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压缩机气阀
保障最高可靠性的成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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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VARO Refining Cressier 公司转动设备专家 Serge Mabboux

“如果您的压缩机出现了问题，请致电 
Burckhardt Compression。他们将确保您
的系统能够迅速恢复正常。他们经验丰富
的压缩机专家在专业素养上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凭借对 OEM 的深刻
了解，彻底赢得了我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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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气阀技术
最佳性能与最长平均大修间隔时间

为何选择 BURCKHARDT COMPRESSION

Burckhardt Compression 公司是往复式压缩机系统领域
的市场领导者，也是唯一能够提供全系列往复式压缩

机技术的制造商：工艺气体压缩机 API 618、超高压
压缩机、Laby®（迷宫活塞式压缩机）、Laby®-GI 压缩
机和标准高压压缩机。

自从我们公司于 19 世纪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致
力于制造平均大修间隔时间 (MTBO) 最长且运营成本
最低的往复式压缩机。我们精通这一生产流程的各

个阶段，并在不断对关键部件和材料以及相关技术进

行优化。 

由于气阀属于应力最高的压缩机部件，并会限制整

个压缩机的可用性与可靠性，因此成为了我们业务

活动中的重中之重。凭借宝贵的 OEM 知识和压缩机
经验，无论是非常洁净的工业气体还是高度污染的

工艺气体，我们都能够为要求严苛的应用提供可靠的

解决方案。 

Burckhardt Compression 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满足以下
严苛的设计准则：

 – API 618
 – Shell Dep
 – NACE
–– 独特的客户规格

我们的能力

我们可为客户提供面向各种应用及任何压缩机品牌的

顶级性能压缩机气阀及气阀服务，以期逐步降低生命

周期成本并优化往复式压缩机的效率。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升级/优化/改装

受损部件维修

改进/逆向工程

任何压缩机品牌的零

件更换

磨损零件翻修

定制内部和现场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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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客户关系和信任是宝贵合作
伙伴关系的关键因素。 

宝贵的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与客户一起对新理念开展头脑风暴，并利用我们

的专业知识来满足市场需求。我们互相学习，为极具

挑战的应用开发解决方案。我们与客户往往都能成为

真诚的伙伴。这使得我们能够在真实的条件下共同对

新的部件、材料和解决方案进行测试，同时建立基准

设施。双方都能从这样的合作关系中极大地受益，积

累宝贵的经验。

系统开发方法

日趋饱和的市场中制造商日益增多，这意味着我们不仅

要通过创新与产品差异化来开展竞争，更要注重优良的

服务。与部件制造商或单纯的服务提供商不同，我们关

注的是整个压缩机系统。利用 Burckhardt Compression  
公司作为 OEM 制造商的专业知识，使得我们能够紧扣
市场脉搏，掌握市场趋势与需求。

创新和开发
整个生命周期的合作伙伴

Burckhardt Compression 公司在产品开发领域经验丰
富，对门径式流程拥有多年的实施经验。为了增强我

们提供客户导向的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一系统化方式

也被用于了部件开发领域。

为树立新的标准，我们通过内部实验室开发新材料和

技术来满足极具挑战的客户规范。在我们的测试设施

中，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压缩机以及其他专利的测试设

备开展长期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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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开发

密封元件材料对于延长现代压缩机气阀的寿命有着重大

影响。综合考虑流程气体成分、压缩温度和工作压力，

我们为 Burckhardt Poppet Valve™（布克哈德蘑菇阀）和 
Burckhardt Plate Valves™（布克哈德片状阀）选择了最佳
的密封元件。

通过内部项目以及与我们的长期供应商通力合作，

我们对气阀材料不断改进。利用研发实验室内的探针

以及具有真实气阀几何结构的试验设备，我们能够对

材料属性加以分析。通过试验台的六台压缩机，我们

会在定制试验阶段对新型材料开展进一步的测试。

我们的材料开发活动侧重于拓宽适用的温度范围和耐

化学性，同时保持出色的冲击强度。

优化设计以实现最佳性能

为了优化气阀性能，我们将内部测试设施以及与研究

机构合作获得的实验结果结合到 3D-CFD（计算流体
动力学）模拟之中。这一过程不会影响密封元件的

寿命。比如，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气阀的压耗越低，

气缸几何结构与气阀之间的互作效应就越大。

通过气阀的气流会同时影响气阀性能与气阀动力学。

因此，为了解决气缸内流动的不均匀性，我们对气阀

进行了优化。我们的 Burckhardt Poppet Valve™（布克
哈德蘑菇阀）能够耐受不均匀的流体，而这都得益于

我们的自动密封元件。 

对许多压缩机几何尺寸中的流通区域进行的分析表

明，气阀中心的流通区通常贡献了通过压缩机总流量

的绝大部分。因此我们推出了蘑菇阀，由于它没有中

心螺栓，因此解放了对于增加流量最为关键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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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能气阀
适合各种应用

