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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术语定义
本手册中的所有信息均与安全操作和正确保养博雷阀门有关。 请理解本手
册中使用的以下信息示例。

危险
表示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避免，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警示
表示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避免，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警告
表示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避免，可能会导致轻微或中度受伤。

注意
不带安全警示标志，表示潜在情况，如不避免，可能导致不良结果或状
态，包括财产损失。

请仔细阅读并遵循这些说明。 
请保存本手册以备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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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简介

本款阀门的设计特点包括一体式结构的阀体，可实现简化维护和无故障工
作。 此类阀门配有一个“自由浮动”的球体。 球体并未固定，而是可随着
管线压力自由浮动。 由于这一特点，无论阀门处于管线的哪个位置，此类
阀门均可在任意方向或末端对流体实现紧密关闭。

下游阀座位于已关闭阀门加压侧的对面，必须承受管线压力对球体施加的
载荷，而上游阀座承受的载荷很小或磨损很少。 因此，在管线中对调阀门
位置，有时可以延长阀座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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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零件编号

1” – 2”阀门

产品 名称 

1 阀体 

2 端盖

3 球体

4 阀座

5 阀座支撑

6 阀体密封*

10 防静电装置

11A 填料保护装置*

11B 垫圈保护装置*

12 止推垫圈*

13 阀杆轴承*

14 阀杆填料*

15 填料压盖

16 填料压盖板

17 压盖螺栓

18 蝶形垫圈

19 锁紧垫圈

20 行程限位器支架

21 限位螺栓

22 行程限位器

23 行程限位器组套

24 行程限位螺栓

25 手柄

26 锁紧螺母

27 手柄螺栓

28 手柄套

29 锁定装置

30 卡簧环

31 管式手柄接头

32 阀杆螺栓

33 手柄螺栓

*维修包零件

3” – 12”阀门

尺寸范围 手柄类型

1" - 2" 弯板手柄

3" - 6" 铸式手柄

8" - 12" 管式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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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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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现场安装的基本信息

此阀门可安装在管线的任何方向，安装时应处于全开位置。

安装阀门之前，必须对管道进行冲洗，清除污垢、毛刺和焊接残
渣，否则阀座和球体表面会受到损坏。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在冲洗
管道系统之前安装阀门，则在对管道系统进行充分冲洗清除碎屑
之前，阀门必须保持在全开位置。

对于管道系统的静液压测试，在对系统加压之前，阀门必须处于
半开位置。 如果阀门安装在管道的末端位置，则在对系统加压
之前，阀门必须处于半开位置并配备盲板法兰。

注意
在阀门处于关闭位置时进行静液压系统测试可能会导致阀座损坏，影响其
产生适当密封的能力。 未按如下所述进行安装并遵守测试说明，造成阀门
故障，将导致产品的保修范围失效。

5.1 使用

阀门的维护应纳入预防性维护计划的一部分，并按照制造商建议的压力、
温度和腐蚀极限进行，从而确保较长的使用寿命。 在运输、存放和操作过
程中，阀门应处于全开或全闭位置（运输和存放时应处于“打开”位置）
。 在未调查流量和压力条件的情况下，切勿在节流工况下使用。

警示
安装本设备之前，确认其适用于预期工况。

编号标签描述了本产品的最大允许工况条件。

确保在适当的压力控制和安全装置的保护下进行安装，以确保不超过容许
极限。



FLOW-TEK系列RF15/RF30  
一体式法兰式球阀
安装、操作和维护手册

第8页，共17页© 2022 博雷国际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BRAY.COM 未经博雷国际有限公司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违
反其专有性质的方式复制、转载、传输或展示本文包含的信息。

6.0  安全提示和警示

1  安装之前，确认阀门适用于预期工况。
2  在安装过程中，确保管线已减压，排放口已打开/进行监测。
3  对正在使用的阀门进行操作之前，确保运行产生的介质已冲洗干净，

管线处于安全状态。 确保所有适用的物料安全数据表均已提供。 遵循
所有与安全相关的程序。

4  拆卸之前，阀门应反复操作几次，以确保阀体腔内无压力。
5  组装过程中，确保所有螺纹连接的安全并保持适当的啮合。
6  在对重新组装的阀门进行压力测试的过程中，遵循所有安全预防措

施，以避免可能的伤害。 （使用适当的测试设备、正确的零件组装
品，遵循测试程序。）

7  管线处于压力下时，切勿拆卸填料压盖或任何其他阀门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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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短期和长期存放

