理系统。

Z014-A

Z011-A

该系列带螺纹孔的阀门可在饮用水供应管线的终端法兰单侧安装。它也可用于管路末端阀。

公称通径: DN 20 - DN 600
工作温度 : -40°C 至 +20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6 bar

公称通径: DN 20 - DN 1200
工作温度 : -40°C 至 +20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6 bar

Z 014-A

单面法兰安装的完美解决方案 

Z 011-A

蝶阀适用于饮用水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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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产品 | 水处理技术 

此类型蝶阀非常适用于塑料管道，并且具有减小内径的阀板的设计。

Z414-A

Z411-A

 

这种类型的蝶阀非常适合塑料管道，并且具有减小内径的阀板设计。

公称通径: da50 (DN 40) - da630 (DN600) = (SDR11) 
da50 (DN 40) - da500 (DN 500) = 
(SDR17 / SDR17,6 / SDR33)

工作温度 : -10°C 至 +16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0 bar SDR11,0 (PE-80)
最大  10 bar SDR17,0 (PE-100)
最大    6 bar SDR17,6 (PE-80)
最大    5 bar SDR33,0 (PE-100)

公称通径: da50 (DN 40) - da630 (DN600) = (SDR11) 
da50 (DN 40) - da500 (DN 500) = 
(SDR17 / SDR17,6 / SDR33)

工作温度 : -10°C 至 +16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0 bar SDR11,0 (PE-80)
最大  10 bar SDR17,0 (PE-100)
最大    6 bar SDR17,6 (PE-80)
最大    5 bar SDR33,0 (PE-100)

Z 414-A

用于PE和PP管道的，单面法兰安装阀门

Z 411-A
使用于PE 和 PP 管道，专业的解决方案。

这种结构可以防止阀板接触法兰中的管壁。

 

由于有螺纹孔设计，该阀门也可用作终端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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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2-K1

F012-A

中线双法兰蝶阀，短阀体K1型蝶阀符合 DVGW 标准，用于饮用水供应管线。

公称通径: DN 150 - DN 2000
工作温度: -40°C 至 +200°C

(最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6 bar

公称通径: DN 50 - DN 1200
工作温度 : -40°C 至 +200°C 

(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
工作压力: 最大 25 bar

F 012-K1

短系列双法兰蝶阀，主要应用在重载工况下。

F 012-A

应用产品  |  水处理技术 

中线软密封双法兰蝶阀，坚固的阀体和硫化阀座密封适用于冷却工艺水和海水淡化的重载工况的应用。

短系列双法兰蝶阀，主要应用在重载工况下。

用于单面法兰安装的双法兰阀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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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011-A Gas

Z 014-A Gas

F 012-A Gas

符合 DVGW 标准，该开关阀适用于安装在供气管线法兰之间。

中线软密封双法兰蝶阀配硫化橡胶密封，符合DVGW标准用于供气管道。

公称通径: DN 20 - DN 1200
工作温度  : -40°C 至 +200 °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6 bar

公称通径: DN 20 - DN 600
工作温度 : -40°C 至 + 20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6 bar

Z 011-A

对夹式蝶阀适用于供气管线。

Z 014-A

单面法兰安装的完美解决方案 

公称通径: DN 50 - DN 1200
工作温度  : -40°C 至 +20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25 bar

F 012-A

产品应用 | 供气管线

这一系列带有螺纹孔的阀门可实现供气管线的终端法兰的单侧安装。
它也可用于管道末端。 

双法兰蝶阀用于单面法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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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of the Cycle-Lock available as an animation on the Internet.

应用产品 | 水处理技术

刀闸阀安装在法兰之间，用于固体含量高达 5%污水水处理工艺中。

WB 14

WB 11

该系列带螺纹孔的阀门可在满载情况压力下单面法兰污水管中应用。

公称通径: DN 50 - DN 600
工作温度 : -10°C 至 + 12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0 bar (取决于公称通径)

公称通径: DN 50 - DN 1600
工作温度 : -10°C 至  + 120°C

(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
工作压力: 最大 10 bar (最决于公称通径)

WB 14
在满载的情况下，单面法兰安装的解决方案。

WB 11

刀闸阀用于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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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of the Cycle-Lock available as an animation on the Internet.

