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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D差差压压调调压压阀阀PRH和和 PRHM调调压压阀阀

RVT 及及 RVD 系系列列––逐逐步步开开启启

泄泄压压阀阀、、旁旁通通阀阀和和抗抗虹虹吸吸阀阀（（又又称称背背压压调调节节阀阀））

RVDT 系系列列 PTFE 隔隔膜膜 TRVDT 系系列列三三通通阀阀

调调压压阀阀

PRH-U，UPR 高高纯纯调调压压阀阀

PRH-U 阀体采用PVDF (Kynar
740)�密封是无金属离子的EPDM�
无需通过螺杆进行上下调节压

力。UPR有纒绕TFM的隔膜，

无外部紧固件，该设计满

足SEMI F-57规范。PRH-U

调压范围10 -125  PSI 口
径1 /4”-3” 。UPR是5 -
100 PSI, 1 /4”-2”。PRH-

U和UPR可选播管spigot) 。还包括专门开发

的POM预组装清洗，16小时冷/热冲洗，最后的Class
100清洗及双袋包装。

PRA 气气压压式式调调压压阀阀

PRS 稳稳压压器器配配套套 PRA 使使用用

CK和和CKD特特殊殊应应用用隔隔膜膜止止回回阀阀

CK是机械加工的PTFE阀
门，与CKM一样，有常

闭的隔膜设计。口径3 /4”
和1” 。CKD是常开隔膜止

回阀，适用于超低压或

超低流量，只需0 .5  PSI
即可闭合。口径1 /4”
和1 /2” ，有PVC、Natural
PP、PTFE和PVDF。

止止回回阀阀和和真真空空截截止止阀阀

CKM隔隔膜膜止止回回阀阀/单单向向阀阀

CKS自自闭闭式式止止回回阀阀/单单向向阀阀

VBM 和和 VBS真真空空破破坏坏器器/抗抗虹虹吸吸阀阀

保护性真空破坏器，避免

贮罐不必要的虹吸或吸

瘪。灵敏的模塑隔膜提

供常闭操作，在少量真

空度条件下即可做出响

应，建议不要用在薄壁

贮罐。口径1 /2”, 3 /4”, 1”
NPT。VBS能通过更大

的流量，有1 -1 /2”, 2”,
3”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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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FE 隔膜具有最佳的抗腐

蚀性能，无污染密封性能、具

有广泛的通用性。金属弹簧不

接触液体。专利的Fail Dry
安全功能。用于水、高侵蚀性

或超纯液体。

PVC、CPVC、PP、PVDF (Kynar),
PTFE。口径：1 /4” – 2” 

三通设计为旁路应用提供

方便。PTFE隔膜有极佳的

防腐蚀性能，以及无污染

密封性能。金属弹簧不接

触液体。专利的Fail Dry
安全功能。用于高侵蚀性

或超纯液体。PVC、CPVC、
PP、PVDF (Kynar),
PTFE。口径：1 /2” – 1” 

防止过压，保持背压，或

在容器及管道中自动泄压。

RVDM（未显示）直通式系

列具有光滑无摩擦的滚动

隔膜，提供灵敏操作。RVT

系列是直角式，泄压范围

是 5 -100  PSI。专利的 Fail
Dry 安全功能。口径：

1 /2”–2”。RVD(未显示)直

角隔膜式系列，1 /8”–1 /2”
NPT� 50 -150  PSI。RVTX
系列是3” 和4”NPT。

无论进口压力是稳定或波动，都能准确降低和调

节压力，保持一个恒定的最大预设出口压力。高

流量，在预设压力下的压降最小，是行内公认最

佳的产品，调节范围5 -125  PSI某些尺寸/材料组
合的调节范围会较窄。PVC、Natural PP、PVDF
材质的有1 /4”-3” � CPVC和PTFE的有1 /4”至1 -
1 /2”。