7.1 短期存放

短期存放是指将工程建设待使用的产品和设备存放一至三个月。 短期存放
必须采用以下控制手段进行：
1  阀门必须存放在密闭、清洁、干燥的环境中。
2  球阀存放时应处于全开位置，以保护球体和阀座。
3  球阀应留在原始运输容器中，并置于木质或其他合适材料的

托盘上。 端部保护装置应留在阀门端部以防止污垢进入，
仅在安装时拆下。

7.2 长期存放

长期存放是指产品和/或设备存放时间超过3个月。 长期存放必须采用以下
控制手段进行：
1  阀门必须存放在密闭、清洁、干燥的环境中。
2  球阀存放时应处于全开位置，以保护球体和阀座。
3  球阀应留在原始运输容器中，并置于木质或其他合适材料的托盘上。 

端部保护装置应留在阀门端部以防止污垢进入，仅在安装时拆下。
4  应定期对阀门进行检查，以确保始终达到上述条件。
以上是关于阀门存放的一般指南。 欲知具体要求，请咨询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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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操作

阀门的操作是通过将手柄转动1/4圈（转动90度）来完成的。 顺时针为关
闭，逆时针为打开。

8.1 阀门打开位置

手柄与管线平行。

8.2 阀门处于关闭位置

手柄与管线垂直。

对于配有执行机构的阀门，应检查执行机构-阀门是否对齐。 未对齐会导
致较高操作扭矩并损坏阀杆和阀杆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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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阀杆填料调整

如果阀杆填料发生泄漏，可通过拧紧填料螺母/压盖螺栓直到不再泄漏加以
纠正，无需拆卸。 如果泄漏持续存在或阀门操作扭矩变得过大，则阀杆填
料已磨损，必须进行更换。

对于1” - 2”阀门，如果阀杆处出现轻微泄漏，可拉直锁紧垫圈凸舌，拧
紧填料螺母，使蝶形垫圈片变平，将填料螺母旋紧1/4圈，将锁紧垫圈牢牢
固定。 对于标准阀内件，请参见表1了解建议的组装扭矩值。 对于逸散性
排放或符合API 608标准的内件，请参见表3了解建议的组装扭矩值。

 对于2”以上的尺寸，只需均匀地拧紧压盖螺栓直到泄漏停止即可。 切勿
拧得过紧。 对于标准阀内件，请参见表2了解建议的组装扭矩值。 对于逸
散性排放或符合API 608标准的内件，请参见表4了解建议的组装扭矩值。

警示
管线处于压力下时，切勿拆卸填料压盖或任何其他阀门零件！

表1 - 填料螺母组装扭矩

阀门尺寸 
NPS

建议扭矩 lbs-in 阀门尺寸 
DN

建议扭矩 N m

1 53 25 6

1-1/2 53 40 6

2 132 50 15

表2 - 压盖螺栓组装扭矩

阀门尺寸 
NPS

阀门尺寸 NPS 阀门尺寸 
DN

建议扭矩 N m

3 89 80 10

4 89 100 10

6 89 150 10

8 106 200 12

10 106 250 12

12 124 300 14

阀门
尺寸 
NPS

阀门尺寸 NPS

组合填料 标准填料
（石墨、RPTFE）

1 53

1-1/2 80

2 160

阀门
尺寸 
DN

建议扭矩 N m

组合填料 标准填料
（石墨、RPTFE）

25 6

40 9

50 18

表3 - 填料螺母组装扭矩 - 逸散性排放及符合API 608标准的内件

阀门
尺寸 
NPS

阀门尺寸 NPS

组合填料 标准填料
（石墨、RPTFE）

3 200 175

4 200 175

6 200 175

8 360

10 360

12 咨询工程团队

阀门
尺寸 
DN

建议扭矩 N m

组合填料 标准填料
（石墨、RPTFE）

80 22 5 20

100 22 5 20

150 22 5 20

200 41

250 41

300 咨询工程团队

表4 - 压盖螺栓组装扭矩 - 逸散性排放及符合API 608标准的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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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拆卸和清洁程序

警告
拆卸前必须对管线进行减压。 应对阀门进行反复操作，从而确保阀腔内无
压力。 球阀在关闭时可捕获加压介质。冲洗管线时保持阀门处于半开位
置，以便清除有害介质。

警示
管线处于压力下时，切勿拆卸填料压盖或任何其他阀门零件！

如果阀门用于控制有害介质，则在拆卸前必须进行消毒。 为确
保安全拆卸和重新组装，建议按以下步骤进行。

从工厂发货时，阀门含有硅酮基润滑剂。 其目的是用于磨合，
如果对于特定应用不适用，可通过拆卸和溶剂清洗予以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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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拆卸

