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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若没有遵循这些指南或没有正确地安装与维
修本设备，则可能会导致爆炸或起火，引起
财产损失, 人员受到伤害或死亡。
费希尔的设备必须按照联邦、州级与地方的
规范以及费希尔的说明书安装、操作与维
修。在大多数州里的设备安装还必须符合美
国全国防火协会 (NFPA) 第54号与58号
标准。

W8810

67C 系列调压器

只有在液化石油气的各个程序、规范、标准
与管理条例方面经过培训的人员，才可安装
与维修本设备。
告诉液化石油气用户的事项:
1. 应向用户指出具体的放空口或放空组件或放空管。应强
   调此放空设施的开口必须一直都保持畅通无阻。应告诉
   用户在严寒的下雨天、暴风雨雪或下雪天后要检查放空
   设施的开口，确保在该放空设施里没有结冰。
2. 应向用户指出罐上具体的截止阀。若闻到了液化气
   味、器具的指示灯没有继续停留在点亮状态或显现高
   于常态或发生了任何其它异常情况，用户应即刻关闭
   此阀。
3. 若调压器放空液化气或在系统中发生泄漏，应告诉
   用户要叫你的公司来维修该调压器。 只有合格的液
   化石油气设备维修人员才可安装或维修本调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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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列调压器

图 1. 64 及 67C 系列调压器

(0,21 到 9,3 bar)。 64SR型可用于一级液化气调压器，为
二级调压器将储罐压力降至10 psig (0,69 bar)。64KB型是
本系列中唯一可用于氨水工况的一款调压器。这些调压器
通常喷红色油漆。

慎重
请不要在氨水工况中使用67C, 64, 或64SR 系列调
压器，因为他们含有黄铜材料与氨水不相容。

简介

表 1. 可提供的型号

手册范围
本手册提供以下高压调压器的维护及安装说明：64、
64KB、 64SR、67CW、 67CH、 67CD 及 67CN 型调
压器。

产品描述

描述

64

包含从3 到100 psig (0,21 到 6,9 bar)的四个弹簧范围的基本调压器

64SR

包含从3 到 35 psig (0,21 到 2,4 bar)的三个弹簧范围的并配备
内部泄压阀的版本。

64KB

用于氨水工况，带手轮调节，包含从3 到100 psig (0,21 到
6,9 bar)的五个弹簧范围，并配备一个特殊的阀膜保护器。

67CW

用扳手调节的基本调压器，包含从3 到135 psig (0,21 到
9,3 bar)的四个弹簧范围。无泄压。

67CH

带手轮调节的基本调压器。

67CD

带刻度调节的基本调压器，无需再安装一个压力表。

67CN

基本调压器，出厂时设置，不可现场调节。
D450128TCN2

64及67系列直接作用式调压器 (图1）是为用于高压(磅/
平方英寸)气体的控制操作而设计的，可用于液化石油
气，天然气及空气的蒸发气应用或液体液化石油气应用。
根据型号的不同，出口压力范围在3到135 psig 之间

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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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和 67C 系列调压器
技术规格
阀体尺寸, 入口及出口连接方式
64 系列: 1/2英寸NPT螺纹，入口及出口
67C 系列: 1/4英寸NPT螺纹，入口及出口

全开流量系数
64系列: Cg: 35.6; Cv: 0.36; C1: 39.0
67C系列: Cg: 11.7; Cv: 0.36; C1: 32.2

旁路出口连接方式 （堵塞）
1/4英寸NPT螺纹 可安装压力表

调压器温度范围
64系列: -20° 至 150°F (-29° 至 66°C)
67C系列: -20° 至 180°F (-29° 至 82°C)

最大入口压力(阀体额定值)(1)
250 psig (17,2 bar)

弹簧箱体通气口位置
64系列: 1/4英寸 NPT带滤网的侧边出口
67C系列: 与入口齐平，其他位置可选

(1)

最大紧急出口压力
64系列: 220 psig (15,2 bar)
67C系列: 超出出口压力50 psig (3,4 bar)

大致重量
64系列: 2.25 磅 (1 公斤)
67C系列: 1 磅 (0,5 公斤)

取压方式
内部
1. 不应超过在本说明书所列出的压力 / 温度极限值以及所有适用标准的限制。

表 2. 出口压力范围
型号及出厂设定点, PSIG (bar)

弹簧范围,
PSIG (bar)(1)

67CW, 67CD, 及 67CH

67CN

64SR

3 至 15 (0,21 至 1,0)

----

----

10 (0,69)

10 (0,69)

3 至 20 (0,21 至 1,4)

15 (1,0)

----

15 (1,0)

15 (1,0) 仅 64KB 型
20 (1,4)

5 至 35 (0,34 至 2,4)

64 及 64KB

20 (1,4)

