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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56
产品简介

         AVK 双偏心蝶阀采用倾斜式阀板设计，延长了使用寿命，且易于
操作。阀板密封圈由AVK独有的EPDM橡胶加工而成，该橡胶通过饮用
水认证，具有出色的回弹性能。环氧涂层表面均通过DVGW/WRAS认
证，干轴设计确保高耐久性。该蝶阀为双向密封设计。

通过以下饮用水认证：

应用：

供水-配水 供水-水厂 供水-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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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1. 键 不锈钢
2. 驱动轴 不锈钢
3. 垫圈 青铜
4. 螺钉 不锈钢
5. 滑动轴承 PTME
6. O型圈 EPDM
7. 密封圈 EPDM
8. 密封固定环 不锈钢或者球墨铸铁
9. O型圈 EPDM
10. 垫圈 EPDM
11. 阀座圈 不锈钢

零件表

12. 阀体 球墨铸铁
13. 阀板 球墨铸铁
14. 螺钉 不锈钢
15. 端盖 不锈钢
16. 固定螺钉 不锈钢
17. 键 不锈钢
18. 封盖 不锈钢
19. 从动轴 不锈钢
20. 止推轴承 青铜
21. 端板 球墨铸铁
22. 密封罩 青铜

23. 定位销 不锈钢
24. 安全板 不锈钢
25. 螺钉 不锈钢
26. 弹簧垫圈 不锈钢
27. 锌垫圈 锌
28. 堵头 钢

PN16: DN150-600 PN16: DN700 及以上
PN25: DN150-1200

产品类型 双偏心，双法兰，软密封蝶阀

设计标准 EN593

尺寸范围 DN150-4000

压力等级 P10/16/25

面对面尺寸 EN558 表2 13系列（短体）和14系列（长体）

顶法兰 EN ISO 5211

介质 饮用水和中性液体

最大工作温度 70摄氏度

水压测试
根据EN1074-1和2 / EN12266 Rate A
阀座：1.1×PN 
阀体：1.5×PN

认证及证书 WRAS, DVGW, GSK

驱动装置 带手轮式齿轮箱，电动、气动、液动执行器

配件 自锁装置，延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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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优势

密封所使用的橡胶，均由 AVK GUMMI A/S 公司采用先
进的技术研发制造。

        阀板由两套定位螺钉固定， 并使键和键槽连接更紧密， 
有效防止键槽磨损。 阀轴传动稳定，最大工作压力下，阀板无
震动。

      口径大于 DN700 以上的阀板，键连接配合两套不锈钢定
位销。定位销通过压力安装，在阀板与阀轴之间无空隙。

双偏心原理
       阀轴中心相对于阀体中心做 x 和 y
轴两个方向进行偏移，偏心距离大约为
3~5mm，阀板做类似于门板开合的旋启动
作。

DN 150-600

所有铸件均根据 ISO 12944-4 进行抛丸处理，清理产品
表面，以提供完美的涂层附着力。产品内外环氧涂层均根据
DIN30677-2 和 GSK 标准进行喷涂。通过对产品品质的全面
把控，确保了最佳的防腐性能。

       阀板开启很小的角度，密封圈即可
完全脱离阀座，极大的增强了密封圈
的寿命。

DN 700及以上

 • 符合饮用水认证
 • EPDM 材质抗臭氧和氯，无微生物滋生
 • 卓越的回弹性能

 • 橡胶圈在关闭位置为全压缩状态，实
现100% 防泄漏

 • 更低的操作扭矩
 • 降低弹性密封的磨损速度

高品质涂层和卓越的橡胶

倾斜式阀板设计，延长了使用寿命，并且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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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型阀板设计，在高流速的应用环境对“气蚀”的敏感度更低。

该设计适用于 DN700-1200 蝶阀。
整体式阀座 表面环氧树脂静电粉末涂层，与阀体整体式铸造，
阀座永无脱落可能。

阀轴端部的抗腐蚀保护

可更换的阀轴密封件及锁紧装置 

不锈钢可更换式阀座 确保长期稳定运行，必要时更换阀座，
延长阀门使用寿命。 DN150-600 将 O 型密封圈压入阀体，
预防内漏。 DN700 以上通过螺栓固定并外涂环氧树脂，装入
O 型密封圈避免内漏，可在线更换。

选择最适合的阀板和阀座设计

优化的阀板密封设计

橡胶密封圈独特的形状确保定位不松脱

任何没有涂装的球铁部件表面都不会暴露在介质中。

 • DN150-600阀轴端部由不锈钢端盖保护内衬橡胶垫片    
 • 大于DN700 轴端用定位销固定，完全封闭在阀板中
 • 自润滑轴承含PTFE涂层确保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都在低扭矩下运行

       阀轴密封带压可更换，易于维护。从内到外确保了安全的密封性，有效防
止杂质从外部进入。

 • DN150-600: EPDM O型圈嵌入不锈钢圈，EPDM O型圈，EPDM平垫圈和
NBR O型圈。

 • DN700以上：两个EPDM O型圈分别在铜套两边，以及一个NBR平垫圈。
 
       我们提供额外的安全锁紧装置，阀门下端盖处可在线维修，并可提供附件
锁定阀门于任意开度。该装置可有效避免阀门在线更换驱动装置时，阀板因流
体冲击而产生位移，对之后的驱动装置安装定位产生影响。

