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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阀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KtM Metaltite®球阀适用于高温、腐蚀性介质、

浆液和含颗料流体应用工况。

请按照本文件描述的警告和注意事项使用

阀门。如果未能这样做，错误储存、安装、

操作、维护和拆解可能导致事故与/或阀门的

严重损坏。

将本手册放在随手可取的地方，便于立刻阅

读；一定将其提供给采购商、承包商、管道设

计师、用户、操作员或维护技术员。

警告

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避免，可能导致死亡或

严重伤害。

注意

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避免，可能导致轻微或

中度伤害。

本手册内容自2015年4月起生效。

KtM保留在制造过程中停止生产、改变或修改

任何KtM产品的设计和/或结构的权利，而不承

担任何接受折扣、更换、提供或安装以前或以

后销售的产品的变更或修改的义务。

本文件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 安全防范措施

用下面两种警告标记强调安全使用KtM阀门的

防范措施，以表明不同的危险程度。在使用

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以确保安全、

防止任何损坏。

2 产品规格

为保证阀门的使用安全，应由设计工程师检查

其是否适用于您的设备，或仔细阅读样本或其

他技术数据中所注明的应用范围。

阀门到达现场后，应首先检查适用条件(温度、

压力、流体特性、环境条件、安装仪表等)，
以确保它们是正确的。

© 2017 emerson. all Rights Reserved. VCIOM-02481-ZH 18/11

安装之前，请仔细阅读并理解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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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应用范围

温压曲线图

金属密封浮动球阀的应用范围由温度和压力

决定，操作阀门时请确保遵守右侧所示的适用

范围。

超出适用范围可能导致阀体或部件失效和流体

泄漏。

(阀门的温度压力等级受阀体、球体和阀杆材料

的限制。)

WCB Class 300
CF8M Class 300

aY·BY型
上限

压
力

 (M
Pa

)

温度(°C)

浮动球阀

产品范围: Class 150 - 300, 尺寸DN 15 - DN 200; NPS ½ - NPS 8
密封圈 温度范围 硬化处理方式 内件代码 应用

增强型PtFe -29°C~250°C
(-20~480°F)

球体: 镀硬铬 aY 泥浆、纸浆造纸、含颗料流体等

阀座: stellite
球体: 喷焊镍基合金 BY 开关和节流

阀座: stellite
石墨 -29°C~350°C

(-20~662°F)
球体: 镀硬铬 aG 高温流体、泥浆、纸浆、蒸汽、含颗料流体等

阀座: stellite
球体: 喷焊镍基合金 BG 开关、节流和火灾安全

阀座: stellite
-29°C~500°C
(-20°C~932°F)

球体: 镀硬铬 BX 高温、高压、高频和火灾安全

阀座: stellite

示例: EB11 M 31 AY A15 10
阀门型号

EB11 aSMe 150 EB12 aSMe 300
 JiS10K  JiS20K
 JPi 150  JPi 300
二级代码

M 金属密封

阀体代码

31 CF8/ SCS13a
32 CF8M / SCS14a
62 WCB / SCPH2
内件代码

阀球硬化处理方式 温度范围

A 镀硬铬 Y -29-250ºC
B 喷焊镍基合金 G -29-350ºC

X -29-500ºC
法兰代码

A15 aSMe 150 J20 JiS20K
A30 aSMe 300 P013 JPi 150
J10 JiS10K P033 JPi 300
阀门尺寸 (DN和NPS)
DN 15 - DN 200; NPS ½ - NPS 8
* 阀体材料为SCPH2时，最低温度为-5°C。

有关标准产品规格，请参阅下表。

下限

CF8 Class 300

CF8 Class 150
CF8M Class 150

WCB Class 150

17/4
阀杆

上限

aG·BG型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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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装前的储存

