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于磨蚀，沾附和腐蚀性浆料，液体用于磨蚀，沾附和腐蚀性浆料，液体用于磨蚀，沾附和腐蚀性浆料，液体用于磨蚀，沾附和腐蚀性浆料，液体
及粉料工况的高性能阀门及粉料工况的高性能阀门及粉料工况的高性能阀门及粉料工况的高性能阀门

RF RF RF RF 技术公司的责任就是技术公司的责任就是技术公司的责任就是技术公司的责任就是
解决阀门应用的问题。我解决阀门应用的问题。我解决阀门应用的问题。我解决阀门应用的问题。我
们的方案是提供最低的成们的方案是提供最低的成们的方案是提供最低的成们的方案是提供最低的成
本和运行费用，最高的可本和运行费用，最高的可本和运行费用，最高的可本和运行费用，最高的可
靠性及最小的维护量。靠性及最小的维护量。靠性及最小的维护量。靠性及最小的维护量。

简单和牢固的专利化结构简单和牢固的专利化结构简单和牢固的专利化结构简单和牢固的专利化结构
使使使使RFRFRFRF阀应用于苛刻的工阀应用于苛刻的工阀应用于苛刻的工阀应用于苛刻的工
况及过程控制中。况及过程控制中。况及过程控制中。况及过程控制中。



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

切切切切  断断断断  和和和和  调调调调  节节节节  阀阀阀阀  门门门门

1111”---40---40---40---40” ID,  ID,  ID,  ID, 通径，通径，通径，通径，ASTMASTMASTMASTM////ANSI B16ANSI B16ANSI B16ANSI B16....10101010，，，，DIN3205DIN3205DIN3205DIN3205
F5F5F5F5////F15F15F15F15，和，和，和，和ISO5752ISO5752ISO5752ISO5752

    标准法兰间距。工作压力为标准法兰间距。工作压力为标准法兰间距。工作压力为标准法兰间距。工作压力为1111到到到到40404040
Kg/cm2Kg/cm2Kg/cm2Kg/cm2，温度从负，温度从负，温度从负，温度从负40404040到正到正到正到正150150150150摄氏度，摄氏度，摄氏度，摄氏度，PHPHPHPH值为值为值为值为1111到到到到13131313。。。。

RF RF RF RF 手动阀门手动阀门手动阀门手动阀门 RF RF RF RF 气动阀门气动阀门气动阀门气动阀门 RFRFRFRF电动阀门电动阀门电动阀门电动阀门 RFRFRFRF调节阀门调节阀门调节阀门调节阀门 AiRFlexAiRFlexAiRFlexAiRFlex
管夹阀门管夹阀门管夹阀门管夹阀门

RFRFRFRF的弹性管系列的弹性管系列的弹性管系列的弹性管系列
! RF的专利化非拉伸型套管设计是加工两个

膨胀节，当阀关时张开而不对套管有过大的
拉伸力。这使RF阀较常规的管夹阀更明显
地耐磨和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并且，膨胀节
有使套管打开的作用，在过程压力很低或有
脉动现象，及真空工况下能使阀更稳定工作。
通径或缩径的套管是用于精密调节的场合。

! RF的套管材料有很宽的选则，都是耐磨的
弹性管。由KEVLAR强化带在有高载荷时
缠绕增加了很好的强度。VITON和TEFLON
衬里的套管可适用于多数化学侵蚀和腐蚀的
过程。

磨损感应监测器磨损感应监测器磨损感应监测器磨损感应监测器
! 专利化的SMART VALVE磨损监视传感器

是埋在套管的耐磨内层外和缠绕强化带之
间。当耐磨内层磨损到露出传感线圈时，报

警灯会显示，并可有接点送到DCS。这给操
作者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使之在适当时更换
套管，减少了停车时间，避免了阀的意外故
障造成的损失。



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

技术特点技术特点技术特点技术特点

有毒介质外漏的控制有毒介质外漏的控制有毒介质外漏的控制有毒介质外漏的控制
有毒介质外漏的控制
RF阀结构上无阀杆，填
料和密封，也就没有外
漏的可能。此阀采用无缝
弹性管，并在内部有磨损
感应线圈，就形成了两级
保护。第三级防外漏保护
是由密封的阀体实现的。
注：HON规则第21条的外
泄漏是指从与外部环境隔
离的密封阀体内产生的。