–– 上游石油天然气
–– 气体运输和储存
–– 精炼厂
–– 石化/化工行业
–– 工业气体
–– 食品饮料行业
–– 木材和木炭行业
–– 采矿行业
–– 发电站
–– 水电站
–– 核电站

–– 氢气、氮气、氩气、氦气
–– 烃类、乙烯、环氧乙烷
–– 氯气、氨气
–– 空气、氧气
–– 一氧化二氮、二氧化碳、一氧
化碳、二氧化硫

–– 硫化氢、氯化氢、六氟化硫、
氯乙烯

–– 气体混合物和火炬气

–– 工艺气体压缩机 API 618
–– 迷宫活塞式压缩机
–– 有油润滑和无油润滑
–– 冷却和无冷却
–– 卧式、立式和斜式

细分市场 气体 压缩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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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气阀应用工程师能够帮助您
针对任何气阀挑战、现有气阀的修
改和改进、升级以及转换进行根本
原因分析。

材料

阀体部件采用标准材料 X12 不锈钢 (AISI 416) 制造。–
也可按要求提供其他专利材料。

Burckhardt Poppet Valve™（布克哈德蘑菇阀）

–– 高性能热塑性聚合物（例如，PEEK 以及采用适当
填充物的聚酰胺）

–– 用于低温应用和压缩高度腐蚀性气体的填充 PTFE

Burckhardt Plate Valve™（布克哈德片状阀）

–– 优质级 X5 不锈钢 (AISI 630)
–– 适用于高度腐蚀性环境的哈氏合金 C276
–– 高性能热塑性聚合物（例如，PEEK 以及采用适当
填充物的聚酰亚胺）

Burckhardt Concentric Valve™（布克哈德同心阀）

–– 高等级 X20 不锈钢 (AISI 420)
–– 高性能热塑性聚合物（例如，PEEK 以及采用适当
填充物的聚酰亚胺）

气阀设计

在应用工程领域的丰富经验是我们最大的财富之一。

通过与客户密切接触，充分了解他们面临的挑战，–

我们的能力得到了直观体现：

–– 我们的气阀通过精挑细选和仔细设计，配合高尖端
的压缩机定型软件 (RecipCalc™)，能够发挥出最佳的
性能。

–– 采用最新的 CAD 软件进行灵活快捷的建模
–– 应用特定的材料选择
–– 根据实际的压缩机运行数据、我们的现场参考资料
以及多年的经验，气阀性能和运行时间得以优化

–– 利用最新的 FEA 方法评估和批准主要部件的结构强度
 –  针对所有气阀问题的支持和咨询，包括经验丰富的
气阀应用工程师针对任何气阀故障以及现有气阀的

修改和改进所提供的根本原因分析

应用工程设计
定制气阀设计以实现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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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阀产品组合
完美适配各种要求

BURCKHARDT POPPET VALVE™（布克哈德蘑菇阀）

“我们对于 Burckhardt Poppet Valve™（布克哈
德蘑菇阀）的性能非常满意。安装这些气阀之
后，我们从未遇到因为气阀故障而导致的机器
意外关机。它们在降低气阀大修成本方面也收
效显著；另外，不用将气阀运至厂区以外就能
执行大修，这一点也带来了很多方便。”
瑞典 Perstorp Oxo 公司转动设备经理 Richard Hal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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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CKHARDT PLATE VALVE™（布克哈德片状阀）

非金属阀片金属阀片

BURCKHARDT CONCENTRIC VALVE™（布克哈德同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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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CKHARDT POPPET VALVE™ 
（布克哈德蘑菇阀）
明智之选 – 降低运营成本

