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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综述
在该说明中，“刀闸阀”可简称“阀门”。

A1 符号
在本说明中，注意和警告均使用符号标记：

XXXXX

危险/警告
表示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危险情况。

建议
表示希望遵守的指令。 

信息
需要跟进的有用信息。 .

如果用户不遵守这些说明和警告，则可能会发生危险情况，并可能导致制造商的保证失效。

A2 阀门预期用途

预设 BV, D2G, HG, HL, HP, HX, JTV, MP, MV, RKO, RKS, SLF, SLV, SLH, SLX, TV, XV 和 WB 型阀门功能 - 安装
在管道系统的法兰之间 -以实现在允许的压力/温度限制范围内关闭、开启或控制流量。

所有压力和温度的限值取决于阀体、闸板和阀座的材料。各类阀门数据表中定义了温度限值。最大工作压力标记在阀体
和挡板的标签上。

介质流不得出现振动和 /或压力阻塞。周围环境不得对阀门产生任何风险。也就是说，爆炸性环境-被归类为ATEX区域     
并进行了相应标记的阀门除外。

刀闸阀的首选安装位置位于向上移动的执行机构上 - RKO、JTV 和 D2G 除外。

在阀门操作方面：
• 制造商针对 EC指令的声明，
• 随阀门一起提供的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

如果用户未遵守“阀门预期用途”的相关要求，则斯达芬阀门公司不对其产品承担任何责任。

A3 相关文件

更多的阀门信息，请访问 www.stafsjo.com

ds  + 阀门类型  (例 ds-BV )  技术信息数据表（尺寸、材料和规格等）
mi  + 阀门类型 (例 mi-BV ) = 针对每个阀门类型的维护说明。
sp  + 阀门类型 (例 -BV ) = 不同类型阀门的备件。
acc + 附件类型 (例 acc-SV) =用于不同类型的阀门附件，例如：电磁阀。
stafsjo-阀门规格 = 阀门和附件的规格说明。

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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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阀门标记

每个阀门均需标记以下： 

另外：铸造在阀体上的标记：  

DN XXXX:  (mm)   公称直径
PN XX:       (bar)    阀体压力等级
i.e. GGG50         阀体材料 

上述标签不得被移除、涂改或覆盖。

上述标签所标记的“最大工作压力”指的是阀门开启时的最大允许压力。密闭阀门的最大允许压力可能会低一
些，也应在标签上予以标记。更多相关详细请参阅数据表，数据表可以从网站 www.stafsjo.com 下载。
 

请参阅与任何斯达芬公司相关的阀门标记“序列号”。

A5  运输、储存和装卸

备注：
更多规定，请参阅执行机构说明(如有)。

储存和运输：
储存期间保持阀门处于开启位置，以确保其实现预期功能，同时保护闸板抛光的表面。将阀门储存在干净和干燥的环境.
中并保护其不受污垢、灰尘和其它污染物的影响。请勿将阀门放置于阳光直射的地方。如果阀门储存在户外，应使用塑
料箔或类似材料将其紧紧包裹起来，以使其免受湿气或任何灰尘的污染。另外，应确保将阀门储存在高处，以避免被雨
雪淹没的风险。

根据交货条款要求对阀门进行包装。到达目的地时，执行目视检查很重要。如果检查时发现运输损坏，
则应将该损坏报告给运输公司。

装卸：
应使用软带提升和移动阀门。在阀体上放置和固定软带（如图1所示）。
确保所有设备的设计均能承载阀门重量。

切勿放置起重设备：
• 在执行机构、附件或闸板防护上。
• 在刀闸阀的孔中（因为其会导致阀座和压环出现损坏）。

阀座和闸板材料的识别标签

图1 

序号： 序列号包括年
 

–
单独编号 订单编号。

CE 根据需要进行标识。

最大工作压力  
阀体/压差： 10/10 BAR

00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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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注意，EC型气动执行器顶部的螺纹孔仅可用于起吊气动执行器本身（见图 2）。

B) 安装/功能性检查

本说明包括了在（管道）系统上安装阀门时，针对可预见风险的安全建议。用户必须完整阅读本说明
的警示部分内容，以详细了解系统，并遵守本系统的所有要求。 

B1 安装安全警告

• 安装应由专业的人员来完成。专业的人员指的是能够根据自身工作经验来判断风险，并正确地
执行工作，以及能够检测并消除可能存在风险的人员。

• 安装完成后，阀门功能应符合阀门和执行机构（如有）预期用途，请参阅第A2章。
• 在安装结束时，压盖螺栓应按照第B7 章中的表格进行拧紧操作。
• 不配备执行机构的阀门不应安装到（管道）系统中。
• 有些类型阀门可以安装在管道终端。更多要求和相关信息，请联系斯达芬公司。