阀门应该按照下列标准储存：

1. 储存仓库应该清洁干燥。

2. 阀球必须处于开启位置，必须用适当的密封

盘保护阀门端法兰。

3. 在安装之前不要拆除阀门端面法兰保护盖，

防止生锈及被异物污染。

4. 在储存区域必须进行定期检查，以验证保持

上述条件。

注意

1. 球阀在交付时，阀球处于全开位置，并应该

照现在的样子储存。为延长期限，将阀球放

置在其他位置，包括半开位置，可能导致阀

座泄漏。

2. 不要将托运包装直接放在地上。

3. 不要令托运包装接触雨/风或直接暴露于阳光

之下。

4. 只有阀门有适当的包装(包装在箱子内，箱子

覆盖防雨、防风和防尘的乙烯板)，才可在露

天区域存放并只能存放有限的时间内。

5. 储存在干燥与通风良好的环境下。

6. 如果希望延长储存期限，应该每六个月更换 

一次干燥剂袋(如果供应)。

5 运输

警告

1. 在搬运阀门时，必须选择正确尺寸的设备和 

配件(吊具、扣件、挂钩等)，考虑装箱单和/
或交货单上指示的单个和/或全面阀门重量。

2. 起吊和搬运必须仅由专业人员执行。不当吊 

运可能导致阀门变形或阀门掉落从而造成

损坏。

6 安装

下列安装有助于阀门延长使用寿命。

1. 小心从运输包装(包装箱或者包装托盘)上卸

掉阀门，避免损坏阀门和执行机构(以及相应

的配件)。
2. 确认阀门铭牌上所列的部件材料适合预期的

作业工况并符合规范。如有疑问，联系KtM
或当地emerson工厂。

3. 相对于系统压力，定义首选的安装方向。 

如果适用，阀体上的箭头有助于识别上游侧(
高压)和下游侧(低压)。

4. 阀门上各连接部分的螺栓和螺母等紧固件，

如果在运输期间由于振动而变得松弛，应该

检查并重新拧紧。在拧紧螺母时，使用安全

的闭口扳手。

5. 安装前，必须卸掉阀门端面法兰上的保

护盖。

6. 对于手动阀门而言，可按任意角度、水平、 

垂直或其他任何方向安装在管道上。然而， 

建议安装后的位置便于维护、搬运、通入保

温介质和排水。

7. 必须留出足够的维护空间。

警告

不要在技术数据表指示的规格或极限范围之外

使用阀门。

注意

1. 这些阀门型号可在室内或室外安装使用。

然而，如果在接触气体的环境中使用，应该

使用适当的类型和材料，防止腐蚀或生锈。 

(样本内提供组成部件材料的详细内容)
2. 为防止事故，应订购经过特殊处理和操作用

的定制阀门，用于使用氧气和过氧化氢的具

体特定场合。

3. 不要使用执行机构上的起吊点或吊耳起吊阀

门，因为这些起吊点/吊耳为仅供起吊执行机

构使用。

4. 不要通过手柄起吊阀门，因为这些手柄不能

承受整个阀门的负载。这样做可能导致手柄 

制动脱开，或与阀门断开，可能导致阀门损

坏或人员伤害。

5. 避免在人员头部、设备或任何其他物品上方 

起吊，被提起的负载从搬运设备掉落下来可 

能造成货物损坏或人员伤害。

6. 必须始终遵守所有当地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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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操作