      

! 标准的通径设计，无阻塞，双向流，低压
损，关断零泄漏。可实现精确的线性调节。

! 自清洁，柔性动作避免了套管内壁有介质
粘附，既使在固体含量很高时，也可保证
阀不会被堵塞或卡住。

! 高压成型的弹性管在磨蚀，粘附，或腐
蚀性介质应用中性能要高于昂贵的316，
司太莱，或合金材质的球阀，旋塞阀，
截止阀和隔膜阀，常规的管夹阀。

! 与大多数ASME或DIN标法兰间距的球
阀，旋塞阀，碟阀，截止阀和隔膜阀可替
换。在装置升级或改造时，可替换愿有的
阀门。

! 弹性管是唯一接触介质的受磨损部件。当
需要时，更换套管无需复杂的工具或专业
技能；维护费用可降低达70%。

! 无阀杆，填料或密封环，只要套管完好，介
质不会外漏。



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

调调调调    节节节节    阀阀阀阀    的的的的    性性性性    能能能能

由于它的独特设计，RF调
节阀常用于-----

! --需要高维护量的磨蚀和腐蚀工况
! --脉动流体导至阀门和管道磨损
! --介质粘附，导致阀门堵塞
! --纤维或其它物质缠绕阀芯

流量调节曲线流量调节曲线流量调节曲线流量调节曲线
RF阀结构上的特点决定了它有大的流通能力。
就是说在相同的流通能力要求下，可用较小
的RF阀。它的线性流量曲线与碟阀，旋塞阀，
和V球阀相比湍流要小的多。

弹性管的自清洁，柔性动作可使粘在管内壁的
杂质脱落，且没有常规调节阀的磨擦，调节过
量和不规则调节的问题。

当零泄漏切断是必需的要求时，RF调节阀比大
多数阀门都适合，特别是在磨损和粘附性浆料或
液体工况。

RF阀和aiRFlex阀都可配阀门定位器,
以0.2---1.0Kg/cm2
或4---20mA控制信号进行调节。



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高性能阀门

调调调调    节节节节    阀阀阀阀    的的的的    性性性性    能能能能

1111”到到到到3333”标准通径标准通径标准通径标准通径RFRFRFRF阀的阀的阀的阀的CvCvCvCv值值值值 4444”到到到到40404040”标准通径标准通径标准通径标准通径RFRFRFRF阀的阀的阀的阀的CvCvCvCv值值值值

阀关%-------- 阀关%--------



高高高高    性性性性    能能能能    阀阀阀阀    门门门门

专利化无拉伸套管专利化无拉伸套管专利化无拉伸套管专利化无拉伸套管

阀开 专利化套管膨胀节,
阀关时非拉伸，柔
性动作。且适用于
苛刻的过程。

阀关 保证零泄漏切断，
较普通金属阀或
管夹阀有更长的
寿命和更高的开/关
频率。

图1

! 可更换的弹性管不会堵塞或卡住；
见图2

无故障操作无故障操作无故障操作无故障操作
阀开

不粘附或堵塞

阀开/关

使粘附物和沉淀
物脱落----

---当阀开/关时被
冲刷走

图2



高高高高    性性性性    能能能能    阀阀阀阀    门门门门

! SmartValve监示系统减少了维护费用
    和非正常停车。见图3

SMART VALVE SMART VALVE SMART VALVE SMART VALVE 监视系统监视系统监视系统监视系统

监视控制盒

供电LED IP65防护

报警LED
测试按钮

阀的套管

感应线圈套

图3

图3



高高高高    性性性性    能能能能    阀阀阀阀    门门门门

! 当弹性管被磨坏时，可迅速更换
而无需特殊工具。见图4

快速而简单地更换套管快速而简单地更换套管快速而简单地更换套管快速而简单地更换套管

移开阀下半部
更换套管

无需专用工具
无需将阀从管路拆下
无需再调整

图4



高高高高    性性性性    能能能能    阀阀阀阀    门门门门

规格尺寸规格尺寸规格尺寸规格尺寸

aiRFlex规格见下面。

aiRFlexaiRFlexaiRFlexaiRFlex阀阀阀阀
1”到12”ID，通径，开/关和调节
应用，标准的ASME/ANSIB16
法兰间距，温度到110’C, PH值
为1到13，工作压力为低于气源
压力2Kg/cm2. 最小气源压力为
4Kg/cm2可以关阀。

