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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閥 安裝/使用/維護 

Pressure Reducing Valve  
Installation/Operation/Maintenance Manual 

  

配件列表： 

序號 名稱 

a 過濾器 

b 球閥 

c 逆止閥(可選) 

d 關閉速度控制閥 

e 開啟速度控制閥 

f 減壓器 

g 逆止閥（選配） 

h 球閥 

i 防脫排氣閥 
 

配管示意圖： 

高壓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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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1． 安裝閥門前，請確認閥門使用的場合，介質與購買的閥門適用的場合，介質一致； 

2． 安裝閥門前，請確保有清管之動作，確保管道中已經沒有碎片，雜質，砂石和其他異物； 

3． 閥門入口端請務必安裝過濾器，確保進入閥門的流體為清潔流體，以免異物堵塞閥門，使閥

門無法正常工作； 

4． 建議在閥門入口端和出口端安裝閘閥以利日後檢查，維修； 

5． 建議安裝旁通閥，以免日後系統維護、維修時，系統無法正常供水； 

6． 按照閥門上面的箭頭指示安裝閥門，箭頭所指方向應與水流方向相同； 

7． 閥門可以水平或者垂直安裝，不會影響閥門的工作效率。但應當注意，安裝時，應確保閥門

周圍有足夠的空間用於調整、維護、拆卸； 

8． 安裝閥門時，應當特別小心閥門的配管系統，一旦配管系統遭到破壞，閥門將無法正常工作。 

9． 如果系統流量需求變化範圍較大，建議並聯安裝小尺寸的減壓閥作為旁通，大流量需求時，

尺寸較大和尺寸較小的閥門一起工作；小流量需求時，尺寸較小的閥門工作，尺寸較大的閥

門不工作。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避免流量需求較小時產生震動現象。 

調試： 

閥門安裝完畢後，需要進行調試。請按照以下步驟進行： 

1、 關閉閥門兩端的閘閥，接通系統； 

2、 開始調節前，確保球閥○b 和球閥○h 處於打開狀態。 

3、 順時針方向調節減壓器○f 的調節螺絲，盡可能壓縮減壓器○f 內部的彈簧； 

4、 逆時針方向調整氣室組件○7 中的防脫排氣閥○i 的芯桿使其打開； 

5、 緩慢打開減壓閥入口端的閘閥，等待氣室中的氣體全部從防脫排氣閥○i 排出，並有水從防

脫排氣閥○i 中流出，確保從防脫排氣閥○i 中流出流體中沒有氣泡。順時針方向調整防脫排

氣閥○i 的芯桿使其關閉； 

Model: 41-02 



減壓閥安裝、使用、維護手冊 

Page 2 of 8 

 
注意 

注意：打開閘閥不需要讓閘閥全部打開，只需打開一點

點，能保證將氣室中的氣體全部排出即可。否則，由於出

水量太大，壓力過高可能會使得高壓液體洩漏造成人身傷

害或其他財產損失。 

6、 如果執行步驟 5 時沒有出現預期的水流，則說明配管部分被異物堵住，需要檢查配管部分。

請參考手冊的配管檢查部分，檢查完畢後，重複步驟 1 到步驟 5； 

7、 逆時針方向調節減壓器○f 的調節螺絲，使減壓器○f 內部的彈簧保持在最松的狀態； 

8、 逆時針方向調整減壓閥出口端的防脫排氣閥的芯桿，使其打開。閥門入口端的閘閥全開； 

9、 調節減壓器○f 的調節螺絲，讀取減壓器○f 上的壓力錶的數值。如果此數值小於系統所需要

的壓力設定值，請順時針方向調節減壓器○f 的調節螺絲，增加出口壓力；如果此數值大於

系統所需要的壓力設定值，請逆時針方向調節減壓器○f 的調節螺絲，減小出口壓力。最後，

正確的數值應當略低於系統所需要的壓力； 

10、 關閉步驟 8 中打開的防脫排氣閥，打開閥門出口端的閘閥，接通系統，讀取下游的壓力數

值，確認此時的讀數與系統所需要的壓力相同。如果不相同，請重複步驟 9 直至壓力錶的

數值與系統所需要的壓力相同為止； 

 
注意 

注意：由於震動或者壓力不穩等原因，減壓器○f 上的壓力

錶可能不穩定。我們建議在距離閥門的出口端 5 倍管道直

徑的地方安裝壓力錶，這樣可以精確的讀取閥門出口的壓

力值，不至於因為壓力數值讀取錯誤而導致壓力設定錯

