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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C 及 67CR 型安装手册
简介
该安装手册包含了 67C 及 67CR 仪器用调压器的安装及
启动信息。如需维护，请参考 67C 系列的指导手册，资
料号 5469。请与您所在地的销售办事处联系获取该指导
手册。

技术规格

67CR 型调压器的内部泄压阀不提供完全的
过压保护。其内部泄压阀在设计上仅适用于
较小的阀座泄漏。如果 67CR 型调压器的最
大入口压力超过其下游设备的最大压力额定
值或超过其最大允许出口压力，则需要提供
额外的过压保护。
1. 在额定范围内操作调压器并不能排除因管道内碎片
或外部来源带来损坏的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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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入口压力:
	    250 psig (17,2 bar)
• 最大紧急出口压力:
	    超出出口压力设定值 50 psi (3,5 bar)
• 出口压力范围:

2. 只有经过培训合格且富有经验的人员才可安装、操作
和维护调压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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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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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至 20 psig (0 至 1,4 bar)
	    0 至 35 psig (0 至 2,4 bar)
	    0 至 60 psig (0 至 4,1 bar)
	    0 至 125 psig (0 至 8,6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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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腈橡胶 (NBR) 温度范围:
	    标准螺栓: -20° 至 180°F (-29° 至 82°C)
不锈钢螺栓: -40° 至 180°F (-40° 至 8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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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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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箱体来改变弹簧箱体通气口
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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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03073XCN2

如果该调压器出现过压，或被安装在运行条
件可能会超过技术规格中给定限值的工况
中，或在相邻管道或管道连接处压力会超过
其额定值的条件下使用该调压器，将可能因
气体逸出或承压部件爆炸而导致人员受伤、
财产损坏、设备损坏或泄漏。为避免此类伤
害或损坏，需要（按照适用法令、法规或标
准）提供泄压或限压装置以防止使用条件超
过有关限值。

调压器会向大气中排放一些气体。对于有害
或易燃气体的工况，所排放气体可能会集聚
并引起起火灾或爆炸而导致人员伤亡或财产
损失。在使用有害气体通过调压器的工中，
请远离空气入口或任何危险区域，将气体
排放到偏远的安全位置处。必须保护好排
放管线或排气开口，以防其冷凝或阻塞现
象发生。

www.emersonprocess.com/regul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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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67C 系列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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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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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将接管转接头或管道安装到阀体（标号 1）上
1/4 英寸的 NPT 入口连接处和 1/4 英寸的 NPT
阀体出口连接处。
8. 第二个 1/4 英寸的 NPT 出口处可安装压力表或作
它用。如未使用，则必须被堵塞。

启动及调节
1. 完成正确安装并对下游设备进行正确调节后，缓慢
打开上游和下游截流阀（当使用时)，同时使用压力
表监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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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因承压部件的破裂或集聚气体爆炸导
致的个人伤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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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了防松螺母（标号 19)，
则将其拧松来调节调压器，顺时针转动调节螺杆或
手轮（标号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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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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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阀芯组件

零件清单
标号	   说明

标号	   说明

1	   阀体

14*(1)     O 型圈

3	   法兰螺钉

15*(1)     泄压阀软座

4*	   O 型圈

16*	   阀膜组件

7	   弹簧箱体

17	   弹簧

10*(1)     阀芯组件

18	   调整螺钉

11*(1)     阀塞

19	   防松螺母

12*(1)     阀弹簧

20	   上位弹簧座

13*(1)     阀护圈

39	   底板

*推荐备件
1. 阀芯组件包括标号 10, 11, 12, 13, 14, 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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