1  螺帽

2  NORD-LOCK® 垫圈

3  阀座

 4   可更换阀座

 5   蘑菇阀

 6   腰形弹簧

7   中心螺栓

8   阀限位器

9   弹簧支架/提升垫圈

1

3

5

6

8

2

4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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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Burckhardt Poppet Valve™（布克哈德蘑菇阀）在含有油
和微粒的气体以及纯净气体（例如氧气）等要求严苛

的应用中性能表现卓越。经过优化的流动面积有助于

减少压降并提高效率。此外，这种设计不仅维护方便，–

更有以下显著优势：

维护

–– 气阀维修无需特殊工具，在现场即可进行翻修
–– 气阀维修人员无需接受特殊培训
–– 由于采用了可更换的阀座，因此无需对阀座进行重
新切削

性能

–– 在受污染气体应用中性能突出，油粘滞作用较小
–– 对于气体中不同的热膨胀和湿度不敏感
–– 与片状阀相比，不容易被污垢或湿气阻塞
–– 改良的空气动力流动通道有助于减少压降并提高效率

安全性

–– 减少噪声排放和震动
–– 对不同运行条件较不敏感
–– 发生故障时压缩机部件发生继发损坏的风险已降至
最低

–– 采用非金属蘑菇阀体来避免金属弹簧接触气流

现场翻修 – 维修简便快捷 –  
无需特殊工具

技术细节

•  压缩机最高速度 1,000 rpm
•  最大压差 170 bara/2,466psia
•  温度范围 –200 至 +220 °C/–328 至 +428 °F
•  最小直径尺寸  40 mm/1.57 in，最大直径尺寸   

383 mm/15.08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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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RCKHARDT PLATE VALVE™ 
（布克哈德片状阀）
气阀寿命长、性能可靠

1   螺帽

2   NORD-LOCK® 垫圈

3   阀座

4   阀片，金属

5   提升垫圈

6   缓冲片

7   气阀弹簧

8   中心螺栓

9   阀限位器

10   阀片，非金属

11   间隔盘

1

7

10

3

2

4

6

5
11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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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Burckhardt Plate Valve™（布克哈德片状阀）采用成熟
的设计，并且多年来完成了持续的优化。我们专门对

阀片、缓冲片和弹簧进行了改进，以提高它们在极具

挑战性的运行条件下的稳健性和寿命。 

其主要优势如下：

–– 无摩擦的导引金属与非金属阀片能够最大限度降低
磨损并提高寿命

–– 可超过 20 次的气阀阀座再修复，从而使生命周期
成本降至最低

–– 弹簧固定在气阀限位器上，因而几乎不会产生磨损
–– 精心选材和特殊热处理使得阀片可达到无与伦比的
使用寿命。选用高等级 X5 不锈钢作为金属阀片的
标准材料

–– 出色的表面细化处理将泄漏可能性降至最低
 – 100% 质量控制：每一个金属阀片都经过了我们荣获
专利的泄漏试验程序

非金属阀片还具有以下额外优势：

–– 可塑性更高，抗冲击性能更出色
–– 对于液体和碎片造成损坏的耐受性更强
–– 正常运转期间阀座与限位器的磨损更小
–– 极大地减少发生故障时其它气缸部件的继发损坏

无需通过额外的机械加 
工即可从金属部件替换为 

非金属部件

技术细节

•  压缩机最高速度 1,800 rpm
•  最大压差 200 bara/2,900 psia
•  温度范围 –200 至 +250 °C/–328 至 +482 °F
•  最小直径尺寸  68 mm/2.68 in，最大直径尺寸   

383 mm/15.08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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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Burckhardt Concentric Valve™（布克哈德同心阀）兼具
吸气阀与排气阀的特点，外形小巧紧凑，最大限度地

降低了余隙容积。 

应用范围广泛的标准气阀。

–– 供货快捷、工厂库存低，并提供速度不同的多款压
缩机

–– 由气缸的配置与气体成分预定义
–– 气阀配备金属和非金属阀片
–– 容易组装和拆卸
–– 荣获专利的表面细化处理将发生泄漏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

–– 精心选材和特殊热处理使得阀片/弹簧片可达到无与
伦比的使用寿命

 BURCKHARDT CONCENTRIC VALVE™ 
（布克哈德同心阀）
紧凑型复合阀

技术细节

•  压缩机最高速度 1,500 rpm
•  最大压差 250 bara/3,626 psia
•  温度范围 –40 至 +250 °C/–40 至 +482 °F
•  最小直径尺寸  60 mm/2.36 in，最大直径尺寸   

