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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栋用调压器 锅炉专用调压器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TZ-*/*F(FQ)系列直接作用调压器

进口压力/MPa：0.02～0.4

出口压力/KPa：1～50

稳压精度等级：最高达AC5

关闭压力等级：最高达SG10

切断精度等级：≤AQ5

工作温度/℃：-20～60

公称通径：DN25、DN40、DN50

连接方式：螺纹或法兰

直接作用杠杆传力结构，关闭灵敏，调压精度高。

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故障少。

自带安全放散功能，超压切断功能可选，配置灵活，功能齐全。

不锈钢内件，耐腐蚀，寿命长，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

对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庭院、楼栋、单元及小型直燃设备调压，稳压。

F系列(无切断) FQ系列(带切断)

主体材质

阀体：铸铁 内件：不锈钢 弹簧：60si2MnA

密封件：丁腈橡胶 膜盖：压铸铝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TZ-*/*UQ、B、BQ系列直接作用调压器

进口压力/MPa：0.02～0.4

出口压力/KPa：1～50

稳压精度等级：最高达AC5

关闭压力等级：最高达SG10

切断精度等级：≤AQ5

工作温度/℃：-20～60

公称通径：DN25、DN40、DN50、DN80、DN100、DN150、DN200

连接方式：法兰

平衡阀芯结构设计，精度高、流通能力大。

直接作用调压器，结构简单、反应速度快、关闭性能好。

内置自动放散功能，超压切断功能，功能齐全。

不锈钢内件，耐腐蚀，寿命长，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

对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锅炉及大中型直燃设备的稳压调压。

UQ系列 B系列

主体材质

阀体：铸铁 内件：不锈钢 弹簧：60si2MnA

密封件：丁腈橡胶 膜盖：压铸铝、碳钢

BQ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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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TJ-*/0.8N(NQ)间接作用调压器

进口压力/MPa：0.02～0.8

出口压力/KPa：1～5、5～15、15～30、30～400

稳压精度等级：最高达AC2.5

关闭压力等级：最高达SG10

关闭压力区等级：最高达SZ10

切断精度等级：最高可达AQ3(此参数仅用于NQ系列)

工作温度/℃：-20～60

公称通径/mm：DN25、DN50、DN80、DN100、DN150、DN200

平衡阀芯结构设计，精度高、流通能力大。

间接作用式调压器，进口压力范围广。

不锈钢内件，耐腐蚀，寿命长，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

对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区域及公共用户供气系统调压稳压。

N系列 NQ系列

主体材质

阀体：铸铁 内件：不锈钢 弹簧：60si2MnA

密封件：丁腈橡胶 膜盖：碳钢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TJ-*/*E(EQ)系列，间接作用式调压器

进口压力/MPa：0.1～10.0

出口压力/MPa：0.05～0.4、0.4～0.8、0.8～1.6、1.6～2.5、2.5~4.2

稳压精度等级：最高达AC1

关闭压力等级：最高达SG5

关闭压力区等级：最高达SZ5

切断精度等级：最高可达AQ3(此参数仅用于EQ系列)

工作温度/℃：-20～60

公称压力/MPa：PN1.6、PN2.5、PN4.0、PN6.3、PN10.0

公称通径/mm：DN25、DN50、DN80、DN100、DN150、DN200

平衡阀芯结构设计，精度高、流通能力大。

间接作用式调压器，进口压力宽扩，可在线维修。

可选超压切断、运程控制切断、阀位信号运转功能。

可选内置外置消音器功能。

不锈钢内件，铸钢阀体，寿命长，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

等；对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城市门站、工业炉窖及大型公共用户供气系统调压。

E系列

主体材质

阀体：WCB 内件：不锈钢 弹簧：60si2MnA

密封件：丁腈橡胶 膜盖：碳钢

EQ系列

区域用调压器 城市门站用调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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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TJ-*/*M系列间接作用式调压器

