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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温受损的阀座

法蘭球閥�&�ZF100系列 法蘭球閥ZERFON

ZERFON提供的ZF100系列兩⽚式法蘭式球閥
系列⾤⽤浮動式球體設計，具有降低操作扭
矩,延⾧使⽤壽命的特點。標準⼤尺⼨閥⾨提供
固定球體式設計，該類結實耐⽤的球閥是⼯⽤
的理想選擇。

·所有閥⾨安裝平臺設計符合ISO5211標準

·球體經精密機械加⼯，且經過鏡⾯拋光

·智能的閥杆設計

·閥體採⽤全矽溶膠精密⼯藝

·閥座設計在確保降低扭矩的同時，保持雙向零洩漏

閥杆設計閥⾨尺⼨1/4"�-21/2"
ZERFON內件可互換的系列閥⾨，閥杆堅固，⼤直
徑閥杆為活動載⼊式，⾃我調節密封。利⽤蝶形
墊⽚，可⾃⾏調節補償因溫度和磨損對密封造成
的鬆緊程度，禁⽌⾤⽤⼿動調節式⽽造成密封和
閥座的磨損。⾤⽤鞍形鎖緊墊⽚，可防⽌⾃控頻
繁開關應⽤下螺母松扣。

防⽕安全-API607第四版認證
法蘭式系列閥⾨可提供⽯墨閥杆密封，達到最⾼
級別的防⽕安全標準。如在⼀次煙⽕中，過⾼的
溫度破壞了彈性閥座，球體會與⾦屬閥座直接接
觸，形成第⼆級⾦屬與⾦屬的密封。閥體密封由
不銹鋼和⽯墨構成的不繡鋼絲纏繞墊圈，能防⽌
洩漏。⽯墨閥杆填料能防⽌閥杆洩漏。

⾦属对⾦属接触
阀体
阀体密封

第⼆级⾦属密封
球体

球體
球體經精密加⼯，且經過鏡⾯拋光。確保零洩漏，
操作扭矩⼩。此外，還有⼀個額外增加的安全特
性，即每個球體閥杆槽中設有⼀個孔，當閥⾨處
於開啟位置時，可使閥腔和流體之間的壓⼒均等。

閥杆組件
ZERFON製造的閥杆具有承載重負荷，⾼品質特
點，閥杆⾤⽤雙〃�D〃結構連接球體和操作機構。
閥杆與球體精確配合，所有ZERFON閥杆都由閥
體內部裝⼊，防吹式閥杆的設計增⼤了安全係數。

球體⽀撐
對於⼤尺⼨的閥⾨，ZERFON提供獨特的固定式
設計。此設計能防⽌閥座受損並⽀撐球體，可確
保磨損⼩，操作扭矩⼩，能延⾧使⽤期限。此種
設計極⼤地提⾼了閥⾨性能，且較之以前傳統的
固定式連接要經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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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球閥�&�ZF100系列 法蘭球閥ZERFON

GB�-�PN16/PN25/PN40 Unit : mm

ANSI�-�Class150/Class300 Unit : mm

Unit : mmDIN�PN16/PN25/PN40

Unit : mmJIS-10K/20K



1211

●�填料函延⾧結構
●�防異常升壓泄壓結構
●�防爆出閥杆設計
●�防靜電設計
●�防⽕結構安全設計
●�雙蝶形彈⽚結構對閥杆密封具有⾃補償作⽤
●�採⽤ISO5211平臺設計
●�傳動⽅式：⼿柄、渦輪、氣動、電動
●�連接形式：法蘭、對焊

設計特性：

材料的選⽤
1、根據低溫閥⾨的最低⼯作溫度，選擇合
適的閥體、填料、密封墊⽚、螺栓、螺母
等是設計與製造的關鍵。閥座可視溫度選
擇PTFE/TFM1600/TFM4215/PCTFE，其
中PCTFE耐溫可低⾄-196℃。閥體和閥杆
的密封件可選擇PTFE或⽯墨。
2、根據標準要求，溫度低於-46℃以下的
球閥，都具有加⾧杆和ISO5211安裝法蘭。
3、閥球上游側有⼀個泄壓孔，防⽌閥腔因
熱膨脹⽽過壓。
4、閥為單向密封閥，在閥體和閥杆上有箭
頭指⽰液流⽅向。
5、彈簧載⼊閥體螺栓，補償閥零件在作業
時的熱收縮。
6、5層“V”形PTFE閥杆填料密封件確保閥
杆不洩露。

