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RUM
压力调节器
流量限制器
安全部件
用惰性气体保
护易爆、易腐
蚀和无菌工艺。

加压到
加工工程行业的储罐、反应器、离心机和连续搅拌反应
器。提供防腐材料制作、以惰性气体环境对液体进行覆
盖的各种装置。

我们设计制造储罐覆盖、惰化、产品输送和消毒系统，
尤其是不需辅助动力的自动机械式调节器，包括用于降
压、卸压、负压和差压的压力调节器，

正压和负压止回阀。INSTRUM 的设计理念是在提高运行
可靠性的前提下，明显降低安装和运行成本。欢迎来电
来函洽谈，我们将乐意为你提供良好建议。

INSTRUM
的储罐覆盖和惰化技术
在很多现代加工工程领域，需要将产品或液体从储存池
和储罐中取出进行加工，这时需要用惰性气体环境加以
保护，以避免氧化、污染或爆炸。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通风控制，确保操作安全，同时尽量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降低惰性气体使用方面的成本。

INSTRUM 设备的用途：
保护产品和质量
防爆
工艺优化
环保
健康保护
避免恶臭
符合法规要求









INSTRUM 的供货产品符合：
压力设备指令 - PED (97/23/EC)
易爆环境–爆炸的预防和保护 acc. DIN EN 1127-1
用于潜在易爆环境的非电气设备 – 以结构安全进
行保护 „c„ acc. DIN EN 13463-5
 压力设备规则acc. AD 2000 Code
 CE 标记
 ATEX 95 (EX II 3G / 3GD c IIA T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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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输送和消毒
储罐的环保和安全已经成为操作人员考虑的主要因素，通过注入氮气密封是进行防爆和防氧化
处理的首选处理方法，低压范围内的精确调节，显著降低运行成本，达到最大安全性能。

防止介质和罐体内壁氧化
确保产品质量、防腐
避免可燃蒸汽 /空气 / 气体混合
防爆
避免工作场所的健康风险和恶臭
保护环境和健康
不同工艺步骤的压力调节系统：覆
盖、输送和消毒
优化工艺、节省成本
低压范围的覆盖和操作点的扩充帮
助操作员尽量减少惰性气体的消耗
和废气处理成本
节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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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洗完成后，加入产品，这时产品出口阀关闭，
进口阀打开。随着加入的产品增加，储罐内顶
部预留空间开始增加，直至达到设置值40 mbar
(0.6 psi)。然后通过回压调节器将氮气排入气
体处理设备或大气中。