阀口径     A         B     C    重量（KG）
法兰间距    宽    高   铸铁    铸铝

常用附件常用附件常用附件常用附件
RF公司可提供全系列阀门附件供用户选则

! 限位开/关
! 故障关阀系统
! 液压动力单元
! 手动复位
! 阀开指示
! 手轮锁定
! SMART VALVE监视报警盒
! 定位器：0.2—1.0Kg/cm2和4—20mA
! 电磁阀和空气过滤器减压阀



规格尺寸规格尺寸规格尺寸规格尺寸 执行器，管路压力
DN       重量

气动阀门气动阀门气动阀门气动阀门

RFRFRFRF阀规格见右面表格阀规格见右面表格阀规格见右面表格阀规格见右面表格

RFVALVERFVALVERFVALVERFVALVE
ASME/ANSIASME/ANSIASME/ANSIASME/ANSI

尺寸= mm 重量= Kg
压力= Kg/cm2



气动阀体密封型气动阀体密封型气动阀体密封型气动阀体密封型 液动阀门液动阀门液动阀门液动阀门 电动阀门电动阀门电动阀门电动阀门 手动阀门手动阀门手动阀门手动阀门



弹性材料的选则弹性材料的选则弹性材料的选则弹性材料的选则

弹性材料类型弹性材料类型弹性材料类型弹性材料类型                                                天然橡胶  丁苯橡胶   氯丁橡胶   腈橡胶   氯丙橡胶   氟橡胶  氯磺聚乙稀 乙丙橡胶

代号代号代号代号                                                                    NR    SBR      IIR     NBR      N     FPM NR    SBR      IIR     NBR      N     FPM NR    SBR      IIR     NBR      N     FPM NR    SBR      IIR     NBR      N     FPM      CSM     EPDM CSM     EPDM CSM     EPDM CSM     EPDM
商标商标商标商标                                                                                                                                                                            Buna-N  Neoprene  Vito  Hypalon   Nordel

特性
温度范围：
--最高 ‘C

--连续操作‘C
--最低 ‘C

弹性

适应性
--臭氧
--酸
--碱

--油，脂类
--油，芳烃

--水
--磨损

--燃烧

--静电

气密性 5=极好，4=很好，3=好，2=一般，1=不推荐

*FPM HT 和EPDM HT 可用于高达150‘C应用
 弹性管也可用TEFLON内衬
 食品级的弹性管可用NBR，N和EPDM
 白色弹性管（加二氧化钛）可用N和EPDM
*基于尼龙带；KEVLAR带用于温度高于110‘C

我们提供品种最齐全的，按我们提供品种最齐全的，按我们提供品种最齐全的，按我们提供品种最齐全的，按ASME/ANSIB16ASME/ANSIB16ASME/ANSIB16ASME/ANSIB16，，，，DINDINDINDIN
和和和和ISOISOISOISO标准法兰间距的阀。阀的口径从标准法兰间距的阀。阀的口径从标准法兰间距的阀。阀的口径从标准法兰间距的阀。阀的口径从1111”到到到到40404040”！！！！
在美国和芬兰有制造厂----在世界各地有销售和技术支持，

RF公司在纸浆造纸，冶金，矿山，化工，电厂及污水处

理等行业的应用遍布全球。不论您在何地，RF公司都可

向您提供品种最齐全的，按ASME/ANSIB16，DIN

和ISO标准法兰间距的阀。阀的口径从1”到40”！

请在网上参观我们的最新

信息，http:/www.rfvalve.com

US Headquarters:

RF Valves, Inc.
1342 Charwood Road, Ste A 
Hanover, MD 21076, USA 
Tel: 410-850-4404 Fax: 410-850-4464 
email: contact@rfvalv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