7.1 操作说明

通过手柄/齿轮箱操作来进行阀门调节。顺时针

转动阀杆轴关闭阀门。将阀门操作到 "全开"和"
全关"检查阀门的操作。手柄杆或阀杆轴顶部的

平行平板的方向指示KtM球阀的开启或关闭位

置(参见图2)。对于齿轮箱驱动阀门，该位置用

箭头指示(参见图3)。

注意

1. 确保阀门内部或阀座上没有沾有木片、塑料

或包装材料等固体物。建议在安装阀门之前 

在给夹套式球阀装管道时，检查是否有异物

堵冲洗管道。如果不能，安装的阀门在管道

冲洗之前必须处于开启位置。

2. 除非KTM另行建议，阀门安装时阀球体应该

处于开启位置，确保阀座圈在安装期间不被

损坏。

3. 采用符合标准或规范的适当垫片。

4. 用闭口扳手拧紧法兰螺栓；采用'十字形' 模
式，交替拧紧处于180度对角的螺栓(见图1) 
。部分不平衡拧紧力会在管道上施加额外的

应力，从而可能损坏法兰或产生过多的操作

扭矩。

5. 安装没有额外保护应力的管道，会导致阀门

泄漏、操作不良或故障。

6. 在对管道系统进行压力测试时，阀门应该处

螺栓的拧紧于部分开启或全部开启的位置。

阀门在关闭位置测试会被施加太多的负载，

导致阀座泄漏。检查在压力试验期间连接法

兰和填料压盖部分是否泄漏。执行压力测试

之后，立刻将阀门返回到初始要求的全开/全
关位置。

7. 如果管道系统用水来执行压力测试，且如果

管道系统在测试后长期关闭，则应采取下列

措施:
 -  在水中使用腐蚀抑制剂，给管道系统加

压。

 -  测试后，管道系统应减压，试验用水完全

排出

 -  确保腐蚀抑制剂在系统内不留残渣，

因为这些颗粒可能损坏阀门密封面。

图1
螺栓的拧紧

阀门关闭

图3
齿轮箱操作

阀门开启

图2
手柄操作

指示器

警告

1. 在核准通过螺栓/螺母拧紧特定的手柄后，

操作阀门从设定方向到稳定状态。另外，

在用备用手柄操作阀门时，确保将手柄稳定

插入阀杆端部。手柄插入不充分，或强迫

操作，如果手柄滑出，可能导致阀门损坏或

造成人员受伤。

2. 过分的手柄操作力可能折断手柄，使操作员

受伤，和/或使限位块或阀杆轴变形，这也可

能导致阀座泄漏。

3. 如果管道内流动的是高温流体，必须小心处

理阀门。受热的阀门可能导致手烫伤。

7.2 齿轮箱驱动阀门的调节

如果齿轮箱驱动机构的机械指示器没有正确

指示阀门完全开启或关闭，用调节螺丝调节

开口。如需详细内容，请参考编号C325-300 的" 
a, B, C, D型阀门手操器的操作手册"。

7.3 锁定装置(可选项)
在开启和关闭位置可以提供一个锁定装置，以

防止未经授权或不正确的操作。当你打开/关闭

阀门时，解锁并拆卸挂锁，否则锁销和限位块

可能会断裂。

如要锁定金属密封球阀，请采用下表内指出尺

寸的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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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锁销和挂锁尺寸

图5
锁定装置示意图

8 维护

下列说明有助于延长阀门的使用寿命。

为使阀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必须定期检查

和维护。下面的图6-8所示为需要定期检查的部

件和维护项目。

注意

如果通过填料观察到泄漏，缓慢均匀地拧紧压

盖螺栓，直至泄漏停止。这样做时不得影响扭

矩。不要过分拧紧填料压盖螺栓，因为这样将

增加操作阀门所需的扭矩。

每3000个操作循环或每运行6个月，执行该

程序。填料由于热循环可能导致松弛时，每运

行两个月或每1000次操作循环，重新拧紧螺丝

一次。

配有齿轮箱的阀门上的压盖密封几乎与公称直

径相同。

为了提高系统运行的安全性，DN 125 – 250的
阀门的阀杆为"防吹出"设计，这意味着阀杆不

能通过阀体顶部拆卸下来。它必须从阀体内

取出。

注意

阀体与阀盖之间的密封部分采用增强型聚四氟

乙烯或石墨垫片，如图8所示。如有轻微泄漏，

紧固螺栓应适度紧固。

锁销和挂锁尺寸(mm)
阀门口径

(全通径)
销钉尺寸 (供参考)

挂锁类型字母编号L d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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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故障排除