Danger

1.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操作配备有执行机构的阀门：
• 阀门安装在法兰之间或法兰和保护装置之间。
• 自动阀门的阀板保护罩要安装在档板上。

2. 如果刀闸阀作为终端阀安装在管道中，则需安装防护设备，以防止人员离阀门太近，同
时，还可以防止在开启状态下，系统中传输的介质外漏。

如果不遵守本条规定，将直接威胁到人员生命和健康安全。如有任何违规操作，用户将承担全责。

B2 安装条件

安装时应确保：
• 根据“阀门预期用途”安装阀门，见第A2 章。遵守阀门标记相关规定，见第A4 章。
• 管道部分不得有振动或其它机械压力，否则将会导致阀体变形，并且影响阀门的密封性和/或操作能力。
• 周围环境不得对阀门、执行器或附件产生任何风险。也就是说，爆炸性环境—被归类为ATEX区域         并进行了相应标记
的阀门除外。

• 法兰、管道和阀门均为空的，不包含任何固体和尖的颗粒。
• 阀门安装于法兰（固定的或松动的）之间，从而确保对该阀门被牢固地固定，并保持法兰处于压紧状态。

• 如果阀门被放置在靠近温度超过阀门或其执行机构最高允许温度的热源时，应防止刀闸阀受到辐射热的影响。
• 法兰的配合面（=垫片接触）应完全覆盖压环。关于法兰钻孔、螺纹、螺栓长度和数量的信息，请参阅www.stafsjo.com  
 上的数据表。

• 遵守随执行机构提供的说明（如有）。
• 管道无压力。
• 执行机构的说明中可能存在其他附加的规定 -在阀门安装之前，应专门调整阀门至正确的开关位置。 

OK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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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压力、流动方向和阀门位置

当阀门开启时，P1 = P2，管道压力不得超过每个阀门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当阀门关闭时，压力差 ∆P，

压差 ∆P 不得超过每个阀门的最大允许压差。阀门关闭时最大允许压差，请参阅数据表。

• XV, HL, HG, HP, HX, BV, WB, D2G , SLV, SLF, SLH and SLX型阀门是双向阀门，因此可以不受管道中任何方向

• 仅对 MP      刀闸阀有效：
这种阀门为双向阀门，但是有一个优选的压力方向。当阀座一侧被安装作阀门出口（朝着 P2）时，且 P1 > P2 的情况 
下，上述优选方向即被实现。

• 仅对 MV 刀闸阀有效：
MV 刀闸阀在流动方向上具有不同的压差 ∆P 容量。 当阀座一侧被安装作阀门出口（朝向 P2）时，且 P1 > P2 的情况下，
达到阀门的最大 ∆P 容量。当阀门关闭时，压力比应当为 P1 > P2。配备有特殊阀座的部分口径 MV 刀闸阀能够处理一
些反向的差压。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stafsjo.com 上的数据表。

• 仅对 RKO 和 RKS 刀闸阀有效： RKO 和 RKS 刀闸阀在流动方向上具有不同的压差 ∆P 容量。当阀座一侧被安装作阀门
进口（朝向P1 ）时，且P1 > P2 的情况下达到阀门的最大 ∆ P 容量。当阀门关闭时，压力比应当为 P1 > P2。  

• 仅对 TV 刀闸阀有效：
TV 刀闸阀的阀座一侧安装到罐体上。可移动式压环应朝向罐方向，只有在罐体为空的状态下，才能对阀座进行更换操
作。

• 所有阀门类型，（D2G, JTV, RKO和 RKS 阀门除外）最好安装在水平管道（系统）上并使所配备的执行机构垂直向
上。
仅对D2G, RKO, JTV 和 RKS 有效：
上述类型阀门也可设计安装在垂直管道上。

B4 特殊情况的必要支撑

大尺寸阀门及其执行机构的自重可能导致阀门受力/变形，这可能会影响阀门功能，特别是当阀门安装于倾斜位置上或垂直
管道中时。在上述情况下，阀门或执行机构应当配备必要的支撑，以避免出现功能故障。

