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为高频应用开发的 Fisher™ 控制阀
这款已通过许可方认证和耐久性测试的产品有助于延长变压吸附和分子筛吸附操作的生
命周期。

利用性能可靠的控制阀实现高频 
应用的不间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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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变压吸附和分子筛吸附等高频应用会频繁调用控制阀

组件。如果每年的行程动作频率超过 60000 次循环，则
需要 V 级或 VI 级严密关断才能保持工业气体的纯度和效率。

针对这一现状，正确选择控制阀组件势在必行。而 Fisher 控制
阀组件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绝佳解决方案，其通常包括控制

阀、执行机构和数字阀门控制器。

将艾默生制造的 Fisher 控制阀组件用于高频应用可让您获益匪
浅，其优势见下文所述。

提高可靠性 – 如果使用 Fisher 控制阀组件，周转时间表可提升
到五年。具体来说，这些控制阀均通过了严格测试，证明其可

承受超过 1000000 次的循环，并且已得到许可方认证，因此长
时间运行也依然稳定可靠。

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 Fisher 控制阀组件经专门设计以满足高频应
用要求，有助于延长正常运行时间。其耐用的机械活动零件和

专门开发的软件是实现这一成绩的关键。

提高纯度 – 由于 Fisher 控制阀组件可在整个使用寿命期间保持严
密关断，因此能够提升合规工业气体的产能。

除了这些经过专业设计的高品质控制阀组件外，艾默生还提供

应用协助、随叫随到式零件更换和产品培训等服务。

面对不间断运行的高频应用，请选择 Fisher 控制阀组件

适用于高频工况的 Fisher 控制阀组
件经过设计和测试，符合最高水平
的可靠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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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复压 
控制阀

净化供应 
控制阀

转储/净化 
控制阀

原料气 
开/关阀

床 1 床 2 床 3 床 4

原料气

废气

变压吸附 (PSA)
PSA 是一种涉及从原料气混合物中分离杂质以产生单一气体产
物，如氢气、氧气或氮气的方法。

原料气通过被控制阀包围的固定床吸附器循环，而这些控制阀

使用正向和反向流量以在平行容器之间快速切换气体。在固定

床吸附器内，通过高压去除气体产物中的杂质，然后当系统压

力“摆动”到较低时排出这些杂质。由于能够完全吸附杂质，

因此使得最终产品的纯度高达 99.99%。

应用讨论

PSA 装置
PSA 装置中的控制阀组件就属于一种严苛工况应用，
其需要进行高频动作和保持严密关断。以四床装置为

例，其年循环次数预计会超过 60000，如下所示。

PSA 面临的挑战是控制阀组件预计每 30 秒循环一次，并提供
严密的双向关断。因此，PSA 装置中的控制阀组件的常见故障
包括：

• 由于固定设计缺陷而导致阀杆或阀轴断裂
•  阀门 - 执行机构 - 定位器之间的连接不够稳定，导致高频环
境中出现多次机械故障

• 无法保持关断

如果使用 Fisher 控制阀组件，则可以延长您的 PSA 装置的使用
寿命。例如，适用于 PSA 应用的 Fisher 控制阀组件均经过一百
万次循环测试，符合艾默生的高频质量标准。

由于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中的高性能无连杆反馈系统没
有易损零件，因此可最大限度地延长循环寿命。而反馈系统使

得阀杆和数字阀门控制器之间无需进行物理接触。利用这种完

全不接触且不依赖于连杆的反馈系统，用户可消除最常见的控

制阀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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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蒸馏中提取
的 95% 乙醇

减压蒸汽

向再生冷凝器
注水

真空

再生吸附

输出无水乙醇

持续增强乙醇工艺的这一重要环节对于实现工厂产能和收入目

标至关重要，而用于分子筛吸附应用的 Fisher 控制阀组件均经
过一百万次循环测试，符合艾默生的高频质量标准。

分子筛吸附
随着乙醇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大厂商现在必须专注于提高工

厂的整体效率和可靠性。无论工厂规模如何，要改进整体效率

和可靠性，就要从分子筛吸附应用中寻找突破口。

根据对世界各地乙醇生产商的调研，我们发现了一些与分子筛

吸附装置有关的最常见维护问题：

•	 	选择配置超大型蝶阀会导致控制不良、循环寿命缩短
•	 	通常仅在几个月后就会出现轴承加速磨损现象
•	 	阀门 - 执行机构 - 定位器之间的连接不够稳定，导致高频环
境中出现多次机械故障