10 (0,69); 15 (1,0); 或 20 (1,4)

20 (1,4)

20 至 50 (1,4 至 3,4)

40 (2,8) 仅 67CD

----

----

----

30 至 60 (2,1 至 4,1)

40 (2,8) 仅 67W 及 67CH

----

----

40 (2,8)

35 至 100 (2,4 至 6,9)

50 (3,4) 仅 67CD

----

----

50 (3,4)

35 至 135 (2,4 至 9,3)

50 (3,4) 仅 67W 及 67CH

----

----

----

1. 除了67CN型外，所有的弹簧都可能缩回至0 psig (0 bar)。然而，为达到最大流通能力及最精确的控制， 尽可能使用可调至所需设定点的最低的弹簧。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章节给出了64及67C系列的一些通用额定值和
其它规格。弹簧箱体上的标签则标出了出厂时给定调压
器的控制弹簧有效范围。

安装
!

警告

1. 在额定范围内操作调压器并不能排除因管道内碎片
   或带来损坏的可能性。应定期且在任何过压情况发
   生后检查调压器是否受到损坏。
2. 只有经过培训合格且富有经验的人员才可安装、操
   压器。确保调压器未受到损坏且内部没有异物。同
   时确保所有导管和管道系统内没有碎片。

未能遵循这些指导及警告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或人员伤亡。

3. 安装调压器时注意按照调压器阀体上的流向标记确保
   使气体从IN（流入）到OUT（流出）连接方向流动。

所有的放空设施应保持敞开状态，以容许空
气畅通无阻地流入与流出调压器。

4. 应充分保护被安装的调压器，使之免受车辆交通的影响
   及由其它外来原因引起的损坏。

应保护放空设施的开口，以防雨水、雪花、
结的冰、涂料、泥土、昆虫或可能会堵塞放
空口或放空管线的任何其它异物进入。

5. 安装调压器应距地面要足够高，至少 18英寸
(45 厘米) - 使得飞溅的雨水不能在放空口里结冰。不
   要在能有过多水积聚或结冰的地方安装调压器, 例如
   直接安装在建筑物落水管、檐槽或屋顶轮廓线下方。

液化石油气可能会通过64SR型的通气口排放
到大气。64SR型的内部泄压阀不提供完全的
过压保护，其内部泄压阀的设计仅用于较小
的阀座泄漏。受阻塞的通气口限制了空气或
燃气的流量，可能会引起异常高的压力，在
室内装置上若没有采用通气管线，可造成燃
气积聚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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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压（数英寸水柱）控制应用中，决不能
使用64或67C系列（数磅至数磅）的调压器。

6. 安装在室外且没有保护罩的调压器的通气口必须垂
   直朝下以防止赌塞和水分积聚。弹簧箱体通气口堵
   塞可能会影响调压器正常工作。为防止该通气口堵
   塞（且保证弹簧箱体不聚集水气、腐蚀性化学品或
   其它异物)，须将弹簧箱体上的通气口方向调节到尽
可能低的点上，或者对其采取保护措施。定期检查
   通气口，确保其不被堵塞。可根据阀体情况旋转弹

64 和 67C 系列调压器
   簧箱体来改变弹簧箱体通气口。可在通气口中安装
   无阻塞接管或管道联接到弹簧箱体的1/4英寸螺纹
NPT通气口，实现远距离排放。 可通过在远距离通
  气管的末端安装一个带滤网的通气帽来保护该远距
   离通气口。

关断阀，旋塞等

7. 为关断调压器，须安装上游关断阀和通气阀及下游关
   断阀和通气阀（如果需要），或提供其它合适的方法
   以正确排放调压器进口和出口压力。安装一个压力表
   以在启动时对仪器实施监测。

在通气口方向调节好或用管子排到安全位置的前提下，可
在这个位置安装

8. 在将管道连接到调压器之前，采用优质密封材料，
   妥善地缠 绕在管道螺纹上，确保密封材料不会进
   入调压器内部。
9. 将接管转接头或管道安装到带螺纹的NPT入口连接处和
   带螺纹的NPT阀体出口连接处。

推荐安装位置

图 2. 液体工况中64SR型的下游限流需要谨慎处理

10. 第二个1/4英寸NPT出口处可安装压力表或作它用。
    如未使用，则必须被堵塞。
11. 如果是液体工况，建议将关断阀安装在调压器的入
    口侧。图2显示了64SR型的典型安装。如果使用其
    它型号，需要在下游安装一个外部泄压阀，并安装
    在任何关断阀的前端。在调压器的下游安装调压器
    可能使液体堵在调压器与关断阀之间。这些液体蒸
    发后可能打开内部或外部泄压阀。在调压器
    与燃烧器间无需安装关断阀的应用中，请将调压器
    安装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或在64SR型的通气口，或
    泄压阀泄放端连接一根通气管路到安全的位置，以
    防止泄放阀的泄放导致任何危险状况。

的125%到250%时 ，泄压阀会打开，通过调压器的通
气口泄放。64SR型调压器可对由于磨损部件或阀芯上的
外部异物的碎屑引起的阀座泄漏而导致的压升提供过压
保护。可能需要额外的外部泄压阀对下游设备和系统提
供过压保护。

启动与调节
1. 完成正确安装并对下游设备进行正确调节后，缓慢打
   开上游和下游关断阀（当使用时），同时使用压力表
   监测压力。

过压保护

!
!