应用产品 | 水处理技术

WB 12

公称通径: DN 150 - DN 200
工作温度: 最高至 +120°C

(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
工作压力: 最大  4 bar 

WB 12

刀闸阀用于泥浆和含悬浮固体液体中。

双向密封、带延伸面对面的方形法兰和集成法兰垫片使得安装和更换其他类型阀门非常容易。

MV

公称通径: DN 50 - DN 1600
工作温度: 最高 +425°C

(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
工作压力: 最大 16 bar ( 取决于公称通径 )

MV
经济型刀闸阀适用于污水处理厂

单向密封刀闸阀,安装在固体含量高达5%的污水管道法兰之间。也可使用阀板进行节流。

阀门法兰也可用于管道末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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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产品  | 水处理技术 

F012-DE

KFS / KOS

RV

坚固安全的双偏心双法兰蝶阀，可提供 EKB 或 DVGW 批准的涂层。此开关阀也适用于地下安装。

软密封闸阀采用EKB或搪瓷涂层应用于饮用水供应管道，长度为GR 14和GR 15，也适用于地下安装。

切断式止回阀 RV 带轴和橡胶包覆阀板，可选配置：排水螺栓/提升装置/传感器安装/垂直安装的关闭弹簧。 

公称通径: DN 40 - DN 400
工作温度: -20°C 至 +50°C

(取决于压力、介质、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16 bar

公称通径: DN 80 - DN 300
工作温度 : -20°C 至 +50°C, 

(取决于压力、介质、材质)
工作压力: 最大 16 bar

F 012-DE
供水系统和运输管道的解决方案 

RV

经济型全流道止回阀 

公称通径: DN 150 - DN 1400
工作温度 : -20°C 至 +50°C

(取决于压力、介质和材质 )

工作压力: 最大16 bar

KFS/KOS 楔形闸阀或楔形闸门，获得DVGW
认证，也可用于地下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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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产品  | 水处理技术

RSK

公称通径： DN 32 - DN 1000
工作温度： -196°C 至 +400°C, 

( 取决于压力、价质和材质 )
工作压力： 最大 8 bar   塑料版

最大 16 bar 金属版

RSK
广泛应用于各行业

塑料版和金属版本

对夹式法兰设计止回阀带有一体式连接元件或作为两片式止回阀-金属或弹性密封。压力损失小，
开启压力低。依照 DIN / ANSI  法兰标准在水平或垂直管道系统中安装。

Penstocks 用于水渠、储存罐和管道
进口符合 DIN 19569-4 标准

PENSTOCKS 

公称通径: DN 200*200 ~ 1200*1200 
( DN 100 - DN 2000口径备询)

作为一种设计紧凑的焊接结构，适用于螺杆提升沟渠闸阀、管道闸阀和深水闸阀
是三面或四面密封的开关阀，根据阀门静水荷载和尺寸有所不同。它们安装在蓄
水池墙体的预留给排水开口前或复合树脂锚以及灌浆砂浆建造的管道中。适用于
开启和关闭管道或沟渠。



The valve people

依博罗集团总部位于德国哈根市，是世界著 

我们拥有遍布全球生产厂,  分公司及代表处，

关于我们

www.ebro-armaturen.com

post@ebro-armaturen.compost@ebro-armaturen.com

EBRO ARMATUREN
Gebr. Bröer GmbH

Karlstr. 8
D-58135 Hagen

Phone +49 (0)2331 / 904 – 0
Telefax +49 (0)2331 / 904 – 111

A company of the Bröer Group

www.ebro-armaturen.com

名的阀门、执行器和自动化附件制造商之一。 

业合作伙伴。

质的产品，使我们成为世界知名的机械制造

保证产品的快速交付。丰富的应用经验，优

作为德国家族式企业，我们拥有高效的流程，

行业，我们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的研究与公司的发展。 针对各种不同的应用

优秀的技术团队，并持续不断的投资于产品

www.ebro.cn

ebrobj@ebro.cnebrobj@ebro.cn

依博罗阀门（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工业区经海四路8号

电话:

 

010-87851000

 
  

中国全资子公司

www.ebr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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