调节过滤器或仪表的压差，确保进入系统受保护

段的压力，不会超过输出压力。这阀门不单保护

过滤器和仪表，还使压降减至最低，改进系统效

能。PVC�Natural PP的有1 /4”-3”。若需其他材质，

欢迎查询。

气压式调压阀，对压力变化的灵敏度优于

弹簧式调压阀，在无需减少流量的情况下

保持压力，内设专利的Fail
Dry功能。调压范围5 -125  PSI� 口径1 /4”-
3”。配合专利的PRS稳压器，灵敏度非常

高，几乎完全达到预计压力，而没有压降。媲美

其他昂贵的控制系统。

止回阀防止液体回流CKM
独特的模塑隔膜，可自动

密封，所以止回阀能安装

在任意位置，口径有1 /2”,
3  /4”, 1” 。CKS自动复位

阀芯设计，口径有1 -1 /2”,
2”, 3” 。两者均为常闭–

无反向压力要求，宁静操

作，每次都在同一位置复

位。PVC, CPVC, PP, PVDF。



PS先先导导式式电电磁磁阀阀

用于高压、高流量。先导式操作设计需要

进出口压力有5 PSI的压差，额定进口压

力为5 -140  PSI，背压至70  PSI，Cv 5.2-80。
专利的Fail-Dry安全设计，PTFE波纹管

密封，应用于所有类型的液体。口径1 /2”-
3”，PVC，CPVC，natural PP，PVDF。

EAST紧紧凑凑型型，，直直接接传传动动电电磁磁阀阀

电电磁磁阀阀

EASY-NO, THP特特殊殊用用途途，，直直接接传传动动电电磁磁阀阀

EASY-NO系列供电时常闭，断电时常开。

专门用于停电时阀门必须开启的应用而

设计，流程带压、排空或真空都适用。

进口压力最高为70  PSI。
THP是多用途 电磁阀，适用于进口压

力和背压达100  PSI。可作三通阀、常开

阀或常闭阀。

EASY-NO和THP均有1 /4” 和1 /2”，PVC。

EASMT和和EASYMT PTFE 波波纹纹管管直直接接传传动动电电磁磁阀阀

适用于环境条件比较恶劣，能通过所有液体

(酸、碱等)而设。独特的波纹管设计提供了

动态阻隔密封，防止液体外泄。两百万次开

关操作，Fail-Dry 安全设计。口径1 /4”-1”，
Cv 1.1-4.7，孔口范围3 /8”-11 /16”，PVC，
CPVC，GPP，PVDF。

ABV和和ABR两两通通气气动动球球阀阀TABV和和TABR三三通通气气动动球球阀阀

气气开开气气关关或或弹弹簧簧复复位位

坚固的工程热塑性加工，非常适合腐蚀

性液体。其紧凑、轻巧的组件可减轻管

道应力，亦容易装上球 阀的吊耳。多数

型号都带手 动取代气动操作。另选件有

弹 簧复位、限位止停和限位开关。

ABV的有1 /2”-3”，ABR带齿条齿轮传动的

有1 /4”-4”。

TRUE-BLUE MBV 活活接接手手动动球球阀阀

由于球阀球体精密加工，抛光平滑，故

可以做到气泡密封，开关流畅。活接耳

轴设计，将球体保持在中央位置。加固

的阀杆不易损坏。双密封提高可靠性。

PTFE的阀座背后有”O”型圈支撑，减低

扭力，延长阀座寿命。全部都是考虑提

高球阀的使用寿命。每个阀门都可轻易

接驳启动器，无须专用工具或作任何改动。材质有PVC，CPVC，
PP，PVDF。
TMBV三通系列有PVC和CPVC。口径1 /2”-4” ，连接有NPT，
IPS，BSP和公制承插。

LMBV支支线线缩缩径径球球阀阀

革新的球阀适配器，消除支线缩

径固有的强度弱点。无须额外接

头即可安装在三通接头，亦可取代

昂贵的无死角阀门。

1 /2”-2” 球阀用3 /4”-3” 的三通适

配器，其他 口径请联络我们。

材质有PVC，CPVC，PVDF和natural
PP。连接为承 插或热熔对接。

球球阀阀

ZC控控制制球球阀阀，，可可设设计计流流量量

手动或电动的球阀可顺畅的控制流量。专门切割的ZC球体可配合4 -20m A
(0 -10VDC) 的EBVA电动执行器。当选择V-球角度时，可提供精确控制；也可选”