B5 安装步骤

对于手轮操作阀门，如果在交付时手轮未安装，则应按照以下步骤将手轮组装到阀门上。

图 3

阀座侧面

RKO, RKS 阀座侧面 MV

P1 P2

压差的影响而进行安装。

  是 P1 和 P2 ( ∆P = ± (P1 - P2) 的差。

处于振动环境或承受其他机械压力的阀门，将会影响阀门密封性和操作性。在此情况下，阀门及其执行机构应当配备必要
的支撑，以避免出现功能故障。支撑部分由客户负责，斯达芬公司将会对其请求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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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装配升杆的手轮                                                                                        装配升杆的手轮              

1.将手轮组装到阀门上。检查执
行机构，轴承和连接法兰之间

固定手轮。

 

 

1.将拉杆的螺母拧松，然后拆
下原有法兰。

2.将手轮装置组装到拉杆上， 
使用垫圈和螺母将其固定。

3.拆下安全销。出于安全考虑
，只有安装了手轮装置，并
且闸板 型接头销正确地连
接到闸板之后，才能将安全

销拆下
 
。

组装手轮时，应将阀门安装入管道（系统）中。

安装阀门时，应务必确保：

• 阀门中心线与法兰管中心线重合。
• 管道法兰面必须与阀门保持完全平行。 

如果法兰和阀门没有对中，阀门可能会由于腐蚀损坏，还可能出现积尘，导致阀门堵塞和腐蚀。  

• RKO 和XV 型阀门只能安装在关闭位置！
•  SLV , SLF, SLH 和 SLX 类型阀门只能安装在开启的位置！
• 当SLV 和SLF 阀体底盖关闭和 /或当 SLH 和SLX 清洗孔被栓塞时，如果为非清洁的液体，建议通过

清洗孔进行清洗。

1. 将垫片放置于阀体和法兰之间。检查垫片是否完全居中，以及是否盖住了整个压环表面。

 仅对WB , SLV , SLF，SLH 和 SLX刀闸阀有效： 
 配备有集成橡胶法兰垫片-不需要安装额外的垫片。 

2. 润滑螺栓。允许对法兰进行预先润滑，以便后续拆卸螺栓更容易。

所有阀门类型: 必须使用合适长度的法兰螺栓。
• 太长的螺栓 可能引起阀体变形，从而导致法兰的泄漏。
• 螺栓太短 可能在安装时引起阀体内螺纹孔变形。

根据数据表中的法兰钻孔信息，选择具有适合的螺纹和长度的螺栓。

图 4 手轮装配

图 5

是否存在摇晃的现象。如有则

消除摇晃。然后使用锁紧螺母

逆时针方向旋转手轮360度以
  

使U 型接头插入阀板，然后
用圆柱销和开口销将其固定。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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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铸铁材料构成的所有阀门类型 (WB) :
由于材料较脆，安装时应特别注意。将阀门放置于法兰之间。首先使用不超过下表最大扭矩的方式拧紧穿
透螺栓，从而使得法兰接近阀门。然后收紧盲孔螺栓。

DN 350 400 450 500 600
Nm 140 160 160 180 180
Lbf.ft 103 118 118 132 132

3. 首先手动拧紧螺栓，然后十字交叉且均匀地向垫片上施加负载，按照垫片制造商所规定的扭矩。
和 SLX 型阀门组装时，应确保阀体和管道法兰的配合面实现金属/金属接触。见图6。  

SLV, SLF, SLH 

                                            

                                                       1=错误                 2     =错误                3=正确

在确保法兰居中的同时，应确保其覆盖阀座四周的金属框架（见 图3）。
十字交叉式地拧紧法兰螺栓，以消除阀体和法兰之间的任何间隙。

         
        

 当阀门每次动作后，为确保阀座处于正确的位置。

• 当管道为橡胶衬里或/和法兰部分或全部被橡胶包覆。      

•

•

如果已定购负载分配环，则在交付时将其作为标准件装配在阀门上。

4. 为了完成安装，通过开/关阀门进行操作测试，并应遵守执行机构说明（如有）。

• 配备有手轮的阀门应使用手部力量进行操作。关闭阀门时，异常过大的力可能对其造成破坏。

• 配备有电动/气动执行机构的阀门应当使用设备控制信号对其进行操作，将其移动到最终位置，即
开启和关闭。

• 执行机构和设备控制系统的连接必须遵守执行机构操作说明。

5. 如果对管道进行冲洗以实现完全清除，则必须将阀门100%打开。

斯达芬已对所提供的配备有执行机构的阀门进行了准确调整，以停止在正确位置：
只要阀门可以正常运行，则无须再进行调整。

    图 6

图 7

针对SLV,SLF, SLH 和 SLX 阀门，如下情况下我们推荐使用负载分配环(LDR) :