清潔、組裝、測試和包裝
組裝前，閥的零部件⽤超聲波清洗並去除
油污，使閥⾮常清潔並具有最低的含⽔量。
所有低溫閥要在潔淨的環境下組裝，並⽤
純氮氣測試。測試後，閥⾨⼝密封好，並
⽤充滿乾燥氮的聚⼄烯袋逐個密封包裝好。

●�壓蓋填料便捷調節裝置
●�TA-LUFT閥杆密封零洩漏設計
●�防爆出閥杆設計
●�防靜電設計
●�閥⾨扭⼒⼩，啟閉輕鬆可靠
●�襯裏覆蓋延伸⾄閥杆，以防護侵蝕
●�採⽤ISO5211平臺設計
●�流道平滑不會造成流體介質的漬液
●�更優的抗真空等級
●�可選配⼿柄/渦輪/氣動/電動

設計特性：

低溫球閥�&��ZF102系列襯氟球閥�&��ZF101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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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密封球閥�&�ZF103系列 硬密封球閥ZERFON

技術資料

閥⾨設計： ASME�B16.34
ASME�Section�VIII�-�Div�1,�Appendix�2

尺⼨： 1/2"-�36".�(DN�15�-�900)
可根據要求提供更⼤尺⼨

壓⼒等級： ASME150�-�4500
可根據要求提供更⾼壓⼒的型號

溫度： 標準型的最⾼溫度為1100°F��(593℃)�,
可根據要求提供更⾼溫度的型號

端⼝連接：

凸⾯和環連接
(ASME�B16.5和DIN2501)
對焊連接(ASME�B16.25)
變徑法蘭
承插焊連接(ASMEB16.11)
可提供定制

結構⾧度： ASME�B16.10�(⾧系列)

測試： MSS�SP-61.�ARI�598,�ANSI/FCI�Class
VI,可提供客⼾定制測試

ZERFON⾼性能的ZF103系列⾦屬硬密
封球閥適⽤於最苛刻的⼯況。這些產
品專為特定應⽤⽽設計。

每個硬密封球閥均根據⽤⼾的特定應
⽤⽽設計。並由經過專業培訓的服務
部⾨提供技術⽀援。

⾃建廠以來，ZERFON—直致⼒於為
⽤⼾尋找解決⽅案，助其改善業績，
由此積累了許多獨到的⼯程技術經驗，
⼀直處於⾏業的領軍者。

ZF103系列是⽬前市場上同類產品中
具有最好的性能和特點。我們堅持持
續提⾼和提供創新設計及服務，以更
好地滿⾜客⼾各種技術要求和商業需
求。

ZERFON擁有遍佈全球的銷售、制造
和採購設施，可製造品質可靠、技術
領先、價格實惠的產品。結合廣泛的
服務網路，我們可以滿⾜您對閥⾨的
任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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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優點

球體-閥座接觸⾯
球體-閥座密封⾯寬.可以降低動態接觸應⼒，延⾧閥⾨
使⽤壽命。針對惡劣⼯況應⽤滑動⾯塗上有專業⾼強
度硬質塗層。

1.