气体出口
压力调节器

LPR

为取得最佳的覆盖，需要两个压力调节器，一个
用于降低进入的氮气的压力（进口 / LPR = 低
压调节阀），另一个是回压调节器，用作废气
排泄阀（出口 / LPS = 低压卸压阀）。通气的
作用是让储罐或设备在生产工艺的各个阶段都
保持惰性状态。覆盖可以在正压或负压状态下
进行。正压用于防止氧气进入工艺过程，而负
压这用于防止工艺气体（如有毒介质）逃逸。
典型的储罐或池惰化基本设置为压力调节器
（LPR）15 毫巴（0.2 psi）、回压调节器
（LPS）40 毫巴（0.6 psi）。在储罐中加入产
品前，要用氮气吹洗，驱逐空气。通常要用储
罐体积3 - 5 倍的气体吹洗。排出阀关闭后，
气压升高到设置值15 mbar (0.2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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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放出产品时，预留空间的压力下降。降到
15 mbar (0.2 psi) 时，压力调节器 (LPR)打
开，让氮气进入，这样避免压力继续下降。压
力调节器 (LPR)和回压调节器 (LPS)保证在任
何运行条件下氮气覆盖的压力范围是15 mbar
(0.2 psi) 到40 mbar (0.6 psi) 。为减少惰性
气体的使用成本，各操作点要尽量隔开，以取
得最大的压力范围而没有气体消耗，这样就降
低了氮气的成本、废气系统中的产品损失和废
气处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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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通气外，不定压覆盖（最高4
bar / 58 psi）还可以不用泵就可
以将产品从储罐内压出。
用于储罐覆盖的同一个调节器还能
聚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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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伺服压力通过手动或电动-气
动切换（I/P转换器）施加到压力调
节器（LPR）和回压调节器
（LPS）。压力调节器（LPR）根据新
的设置值打开，氮气流入储罐。根
据新的设置值，回压调节器（LPS）
按规定的压力比，让储罐内的高压
继续保持。这个压力可打开排出阀，
用于输送产品。排除的产品以氮气
填补，这样就无论储罐内产品的液
位多少，一直保证恒定的输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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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产品出口阀，将压力调节器
（LPR）和回压调节器（LPS）的伺
服压力设置为零，输送结束。同时，
预留空间的压力降到通气压力
40 mbar (0.6 psi)。这样，恢复到
正常的储罐通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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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对储罐消毒时，需要隔膜密封、蒸
汽流量表和相关的控制器，同时压
力调节器（LPR）和回压调节器
（LPS）为无菌设计。蒸汽用于消毒。
施加到压力调节器（比如设置为
15 mbar / 0.2 psi）和回压调节器
（比如设置为40 mbar / 0.6 psi）
的伺服压力为2.5巴 (36 psi)，这
个伺服压力对应于要求的消毒温度。
起初蒸汽在冷的容器壁上冷凝，压
力升高很慢。压力和相应的温度在
无菌区是任何点都是恒定的。蒸汽
流速降到通过对流补偿温度损失所
要求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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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流量计量系统向控制系统报
告消毒开始的时间。消毒结束后，
伺服压力和无菌蒸汽供应切断，系
统切换到惰性气体通气模式。
回压调节器将罐内蒸汽压力降到
40 mbar (0.6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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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低压调节器的消毒工艺避免了冷
点的出现，非常可靠，只需要增加很
少设备，因此可大大降低投资成本。

95 °C

我们的网站（www.instrum.ch）上
提供了展示这种工艺的电脑动画。

INSTRUM
高质量材料
采用高质量的材料和精密的表面处理，确保一流的耐腐蚀和防漏性能。
标准型采用的材料包括：






所有接触产品的部分都采用不锈钢（1.4435 / 1.4404 / 1.4408）；
在高腐蚀性应用中增加耐蚀耐热镍基合金（C22、C276）、PP、PVDF和 PFA内衬；
PTFE 膜和密封（比如特氟龙 Teflon®）；
控制基座FFKM（比如 Kalrez®）、FKM（比如Viton®）；
可根据用户要求使用其他特殊材料（比如钛、钽）。

INSTRUM 惰性气体控制系统








高精度控制，只需小覆盖压力，
最低的控制滞后；
不漏气设计，确保最低和最高流速时都能
对压力进行准确调节；
通过独立系统确保运行安全（运行中不需
额外电源）；
安装、调试和维护简便；
防腐和耐温度变化的表面，适合室外安装；
坚固的设计和高质量材料；
多年免维护操作。

INSTRUM
低压调节器和回压调节器
调节范围 -0,8 - 5 bar (-11.6 psi - 72.5 psi)，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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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用
弹簧加载设计和大隔膜，可进行高精度调节。
带支撑的结实的机件加上带导槽阀座，操作压力从真空直到最高
5 bar (72.5 psi)，还包括其他一些功能：





以可变压力进行储罐覆盖，比如气动产品输送；
消毒、输送和通风；
连续搅拌储罐反应器中复杂工艺的气动压力控制。

INSTRUM
无菌应用调节器
我们的无菌调节器死区空间小、采用自行排水设计，可达到CIP
或SIP应用的质量要求。
所有密封都采用经过认证的材料。采用这种设备后，消毒和无菌
环境的保持就不再需要无菌过滤器了。