进口压力/MPa：0.1～10.0

出口压力/MPa：0.05～0.4、0.4～0.8、0.8～1.6、1.6～2.5、2.5~4.2

稳压精度等级：最高达AC1

关闭压力等级：最高达SG5

关闭压力区等级：最高达SZ5

工作温度/℃：-20～60

公称压力/MPa：PN1.6、PN2.5、PN4.0、PN6.3、PN10.0

公称通径/mm：DN25、DN50、DN80、DN100、DN150

平衡阀芯结构设计，精度高、流通能力大、轴流式结构，特别适合小压差工作环境。

间接作用式调压器，进口压力宽广，可在线维修。

可选消音器功能，阀位远传功能。

不锈钢内件，铸钢阀体，寿命长，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对

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城市门站、工业炉窖及大型公共用户供气系统调压。

M系列

主体材质

阀体：锻钢 内件：不锈钢 弹簧：60si2MnA

密封件：丁腈橡胶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TZ-25/25H直接作式调压器

进口压力/MPa：≤25

出口压力/MPa：≤6.3

稳压精度等级：最高达AC2.5

关闭压力等级：最高达SG10

关闭压力区等级：最高达SZ10

工作温度/℃：-20～60

公称压力/MPa：PN26.0

公称通径/mm：DN25

直接作用式调压器，结构简单、响应速度快，可在线维修。

平衡阀芯结构设计，调压精度高、稳定性好。

不锈钢与内件，耐腐蚀强、寿命长。

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对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CNG减压站的前级调压。

25H系列

主体材质

阀体：不锈钢 内件：不锈钢 弹簧：60si2MnA

密封件：丁腈橡胶

城市门站用调压器 CNG专用调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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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阀附件 安全阀附件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QJ/*/*G（S）切断阀

紧急切断阀

切断压力/MPa：0.002～0.01、0.007~0.03、0.03~0.3、0.25~0.5、0.4~0.8、0.7~1.3、

                          1.2~1.7、1.6~2.6、2.5~4.0、4.0~7.6

出口压力/MPa：0.05～0.4、0.4～0.8、0.8～1.6、1.6～2.5、2.5~4.2

切断精度等级：最高达AQ3

工作温度/℃：-20～60

公称压力/MPa：PN1.6、PN2.5、PN4.0、PN6.3、PN10.0

公称通径/mm：DN25、DN50、DN80、DN100、DN150、DN200

间接作用式切断阀，切断精度高、响应进度快。

内部旁通结构，结构紧凑、开启方便、可在线维修。

可超高、超低远程控制切断，和阀位远传，功能齐全。

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对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城市门站、调压箱、调压装置、CNG减压站的安全切断保护。

G(S)系列

主体材质

阀体：WCB、锻钢 内件：不锈钢 弹簧：60si2MnA

密封件：丁腈橡胶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A42X 弹簧直接作用安全阀

安全阀

软密封结构，密封性能好、特别适合气体介质密封。

弹簧直接作用式，结构简单、反应进度快、全启排放、排量大。

先导式结构，两段作用，适用于高压，大排量的工作环境。

结构紧凑、安装简便、可在线调试

不锈钢内件，耐腐蚀，寿命长，适用于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

对于有腐蚀性的气体，可定制。

适用于：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系统、调压箱、调压装置的超压安全泄放。

A42系列

主体材质

阀体：WCB 内件：不锈钢 弹簧：50CrVa

密封件：丁腈橡胶

A46X先导式安全阀

A46X系列 

07 08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RGL系列过滤器

过滤精度/μm：5、10、20、50

过滤效率/％：99.98(≥10μm)

工作温度/℃：常温

设计压力/MPa：1.6、2.5、4.0、6.3、10.0

公称通径/mm：DN25、DN50、DN80、DN100、DN150、DN200、DN250、DN300

RGL系列 

主体材质

滤芯：不锈钢 壳体：碳钢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FL系列气液分离器

FL系列气液分离器

主体材质

滤芯：不锈钢 壳体：碳钢

气体净化设备 气体净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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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臭装置气体净化设备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FL系列旋风（过滤）分离器

过滤精度/μm：5、10、25、50

过滤效率/％：99.98(≥15μm)

工作温度/℃：常温

设计压力/MPa：1.6、2.5、4.0、6.3、10.0

公称通径/mm：DN50、DN80、DN100、DN150、DN200、DN250、DN300

配对法兰：HG/T 20592 RF

FL系列旋风（过滤）分离器

主体材质

滤芯：不锈钢 壳体：碳钢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JCB系列计量泵式加臭装置

旋风管：碳钢

工艺流程

无需压差

性能稳定，故障率低

具有数据的长时间存储及查询功能

前换纸微型打印机，手动、定时打印加药量(选配安装于非防爆区的控制器)

单工作泵式标准型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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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C差压式加臭装置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工艺流程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

差压式加臭装置工艺流程

加臭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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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压箱（柜）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简介