⾼強度專利塗層
密封⾯採⽤先進的塗層技術，延⾧密封壽命。

密封系統
可實現單向或雙向密封。

鎖緊彈簧
閥座通過⼤型彈簧墊圈鎖固到位。這些彈簧在整個閥
座環四周產⽣均勻載荷，並通過其將主閥座環壓緊在
閥體上來保持密封。

負載彈簧
⼤型彈簧圈可使閥⾨在低壓時形成良好的密封效果，
並在溫度升⾼時補償閥球和閥座的熱膨脹。

防吹出閥杆
採⽤⾼耐腐蝕性超級合⾦.防吹出，⼀件式設計。

內閥杆軸承
兩個帶塗層內閥杆軸承環充當旋轉運動的⽌推軸承。
它們采⽤超耐磨塗層.延⾧閥⾨使⽤壽命。這些環經過
平⾯研磨來減少表⾯不平和降低摩擦。

零排放活動負載填料
零排放填料環結合彈簧墊圈使⽤.有利於減少碳排放並
補償填料在⾼溫、⾼壓條件下的密封性。

閥杆導向襯套
該襯套環在閥杆上保持同軸以消除閥⾨循環或閥⾨振
動所造成的負載。

閥杆襯套嵌件
由耐磨材料製成，⾼循環壽命。

安裝法蘭
閥體帶堅固的⼤型安裝法蘭，可以承受較重的安裝⼈
員操作並在傳動系統密封功能中發揮關鍵作⽤。

閥⾨結構
閥體分為鍛鋼和鑄鋼兩種材料等級.滿⾜甚⾄超過技術
規範。⽤⼾可選兩⽚或三⽚式結構。

壁厚
提⾼耐腐蝕性能.超過ASME�B16.34最低標準，不懼腐
蝕和侵蝕性應⽤環境。

壓⼒等級不超過ASME�1500的型號採⽤⼀個⼤截
⾯螺旋纏繞墊⽚。

壓⼒等級ASME�2500及以上的型號採⽤我們專利
的密封圈。

閥⾨⼝徑
⼝徑尺⼨依據ASME�B16.34標準,可根據要求定
制或縮⼩。

閥杆鍵
鍵咬合在“封閉”鍵槽內，不易從閥杆脫離並與球體
通孔保持同⼀直線（介質流向)。

端部連接
可選凸⾯法蘭、環連接法蘭、對焊式、承插焊式和變
徑法蘭結構。

15.

14.

13.

.

.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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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球閥�&�ZF200系列 固定球閥ZERFON

材質

固定球閥,在球的上端和下端採⽤機械固定結構將球固定在
閥體內,以適⽤于⼤⼝徑和⾼壓⼒的管線。
固定球閥適⽤于各種嚴苛⼯礦，被廣泛應⽤於⽯油⽯化⾏
業、氣體儲存和運輸⾏業。通常⽤於⾼壓⼯礦下的緊密關
斷和雙阻塞排放場合。
設計特點：
·鍛件閥體
·側裝配、⽀撐板結構
·全通徑，可清管
·體蓋螺栓連接
·法蘭、對焊連接
·多種閥座結構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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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球閥�&�ZF200系列 固定球閥ZERFON

·�尺⼨單位：mm，重量單位：kg，扭矩單位：Nm
·�重量和尺⼨僅供參考
·�更⼤⼝徑閥⾨參數請聯繫我們

Class150

Class300

Class600

Class900

Class1500

Class2500

·�尺⼨單位：mm，重量單位：kg，扭矩單位：Nm
·�重量和尺⼨僅供參考
·�更⼤⼝徑閥⾨參數請聯繫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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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端⼝球閥�&�ZF300系列 多端⼝球閥ZERFON

多端⼝球阀

介质分流&换向
三通&四通
多端⼝ZF300系列提供三通或四通流向控制。提供兩種
結構類型，緊湊的標準通徑閥⾨和全通徑閥⾨。標準通
徑閥⾨提供NP螺紋和快速卡套連接⽅式。全通徑閥⾨提
供NPT螺紋，快速卡套，焊接和法蘭連接⽅式。可在同
⼀個閥⾨上選⽤不同的連接⽅式的端蓋。許多零件都在
不同系列中通⽤。經濟實⽤的多通徑閥⾨既具有多流向
的控制功能⼜具有開關閥的特性，排除了使⽤多個閥⾨
和額外的開關閥的必要性。

標準應⽤:
·混合通道介質介質向不同的⽅向分流使介質避開篩檢
程式，儀錶，熱交換器等
·引導介質從儲存罐中排出或流進�
·關閉來⾃不同流向的介質

零件&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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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法蘭球閥 三通螺紋球閥ZERFON

DIMENSIONS unit:mmDIMENSIONS Unit:mm

DIMENSIONS unit:mm

DN15-DN100��PN16�-PN40���DIMENSIONS Unit:mm

DIMENSIONS unit:mm
1/2"-3"���CLASS150-CLASS300��DIMENSIONS Un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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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式球閥�&�ZF400系列ZERFON

閥杆組件
ZERFON製造能承載重負載，⾼質量閥杆。閥杆採
⽤雙"D"結構連接球體�和操作機構。球體與閥杆精
確配合，所有閥杆都是由閥體內部裝⼊，�可以防
⽌閥杆被吹出，防吹式閥杆的設計增⼤了安全係
數。