故障 原因 解决方法

不能顺畅运行 1. 流体内存在固体或浆液堵塞 1.  清理阀门的内部。如有必要，更换部件(阀球、阀座、阀杆轴承、止推

轴承)。
2. 阀球被流体侵蚀。 2. 更换成耐腐蚀材料制成的阀球。

3. 流体粘附在阀球和阀座上。 3. 清理阀门的内部。如有必要，更换阀球和阀座。

4. 关闭阀门时，异常压力造成的不正常的压力升高超过其额定极限压力。 4. 采取措施防止压力异常上升。

外部泄漏 1. 操作频率很高或高温流体流动时，填料的密封性能降低。 1. 需要轻轻拧紧填料压盖上的紧固螺母或螺栓，或更换填料。

2. 当关闭阀门时，管道内的异常压力变化造成填料的密封性能降低 2. 采取措施防止压力上升，并更换阀座、垫圈和填料。

阀座泄漏 1. 流体粘附在球体和阀座上。 1. 清洗阀门内部。如有必要，更换球体或阀座。

2. 球体被液体腐蚀。 2. 替换为耐腐蚀材料制成的阀球。

图7
eB11M 125 mm ~ 200 mm (5”~8”)
eB12M 125 mm ~ 200 mm (5”~8”)

填料密封螺栓

填料法兰

填料

阀杆

限位块

填料密封螺栓

填料压盖

限位块

图8
阀体密封结构

垫圈

螺母

图6
eB11M 15 mm ~ 100 mm (½”~4”)
eB12M 15 mm ~ 100 mm (½”~4”)

填料密封螺栓

限位块
限位块

填料密封螺栓

填料法兰

填料

阀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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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阀门结构图(公称通径: 50 mm)

10 阀门拆解

在清洁、光亮且通风良好的地方装配/拆解

阀门。

警告

在从管道上拆卸阀门之前，确保系统已完全减

压，危险流体已经排空。未能这样做可能会导

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或阀门损坏。

阀门的维护必须由合格人员执行。

在检查安全性之前，切勿操作/拆解阀门。阀门

极为沉重；确保阀门放置位置稳定，防止在装

配/拆解时阀门掉落。

球阀全开或关闭时，球阀内部有一个腔室。

为便于安全分解，必须执行下列说明。

1. 球阀仍然安装在管道上时，半开阀门，确保

腔室内没有压力。未能这样做可能会因为残

留压力导致人员伤害、爆炸或火灾。

2.  在拆解阀门之前，确保去除任何有害的气体

或流体，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和安全的维护温

度范围内进行阀门拆解。

3. 必须仅在远离任何火源的通风良好的室外场

所检查易燃气体和其他危险流体的压力。

请查看以下阀门结构图进行拆解，部件的数量

根据阀门通径不同而略有不同，但基本结构是

相同的。

注意

1. 当球阀完全打开或完全关闭时，球阀内部有

一个腔体，一些压力和介质可能会留在腔体

内，因此在将阀门从管道中取出或送回给我

们时，一定要保持阀门处于半开状态，以完

全释放压力和清除介质。

2. 请将阀门完整的退回，不要拆解。

[将阀门运回给我们进行修理]

11 质保

质保期从物品第一次被安装日期算起为一年，

或者从物品运送到第一位用户的到货期算起为

18个月，以先发生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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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艾默生自动化解决方案和其任何附属实体均不对任何产品的选择、使用或维护承担责任。对任何产品的正确选择、使用和维护的责任都只与购买者和最终用户

有关。

KtM 是艾默生电气公司的艾默生自动化解决方案业务部门旗下一家公司所拥有的商标。 艾默生自动化解决方案、艾默生和艾默生标志是艾默生电气公司的商标和服务

商标。所有其他商标均归各自所有者所有。

本出版物的内容仅供参考，尽管我们努力确保内容准确性，但也不应将其解释为对本文所述产品或服务或其用途或适用性所作出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或担保。所有销售

均受本公司条款约束，本公司可应请求提供此类条款。本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或改进本公司产品设计或规格的权利，且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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