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厂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工 程 排 放 系 统

左图：12个1050mm Tideflex  排放阀安
装在香港的紧急排放口。



® ®位于Tubeflex 曝气管进口处的Tideflex 

止回阀能防止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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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1 Tideflex®

Check Valve

红阀84”大尺寸39系列在线止
回阀应用在加利福尼亚的桑塔
路其亚工厂防止暴雨倒灌。

粗孔曝气器与细孔曝气器
组合的最佳曝气系统

         鸭嘴柔性止回阀是
收集系统的可靠选择

Tideflex®

      红阀革命性的Tideflex 鸭嘴
柔性止回阀经常应用在组合的下
水道溢流系统中，保护泵站收集
系统免受潮汐和暴雨时的倒灌。全
橡胶结构有效地防止了生锈和腐
蚀，与带绞链和易偏离座套的拍
门产品截然不同。Tideflex 止回
阀在任何市政工作环境中均表现
出长寿命、免维护的特性。

      所有的Tideflex 柔性止回阀
操作原理都一样，即正向水压使
阀门鸭嘴打开，反向的水压使鸭
嘴关闭，有效防止了倒流。

       对于在线安装，红阀提供了
不同的产品。39系列在线止回阀

主要由合金钢或铸铁的阀体及低
水头损失的全橡胶柔性止回阀组
成。阀门操作自动，无须外部动
力源，手柄或重铸。

      Tideflex  37G系列在线止回
阀安装在管线内。阀门经常应用
在防止异味、侵蚀性的水及原污
水入侵居民区和商业区。

      传统上有两种曝气系统，细
孔曝气在低空气流量条件下满足
生物工程的需要，但空气流量必
须不断增加以提供必要的混合。粗
孔曝气能提供较高的混合功能，
但是却需要两倍的气流量以满足
氧气的需要量。

      红阀公司的曝气系统具有独

特的设计，它是粗孔曝气器和细

孔曝气器的完美结合，它既能满

足生物系统氧气的需要也能在低

空气流量条件下提供充分的混合。

Tideflex  TF-1系列产品

底部水平，因此无须任何

修饰即可轻松地安装在地

下现有的建筑中，如：截

断装置，下水道入口和地

窖等。水头损失极低，不

受生锈、腐蚀的侵蚀，不

需 润 滑 油 。 象 所 有

Tideflex  产品一样，TF-

1止回阀寿命长，成本低，

无须维修。
设计的橡胶止回阀有记忆性：正向水压使阀

门鸭嘴打开，反向的水压使鸭嘴关闭，有效

防止了倒流。

套接式连接使Tideflex 

产品安装容易，使用简

单的手动工具即可把产

品安装在截断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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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eflex® 粗曝气器

中等氧气扩散率

最佳的混合能量

节约维护成本

节约资金

中等运行成本

组合系统的优点：

粗孔曝气系统

• 低氧气扩散率

• 高混合能量

• 低维修成本

• 低资金成本

• 高运行成本

细孔曝气系统
• 高氧气扩散率

• 低混合能量

• 高维修成本

• 高资金成本

• 低运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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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flex® 细曝气器

TF-1 Tideflex 
柔性止回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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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阀产品在除砂中的应用压力感应器确保测量的精密性
杜绝仪器堵塞腐化

      污水预处理阶段，首先通过过滤器除
去污水中大的碎块。之后，污水进入清除
碎块处理室，除去石头、砂砾和金属颗粒
等杂质。这些碎块具有很强的研磨性，对
金属密封的阀门损害极快。红阀75系列手
动管夹阀具有弹性袖管，可以吸收颗粒对
阀门的冲击。管夹阀的袖管使用寿命甚至
比昂贵的金属合金阀门的使用寿命还长，
而且容易更换，费用少。

      污水处理的第一阶段，是在平衡池中
处理具有腐蚀性和化学性的物质，如碳化
物，氯化铁和石灰等。这些物质对金属材
质的阀门损害极大，但是带有弹性袖管的
红阀控制管夹阀却能有效地抵抗介质的研
磨和腐蚀。每次袖管的闭合驱动动作都会
破碎脱水的固化物，甚至在长时间闲置不
用之后，也照常工作。

      一级和二级澄清池能够除去
废水中的重金属，淤泥，石油和
油脂。从顶部被撇去的石油和油
脂与沉淀在澄清池底部的重金属
和淤泥固体化物被送到下级固化
罐中进行下一步处理。

      通过节流阀移走这些泥浆通
常会增加泵的消耗，具有层状结
构、光滑内壁袖管的红阀控制阀
允许粘稠介质自由通过，同时可

提供精确的、长周期的调节特性。

     
      污水的粘滞特性给准确测量
压力带来问题。传统隔膜压力表
很容易阻塞。一旦发生堵塞，压
力传感器就不能发出信号使泵停
下来，从而经常造成泵和其它过
程设备损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全通径、360度压力感应的红阀
压力感应器可确保在任何条件下
都能准确读取压力。

气源控制的 A 型管夹阀气源控制的 A 型管夹阀

左下图：红阀40系列压力感应器在除砂过程中也有良

        好的表现。

右下图：红阀5400E系列电动管夹阀被指定应用在

        自动除砂处理系统中。

除砂分离室中的75系列管夹阀除砂分离室中的75系列管夹阀

大尺寸手动管夹阀

精密液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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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在这个应用中，压
力感应器用一个压力表和传
感器发送信号，可防止泵抽
空。

左图：压力感应器应用在读
取聚合物输送系统中的压力。

右图：红阀40系列和42系列
压力感应器与传统隔膜压力
表不同，永远不会堵塞。

42TL系列压力感应器提供准确液位测量，适用
于不同应用，如平衡池，沉淀池以及化学系统
等。

隔膜密封 

仪表堵塞
不能使用 精密测量

红阀
40系列压
力感应器

      红阀公司的液位感应器与超声波
和电容感应器不同，不会受泡沫、冰
或其他条件的影响而错误读。红阀公
司的液位感应器采用高灵敏度、固态
压力传感器，传感器与感应压力的袖
管相连，与流体隔绝，袖管通过管内
液体填充量来感应压力，偏差为   2”

      压力传感器可以感应常压罐的表
压和压力罐的不同压力。通过简单的
调校，可以感应任何高位罐的液体的
密度和比重，输出信号为4-20mA。

同时，可提供二级管显示器，精据读
取也可采用各种单位，如百分比，英
寸水柱等。

      压力感应器可以安装在储罐的
底部，弹性隔膜能在最小的接触面
上提供最大的压力感应面积。遇到
严重堵塞时，可通过罐外疏通棒进
行疏通，使测量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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