智能閥杆設計
ZERFON內件可互換閥⾨系列，閥杆堅固，⼤直徑
閥杆為活動載⼊⽅式。利⽤碟形墊⽚，可⾃⾏調
節補償因溫度和磨損對密封造成的鬆緊程度。不
能采⽤會造成密封和閥座損壞的⼿動調節⽅�式。
採⽤鞍形鎖緊墊⽚，可防⽌⾃控頻繁開關條件下
螺母松扣。

閥杆填料
可調的V形填料密封環，在閥體和閥杆間產⽣多重
密封。每只組合式閥杆填料由3個或4個環組成（取
決於閥⾨�⼝徑），具有壽命⾧和抗蠕變、抗冷流
的特性。⽌推軸承和⽌推墊圈作為初級密封，減
⼩扭矩和防⽌咬合。

三⽚式球閥

三⽚式球閥

連接靈活&外形精巧
三⽚式閥體設計，⽅便線上維修
三⽚式球閥，能夠⽅便⽤⼾更靈活地選擇連接端、閥座材
質。為滿⾜⽤⼾的不同要求，閥⾨可裝上調節閥⽤的V型
球體�，或者有三個端⼝的球體（⽤於閥腔排液）。對於特
殊⽤途的球閥，還可以安裝空隙填充閥座。
作為具有互換性閥⾨的⼀個品種，此系列球閥的球體、閥
杆、閥杆填料、⼿柄以及安裝平臺上裝配零件的設計在不
同尺⼨、不同系列之間具有更廣泛的互換性。該設計可減
少備品備件庫存，並降低維修費⽤。
3⽚式閥體設計： 此設計可在不拆卸閥蓋及閥體的情況
下，僅保持體蓋⼀�端的連接，就可⽅便地進⾏線上維修。�
還具備多種連接⽅式的閥蓋可供選擇。

球體 ��球體為精密機械加⼯和鏡⾯拋光，雙向零洩漏，並降低操作(A)
扭矩。球體通道邊緣倒成圓⾓，以減少閥座磨損，延⾧使⽤壽命。

閥體(B)��閥體為精密鑄造並經固溶退⽕/正⽕處理，增加強度和提�⾼品
質。每件閥體鑄件都有鑄造廠的熔煉爐號以備品質追溯。碳�鋼閥體表
層經⿊⾊磷化處理，抗腐防銹。

閥座(C)��閥座和密封件保證雙向密封，零洩漏。此設計可降低摩�擦，
使閥座磨損達到最⼩化，以降低操作扭矩。

雙鎖定螺母設計(D)�雙鎖定螺母使閥⾨可在管線承壓條件下拆卸⼿
柄，既安全⼜簡單。

閥體螺栓(E)��標準材質為304不銹鋼。

閥體鉸鏈(F)�承受⼤荷載的鉸鏈，可保證閥體與端蓋線上維修時能保
持連接。

連接端蓋(G)��此系列閥⾨提供各種可互換的連接形式。

防靜電保護���防靜電裝置是標準配置，此裝置可確保球體、閥杆和閥
體連成⼀體，防⽌在閥⾨內因靜電荷引起⽕花。

閥座可選材料:

下列閥座材料供選擇：
*增強聚四氟⼄烯*不銹鋼填充聚四氟⼄烯(50/50)*⼄醚醚酮
*純四氟⼄烯*聚醚醚酮*�Tek-Fil(碳/⽯墨填充四氟⼄嫌）
*TFM�(改良聚四氟⼄烯）�*無空隙閥座�根據需要，可訂制其他閥座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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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式球閥�&�ZF400系列ZERFON 三⽚式球閥

DIMENSIONS unit:mmDIMENSIONS Unit:mm

ZERFON建議的設備：閥座、閥體密封
圈、⽌推墊圈和閥杆填料。這些設備
作為⼀套維修包供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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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級球閥�&�ZF401系列ZERFON 衛⽣級球閥