•	 	在吸附和再生循环中部署了劣质阀门定位器，导致性能不佳

分子筛吸附
控制阀组件选择不当可能导致意外停

机。在此期间，以行业典型的产能，

即每年 5000 万加仑的乙醇工厂为例，
其每小时可能损失超过 10000 美元的
收入。



Fisher GX 控制阀组件
n 测试下限：1000000 次循环
n Fisher GX 执行机构
n 阀体口径范围：
 NPS ½、¾、1、1½、2、3、4 和 6
 DN 15、20、25、40、50、80、100 
和 150

n 压力等级：
 按照 ASME B16.34 标准
为 CL150/CL300

 按照 EN 1092-1 标准为 
PN 10、16、25、40

n  具有一体式 4-20 mA 
阀位反馈的防爆、本
质安全型、非易燃应
用：FIELDVUE DVC6200 
仪表 

n  具有一体式 4-20 mA 阀
位反馈的本质安全型、
非易燃应用：FIELDVUE 
DVC2000 仪表

Fisher easy-e™ 控制阀组件
n  测试下限：1000000 次循环
n  Fisher 657 或 667 执行机构
n 阀体口径范围：
 NPS ½—36
 DN 25 至 300x200
n 压力等级：
 最高达到 ANSI Class 900
 最高达到 DIN PN 160
n  具有一体式 4-20 mA 阀位反
馈的防爆、本质安全型、
非易燃应用：F I E L DV U E 
DVC6200 仪表 

n  具有一体式 4-20 mA 阀位反
馈的本质安全型、非易燃
应用：FIELDVUE DVC2000 
仪表

Fisher 8580 控制阀组件
n 测试下限：1000000 次循环
n  Fisher 2052 弹簧膜片式执行机构或 1068 旋转叶片式执
行机构

n 阀体口径范围：
 NPS 2、3、4、6、8、10 和 12
 DN 50、80、100、150、200、250 和 300
n 压力等级：按照 ASME B16.34 标准为 CL150/CL300
n  具有一体式 4-20 mA 阀位反馈的防爆、本质安全型、
非易燃应用：FIELDVUE DVC6200 仪表 

n  具有一体式 4-20 mA 阀位反馈的本质安全型、非易燃
应用：FIELDVUE DVC2000 仪表

提高可靠性 

许可方认证
艾默生供应的 Fisher 控制阀组件均经过广泛的测试且实践证明性能可靠，有助于延长高频应用的生命周期并保持纯度。目前，
通过实验室测试和现场试验的 Fisher 控制阀组件已获得世界上数家领先许可方的认证，可用于其高频应用。

5



6

1

2

3

已通过测试验证
艾默生专门建造了一间 PSA 测试设施，旨在尽可能准确地还
原 PSA 过程。其中，我们布置了一个大容量罐（见 �）以
为当前正在测试的所有控制阀组件提供高流通能力的过程压

力。接着，我们使用干燥剂过滤和干燥仪表中的空气，然后

将其调节到为每个控制阀组件提供适当压力。

每个被测试的控制阀组件都包括标准选件，包括阀座、填

料、执行机构弹簧和膜片。并且每个控制阀组件都由 Fisher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来控制。在测试过程中，我们不会
更换任何零件，因此收集到的所有数据都来自工厂的原始阀

座、弹簧和膜片。

将艾默生的 DeltaV™ 工作站（见 �）和开关电磁阀与 Fisher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配合使用，并且将被测试阀门置于
全双向变压环境中。这种组合的优点是可以快速地累积循环

次数（见 �），每周高达 25000 次，同时忠实还原过程条
件。

提高可靠性 

将阀芯加压至 350 psi，然后进行从 0% 到 100% 再到 0% 的
行程动作，当气体排放到大气中时，使阀门承受 350 psi 的
压降。此外，应控制执行机构的行程动作时间，使得从 0% 到 
100% 和从 100% 到 0% 的行程动作在两秒内完成。除了统计循
环次数外，我们还安装了测压孔，以便在累积循环次数时进行

阀座泄漏测试。

在一般操作情况下，我们每周都会对每个控制阀组件进行若干

次检查。具体的检查内容包括控制阀组件操作是否平稳、是否

有磨损以及是否听到任何异常等。

使用 Fisher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可以监控诊断和性能数
据，如摩擦力、弹簧刚度和初始设定范围。这些数据详细描

述了当循环次数达到并超过 1000000 时，阀门内部发生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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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直行程控制阀实现出色的关断
Fisher GX 控制阀采用可实现持久 VI 级关断的 PTFE 
软阀座来满足客户提出的高关断要求。为进一步