蝠翼” 球设计(专利申请中)，有更佳的线性流量。定制切割可满足不同应用的

流量要求。口径1 /2”-4”，PVC，CPVC，natural PP和PVDF。

EBVA两两通通电电动动球球阀阀

TEBVA三三通通电电动动球球阀阀

多电压的执行器，可自动感应输入电压，

可选AC或DC的。

有热保护、冷凝保护和扭力保护。重负

荷马达，较小尺寸的工作周期为5 .5秒，

符合IP65防尘防水标准。塑料外壳，适用

于腐蚀环境，紧凑设计，带手动取代电动

操作，有标准的位置和状态指示灯。简易

阀体安装吊耳。可选失效保护，4 -20m A
或0 -10VDC数控组件。

有两种尺寸的启动器用于1 /2”-4”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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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直接传动的设计，为小空间安装和高

操作压力的应用，提供一个性价比高的解

决方案。有专利的Fail-Dry安全设计，用于

所有类型液体：酸、碱、溶剂、氨溶液和

超纯液体。两百万次开关操作。口径1/4”
和1 /2”，Cv 0.5 (3/16” 孔口)，0 .8 (1 .4” 孔
口)，PVC，CPVC，natural PP，PVDF。



排排气气阀阀

DGV 连连续续排排气气阀阀ARV排排气气阀阀

截截止止阀阀

BAT、BLT、BST截截止止阀阀––自自动动或或气气动动 BSDA 气气动动PTFE隔隔膜膜阀阀 BSR高高压压紧紧凑凑型型

HSA和和HTA夹夹管管阀阀 IDA快快速速排排空空阀阀

MFR自自关关闭闭式式阀阀门门，，

人人工工开开启启

仪仪表表保保护护器器、、仪仪表表和和控控件件

GGS化化学学仪仪表表保保护护器器

GGME小小巧巧的的保保护护器器

GGMU超超纯纯仪仪表表保保护护器器

SWT压压力力开开关关 PT-SS一一体体式式压压力力和和温温度度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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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启动时，用于大容量排气。独特的自导式