Q系列燃气调压箱

 Q系列燃气箱适用于宿舍单元、庭院、楼栋及小

型直燃设备调压。一体化结构设计 ，体积小，重量

轻，压力稳定，关闭灵敏，活法兰结构，操作维护简

便。适用介质，天然气、人工煤气、液化石油气等无腐

蚀性气体。产品符合GB27791-2011《城镇燃气调压

箱》标准。

基本功能：调压、过滤、切断、安全放散功能。

可选保温、伴热等功能。

规   格 QX(N)25/25 QX(N)40/40 QX(N)50/50

通
径

进口/mm 25 40 50

出口/mm 25 40 50

压力
范围

进口/MPa 0.05~0.4

出口/KPa 2 ~ 100 2 ~ 100 2 ~ 100

工作温度/℃ -20 ~ 60

稳压精度等级AC 最高达AC5

关闭压力等级SG 最高达SG10

切断压力 按实际设定

放散压力 按实际设定

过滤精度/μmm 标配默认：50       选配：5、 10、 20

表注：1+1结构采用旁通调压器时，出口压力为2-4kpa。

Q系列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产品特点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技术参数



B系列燃气调压箱

 B系列调压箱（柜）是燃气输配系统中的关键

设 备 ， 主 要 起 到 调 压 和 稳 压 作 用 ， 适 用 于 居 民 小

区、公共用户、大中型直燃设备等供气，适用介质

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无腐蚀性气体。

产品各元件分立组合设计，安装灵活，功能齐全，

维护方便，适用范围广。产品符合GB27791-2011

《城镇燃气调压箱》标准。

基本功能：调压、过滤、切断、安全放散功能。

可选计量、保温、伴热等功能。

B系列

可选信号远传，将压力、温度、流量、切断阀阀位、调压器阀位等信号，通过GPRS传输到调度中心；可选

切断阀远程控制切断，远传系统支持开关量、4~20mA、RS485(MODBUS RTU)等信号输入，远传系统防爆

等级为：Ex D II BT4，防护等级为：IP65。

规   格 BX(N)50/50 BX(N)50/80 BX(N)80/100 BX(N)80/150 BX(N)100/150 BX(N)150/200

通
径

进口/mm 50 50 80 80 100 150

出口/mm 50 80 100 150 150 200

压
力
范
围

进口/MPa ≤1.6

出口/KPa 2~ 100

流量范围/Nm3/h 20~200 60~600 80~800 150~1500 200~2000 300~3000

工作温度/℃ -20 ~ 60

稳压精度等级AC 最高达AC5

关闭压力等级SG 最高达SG10

切断压力 按实际设定

放散压力 按实际设定

过滤精度/μmm 标配默认：50     选配：5、 10、 20μmm须另说明

3表注：  流量是标准状态下、天然气相对密度为0.6时的流量，单位Nm /h。

A系列燃气调压箱

 A系列调压箱（柜）是燃气输配系统中的关键设

备，主要起到调压和稳压作用，适用于居民小区、公共

用户、中小型直燃设备等供气，适用介质天然气、液化

石油气、人工煤气等无腐蚀性气体。产品集成化设计，

具有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系统性能稳定可靠、功能

完善、安装方便等优点。产品符合GB27791-2011《城

镇燃气调压箱》标准。

基本功能：调压、过滤、切断、安全放散功能。

可选计量、保温、伴热等功能。

规   格 AX(N)50/50 AX(N)50/80 AX(N)80/80 AX(N)100/100

通
径

进口/mm 50 50 80 100

出口/mm 50 80 80 100

压
力
范
围

进口/MPa ≤0.4

出口/KPa 2 ~ 100 2 ~ 100 2 ~ 100 2 ~ 100

工作温度/℃ -20 ~ 60

稳压精度等级AC 最高达AC5

关闭压力等级SG 最高达SG10

切断压力 按实际设定

放散压力 按实际设定

过滤精度/μmm 标配默认：50       选配：5、 10、 20μmm须另说明

表注：旁通采用调压器时，出口压力为2-4kpa ，限AX(N)50/80。

A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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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压箱（柜） 调压箱（柜）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简介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产品特点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技术参数

简介

产品特点

技术参数



注：1、进口管  2、压力表  3、球阀  4、过滤器  5、调压器  6、压力表  7、测压嘴  8、球阀  9、球阀

10、放散阀  11、放散管  12、球阀  13、出口管  14、压力表  15、截止阀

调压箱（柜）

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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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压站(撬)

系统集成

调压站（撬）系列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简介

 撬装式调压站是天然气供气干管与配气系统之间的过渡设施，集燃气预处理、调压和稳压、安全保

护、流量计量、加臭、加热、远程监控及通讯等功能，实现城市门站、区域调压站及分输站等的运行管

理。本产品适用标准GB5002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及Q/20204875-8.2《燃气调压装置》 。