确保获得严密关断性能，非平衡式阀芯设计的独

特轮廓仅在需要关断时才会接触 PTFE 软阀座。当
阀芯进入阀座时，阀座环可使阀芯居中，使得阀

门内建立一个同心密封。

阀座环

阀芯

PTFE 软阀座

专为实现严密关断而设计 
由于会影响到纯度，因此必须要重视控制阀的关断性能。

如果因控制阀泄漏而导致多个 PSA 床之间互相污染，则工
业气体纯度将大幅下降。如果需要在高频应用中实现严密

关断，您的首选是 Fisher 直行程控制阀和旋转式控制阀。

提高纯度

Fisher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中的阀门诊断功能可以通
过监控阀座负载和摩擦来检测性能变化。当与 ValveLink™ 软
件配合使用时，FIELDVUE 仪表会在关断完整性受损时及时
提醒用户。而借助预测诊断，您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安排维

修，以免产品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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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行程高频关断性能

阀
门
泄
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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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分
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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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气
泡
数
）

VI 级

每分钟产生的气泡数

在整个测试期间，Fisher 直行程控制阀实现了可接受的 VI 级关断。

循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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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旋转式控制阀实现出色
的关断
Fisher 8580 控制阀通过使用具有
压力辅助密封作用的独特密封环和

将蝶板置于密封中心的弹簧加载阀

轴来满足关键的关断要求。而采用

低摩擦 PTFE 衬里 PEEK 轴承可最大
限度地提高了控制阀的性能。这三

个重要特性使控制阀即使循环超过 
1000000 次也能实现严密关断，使
其成为高频应用的理想选择。

弹簧组件

密封组件

弹簧加载阀轴

PEEK 轴承

旋转高频关断性能

阀
门
泄
漏
（
每
分
钟
产
生
的
气
泡
数
）

VI 级

每分钟产生的气泡数

循环次数
在整个测试期间，Fisher 旋转式控制阀实现了可接受的 VI 级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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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行程高频关断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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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测试期间，Fisher 直行程控制阀实现了可接受的 VI 级关断。

循环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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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投用期间联机诊断
与 ValveLink 软件配合使用时，FIELDVUE 数字
阀门控制器可提前发现性能问题，并给出建议措

施。

增强阀杆定位
阀杆连接件消除了填料系统的轴向载荷，改

善了阀杆密封，并延长了填料的使用寿命。

零空程 
由于无连杆而不会遇到磨损、

松动、腐蚀或振动问题，因此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可
以应对恶劣环境并实现不间断

循环。此外，它还利用了磁铁

阵列和霍尔效应传感器来检测

阀门位置。

一键校准，适用面广
通过设有四个按钮的本地用户界面轻松配置、校准和调

整 FIELDVUE DVC2000 数字阀门控制器。另外，用户界
面还提供了多种语言可供选择，方便全球用户使用。 

通过直行程控制阀组件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   执行机构性能可靠 - 特制的 GX 执行机构膜片材料有助于减少常见
问题，如空气氧化、热老化、低温脆化和失去固定能力。与活塞

式执行机构不同，GX 弹簧和膜片执行机构没有易受磨损的大直径
滑动密封件，而且执行机构内的双面膜片有助于消除机械磨损引

起的故障。

•  行程动作速度快 - 如果您的高频应用需要调节循环时间，可选择具
有快速执行机构行程动作速度和实行严格过程控制的 Fisher 控制
阀组件。

•   精确的阀门定位 - Fisher 控制阀配有无连杆、非接触式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可实现精确的阀门定位，并在过程发生变化时

快速响应。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提供一体式 4-20 mA 阀位反
馈，适用于防爆或非防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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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排放 (Low-E) 填料符合环保要求
经过认证的 Fisher ENVIRO-SEAL™ 填料系统可控制排
放，确保在控制阀的使用寿命期内遵守环境规定并

提供出色的密封性。

关断性能
PTFE 软阀座提供 VI 级关断，且其离子渗氮阀芯具
有坚硬耐磨的导向表面，可延长循环寿命。

Fisher GX 控制阀、GX执
行机构和 DVC2000 仪表
n 许可方认证
n  经过 1500000 次循环测试验证
n�选择艾默生即可获取完整的集成 
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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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装置支撑
外侧轴中的弹簧能够很好地支撑驱动装置和蝶

板，使得阀轴可以任意方向安装。此外，它还

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密封件磨损率，从而延长了

控制阀的正常运行时间。

密封件具有超长寿命
密封环具有压力辅助密封作用，无论压降如何都能

确保控制阀严密关断。偏心蝶板的开关路径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蝶板与密封环之间的接触，从而减少