连接管道或/和法兰的内径大于阀门的入口直径。

当凸面法兰的外部直径不足以覆盖阀座周围的金属框架，为了实现阀门与法兰之间的金属与金属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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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配备电动执行机构的阀门：
通过限位开关信号确保执行机构电机停止在执行机构的关闭和开启位置。异常过大的力可能造成阀门的损坏。
扭矩开关的信号可用作故障信号。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执行机构说明。

B6 安装在    ATEX分类区域        
备注:
其他规定，请参阅执行机构说明（如有）。
本                说明与本文档所提及的其他说明同样有效。 ATEX 

在 ATEX-分类区域，  按照 ATEX指令 2014/34/EU的规定，只能安装有ATEX 分类和相关标记的阀门。

上述附加要求为了保证如下：
• 阀门是装置接地系统的一部分。
• 用户根据 ATEX 指令 2014/34/EU的进行了管道和阀门风险分析。     i    

B7 安装后的压力测试（如有必要）

每个阀门在交付前均由制造商按照 EN12266-1 的规定进行了测试。对于安装刀闸阀管道部分的压力测试而言，尽管系统条 
件适用，但仍存在下列限制：

• 压力测试不得超过        倍1,5 阀门最大工作压力（请参见阀门标记），闸板应当处于开启状态。 
• 在阀门处于关闭位置的时，压力测试不得超过        倍 1,1  优选方向的差压，（请参阅数据表），以防止闸板过载。

在进行本操作时，应检查填料函的密封状态：
如果存在泄漏：
应十字交叉且均匀地拧紧填料压盖螺栓，直到停止泄漏。切务进行没有必要过度的拧紧！

推荐最大扭矩
公称直径 DN 50 – DN 80 DN 100 – DN 150 DN 200 – DN 300 > DN 350
Nm 20 25 30 35

Ibf x ft 15 18 22 26

对于HP、HX和其他高压型阀门而言，应遵守附加说明：“高压刀闸阀的安装-拧紧填料压盖或双重填料
压盖”。

B8 拆卸阀门

备注：
其他规定，请参阅执行机构说明（如有）。

相同的安全说明适用于连接执行机构（如有）的管道（系统）和控制系统。请务必遵守这些规定。

   危险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将阀门从管道中拆下：
• 管道无压力，且管道为空
• 切断了所有电动和/或气动/液压连接

如果不遵守本条规定，将直接威胁到人员生命和健康安全。如有任何违规操作，用户将承担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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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列步骤拆卸阀门：
1. 降低管道部分的压力，并将其完全排干。
2. 切断所有电动和/或气动/液压连接。
3. 如有需要，固定并使用软带（请参阅第A5章中图1）。确保阀门、闸板、闸板防护或任何附件不被损坏。
4. 将阀门从管道中取出时应注意，避免法兰垫片损坏。
5. 运输和储存，请遵守第A5章规定。

C) 使用与维护
备注
其他相关规定，请参阅执行机构说明（如有）。

用户应按照机械指令2006/42/EC对管道系统进行风险分析。斯达芬公司将提供下列文件：
• 原版阀门安装和使用说明。
• 执行机构安装和维护说明（如有）。
• 制造商针对EC 指令的声明。

本说明包括阀门使用过程中在工业应用方面任何可预见风险的安全提示。用户/ 设计者有责任遵守本说明的
特定风险的提示。

关于斯达芬公司阀门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见                                      www.stafsjo.com

C1 使用与维护安全警告

• 在操作中，阀门功能应符合“阀门预期用途”，见第 A2 章。

• 阀门维护条件应符合阀门标记的规定，见第 A4 章。

• 使用和维护均应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专业的人员系指通过培训而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经验，能够
准确地评估和执行相应工作以及识别并消除潜在隐患的人员。

• 在使用过程中，应定期检查阀门（最好是每天）是否有泄漏或其他可能影响人身安全的外部影响。

• 如果在检查或运行测试中发现存在故障或问题，必须尽快对阀门进行维护。

• 预期用于 ATEX 区域的阀门必须按照 ATEX 指令进行标记。

• 每次启动时，均应通过目视检查填料函是否存在泄漏现象。如果存在任何泄漏，应根据第 B7 章表
格规定拧紧螺栓。除此之外，当管道受压时，不允许对阀门进行任何维护。

