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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98/37 EC和97/23 EC 标准的声明

此说明可以指导用户保存、安装、调试、使用和维护依博罗 HP以及

CV系列阀门。

制造厂商

相关声明

德国EBRO阀门有限公司

EBRO高性能蝶阀，HP、 CV系列：

可配：

气动/液压执行器

电动执行器等90度角行程执行器

符合欧洲压力仪器标准97/23 EC

符合欧洲标准98/37EC

必须遵守BA3.2执行器操作说明和阀门相关说明

出于对用户的安全考虑，禁止将未安装到管道上的阀门投入运行

采用的技术标准

EN 593

EN 292-2

蝶阀相关标准

设备安全，第二部分: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

<EBRO说明书第3.1，3.2和3.3>

其他符合相关标准

压力仪器标准97/23EG—附加条款III：

第一部分：          A

第二部分：          H

经ebro确认的订单，包括在运输过程中的货物都符合该标准。

认证代码

0036 TÜV Süddeutschland 

专业认证机构

任何对于阀门及执行器相关部件所做的有关设计变动/或使用范围以

及条款1中(阀门应用)特性的修改，可使此声明无效

哈根/日期：         21.05.2002

彼得.博罗，董事长

0  简介

注意

如果操作人员不遵从标识有“注意”，“警告”，“危

险”的相关规定而产生了危险，继而造成的后果制造商

将不予负责。

对制造商有任何疑问，请参考第8项<信息>

EBRO高性能蝶阀，包括：HP以及CV系列。专门用于管道系统连

接，配上相应执行器，用于电厂等的控制系统，在适用的压力和温度范

围内实现开启关闭功能，从而达到流体控制的目的。

相关的适用范围，包括压力、温度详见<EBRO说明书第3.1，3.2和

3.3>

但是，在需要耐磨场合以及有锋利介质的场合不可应用。

该系列阀门的安装遵循标准EN 1092-1和EN1759-1，连接法兰端面

可以是C、D、E型，若需要其他特殊端面形式，请与我们联系。

要严格遵守2.2中所有的需求条款(客户须知)

1  阀门

注意

如果阀门长期进行流体控制，< EBRO说明书第3.1，3.2

和3.3>相关条款要严格遵守，以避免气穴现象的产生。

2.1 安全信息概要

阀门应用的安全要求，是与安装阀门的管道系统，以及用于电厂等控

制系统的带执行器的阀门的安全要求相一致的。这里仅列举了必须遵守

的附加条款。更多信息，详见执行器的安全须知。

2．安全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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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户须知