衛⽣級球閥

符合⾷品&醫藥等超清潔應⽤標準
ZERFON的衛⽣級球阀经过特殊设计，可以满⾜超清洁应
⽤要求，达到ASMEBPEa-2004的指定清洁标准。�所有阀
的阀体均是由CF3M�(316L)不锈钢铸造⽽成，内表⾯经过
抛光，粗糙度达15Ra-20Ra。还可以提供包括电抛光在内
的其它级别的表⾯处理。根据要求可提供阀体空隙填料和
净化的管接⼝。
管内径超清洁型球阀的阀芯和连接端⾯与配对的管路系统
具有相同的内径。这� 些阀能最⼤程度降低压⼒损失和提⾼
流通能⼒，同时提供平滑的流量特性。
加⼯过程为了防⽌部件污染，超清洁阀是在溶液中清洁、
组装和包装的，�所以可以在⾼清洁度的系统中使⽤。

規格表

DIMENSIONS Un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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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式法蘭球閥�&�ZF401系列ZERFON ⼀⽚式/⼆⽚式球閥

一片式球閥/ZF501系列 二片式球閥/ZF502系列

DIMENSIONS

DIMENSIONS

DIMENSIONS Unit: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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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球閥�&�ZF503系列ZERFON 薄型球閥�&�ZF600

優勢

·符合API�607防⽕認證
·閥杆雙層VITON填料，符合TuVTa標準
·球體滲氮處理，耐摩擦，⼯作壽命更⾧
·球閥密封圈及軸向密封均採⽤歐洲納⽶級精度加⼯標
�����准俳注射模,配合精度更⾼，閥⾨零洩漏。

控制⽅式

·⼿柄驅動
·氣動（氣動雙作⽤或者氣動單作⽤）
·電動(開關型或者調節型選擇）

應⽤領域

·⼯程機械（挖⼟機,起重機卡⾞與拖⾞等）
·⼯業設備配套（⾼壓發泡機，聚氨酯機械設備）
·海油⼯程（海底油管輸送海上⽯油開採海底鑽探等）
·燃氣能源（CNG⼦母站，燃氣輸送，城市⾨站）
·鋼鐵冶⾦（⽔除磷系統，液壓系統）
·採礦⼯業（⾼壓選礦，PGA系統）
·造船⼯業
·化學⼯業和⽯油化⼯
·動⼒發動機設備（天然氣發動機，天然氣壓縮機）
·沿海和沿岸⼯業裝置
·⾦屬塗裝⾏業（汽⾞的表⾯噴漆）

1.�O型圈第⼆重閥杆密封設計
閥杆受到球閥傳遞來的介質推⼒時。O型圈可避免閥杆閥體直接摩
擦，並且在低壓使⽤時還能起到杆部密封的輔助作⽤。
2.�閥杆防爆出裝置設計
如圖所⽰，閥杆於閥體的結構設置可以防⽌閥杆因閥腔內的壓⼒升
⾼⽽冲出閥體。
3.�⼤薄⽚限制變形空間設計
在⼤薄⽚的前後各設⼀個同⼼圓定位結構的⽬的是，當裝配閥體於
閥蓋結合的過程中，在初期閥蓋擠壓⼤薄⽚時，受擠壓變形溢出的
多餘材料不能直接阻塞在閥蓋將要進⾏軸向移動的空間內，可使閥
體於閥蓋的端⾯充分結合，達到切實可靠的體蓋密封效果。
當客⼾特別需要，防⽕應⽤需求時可將⼤薄⽚材料變更為纏繞⽯墨
墊圈，其特點是當周圍環境發⽣⽕災時溫度達到800℃以上時，不
會被破壞或燒毀，仍然能夠保持密封的效果。
4.�符合ISO�5211標準的平臺設計
根據ISO�5211標準設計的驅動器安裝平臺，可以直接加裝各類驅動
器，並有兩組PCD可供⽤⼾選擇。
5.�雙層蝶形彈簧裝置設計
被預先壓緊的兩⽚蝶形彈⽚存在閥杆出現微洩漏時會起到補償作⽤，
釋放其預緊的變形再次壓緊填料。
6.�多層V型圈填料，閥杆密封零洩漏設計
閥杆為V型填料密封結構，變形更充分，可以更有效的將軸向的壓緊
⼒轉化成閥體、閥杆和填料三者的徑向密封，當有客⼾特別需要，
防⽕應⽤需求時，可以將此零件材料變更為柔性⽯墨，其作⽤是當
周圍環境發⽣⽕災時溫度達到800℃以上時，不會破壞或燒毀仍能
夠保持密封的效果。
7.�推⼒套環裝置設計
閥杆在受到球體介質推⼒時，套環對填料起到推⼒和緊固作⽤，⼀
個套環和填料可以提供無洩漏連接。
8.閥座防⽕結構設計
若使⽤現場發⽣⽕災時，PTFE材料的閥座在800℃以上⾼溫的影響
下燒毀或氣化時，由閥體上加⼯⽽成的輔助⾦屬閥座起密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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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機構�&�附件ZERFON 執⾏機構�&�附件