誤，損壞下游承壓設備。 

11、 鎖緊調節減壓器○f 的調節螺絲上的螺母，保證壓力設定值不會變動； 

12、 完全打開閥門入口端閘閥和出口端閘閥，同時開啟下游的相關設備，調整關閉速度控制閥

○d 和開啟速度控制閥○e ，使得閥門在系統流量變化範圍內不出現震動和噪音。如果系統流

量需求變化範圍較大，使用單個閥門可能無法避免在低流量時產生的噪音。此時應當考慮

採用並聯使用一隻尺寸較小的閥門或者選用 V 形截流塞○6 。。注意：不可以使關閉速度控

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閥○e 完全關閉，否則閥門將無法正常工作； 

13、 如果並聯安裝了小尺寸的閥門，請按照對應的調整方法調節閥門出口壓力。設定壓力時，

請將其壓力設定值高出大尺寸閥門的壓力設定值 0.3kgf/cm
2
左右。但應當注意，所有並聯

閥門中的壓力設定值都不能超過系統需求壓力，以免損壞對壓力敏感的設備。 

14、 設定閥門出口壓力時，請注意入口壓力。一般情況下，出口壓力不可以低於入口壓力的

25%，例如：系統的輸入壓力為 16kgf/cm
2
，而系統下游所需要的壓力為 5kgf/cm

2
，則可以

設定出口壓力為 5kgf/cm
2
，如果系統下游所需要的壓力低於 4kgf/cm

2
，例如為 3kgf/cm

2
，則

使用單個閥門無法達到要求。即使您調節時下游壓力確實達到了 3 kgf/cm
2
，但此時閥門內

部已經存在非常嚴重的孔蝕現象，閥門壽命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孔蝕現象產生的區域可以參考手冊的孔蝕現象區域部分。 

對於這種情況，可以考慮串聯使用多個減壓閥，分段減壓。對於高壓差、低流量之情形，

建議選用 V 形截流塞○6 。 

維護： 

維修所需要工具： 

1、 行程指示器○27 ，它可以直觀的顯示當前閥門開啓的高度而不需要拆除氣室組件； 

2、 壓力錶：安裝壓力錶於閥門入口和出口端可以觀察閥門的輸入、輸出壓力，便於測試調整； 

3、 其他通用工具：螺絲刀，扳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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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表格列出了閥門使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相應的解決方法。僅供參考。如果您按照

表格中列出的方法進行操作仍然無法解決問題，請與工廠取得聯繫。 

 

症狀 可能原因 解決方法 

閥門 

無法

關閉 

閥門配管系統漏水 按照原先安裝順序重新安裝配管系統參

考配管檢查部分） 

球閥○b 關閉 打開配管系統中的球閥○b  

關閉速度控制閥○d 未打開或者開的

太小 

打開、調整關閉速度控制閥○d  

墊圈○12 損壞 更換墊圈（參考氣室檢查部分） 

系統壓力太低 增加系統輸入壓力至少 0.07kgf/cm
2
 

閥門出口端壓力小於閥門設定值 增加下游壓力或者重新設定閥門 

閥 門 被 異

物堵住 

過濾器○a 被堵住 清洗過濾器或逆止閥（參考配管檢查部

分） 逆止閥○c 被堵住 

閥門芯桿○15 或彈簧○16

被異物卡住 

拆除閥門 氣 室組件（ 參 考氣 室 檢查部

分），清洗閥門。 

氣 室 組 件

損壞 

芯桿○15 被卡住 清洗氣室組件 

隔膜○22 損壞 更換隔膜 

芯桿○15 鬆脫 重新安裝氣室組件 

閥門

無法

打開 

閥門出口、入口端的閘閥未打開 打開閘閥 

芯桿被卡住 檢查氣室組件（參考氣室檢查部分） 

系統壓力太低 增加系統輸入壓力至少 0.07kgf/cm
2
 

閥門出口端壓力大於閥門設定值 減小閥門出口端壓力或者重新設定閥門 

減壓器彈簧未被壓縮 重新設定閥門，檢查減壓器彈簧 

球閥○h 關閉 打開球閥○h  

開啟速度控制閥○e 未打開或者開的

太小 

打開、調整開啟速度控制閥○e  

閥門 

無法

調節 

氣室中有空氣 排氣（參考調試部分，步驟 1 到步驟 5） 

減壓器中有空氣 

減壓器彈簧未正確使用或損壞 檢查是否有正確地選用彈簧，檢查彈簧 

球閥○b 和球閥○h 同時被關閉 打開球閥○b 和球閥○h  

 