以下不属于制造商职责范围，因此，需要客户高度重视：

=〉阀门只能应用在《阀门》第一项所描述的情况。

当工作温度及压力不能完全满足EBRO说明书第3.1，3.2

和3.3的要求时，不可用此系列阀门；若需使用表格中未

提及的材料及工作条件时，须向我们确认。

忽视危险须知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损坏系统，伤害生

命

危险

危险

客户要十分注意，并且确保阀门的相关材料与介质相匹

配，否则因腐蚀而引起的破坏，制造商不予负责。

忽视危险须知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损坏系统，伤害生

命。

=〉管道系统要经过相关专家检验、安装，并且确保管道强度可以抵

抗一般的压力及扭矩；

=〉阀门的安装必须经专家检验；

=〉阀门及执行器的相关参数一定按照管道系统的要求进行设置；

=〉执行器一定要按照制造商的要求，与裸阀进行装配，并且正确的

调节阀门的极限位置，尤其关位置的调节。

=〉普通阀门所能承受的流速是有限的，为避免出现水锤、空穴、闪

蒸等问题，尤其在液体介质中存在粒度很大的固体时，选型时要更加注

意，严格按照制造商的建议进行使用。

=〉进行维护时，当温度高于50度，或者低于20度时，使用者要自行

自我保护。

=〉需管道系统专业人士操纵和维护阀门单元。

2.3 特别注意

仅针对HP111和HP114系列：

阀杆的密封是靠填料盒来实现的，因此，在松开填料盒

螺栓时，务必保证管道系统压力完全卸掉。危险

在拆下装在管道系统阀门，或者松开连接螺栓之前，务

必将管道系统压力完全卸掉。

危险

做终端阀使用时：

一端连接有盲法兰，可用于气体、热毒液体的控制，注

意务必把阀门锁定在关位置。危险

用作管线末端阀门，并且需要压力开启时，一定要注

意：液体的喷出速度非常高；关闭时，一定要注意，不

要被阀板夹住手。
危险

若把阀门从管道系统上拆下时：

一定要注意：在拆下装在管道系统阀门，或者松开连接

螺栓之前，一定把相邻管道的介质排净，包括管道或者

阀门的某些死角的残留介质。危险

对于介质流动容易产生静电的场合，建议不要应用该系

列阀门。针对防爆场合时(如：1，2，21，22等区域)，

需要进行接地，且要求阀座为导体，电阻值不得高于

10^6Ω(见BGR132)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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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4 阀门参数

 参数 备注

制造商 Ebro阀门公司 详细地址详见第８部分

型号 如：HP111 阀体相关参数详见说明书<3.1>

认证 CE 符合欧洲标准97/23EC(=PED)

注册号 0036 TÜV Süddeutschland机构

序列号* 如：123456/012/00 1-6:车间号；7-9:订单号；10-12:流水号

DN DN值 (阀体注明)，如：DN150

PN 如：PN40 PN值是指法兰连接形式

使用温度范围 TS 阀门使用温度的最大／最小值

使用压力范围 PS 阀门在室温状态下的使用压力范围

材料 如：GS-C25 阀体材料

 如：1.4408 阀板材料

 如：1.4418 阀杆材料

 如：INCONEL625 阀座材料

每个蝶阀都会在阀体或者标示牌上标明阀门相关信息：

阀门在搬运、装卸、贮存时要格外小心：

=〉在阀门安装在管道系统之前，搬运、操纵时，都要有保护外套。

=〉在未安装执行器前，如因某种需要必须吊起运输时，吊装如图所

示：

3. 运输和贮存

=〉如需要贮存时，一定要注意贮存环境，保证室温，并且要洁净，

湿度适中。

=〉在运输过程中，要十分注意对密封面的保护，不得毁坏、划伤。

=〉贮存阀门时，注意：把阀板完全关闭，以防止损坏密封表面。

注意

没安装执行器时：

搬运阀门时要十分注意：由于阀板没有被固定，很容易

受外界的影响，如震动等，而使其打开，损坏阀板密封

面。

当阀门配有常开执行器时，要格外注意保护处于打开状

态的阀板的两侧密封面。
注意

4.1 概述

阀门应用的安全要求，是与安装阀门的管道系统，以及用于电厂等控

制系统的带执行器的阀门的安全要求相一致的。这里仅列举了必须遵守

的附加条款。

以上参看运输注意事项3。

4. 安装

注：*项的序列号中包含了生产日期

阀板、阀体等上面的材料表明，使得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快速准确的

了解阀门的使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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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未安装前，注意不要把手放在阀体与阀板之间：

在阀门安装到管道系统之前，执行器应先安装在阀门

上；当阀门用在管线末端时，一定要注意加盲法兰，或

者使阀板处于关位置，以避免对人手造成危害。危险

对于安装、调试好执行器的阀门：

在未经制造商允许前，不得改变任何调节单元的状态。

注意

对于气动、液动阀门：

按标准，在正常气源(液压)压力条件下，操作时间如下：

T(秒)=DN(毫米)/50

注意

对于裸阀(未安装执行器阀门)：

可以安装，但不可加压；

若之后安装执行器，务必对型号、扭矩、旋转角度以及

开关极限位置等相关参数进行检验。

忽视危险须知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损坏系统，伤害生

命。

危险

对于电动阀门：

检验并务必保证限位开关信号与阀门开关极限位置相对

应。扭矩开关用于传递故障信号。更多信息，详见执行

器说明书。注意

4.2 安装前准备

=〉务必检查并确认阀门工作压力、阀门法兰连接形式及连接尺寸，

同时注意执行机构的相关参数是否符合阀门应用场合。相关信息见标示

牌。

危险

在工作条件不能满足时，包括压力、温度等条件，不得

使用该系列阀门。相关信息见说明书3.1，3.2。

忽视危险须知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损坏系统，伤害生

命。

=〉检验并务必保证阀门及执行机构无损坏，有明显损坏现象的阀门

及执行机构不得使用。

=〉管道的法兰连接时，注意保证两连接法兰端面保持平行。

管道连接法兰端面不平行，会导致阀门密封圈的损坏。

注意

在进行阀门两侧的管道清理时，务必保证管道有足够的

空间用于阀门的打开，以避免阀板受损，具体管道内径

见下表中ФDi
危险

DN 50 65 80 100 125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ФDi 51 51 80 103 124 151 196 245 296 334 385 438 484 560