提升阀，保证最少的系统液体排放，其密封性能

比球式设计更为可靠。有液体存在时，于0  PSI 闭
合。在10 -15  PSI时无气泡密封。PVC、CPVC�口径

1 /2”, 3 /4”, 1”NPT。

排出系统运行期间产生的微量气体。PP浮子高液位

时闭合，当浮子腔充满气体时开启。内外都没有金

属部件，是用于腐蚀环境的最佳选择。最高操作压

力为100  PSI。PVC, CPVC, Natural PP 或 PVDF阀
体，1 /2”NPT连接� 1 /8” 排气口。

可选PTFE或 Viton隔膜密封，在保持高精度测量

时，保护仪表不被腐蚀和堵塞。独特的钢制六角

仪表接头(不与系统液体接触)，可避免安装仪表

时损伤保护器。可使用普通不锈钢压力表或真空

压力表。进口1 /2”仪表接口1 /4”或1 /2”。GGME小
巧型Natural PP材质。

独特的在线式设计避免了滋生细菌的

”死角” 和污染。无色素热塑料、

FKM或无金属离子EPDM密封。特别柔

软的弹性管，分隔系统液体和压力表

填充液体，并保持准确的读数。适用

于现有的管道系统。口径1 /2”-2”。

当管道压力达到设定值时，SWT压力开关

控制外接设备，使外接设备停止或者开

启。使用调节螺栓可轻松设置预设压力。

最高操作压力为150  PSI。NEMA 4X密封设

计，专利Fail-Dry 安全排孔，PTFE隔膜

(没有与流体接触的弹性塑料)，以及全塑

扣件。速动开关16  Am p/3端子是标准

型，可选25  Am p和死区值在3  Am p开
关。所有开关都有UL认证和CSA认可。

PVC带1 /2”NPT接头。

3”直径表面，简单探针，有多个压力量程。

钢壳和不锈钢接头，适用于不腐蚀钢材的液

体。

两通球型截止阀采用PTFE轴

设计，Fail Dry设计和透明丙

烯酸气缸显视阀门位置，均

为标配。经数十年验证，是

坚固耐用的超重负荷阀门。

BAT是双向气开气关。

BLT利用系统的液体压力开

启，气动关闭。

BST是气动x弹簧复位，常闭

或常开。

口径1 /2”-2”。

使用寿命长，结构紧

凑。很适合用于水、超

高纯或高腐蚀性液体。P
TFE隔膜，没有金属与液

体接触。百万次使用壽

命。接头有承插、内螺

纹、播管或热熔对接。专利的Fail-dry
安全设计，内腔光滑，避免存在死

角。1 /8”NPT气源接头，标配为自动复

位弹簧，口径1 /2”-2”, PVC。

BSR气动阀为常闭，

高纯和腐蚀性液体

的最佳选择。特点

是摩擦低，无气泡

密封，无金属與液

体接触。口径1 /2” 和3 /4”，Cv为2 .5
和 5 .0，最高应用压力150  PSI，也可

用于真空环境。

MFR是常闭阀门，用

掌或足按压开启，可

腾出手来做其他工

作。自动弹簧无气泡

密封，摩擦低，无金

属与流体接触。口径1 /2”-3 /4”，Cv 2.5-
5.0，流程压力最高为150  PSI，可用于

真空。

用于下水糟或罐的快速涡

流排空。IDA有双向气开

气闭或常闭弹簧复位设

计。大排量设计是普通排

空阀的两倍，25”水柱时

仍保持无气泡密封。口径

4”、5”和6”，PVC，PP或PVDF。

当有泥浆或液体中含有颗粒

物质时，常规的阀门设计不

能保证完全密封，采用气动

夹紧弹性管就可以保证密封

。HSA是在线直通式，夹管材

质是EPHDh2(专利申请中)。口径1/2”-1” ，PVC，
CPVC，Natural PP，PVDF。HTA夹管直径为3/8”-
1/2”。



“S” 多多路路选选择择阀阀

分分流流阀阀和和多多通通阀阀

F和和BFS气气动动分分流流阀阀 TUCA紧紧凑凑型型气气动动分分流流阀阀

GL液位指示器

储罐液位的快速目测。GL外壁是丙烯

酸，内壁是有机玻璃，用于腐蚀性或

高纯液体。长度为1 -4英尺(30 .5 -
122 cm )，接头材质为PVC，natural
PP或PTFE，口径1 /2”或3 /4”。

流流动动和和液液位位视视镜镜

GX和和GY视视镜镜，，流流动动指指示示器器 GYW夹夹装装式式视视镜镜

RS近近程程传传感感器器

穩穩流流阀阀

灌灌装装//计计量量泵泵

FC稳稳流流阀阀

VPA双缸气动

灌装和计量泵

自吸式泵能输送定量的高腐蚀性液体，特点是Fail-Dry
设计，气动操作，输送频率可调，每行程流量有7，

10，32，128  oz (207，295.7，946.2，3,785 cc)。若
需其他流量，欢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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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球式分流阀或取

样阀，采用平衡轴设

计，Fail-Dry 设计，

透明丙烯酸气缸显示

阀门开关位置。经几

十年验证，是坚固耐

用的超重负荷阀门。

BFS口径1 /2” ，PVC
或natural PP。F的为

3 /4”-2”，PVC。

紧凑的多路选择阀提供两

通、三通、四通和多堆栈

钻孔、若需要在众液体进

行选择，多路选择阀是实

验室或其他有关应用的最

佳选择。手动或其它启动

方式，材质PVC，CPVC，
natural PP，PVDF或PTFE。口径14/”或1/2”。

三通分流阀或取样阀可用于两

个进口一个出口，有Fail-Dry
警示通路。口径为1 /4 ’ 和1 -
1 /2”，PVC，natural PP，PTFE
或PVDF。

安全直观的液体流动视镜，

清晰的显示腐蚀性或超纯水

的流动，可配”维尼龙”