• 对执行机构进行维护或维修时，如第B8章中所述应将其断开。在执行任何维护前，必须保持管道
无压力，阀门两侧均需要排空。

• 一些阀门可以安装用作终端阀。特殊需求和更多信息，请联系斯达芬公司。

• 阀门外部零件的温度取决于内部的流体温度-用户需对隔离防护负责。

• 当SLV 和SLF 阀体底盖关闭和 /或当 SLH 和SLX 清洗孔被栓塞时，如果为非清洁的液体，建议通过
清洗孔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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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1. 配备有压盖的压盖填料函确保没有任何介质进入闸板退出阀体的周围环境中。当需更换压盖填料函
（填料）时，必须松开压盖螺栓，管道应当减压并排空。

2. 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可启动配备有执行机构的阀门：
• 阀门安装在法兰之间或法兰和保护装置之间。
• 自动阀门的阀板保护罩要安装在档板上。

3. 如果将刀闸阀作为终端阀安装在管道中，请务必安装防护设备以防止人员接近阀门，并防止阀门
    开启时，阀门遭受系统中所输送介质的影响。

C2 手动和自动驱动 
配备有手轮的刀闸阀应顺时针关闭。

配备有自动执行机构的阀门将按照装置控制系统的信号运作。斯达芬已对所提供的配备有执行机构的阀门进行了准确调整， 
以停止在正确结束位置。只要阀门可以正常运行，则无须再进行调整。

不经常操作的阀门：
 
应每月进行一次完全驱动测试，以验证阀门可正常操作。 

C3 维护 
阀座和填料函为易磨损零件，必须定期更换。更换间隔取决于应用和运行数据，如刀闸阀应用介质的压力、温度、腐蚀性 
、介质材质对阀门的化学和机械性的影响等。

用于控制手动、涡轮、电动阀门开关的丝杆，交货后丝杆需润滑，并确保定期进行润滑。

只要在阀门密闭和丝杆润滑的状态下，必须执行的维护是对填料函的气密性进行目视检查。发生泄漏时需拧紧压盖，  
推荐的最大扭矩，见第  B7 章。 

C4 故障排除

问题 原因 措施
填料函泄漏  压盖螺栓过于松动 *

填料函磨损严重
填料函错误安装
闸板损坏

请参阅斯达芬公司发布的维护说明。
 

下载网址： www.stafsjo.com

法兰连接处泄漏 法兰螺栓的长度错误
法兰螺栓松动
阀门没有位于法兰连接的中心
阀门与法兰未平行
垫片未居中
不符合规定的垫片材料 

请参阅本说明，第B7章。
请参阅斯达芬的维护说明和相关数据表 。

下载网址：www.stafsjo.com

内漏 阀座/密封件磨损严重
阀门不能100% 关闭
阀座和闸板损坏

请参阅斯达芬公司发布的相关维护说明。
 

下载网址： www.stafsjo.com
请参阅执行机构说明（如有）

如果不遵守本条规定，将直接威胁到人员生命和健康安全。如有任何违规操作，用户将承担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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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板不能完全开启/关闭 执行机构故障
限位开关设置故障
阀门堵塞
阀座/密封件或闸板损坏

请参阅执行机构/附件相关说明
请参阅斯达芬公司发布的相关维护说明

下载网址：www.stafsjo.com

阀板不能顺利开启/关闭 执行机构故障
阀门堵塞

空气压力不足  
空气流量不足

请参阅执行机构相关说明
请参阅斯达芬公司发布的相关维护说明。

下载网址：www.stafsjo.com

阀门开关费力 压盖螺母拧紧扭矩过高
阀门受压力/张力
阀门堵塞或变形
阀座或闸板损坏

请参阅斯达芬公司发布的相关维护说明。

下载网址：www.stafsjo.com

                                               * 当拧紧填料函螺栓时，见第 B7 节中表格。

斯达芬公司向用户提供阀门的维护。更多有关信息，请联系斯达芬公司或当地销售代表。
如果未经测试或获得斯达芬公司批准的易磨损备件用于阀门维修，斯达芬公司不对其产品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在进行维护时
不遵守维护说明的规定，斯达芬公司不对其产品承担任何责任。

阀座/密封件或闸板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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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EU（欧盟）指令的声明
制造商，瑞典斯达芬公司            SE-  618 95 , 声明D2G, HG, HL, HP, HX, JTV, MP, MV, RKO, RKS, SLF, SLV, SLH, SLX, TV, XV 和  
阀门均按照下列标准和 EU指令的规定制造。