警告

调压器未采取适当的过压保护措施将可能导
致人员伤害或系统损坏。如果经过64或67C
系列的最大入口压力超过下游设备最大压力
额定值或超过64或67系列最大可允许出口
压力，则需要提供额外的过压保护。出口压
力大于最大紧急出口压力限值可能因承压部
件的破裂或集聚气体爆炸导致调压器部件损
坏，调压器泄露或人员伤害。
若调压器的任何部分暴露于一个过压环境
中，其压力超过技术规格部分中的极限值，
则必须检查该调压器是否可能损坏了。
在内部泄压阀操作时，大量的燃气可能会通
过调压器放空口排放。若不加以控制，则会
由于燃气积聚而导致着火或爆炸。
这类调压器的下游都需要安装一个泄压阀提供过压保
护，防止下游设备或系统损坏或用于液体的控制操
作。64SR 型配有内部泄压阀，在下游压力达到设定点

警告

为避免因承压部件的破裂或集聚气体爆炸导
致的个员伤害、财产损坏或设备损坏，切勿
调节控制弹簧使其产生高于该特定弹簧出口
压力范围上限的出口压力。如果所需出口压
力不在该控制弹簧的有效范围内，则请按
照阀膜部件维护程序安装合适有效范围的
弹簧。
2. 如果必须进行出口压力调节，则在调节时用压力表
   监测出口压力。除67CN型不能现场调节之外，调压
   器通过拧松防松螺母来调节，顺时针转动调节螺杆
   或手轮以增加出口压力设定值，或逆时针转动调节
   螺杆或手轮以减小出口压力设定值。重新上紧防松
   螺母以维持该调节位置。

关闭
首先关闭最近的上游关断阀，然后关闭最近的下游关断
阀（如果使用）。接着，打开下游通气阀。因为如果下
游压力下降调压器就会打开，所以，关闭的关断阀之间
的压力就会通过打开的通气阀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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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和 67C 系列调压器
3. 系统中用错调压器或无调压器。

维护

4. 内部或外部腐蚀。

!

警告

5. 调压器使用期限到了没有。
6. 有任何其它状况可能会导致发生不受控制的漏气。

为避免人员受到伤害或设备损坏，在没有首
先将调压器与系统压力隔断并释放所有内部
压力情况下，不要试图做任何维修或拆卸
工作。

一定要确保调压器的通气口、通气组件或通气管没有被
泥土、昆虫、冰、雪、涂料等堵住。通气口滤网有助于
防止通气口堵塞，因此该滤网应清洗干净并安装得当。

已拆下修理的调压器，在返回到设备进行控
制操作前，必须测试操作是否正确。只有由
费希尔制造的零部件才可用于修理费希尔的
调压器。按照正常的启动程序，再点燃指
示灯。

应更换弹簧箱体里已有积水或显现外部或内部腐蚀迹象
的任何调压器。要检查内部是否腐蚀，可能需要拆下调
节螺钉并停运燃气系统。通过POL转接器（水平安装）
仔细检查直接连接到容器阀的调压器，是否有腐蚀的迹
象。应纠正任何不适当的安装状况。

由于存在正常的磨损或由于外部原因可能发
生损坏，这些调压器必须定期检查与维修。
调压器检查与更换的频度取决于运行条件或
地方、州级与联邦管理条例要求的严酷程
度。即使在理想条件下，这些调压器应在自
制造日期15年后更换，或一旦检查表明需要
更换，就应提前进行更换。

因为零件磨损或腐蚀，较老的调压器更有可能突然失
效。应更换超过15年使用期的调压器。其它运行条件或
环境条件可能决定尚未到15年使用期的调压器的更换。
有关更多的资料，请查阅费希尔产品样本LP-32。

每一次输送燃气时都用肉眼检查看调压器是否:
1. 安装不恰当
2. 堵塞或通气口冻冰。

调压器的修理
已拆下修理的调压器，在返回到设备进行控制操作前，
必须测试操作是否正确。只有由费希尔制造的零部件才
可用于修理费希尔的调压器。当与调压器生产厂通信
时，一定要确保提供调压器完整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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