横幅，有助观察液体流动方

向。

GX系列只有一层丙烯酸缸壁。

GY系列有两层筒壁，内壁是

有机玻璃，外壁是丙烯酸。

口径1 /2”-3” NPT

在大管道系统中提供安全

、直观的流动视镜，清晰

显示腐蚀性或超纯液体的

流动。双筒壁设计，用标

准法兰夹紧安装，用于1-

1 /2”-8” 的管道。

带指示灯的簧片开关，配套VPA泵使用。

CSA认证和NEMA-6冲洗兼容。

自动操作，不能更改流量的稳流阀，在进口

压力15 -100  PSI范围内，保持恒定流量，无

金属与液体接触。恒定流量1 /4  – 120  US
GPM (0 .95 -454  L/m in)，口径1 /4”-3”。



n球球阀阀

n蝶蝶阀阀

n球球式式止止回回阀阀

n堰堰式式隔隔膜膜阀阀

n实实验验室室旋旋塞塞阀阀

n Y 式式型型过过滤滤器器

BLUE标准系列是为了满足对塑料阀门产品价格比较敏感的客户

要求。如果您指定要进口大批的阀门，用于水、腐蚀性或高纯液

体，BLUE标准系列就可提供相同质量和性能水平的阀门，以及

优质的Plast-O-Matic 技术服务、测试和支持。

®

100 c 30B

定定制制工工程程产产品品

PCWS和和PCWR加加固固连连接接棒棒  

(CW=cooling water 冷冷却却水水)

BLUE 标标准准进进口口阀阀门门

专专利利Fail-Dry “防防线线” 概概念念

Fail-Dry 是Plast-O-Matic
专利设计安全功能。独特的理念：阀门或

泵的有双重密封，用一个排放腔隔开，当

下级(主) 密封失效时，上(二级)密封开

始工作，仍保持工作组件干燥，不与流体

接触。Fail-Dry 这种独特的保护功能，允

许阀门或泵在主密封失效时，仍保持正常

工作，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工艺过程和系统

运行，直至维修工作得到安排，避免了紧

急停机所导致的高昂费用。

K和和Q系系列列定定制制阀阀门门

地址：1384 Pompton Avenue, Cedar Grove, New Jersey 邮编：07009
电话：(973) 256-3000 • 传真： (973) 256-4745 • 网址：www.plastomatic.com
加利福尼亚州仓库： 地址：4054 Brewster Way • Riverside, CA 邮编：92501
电话：(951) 686-2852 • 传真：(951) 686-6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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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标准准阀阀体体材材料料

大多数Plast-O-Matic 产品采用Grade 1, Type 1 Geon PVC, Corzan
CPVC, Kynar PVDF和天然无色素PP。许多产品有PTFE, 模塑的有

玻璃填充PP和Halar ECTFE。若需其他材质，请联络我们。

标标准准密密封封材材料料

弹性密封材料包括EPDM, FKM Viton, FFKM, Aflas。
热塑性密封包括PFA, TFM和PTFE。
专用和定制材料包括Kalrez, Chemraz和指定配方。

Plast-O-Matic 还提供大量的专利弹性密封材料，包括用于99%
硫酸的f99，用于夹管阀的EPDMh2等。

阀阀体体和和密密封封材材料料

标标准准和和可可选选接接头头

nNPT

n承插
n 法兰
n 播管

n JIS

n 热熔对接

n BSP

n 公制

n 定制

n 活接

除了我们的标准

系列，还可应客

户要求，提供定

制的阀门和流控

组件。图中是已

经在实际工程中

应用过的，专门

为客户设计和定

制阀门的一些例

子。欢近查询专用产品应用信息。

用于冷凝水，紧凑的连接棒将冷

凝阀、压力表、流量计和接头组

合，坚固及大幅度降低安装成本。

PCWS供水侧有调压阀

和压力表。

PCWR回流侧有流量计

和流量控制阀。

可按客户需要安装不同的阀门和

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