檢查完畢可能導致閥門無法正常工作的原因後，請按照以下步驟檢查閥門：  

注意 

注意：潛在的危險。檢查閥門時，可能需要打開閥門，拆除氣室組件，

這樣，管道中的高壓流體可能會洩漏出來，某些情況下，這會非常危

險。維護時請特別注意洩漏的流體。維修前，請確保閥門已經從系統

隔離或者閥門内部已經沒有壓力。閥門絕對不可以在閥門内部存在壓

力的情況下維護。如果必須這樣，請在專業人員的指導下進行或與工

廠取得聯繫。如果不這樣，可能會導致財產的損失或人員的傷害。 

 

注意 

注意：檢查閥門時，可能使得下游的壓力與上游壓力相同。這可能會

導致下游承壓設備的損壞，產生洩漏，造成財產損失或人身的傷害。

調試時請特別注意：下游的相關設備已得到很好的保護，或已經從系

統中隔離，或者系統中已經沒有壓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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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外部檢查 

1、 確保閥門内部沒有壓力，可以通過關閉安裝在閥門出口以及入口處的閘閥實現； 

2、 順時針方向調節減壓器○f 的調節螺絲，盡可能壓縮減壓器○f 內部的彈簧； 

3、 緩慢打開閥門入口端的閘閥，觀察閥門配管部分是否存在洩漏現象，如果存在，請參

考配管檢查檢查修復之。關閉打開的入口端閘閥； 

4、 如果您購買了行程指示器○27 ，請參照利用行程指示器檢查部分。跳過本部分的步驟 5； 

5、 關閉所有配管部分的閥門，包括球閥○b 、球閥○h 、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

閥○e 。打開閥門入口端的閘閥，逆時針方向調整氣室組件○7 中的防脫排氣閥○i 的芯桿，

觀察是否有水持續流出。如果沒有，説明芯桿無法自由移動，需要檢查芯桿○15 。如果

有，但是水流一直在流而且沒有停止的跡象，説明隔膜可能已經損壞或者氣室内部不

密封，需要檢查隔膜。正常的水流應當是持續一段時間後，氣室就應該沒有水流出。

氣室正常的排泄量可以參考表 1。檢查方法參考氣室檢查部分。順時針方向調整氣室組

件○7 中的防脫排氣閥○i 的芯桿，關閉本步驟中打開的防脫排氣閥○i ； 

6、 觀察閥門是否存在洩漏現象。關閉出口端閘閥，打開入口端閘閥，觀察閥門是否存在

洩漏現象。如果配管部分存在漏水現象，請修復之；如果氣室部分漏水，請參考氣室

檢查部分操作，更換氣室 O 形環○5 或者隔膜○22 。 

II、 利用行程指示器檢查 

7、 確保閥門内部沒有壓力，可以通過關閉安裝在閥門出口以及入口處的閘閥實現； 

8、 拆除堵頭○26 ，安裝行程指示器○27 在原先安裝的位置。注意，堵頭○26 拆除後可能會有液

體從閥門流出； 

9、 安裝行程指示器○27 後，請順時針鎖緊指針，確保指針可以隨芯桿○15 一起動作； 

10、 打開球閥○h ，確保配管系統中的閥門處於工作狀態，請參考配管檢查部分； 

11、 關閉球閥○h ，此時閥門應當關閉。如果不能，請檢查墊圈○12 是否有損壞。請在指針上

作標誌（關閉）； 

12、 打開球閥○h ，此時閥門應當打開，如果沒有，則説明此時出口壓力已經達到設定值。

您可以通過關閉球閥○b 達到使閥門打開的目的。但這樣做可能使出口壓力超過系統所

需要的壓力。 

13、 在指針上作另一個標誌（開啓），測量步驟 13 和步驟 11 中所作標誌之間的距離。與表

1 中的對應數值比對，如果您測量的數據比表 1 中芯桿行程的對應數值小，有理由相信

芯桿已經被某些東西卡住了。如果您測量的距離為零或者接近零，説明芯桿已經被完

全卡住，需要檢修氣室組件。 

14、 重覆步驟 11，使閥門關閉，同時關閉閥門出口以及入口處的閘閥，確保閥門内部沒有

壓力； 

15、 關閉所有配管部分的閥門，包括球閥○b 、球閥○h 、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