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最大进口压力P1（MPa）：≤10.0

最大出口压力P2（MPa）：≤6.3

公称流量Q（m3/h）：≤3×105

稳压精度等级：最高可达AC1

关闭压力等级：最高可达SG5

工作温度：-20℃～60℃

配置过滤器的过滤精度为20μm，亦可按用户要求选配5μm、10μm、50μm的过滤精度

集过滤、调压和稳压、计量、安全保护等功能于一体，集成化程度高

性能可靠、稳压精度高、噪音低、符合环保要求

结构紧凑、布局合理、占地面积小、厂内组装测试、现场安装调试方便

操作安全方便、可实现在线维修

可实现无人值守

配置过滤器的过滤精度为20μm，亦可按用户要求选配5μm、10μm、50μm过滤精度

适用于GB5002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中规定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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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集成系统集成

CNG减压站

调压站（撬）系列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简介

     压缩天然气(Compressed Natural Gas)是一种最理想能源，其应用技术经数十年发展已日趋成熟。它具

有成本低、效益高、无污染、使用安全便捷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城镇燃气、交通及工业生产等领域。

   CNG减压站是指以压缩天然气(CNG)形式向城镇燃气管网、天然气汽车(Natural Gas Vihicle)和大型

CNG子站提供燃料的场所，一般先将天然气进行前置净化处理，除去天然气中的硫份和水份，再由调压器将

压力由25MPa减压到0.1MPa~1.0MPa，实现输气功能。

       本产品适用标准GB 5002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调压工艺

产品特点

     二级调压工艺：首先用高压胶管和快装接头与撬装槽车连接，压缩天然气通过高压球阀和高压切断阀进入

一级换热器，在一级换热器内对气体进行加热，在经过一级调压器减压到1.0MPa～4.0MPa，进入流量计进行

流量计量，最后对燃气进行加臭，输入中压管网。调压站内的各级气体压力、温度、流量、水温、关键阀门的

控制和两路之间的切换均由中央控制台进行联锁和控制。

        二级调压站适用于流量为2000m3/h及以下的战场。

      三级调压工艺：首先用高压胶管和快装接头与撬装槽车连接，压缩天然气通过高压球阀和高压切断阀进入

一级换热器，在以及换热器内对气体进行加热，在经过一级调压器减压到3.0MPa～7.5MPa，经过二级换热器

加热和二级调压器调压到1.6MPa～2.5MPa。在经三级调压0.1MPa～0.4MPa后进入流量计进行流量计量，最

后对燃气进行加臭，输入中压管网。调压站内的各级气体压力、温度、流量、水温、关键阀门的控制和两路之

间的切换均由中央控制台进行联锁控制。

        三级调压站适用于流量为2000m3/h及以上的战场。

可实现“点对点”供应。压缩天然气作为中小城镇的气源，克服了管道输送的局限性，不仅使供应半径

增加，也可以使不适用管道输送的风景名胜区、海岛、大型湖泊阻隔的区域等能够用上天然气；

供应规模弹性很大，可适用于日供应量从数万立方米到数十万立方米的供气规模；

容易获得备用气源，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压缩天然气供应点，就有条件获得多气源供应，从而可以保障气

源的连续供应；

应用领域增大，可用于中小城镇调峰存储、天然气汽车以及工业燃气气体供应领域等。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工艺流程图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中央控制台

     中央控制台是对设备的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和控制。压缩天然气的调压过程相对于普通管道调压要复杂的

多，有必要使用控制台对整个调压过程进行监控。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控制台对以下参数进行远程显示及联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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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天然气减压站示意图

主要技术参数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LNG气化站（撬）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简介

    LNG的体积约为同等质量气态天然气体积的1/600，可以节约储运空间和成本。天然气在液化时除去了杂

质，故LNG是一种清洁、高效的优质工业和民用燃料。LNG气化站作为城市备用、调峰气源或者过渡气源，

目前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LNG气化工艺具备投资少、占地面积小、建设周期短、运行安全可靠等特

点。适用于向城镇居民用户或者工业用户供气。因此，在暂未敷设燃气管道的区域或在管道应急抢修时，由

LNG瓶组气化站进行临时供气的方式已逐渐成为主流的选择。LNG气化站可设置灌装液化天然气钢瓶功能。

JCC差压式加臭装置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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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图

主要技术参数

23

用户订货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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