警示
管线处于压力下时，切勿拆卸填料压盖或任何其他阀门零件！ 绝对禁止！ 
拆卸前必须对管线进行减压。

将阀门从管线上拆下并以虎钳夹住，将手柄和可拆卸阀体嵌入件
置于易于操作的位置。

将球体置于OPEN（打开）位置。 将活动扳手探入固定螺母的
凹槽中并逆时针旋转。

从阀体上拆下阀体密封。 务必小心以避免损坏金属零件；丢弃
密封。

将手柄转动至CLOSED（关闭）位置，以便阀杆柄脚及球槽与端口开口对
齐。 将球体抬起或滚出嵌入件端。 注意： 务必格外小心，以避免损坏球
体。

如果要更换阀杆填料，则拆下手柄固定螺母、挡板和填料压盖。
将阀杆推入阀腔并从固定端拆下。

从嵌入件和阀体腔拆下阀座，然后拆下阀杆填料。



FLOW-TEK系列RF15/RF30  
一体式法兰式球阀
安装、操作和维护手册

第14页，共17页© 2022 博雷国际有限公司。保留所有权利。BRAY.COM 未经博雷国际有限公司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违
反其专有性质的方式复制、转载、传输或展示本文包含的信息。

12.0  目视检查

清洁并检查金属零件。 没有必要更换球体和阀杆，除非底座表
面因磨损或腐蚀而受到损坏。 强烈建议在拆解阀门进行检修时
更换所有软质零件，以防止在阀门组装之后发生泄漏。 替换零
件可采用套装形式订购。

注意：在系统中不允许使用润滑剂的位置，阀门可在无润滑条件下组装和
操作；但是，对配装件加以轻微润滑将有助于组装并减少初始操作扭矩。 
所使用的润滑剂必须与预期的管线流体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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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组装

在阀座腔内安装一个阀座，球面曲率朝向球体。

在阀杆上安装止推垫圈，并向上滑动阀杆穿过阀体。 使用填料
压盖螺栓安装填料和填料压盖

按照表1-4的各项扭矩建议值拧紧填料压盖螺母（第11页）。

安装挡板、手柄和手柄固定螺母。

顺时针转动手柄至CLOSED（关闭）位置。 将球槽与阀杆柄对
齐，将球体滑入到位。

打开阀门，将球体保持在适当位置。

将剩余的阀座安装到阀座槽中，使球面弧度朝向球体。 安装阀
体垫片。

小心地将嵌入件居中并向下按压直到螺纹啮合。使用拆卸工具顺
时针手动拧紧螺纹。 端盖应拧紧，直到与法兰面齐平。 嵌入件
底部严丝合缝。

以轻柔的往复运动缓慢地对阀门进行反复操作，逐渐形成完整的
四分之一圈。 通过缓慢地反复操作，阀座边缘可确保对球体呈
永久的密封形状。 此时，一个快速的转动，可能会在尚未形成
适当的密封之前折断阀座。

如果配有测试仪，可在重新安装之前对阀门进行压力测试。

13.1 进行如下测试

如有可能，可在将阀门重新放入管线位置之前，对其进行测试。

警示
如果未正确固定，阀门可能会与压力源分离，从而可能导致人身伤害。 务
必将阀门连接到相同压力等级的法兰上，并使用全套法兰螺栓加以固定。

使用全套法兰螺栓以及合适的垫片将测试法兰安装到阀门上。 调整阀门的
方向，确保孔处于垂直位置，而待测试的阀座面朝上。

引入压力为50至100 psig的空气。 在压力下对阀门进行局部操
作，然后缓慢关闭以确保对阀体腔加压（佩戴听力保护装置）。 
将水注入上端口以淹没球体，然后通过目视检查确定是否有气
泡。 如果出现气泡，则将水倒出，对阀门反复操作几次，然后
再次检查。 如需检查另一个端口是否存在泄漏，则倒置阀门并
向刚刚检查过的端口引入气压。

然后，通过在压盖区域涂抹肥皂水溶液来检查阀杆填料。 如果
发生泄漏，则拧紧阀杆填料，直到泄漏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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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退货授权

所有退回的产品都需要退货授权（RMA）。 在退回任何产品之前，请联系
博雷代表以获取指引和RMA表格。

提交RMA时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 序列号

 > 零件号

 > 制造月份和年份

 > 执行机构详情

 > 应用

 > 介质

 > 工作温度

 > 工作压力

 > 估计周期总数（自上次安装或维修以来）

注意：产品信息请见设备所附的编号标签。

注意
退货前，必须对材料进行清洁和消毒。 需要材料安全数据表和消除污染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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