閥○e 。逆時針方向旋鬆行程指示器○27 的指針，使其與芯桿脫離並將其取出。緩慢打開

閥門入口端的閘閥，觀察氣室中是否有水持續流出。如果沒有，説明芯桿無法自由移

動，需要檢查芯桿。如果有，但是水流一直在流而且沒有停止的跡象，説明隔膜可能

已經損壞或者氣室内部不密封，需要檢查隔膜。正常的水流應當是持續一段時間後，

氣室就應該沒有水流出。氣室正常的排洩量可以參考表 1。檢查方法參考氣室檢查部分。 

16、 檢查完畢後，關閉閥門出口以及入口處的閘閥，拆除行程指示器○27，重新安裝堵頭○26 于

原先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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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從全閉到全開 

閥門口徑 芯桿行程 氣室排泄量 

2-1/2”(DN65) 16.5mm 0.12 升 

3”(DN80) 20mm 0.21 升 

4”(DN100) 25mm 0.42 升 

5”(DN125) 32mm 0.78 升 

6”(DN150) 37.5mm 1.35 升 

8”(DN200) 50mm 3.2 升 

10”(DN250) 62.5mm 6.3 升 

12”(DN300) 75mm 10.8 升 

14”(DN350) 88mm 17.2 升 

16”(DN400) 100mm 25.6 升 

III、 配管檢查 

如果外部檢查仍然無法確定原因，應當執行以下操作。 

17、 要拆掉銅管，檢查球閥○b 和球閥○h 是否處於開啓狀態。如果沒有，請開啓球閥○b 和球

閥○h ； 

18、 檢查過濾器○a ，確保它沒有被堵住； 

19、 拆除逆止閥○c 並檢查逆止閥○c 是否能正常工作。如果逆止閥○c 無法正常工作，請更換

之； 

20、 拆除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閥○e ，檢查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

閥○e 是否處於開啓狀態。如果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閥○e 處於完全關閉狀

態，請逆時針方向旋轉調節轉輪，使其處於開啓狀態； 

21、 按照原先順序安裝配管部分，安裝逆止閥○c 、減壓器○f 、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

度控制閥○e 時，請注意水流方向應當與配管示意圖中對應的水流方向一致。安裝銅管

時，螺帽不可以鎖太緊，否則，螺帽會破裂。參照組裝段安裝配管部分。 

22、 檢查減壓器○f 。檢查減壓器是否有被異物堵住；檢查減壓器彈簧是否損壞，減壓器彈

簧在減壓器的塑料保護殼內部。檢查減壓器彈簧時請不要拆除其他減壓器配件，以免

造成裝配不當導致減壓器不能正常工作，影響閥門功能。 

IV、 氣室檢查 

 
注意 

注意：拆除氣室組件時，必須保證閥門内部沒有壓力或者

已經從系統中隔離。否則，高壓液體可能造成人身傷害或

者財產損失。 

由於閥門的特殊設計，氣室組件可以從閥體上拆下來而不需要從管綫上拆除閥門。拆除氣室

組件○7 的時候，必須保證閥門内部沒有壓力。氣室組件○7 的結構可以參考手冊的產品結構部

分。 

23、 確保閥門内部沒有壓力，可以通過關閉安裝在閥門出口以及入口處的閘閥實現； 

24、 拆除銅管，拆除連接在氣室組件上的接頭，關閉速度控制閥○d 等配件，以免拆卸氣室

組件過程中損壞配件； 

25、 使用合適的工具拆除氣室固定組件○4 ，取出氣室組件○7 ； 

26、 檢查氣室 O 形環○5 是否損壞，如果有，請更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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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檢查墊圈○12 是否有損壞，如果有，請更換之； 