WB 型 

• EN ISO 12100-2010 “机械安全基本条件和一般设计准则”。
• 压力设备指令 (PED) 2014/68/EU: 阀门符合这一指令以及符合 EN12516 要求。

按照压力设备指令  附件  III  的规定，所使用的符合性评定程序为-针对第 2014/68/EU I 和 II 类 A2 模块。
如果适用，阀门可进行 CE 标识。
认证机构：  德国TÜV NORD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编号               0045

• 机械指令  2006/42 EC (MD). 自动操纵阀符合本指令中作为“部分整机”的要求。该声明被认为是其公司声明的一部分。如果阀门
是手动驱动，2006/42 EC（MD）不适用，请按照下表操作。

• ATEX 指令  2014/34/EU –  只有阀门被贴上 EX - 标记时，该指令才能实现。 
阀门符合这一指令。  如果阀门是手动驱动，ATEX指令  2014/34/EU不适用。  
所使用的符合性评定程序符合 EN13463-5:2003 的规定。 拟用于潜在爆炸环境中的非电气设备 -第五部分：非结构安全“C”的保护
-针对第II组，第3G/D类（区域2和区域22）。

下列相关文件产品可供使用：

设计文件、技术数据表和目录页

斯达芬，2017-07-01

Maria Persson, 总经理

为了遵守上述指令，下列内容适用：

1. 阀门的使用必须符合随阀门一起提供的 “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         文件为：阀门” ( “ ” ) 中“阀门预期用途”的规定，并且保证遵守本手册中的所有说明。
如果不遵守本手册，制造商可能-在严重的情况下-不承担其对产品的责任。

2. 只有责任人已经声明，阀门安装符合上述系统所有适用EU指令，阀门才可以投入使用（安装执行机构--如有）。根据上述，执行机构提供一份单独的声明。

3. 斯达芬公司已经执行并记录了所需要的风险分析；负责该文件的斯达芬公司员工是 Ulrika Björn, SE-618 95 斯达芬公司。

制造商斯达芬阀门AB SE 61895 Stavsjö, Sweden, 声明斯达芬刀闸阀符合指令 2006/42/EC 如下所示：
按照指令 2006/42/EC 附件1的要求
1.1.1, h)  阀门预期用途 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
1.1.2.,c) 可预见的错误 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第B1和C1节。

1.1.2.,d)  人员及防护措施 与阀门安装管道相同。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第B1节。

1.1.2.,e)   维护用附件 不需要任何特殊工具。

1.1.3  与介质接触的材质
所有与介质接触的阀门材质在订单确认中和/或阀门标记中予以指定。
用户负责进行相关的风险分析。

1.1.5  操作 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
1.2 和  6.2 控制系统 由用户负责，结合执行机构的说明。

1.3.2  承受压力 关于承压部件，请参阅符合  PED 97/23/EC 的声明。
关于功能性部件：确保阀门按照合同规定投入使用。

1.3.4  锋利的边缘或角 满足要求。

1.3.7/.8  移动部件相关风险

满足合同规定的阀门使用要求，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请遵守警告规定。
所交付的阀板防护必须安装在阀门上。
当管道加压或自动执行机构连接时，不允许执行任何维护。
如果用户对阀门进行了更改（新的执行机构），应安装必要的 防护装置。联系斯达芬公司寻求支持。

1.5.1 – 1.5.3  能源供应 由用户负责，结合执行机构的说明。
1.5.5  低温/高温环境 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中的警告规定。

1.5.7 -  爆炸 -有必要实施防护。这在斯达芬订单确认中予以确认。请遵守阀门标记和斯达芬相关说明的规定。

1.5.13  危险物质的排放
不适用于非危险的介质。
对于危险介质：当拧紧填料函时需注意。有必要配备防护人身安全的设备。

1.6.  维护 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

1.7.3   标记 刀闸阀：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
执行机构：请参阅执行机构说明。

1.7.4   使用说明 请参阅原版安装和使用说明和执行机构说明。
附件 III 的规定 刀闸阀不是一个完整的机器设备。无符合指令 2006/42/EG 的 CE 标志。
附件 IV,VIII to XI 的规定 不适用。



 

地址：瑞典 SE-618 95 Stavsjö,  电话: +46 11 39 31 00 

瑞典斯达芬阀门 

传真： +46 11 39 30 67  邮箱：info@stafsjo.se   网址：ww.stafsjo.com 

  依博罗阀门（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工业区经海三路新城工业园 A5-2 

  电话：010-87851000 邮箱： ebrobj@ebro.cn  网址： www.ebr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