了密封环磨损、非正常的摩擦以及降低密封扭矩要

求。

低排放 (Low-E) 填料符合环保要求
经过认证的 Fisher ENVIRO-SEAL 填料系统可控
制排放，确保在控制阀的使用寿命期内遵守环

境规定并提供出色的密封性。

摩擦力小
PTFE 衬里 PEEK 轴承是一款低摩
擦、低磨损轴承，其使得控制阀能

够在高压降下运行，不仅具有高循

环寿命，而且能够保持低扭矩。

极少空程
将推杆夹紧到花键阀轴上，这种单点连接可减少执行

机构和阀门之间的空程。

于投用期间联机诊断
与 ValveLink 软件配合使用时，FIELDVUE 数字
阀门控制器可提前发现性能问题，并给出建议

措施。

零空程 
由于无连杆而不会遇到磨损、松动、腐蚀或振动问题，因此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可以应对恶劣环境并实现不间断循环。
此外，它还利用了磁铁阵列和霍尔效应传感器来检测阀门位置。

使用旋转式控制阀组件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   执行机构性能可靠 - 2052 弹簧膜片式执行机构经设计，在高负载
条件下也能长期稳定运行。其优点包括没有 O 形圈磨损、仅会在
固定位置发生空气故障、执行机构运行时具有较低的压力以及双

面膜片。经设计，该执行机构在负载条件下可进行 1000000 次循
环，不会产生泄漏、故障和控制不良等问题。

•   行程动作速度快 - 如果您的高频应用需要调节循环时间，可选择具
有快速执行机构行程动作速度和实行严格过程控制的 Fisher 控制
阀组件。

•   精确的阀门定位 - Fisher 控制阀配有无连杆、非接触式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可实现精确的阀门定位，并在过程发生变化时

快速响应。由于无连杆而不会遇到磨损、松动、腐蚀或振动问

题，因此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可以应对恶劣环境并实现不
间断循环。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提供一体式 4-20 mA 阀位反
馈，适用于防爆或非防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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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装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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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密封环磨损、非正常的摩擦以及降低密封扭矩要

求。

低排放 (Low-E) 填料符合环保要求
经过认证的 Fisher ENVIRO-SEAL 填料系统可控
制排放，确保在控制阀的使用寿命期内遵守环

境规定并提供出色的密封性。

摩擦力小
PTFE 衬里 PEEK 轴承是一款低摩
擦、低磨损轴承，其使得控制阀能

够在高压降下运行，不仅具有高循

环寿命，而且能够保持低扭矩。

极少空程
将推杆夹紧到花键阀轴上，这种单点连接可减少执行

机构和阀门之间的空程。

于投用期间联机诊断
与 ValveLink 软件配合使用时，FIELDVUE 数字
阀门控制器可提前发现性能问题，并给出建议

措施。

零空程 
由于无连杆而不会遇到磨损、松动、腐蚀或振动问题，因此 
FIELDVUE 数字阀门控制器可以应对恶劣环境并实现不间断循环。
此外，它还利用了磁铁阵列和霍尔效应传感器来检测阀门位置。

Fisher 8580 控制阀， 
2052 执行机构和 
DVC6200 仪表
n 许可方认证
n�经过 1000000 次循环测试验证
n  选择艾默生即可获取完整的集成 
式解决方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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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和运营条件，我们持续不
断为客户提供支持。

艾默生凭借塑造行业标准的端到端数字服务体验引领发展潮流，通过我们易维护、可靠且

高性能的产品帮助您实现卓越成果。我们开发的工具支持数字化转型，让您充分挖掘已有

服务和技术投资的最大价值。我们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团队与您携手保持工厂安全运行、提

高运营可靠性并提升业绩。

凭借遍布全球的 100 多个区域服务中心和 80 多个移动服务中心，您可以随时随地就近咨询
专家，以根据您的独特挑战制定解决方案。此外，我们还提供了广泛的服务组合，能够根

据您的具体业务目标提供量身定制的支持。

连接服务
利用智能技术和艾默生的专业知识，帮助
您的员工做出明智决策以保持性能和可靠
性。

停机服务
找出突破口并规划对工厂实行长期的
可靠性改进，以减少意外维护事件并
提高性能。

教育和培训
培训新员工，提高老员工的技能水平，
并帮助您的团队适应新技术或新产品。

启动和调试
由经认证的技术人员完成审批、校准、测试
和认证工作，按时且按预算地与您全面交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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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在全球各地设立了服务中心，随时随地为附近的用户提供服务。如有需求， 
请立即联系我们以安排现场考察，了解艾默生为贵公司带来的价值。



利用 Fisher 控制阀实现高频应用的 
不间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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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生自动化解决方案
详情请联系艾默生自动化解决方
案阀门分部：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 10 号
凯威大厦 7 层
电话：010 8572 6666
传真：010 8572 6888

Fisher.com

Facebook.com/FisherValves

LinkedIn.com/groups/Fisher-3941826

Twitter.com/FisherValves

http://www.emerson.com/en-us/automation/fisher
https://www.facebook.com/FisherValves
https://www.linkedin.com/groups/3941826
https://twitter.com/FisherVal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