阀门两侧连接管道的最小内径参考值

=〉检查并确保：阀门与连接管道等部位无脏物、灰尘、水垢、焊

渣以及各种附着物、沉积物，尤其避免高硬度，容易划伤阀座的固体颗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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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安装步骤

阀门一定安装在清洁的两法兰端面间，并保证阀门

处于关状态，否则容易损伤阀板，从而导致阀门密

封性不佳。注意

配有常开气动执行器的阀门：

安装步骤如下：

--在开位置，拆下执行机构；

--将阀板关闭到接近完全关闭状态；

--将阀门安装于管道上；

--将裸阀阀板打开处于90度；

--安装气动执行器。

忽视危险须知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损坏系统，

伤害生命。

危险

=〉HP及CV系列阀门的安装要注意方向，从有压环侧入，另一

侧出。

=〉保持阀杆水平是最佳的安装位置；注意避免倒置(即：阀门在

上，执行机构在下)，从阀门盘根出泄漏的介质会损坏执行机构。

=〉若在已经建好的管道系统上安装阀门，需要在管道间留有足

够的间隙，并且保证连接表面清洁，以保证阀座的密封性。

注意：间隙足够添加垫圈就好，不可过大。

=〉在连接螺栓完全拧紧前，务必保证螺栓紧固点中心与阀体中

心重合。

如果执行器相关配件比较复杂，或者需安装位置较高，

可以考虑将执行器与裸阀组装后，再与管道系统进行连

接。注意

=〉最后，检验整个系统的性能测试，包括阀门的关闭位置是否完全

密封，限位开关的信号是否准确等等，如有疑问，请参考第7部分——故

障排除。

信号出现错误将会导致人员受伤，甚至损坏管道系统。

注意

蝶阀HP111、HP114以及CV011系列的法兰连接螺钉的

长度是不同的，详见说明书第10部分内容。

注意

=〉现场执行器安装，详见安装手册

阀门已经在出厂前由制造商进行过压力测试，与系统连接后的压力测

试如下：

=〉在进行压力测试前，要将管道进行彻底清洗，确保无坚硬的颗粒

在系统中无残留。

5. 管道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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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的启动需要相关的控制系统，包括执行器的相关参数一旦调好，

不可随便更改。

6. 维护

任何故障的解决，都应考虑2项中的要求《安全说明》

7. 故障排除

如果从系统上拆下的阀门必须带出现场，务必进行彻

底的清洗。
危险

=〉当阀门处于开位置时，测试压力应为1.5倍PN或PS以内(PS是室

温状态下，所允许的最大压力)。

=〉当阀门处于关位置时，测试压力应为1.1倍PN或PS以内。

=〉如果有泄漏现象，参看第7部分——故障排除.