INSTRUM
模块化设计
调节器采用模块化设计，用途非常广泛，而且有3种不同
的操作类型（在线、触片和角度），使用起来非常灵活，
还有专为CIP和 SIP应用而设计的型号。
采用了高质量的表面处理和材料，再加上相关的认证，
使得产品非常适合各种不同的应用领域，比如:








食品
制药
生物技术
化妆品
化工和精细化工
各种过程工艺

压力调节器、压差调节器
和回压调节器
调节范围0,5 – 200巴 ，(7.2 - 2900 psi)，
½″ - 2″
用于在加工工程应用中对气体、液体和危险介质的降压、
压差调节和压力控制。
设备是专门为化工系统工程设计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操
作条件下也能达到最高的可靠性。压力调节器可采用各
种材料制作，以便适应不同的工艺要求。低压调节器也
采用了同样的高质量材料制作。用于介质之间的分隔部
件采用了弹性体和金属膜，以及不锈钢和耐蚀耐热镍基
合金制成的波纹管。
调节器是以力平衡的原理工作。以气弹簧（圆形气顶）
取代机械弹簧，因此具有故障自动保护特征和在隔膜失
效时防止气体泄漏进大气的额外保护。输出压力会立即
跟随气顶的设置压力。特征曲线很理想，可进行高精度
的操作，直至最高流速，无压降。

气体模块减压器
INSTRUM 提供用于危险、腐蚀性或有毒气体（比如
HCI、BF3、CL等）降压的压力调节器，可将运输容器中
的高压降到只有几巴 (psi)。在单气体模块中，调节器
配压力补偿底座；多气体模块中，使用直接作用底座，
没有死区，这样有助于在气体切换时进行吹洗。

INSTRUM 调节器、
止回阀和特殊设备
防爆、环保、保持纯净、节省成本
回流防止器
这些系统隔离器可有效地防止气体和液体回流，隔开不
同系统部件。不论系统压力如何，入口和出口之间只有
正压梯度。在压力均衡之前，隔离器保持关闭。

气动压力传感器 1:1
用于高腐蚀性或高纯系统中0 - 4 巴 (0 - 58 psi)
压力之间的隔离传感器。

FLOFIX 流量调节器
使用这些自动流量调节器可在
不同的压力条件下取得恒定的
流量，比如配料、分发、冷却
线的流量调节器；在过多流量
条件下过载保护或水冲击保护
的流量限定装置 等。
FLOFIX调节器主要
设计用于各种液体，当然也可以
用于气体。可根据具体应用，对不同的芯筒进行组合。

INSTRUM
正压和负压止回阀
止回阀只允许向一个方向流动，自动阻止回流。
在具体不同的应用中，止回阀可以被称作安全部
件或真空断路阀等。
INSTRUM的中间法兰阀适用于气体和蒸汽管道法
兰之间的位置独立的安装，由于导杆、弹簧帽和
阀盘特殊的形状，在标称宽度½″ - 4″范围内可
取得最小2毫巴 (0.03 psi) 、最大100毫巴
(1.45 psi) 的开启压力。
阀套、内部结构和弹簧采用不腐蚀材料（不锈
钢、耐蚀耐热镍基合金、钽和PTPE），使得可用
于各种恶劣应用环境。
广泛应用于各个行业，尤其是化工和制药行业。

用于高腐蚀环境的塑料
调节器
塑料调节器和回压调节器用于含烃、酸或苛性碱等腐蚀
性特别强的应用环境。制作材料采用PP、PPel 或PVDF，
有很多类型的套罩和内部结构形式。与产品接触的弹簧
以耐蚀耐热镍基合金、钽或塑料制成。

我们提供各种特殊型号的压力调节器，以高防腐材料
（比如钽）制成，并配以塑料内衬的金属机壳，几乎可
用于任何恶劣环境。

性能数据和金属压力调节器一样。这些质量很轻的调节
器和回压调节器可自行排水，安装方便、节省。专门用
于覆盖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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