60系列氣動執⾏器
ZERFON氣動執⾏器60系列為⿒輪⿒條式,雙活塞設計。
作⽤形式分為雙作⽤執⾏器和單作⽤執⾏器

·全⾯符合國際規範：ISO5211/DIN3337和VD/VDE3845、MAMUR標準。
·最⾼⼯作壓⼒可達10bar，溫度範圍從-40到95℃。
·擠壓的⾼強度鋁製缸體，內表⾯經細磨級硬質陽極氧化處理。
·外部安裝兩個獨⽴的⾏程調節機構，⽅便進⾏±5°全開或全關位置的調節。
·所有活動表⾯均選⽤⾼質量的軸承，低摩擦、⾧壽命、無噪⾳。
·MAMUR標準的多功能位置指⽰器可視化指⽰。
·可改變缸體及密封件材料，應⽤于防腐、⾼溫、低溫等場合。

61系列三位式氣動執⾏器
ZERFON氣動執⾏器63系列為⿒輪⿒條式,雙活塞設計。
作⽤形式分為雙作⽤執⾏器和單作⽤執⾏器

·三位式氣動執⾏器⾏程⾓度：
�����標準的⾏程⾓度：0°45°90°�可以調整⼠5°�
�����120℃⾏程⾓度：0°�60°120°�可以調整⼠5°�
�����180℃⾏程⾓度：0°�90°180°�可以調整⼠5°
·三位式氣動執⾏器操作介質：
�����經過30μm過濾的乾燥或加油潤滑的潔淨壓縮空氣，
�����或⾮腐蝕性氣體。暴露點溫度-20°（-4°F)

62系列拨叉式氣動執⾏器
62系列氣動執⾏器為拨叉式,活塞結構，
作⽤形式分為雙作⽤和單作⽤（彈簧⾃動複位）

·按主要材質的不同，可分為鋁合⾦型、不銹鋼型、碳鋼型等。
·⾼於7000Nm的扭矩要求時，⿒輪⿒條式執⾏器往往不符合
成本效益。由於這個原因，在選⽤氣動執⾏器⼀般建議選擇⼤
功率撥叉式氣動執⾏器，它可以提供更⾼的扭矩輸出。

90系列精⼩型電動執⾏器
90系列是⼀種結構最緊湊，
外形⼩巧以及功能強⼤的精⼩型電動執⾏器。

·扭矩：50to2000NM
·電壓：DC24V/220V,AC24V/110V/220V/380V
·迴轉⾓度：0-90°
·環境溫度：-25℃-60℃
·殼體材質：鋁合⾦精密壓鑄件
·防護等級：IP67

91系列防爆型電動執⾏器
91系列是⼀款防爆型電動執⾏器，廣泛應⽤於各防爆場合。
·扭矩：50to600NM
·電壓：AC24V/110V/220V/380V
·迴轉⾓度：0-90°
·環境溫度：-25℃-60℃
·優質的鋁合⾦外殼，圓柱加流線型設計，外觀造型精巧、美觀。
·防護等級�IP67，解決了傳統隔爆型產品防護等級低，性能差的頑疾。
·防爆等級�Exd�II�BT4,滿⾜了90%以上防爆性氣體環境的隔爆要求。
·採⽤圓形⽌⼝配合隔爆⾯，隔爆性能更好，更可靠。

92系列多迴轉電動執⾏器

92系列多迴轉電動執⾏器是採⽤直連式結構并能很⽅便的于
閥⾨配套，適合于閥辦為直⾓90°的閥⾨，如蝶閥、球閥、
旋塞閥、⾵⾨等產品的使⽤。本產品對閥⾨可實現開啟，關
閉的遠距離控制和現場操作控制等，是電動閥⾨不可少的驅
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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