务必确保使用场合在极限压力及温度范围内。参看标

示牌及相关表格<说明书3.1和3.2>

忽视危险须知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损坏系统，伤害

生命。危险

在使用急停按钮时，一般力量即可，不得大力按钮。

阀门无需特别维护，在管道进行漏率测试时，如出现问题，详见第7

部分——故障排除。

阀门在同一位置(开或关)长期工作时，3-4个月要进行一次开关动

作。

蝶阀无自锁功能：

在试压的时候，千万不可拆下执行机构。

可能的问题 解决方法 备注

法兰连接部分的

泄漏

1. 若定购阀门零

部件，可参看阀

门标示牌，只提

供ebro原配零部

件。

2 .  如果阀门被

腐蚀或者划伤表

面，可选用耐磨

及耐蚀性好的材

料

阀座部分的泄漏

用螺钉拧紧法兰连接垫片，如

果不起作用，那么需更换垫

圈或者阀门，详见特别注意

(2.3)，定购零部件及修理说明

请与ebro联系。

务必确保执行器可以完全关闭

阀门。

如果用额定扭矩仍然不能关严

阀板，用不同压力开启阀门若

干次后，仍无济于事，需增大

扭矩至关位置的额定扭矩的1.1

倍，如果仍然不起作用，那么

说明阀门需进行修理，更换阀

座或者阀板，详见特别注意

(2.3)，定购零部件及修理说明

请与ebro联系。
蝶阀无自锁功能：

活塞气缸若想保持位置，必须提供相应的气源压力，因

此，为保持原位，必须提供稳定的气源。危险

危险

11 12



阀门的启动需要相关的控制系统，包括执行器的相关参数一旦调好，

不可随便更改。

6. 维护

任何故障的解决，都应考虑2项中的要求《安全说明》

7. 故障排除

如果从系统上拆下的阀门必须带出现场，务必进行彻

底的清洗。
危险

=〉当阀门处于开位置时，测试压力应为1.5倍PN或PS以内(PS是室

温状态下，所允许的最大压力)。

=〉当阀门处于关位置时，测试压力应为1.1倍PN或PS以内。

=〉如果有泄漏现象，参看第7部分——故障排除.

务必确保使用场合在极限压力及温度范围内。参看标

示牌及相关表格<说明书3.1和3.2>

忽视危险须知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损坏系统，伤害

生命。危险

在使用急停按钮时，一般力量即可，不得大力按钮。

阀门无需特别维护，在管道进行漏率测试时，如出现问题，详见第7

部分——故障排除。

阀门在同一位置(开或关)长期工作时，3-4个月要进行一次开关动

作。

蝶阀无自锁功能：

在试压的时候，千万不可拆下执行机构。

可能的问题 解决方法 备注

法兰连接部分的

泄漏

1. 若定购阀门零

部件，可参看阀

门标示牌，只提

供ebro原配零部

件。

2 .  如果阀门被

腐蚀或者划伤表

面，可选用耐磨

及耐蚀性好的材

料

阀座部分的泄漏

用螺钉拧紧法兰连接垫片，如

果不起作用，那么需更换垫

圈或者阀门，详见特别注意

(2.3)，定购零部件及修理说明

请与ebro联系。

务必确保执行器可以完全关闭

阀门。

如果用额定扭矩仍然不能关严

阀板，用不同压力开启阀门若

干次后，仍无济于事，需增大

扭矩至关位置的额定扭矩的1.1

倍，如果仍然不起作用，那么

说明阀门需进行修理，更换阀

座或者阀板，详见特别注意

(2.3)，定购零部件及修理说明

请与ebro联系。
蝶阀无自锁功能：

活塞气缸若想保持位置，必须提供相应的气源压力，因

此，为保持原位，必须提供稳定的气源。危险

危险

11 12



可能的问题 解决方法 备注

填料盒部分的

泄漏

CV011系列：

阀杆密封圈需要更换，详见特别

注意(2.3)，定购零部件及修理说

明请与ebro联系。

HP111和HP114系列：

拧紧填料盒的锁紧螺钉，顺时针

拧1/4圈，并且注意对角拧螺钉，

以保证其对称性。

如果，以上操作没有效果，则需

要更换阀杆密封圈，详见特别注

意(2.3)，定购零部件及修理说明

请与ebro联系。

如果想松开或者拆下锁紧螺钉，

逆时针拧螺钉即可。

 

          注意：危险！

在执行器从阀门上拆下前，务必

确保阀门两侧管道内完全卸压。

阀门各零件易出

现的问题

检查执行器及控制系统的信号

是否正确。

如果以上两项都正确无误，将

阀门从管道系统上拆下，并进

行检查，详见特别注意(2.3)。

如果阀门被损坏，则需进行修

理，更换损坏零件，详见特别

注意(2.3)，定购零部件及修理

说明请与ebro联系。

可能的问题 解决方法 备注

将单动执行器从

阀门上拆卸下来

在执行器控制压力没有切断的

情况下，不要将执行器从阀门

上拆下。

危险

关于样本的更多信息或样本语言的问题请和我们联系。

8. 更多信息

更多故障排除指导，详见相关执行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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