250 mm/9.84 in

与您的标准高压压缩机完美适配

1   中心螺栓

2   锁定钢板/NORD-LOCK® 垫圈

3   吸气阀座

4   弹簧片

5   排气阀阀片/环

6   吸气阀阀片

7   O 形环

8   排气阀座

3

4

7

5

1
2

4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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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Flow®（无级控制）

–– 全电磁系统
–– 不同控制策略与控制系统的最佳组合
–– 非常灵活快捷的解决方案
–– 广泛的控制范围和较高的节约潜力
–– 仅压缩所需的气体
–– 无油传动装置采用荣获专利的无摩擦轴承
–– 可与常规的装卸器配合使用

您的优势

–– 投资回报快
–– 能耗低
–– 在压缩机启动时提供支持
–– 改进/升级任何现有的压缩机
–– 可控的工艺参数，例如压力和温度

排量控制的优势

可采用不同的技术来控制往复式压缩机的排量：旁路

控制、速度控制、气阀卸载（逐步和无级）、附加

余隙和吸气压力降低。Burckhardt Compression 专攻
上述所有的排量控制系统，但最重要的排量控制方

法如下：

常规气阀卸载（逐步控制）

–– 使用活塞式传动装置（弹簧或介质驱动）
–– 经济高效的加压舱开/关调节
–– 极低的维护成本
–– 高度可靠且易于维护
–– 气阀和卸荷器最长平均大修间隔时间 (MTBO) 最长

排量控制
 节能减排

1

2

1   常规气阀卸载（逐步控制）

2   ExcelFlow®（无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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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机械加工

组装

质量控制

包装

制造工艺
内部的完整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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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遍及全球的组织机构和本地的
服务中心提供全系列服务和最优质
的部件。

 气阀翻修
针对任何类型和任何品牌的完善服务

您的优势

–– 通过翻修和翻新气阀节省大量成本
–– 保证经过翻修的气阀在类似运行条件下可达到相同
的使用寿命

–– 卓越的服务合作伙伴提供完善的服务
–– 替换气阀和部件采用瑞士设计，具有卓越的质量
和可靠性，从而确保将压缩机的生命周期成本降至

最低

–– 通过气阀标签标记轻松识别
–– 记录和评估气阀运转历史记录
–– 发现可能的优化领域并采取措施提升性能
–– 对经过检测的气阀颁发泄漏测试证书
–– 仓储与紧急库存保管（若需要）
–– 快捷维修和支持保障
–– 快捷交付零件、气阀和服务

翻修服务

我们提供由专门的气阀专家实施的经济高效的可靠解

决方案。国际质量流程步骤如下：

–– 彻底的目视检查
–– 跟踪完整维修历史
–– 完全拆解
–– 精确检查所有零件（状况分析报告、根本原因分析）
 –   必要时进行 OEM 工程评估
–– 清洁（清洗/玻璃珠喷砂处理）
 –   修理和再加工或翻新
–– 使用新 Burckhardt Compression 优质零件更换磨损
的零件

 –   清洁氧设施
–– 采用正确的紧固程序进行组装
–– 包括泄漏试验在内的完整质量检查，并享有金牌–
“质量保证”

–– 防腐蚀处理和最佳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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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Lonza 集团技术 LSI 副总裁 Ewald Abgottspon

“在安装 Burckhardt Compression 公司的 
Burckhardt Poppet Valves™（布克哈德蘑菇阀）
之后，我们的机器在氧气设施中已运转了超过 
16,000 小时。我们对于这一结果非常满意， 
而且我们的维修成本也得以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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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8404 Winterthur
Switzerland
电话：+41 52 262 55 00
传真：+41 52 262 00 51
24 小时紧急电话：+41 52 262 53 53
aftersales@burckhardtcompression.com
www.burckhardtcompression.com

本地联系信息

压缩机阀门

Redura® 环和填料

排量控制系统

主要零件

迷宫活塞式压缩机部件

超高压压缩机部件

布克哈德气阀服务

备件物流

现场服务

技术支持

改造和升级

部件维修

状况监测和诊断

培训

专业服务

全方位

压缩机专有技术 

以及涵盖压缩机 

气阀技术的内部能力

可用性最高

卓越性能

生命周期成本最低

压缩机部件

兼具最佳性能 
与最长使用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