DN 150-600

DN 150-600

DN 700 及以上

DN 700 及以上
 • 压环固定螺栓都有O型圈保护
 • 压环固定螺栓喷涂螺纹紧固胶防止螺栓松动掉落
 • 独有的高品质阀板橡胶密封圈（AVK GUMMI）确保低
扭矩

拱型阀板 平面阀板

DN 700 及以上

DN 1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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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体
整体式阀座
拱型阀板
IP67齿轮箱 
DN700-1200
PN10/16

可选：
 • 不锈钢阀座

长体
整体式阀座
平面阀板
IP67齿轮箱
DN150-2800
PN10/16

可选：
 • 不锈钢阀座
 • DN150-1200范围内
提供PN25的配置

AVK 双偏心蝶阀 

756/118系列

756/302系列

756/102系列

756/218系列

756/3系列

长体
不锈钢阀座
拱型阀板
带ISO输入齿轮箱  
DN700-1200
PN10/16

可选：
整体式阀座

长体
不锈钢阀座
平面阀板
带ISO输入齿轮箱 
DN150-2800
PN10/16

可选：
 • 整体式阀座
 • DN150-1200范围内
提供PN25的配置

短体
整体式阀座
平面阀板
IP67齿轮箱 
DN150-2200
PN10/16

可选：
 • 不锈钢阀座
 • DN150-2000范围内
提供PN25的配置

756/402系列

整体式阀座
拱型阀板
带ISO输入齿轮箱 
DN700-1200
PN10/16

可选：
 • 短体
 • 整体式阀座

注意：此处仅展示部分信息，更多产品请登录AVK官网

756/202系列 756/4系列
不锈钢阀座
平面阀板
带ISO输入齿轮箱  
DN150-2200
PN10/16

可选：
 • 短体
 • 整体式阀座
 • DN150-1200范围内
提供PN25的配置

整体式阀座
拱型阀板
IP67齿轮箱 
DN700-1200
PN10/16

可选：
 • 短体
 • 不锈钢阀座

整体式阀座
拱型阀板
IP68齿轮箱 
DN700-1200
PN10/16

可选：
 • 短体
 • 不锈钢阀座

756/406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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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附录-涂层

抛丸清理

所有铸件均根据ISO 12944-4, SA 2½标准进行抛丸清理。

零部件在抛丸除锈装置中进行清理。已清理零部件放置于

无尘安全柜中并立即根据GSK规格运输至烘箱。

检查表面时，表面不应存在油、油脂、污垢、氧化皮、铁

锈、油漆或其它异物。任何剩余污染痕迹只能以斑点或条纹等

轻微污渍形式存在。表面应有均匀的金属色泽，并与测试板色

泽一致，从而确保涂层具有极佳的粘合性。极佳的涂层粘合性

是形成抗腐蚀功能的必备因素。

环氧涂层

阀体及阀盖的环氧涂层均符合DIN 30677-2和GSK标准。

阀门组件在抛丸清理后的4小时内，输送到封闭的环氧喷涂车

间内进行静电喷涂工序。环氧粉末在200-230ºC之间熔化，与

已经过预处理及预热后的部件接触时固化，确保最佳粘合。

测试：

 • 涂层厚度

涂层膜厚不应少于250 μ。

 • 无气孔涂层

将带电极刷3kV的漏涂点探测器以电子形式检查并定位

涂层上的任何气孔，必须确保涂层完全无气孔，以避免下

方铸件腐蚀。

 • 耐冲击性

使用冲头分离法应在涂装工艺结束24小时后进行，测

试方法为将不锈钢冲头通过一米长的滑筒具有5Nm冲击力

自由落体到涂层表面。每次组件冲击性测试后，不会出现

电火花击穿的情况。

 • 甲基异丁酮测试 (MIBK测试)

在室温环境下将几滴甲基异丁酮液滴到测试样品水平

环氧树脂涂层表面。30秒后，用干净的白布擦拭测试区

域。测试结果表明，测试表面既无光泽也不模糊且白布仍

是干净的。测试在涂装工艺结束24小时后进行。

 • 附着力测试

根据DIN 24624标准使用冲头分离法对每种部件的粉

末涂层附着力进行测试，测试次数为至少每年四次。覆

盖于测试样品测试区域内的涂层厚度范围为250 μ至400 

μ。测试样品应先浸泡于温度为90ºC的去离子水中，浸泡

时间为七天，然后取出放入高温箱中烘烤3小时。在正常环

境下，处理阶段需要花费3至5天的时间，处理过后即可将

其移除。浸泡水中期间不得出现气泡。测试样品表面开始

脱除油渍后即可用粗糙的砂纸打磨表面。利用无油压缩空

气为打磨后的表面除尘，对样品进行再清洁。用至少12 N/

mm²的拉力对芯砂和型砂边进行粘结性测试。

 • 阴极剥离

至少每年两次对每种部件进行阴极剥离测试。

阴极剥离测试期间涂层上不得出现气泡。

在阴极剥离测试中，覆盖于测试样品测试区域内的涂

层厚度范围为250 μ至400 μ。

 

认证：

        涂层在满足所有指定的无毒条件下经认证后可用于饮用

水系统，认证机构如下：

 • 德国卫生研究所认证

 • 荷兰KIWA认证

 • 英国WRC认证

 • 法国CRECEP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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