28、 嘗試用手推動閥蓋○13 ，檢查芯桿○15 能否自由移動。如果不能，請重新安裝氣室組件部

分，您可以參考手冊的產品結構部分。注意：由於安裝有彈簧，推芯桿○15 的力量可能

會比較大； 

 
注意 

注意：安裝氣室組件時，氣室緊固組件○17 應當使用十字交

叉鎖緊的方法。否則，容易使氣室密封性能下降和產生應

力，縮短閥門壽命。 

29、 打開氣室上蓋○25 ，檢查隔膜○22 是否損壞，如果有，請更換之； 

30、 檢查芯桿上螺母○24 是否有鬆動現象，如果有請鎖緊之。注意，應當先鎖靠近隔膜上片○23

的螺母，然後再鎖緊另外一只。 

組裝： 

安裝時，請參照手冊的產品結構部分。 

I、 裝配氣室組件部分 

1、 把墊圈○12 放入閥蓋○13 凹槽内，蓋上墊圈固定片○11 ，用墊圈固定組件○8 鎖緊。如果您選

用了 V 形截流塞○6 ，則不需要安裝墊圈固定片○11 ，只需安裝 V 形截流塞○6 ，用墊圈固

定組件○8 鎖緊即可； 

2、 將芯桿 O 形環○14 套在芯桿○15 兩頭，將螺紋較短一側插入閥蓋○13 ，裝上彈簧墊圈○10 和芯

桿下螺母○9 ，鎖緊芯桿下螺母○9 ； 

3、 將套管○19 用輕輕敲入氣室下蓋○18 中，注意不可以使用過硬的工具，建議使用橡膠錘或

者預先墊一塊木塊，以免損壞套管○19 。鎖緊套管固定組件○20 ； 

4、 把彈簧○16 按照產品結構中所示套在氣室下蓋○18 上，把步驟 2 中組裝好的配件（芯桿）

插入氣室下蓋○18 ，並使用合適的工具固定之，以利後面的裝配； 

5、 依次把隔膜下片○21 、隔膜○22 、隔膜上片○23 套在芯桿○15 上。裝配時請注意隔膜下片○21 和

隔膜○23 上片的方向，有車溝槽的一面應當朝向隔膜； 

6、 用力鎖緊芯桿上螺母○24 ，確保隔膜下片○21 和隔膜上片○23 已經緊緊壓住隔膜○22 。再鎖入

另外一只芯桿上螺母○24 ； 

7、 適當旋轉隔膜○22 ，使隔膜上的孔對準氣室下蓋○18 上對應的法蘭孔。蓋上氣室上蓋○25 ，

用氣室緊固組件○17 固定氣室上蓋○25 。裝配氣室上蓋○25 時請注意螺孔對應的位置，建議

按照手冊產品結構中顯示的方向安裝，方便後面的配管。 

 
注意 

注意：安裝氣室組件時，氣室緊固組件○17 應當使用十字交

叉鎖緊的方法。否則，容易使氣室密封性能下降和產生應

力，縮短閥門壽命。 

II、 安裝氣室組件 

1、 確保閥門内部沒有壓力，可以通過關閉安裝在閥門出口以及入口處的閘閥實現； 

2、 將氣室 O 形環○5 套在氣室下蓋○18 上，把氣室固定組件中的螺柱鎖入氣室下蓋○18 中； 

3、 把組裝好的氣室組件放入本體中，注意：安裝氣室組件時，應適當旋轉氣室組件，保

證安裝完畢後，氣室組件能與手冊的產品結構中所顯示的一致，方便後面的配管。 

III、 安裝配管部分 

1、 確保閥門内部沒有壓力，可以通過關閉安裝在閥門出口以及入口處的閘閥實現； 

2、 配管部分的安裝可以參考手冊的配管示意圖部分； 

3、 安裝逆止閥○c 、減壓器○f 、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閥○e 時，需要注意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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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門具有方向性，應當按照示意圖中的箭頭方向安裝配件； 

4、 由於配管部分的接頭和配件都採用銅製造，安裝時請不要使用太大力氣，以免損壞接

頭和配件； 

5、 安裝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閥○e 時，請注意其與接頭的安裝順序，同時不

要損壞配件； 

6、 安裝前請確保逆止閥○c 、球閥○b 、球閥○h 、關閉速度控制閥○d 和開啟速度控制閥○e 處

於開啓狀態。減壓器○f 的彈簧處於放鬆狀態。 

重新安裝後的檢查項目： 

 芯桿的自由行程。該步驟可以通過使用行程指示器來完成。參考利用行程指示器檢查

部分。 

 閥門密封性能。參考外部檢查部分步驟 3 和步驟 6。 

 排除閥門中多餘的氣體，以免殘留的氣體影響閥門動作。參考調試段步驟 1~步驟 5。 

 調整閥門出口端壓力。參考調試段步驟 7~步驟 14。 

孔蝕現象區域 

 

出口壓力(PSI)

入
口
壓
力

(P
SI

) 

非孔蝕現象區域 孔蝕現象區域 

1kgf/cm2=14.2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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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結構：  

1 本體  14 芯桿 O 形環 

2 商標  15 芯桿 

3 鉚釘  16 彈簧 

4 氣室固定組件  17 氣室緊固組件 

5 氣室 O 形環  18 氣室下蓋 

6 V 形截流塞（選配）  19 套管 

7 氣室組件 20 套管固定組件 

8 墊圈固定片固定組

件 

 21 隔膜下片 

 22 隔膜 

9 芯桿下螺母  23 隔膜上片 

10 彈簧墊圈  24 芯桿上螺母 

11 墊圈固定片  25 氣室上蓋 

12 墊圈  26 氣室堵頭 

13 閥蓋  27 行程指示器（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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