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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W成立于1892年，是美国财富500强企业⸺都福集团旗下专业从

事加油站设备与系统设计、开发、生产及技术支持服务的著名公司。多

年来，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与不竭的创新动力，已成长为全球加油

设备领域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且具有最多生产专利与认证的研究

开发中心和制造工厂。

优必得石油设备（苏州）有限公司是OPW于2003年在中国投资设立的

全球子公司之一，并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设立分公司及服务中心。公

司先后通过ISO 9001，ISO 14001，OHSAS 18001认证，并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称号，业务已涵盖地上环保产品（加油配件产品、油气回收系统

等）、地下环保产品（复合管线、油罐人孔井、加油机底槽等）、油站管理

系统（油站环境监测系统等）、增值服务（STLS油罐内衬系统等）四大领

域。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了满足本地市场需求，我们不断完善产品

性能，推出适应中国市场的新产品，致力于成为中国安全、环保、高效、

智能化整站系统集成与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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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AP®系列自封式加油枪

11A/AP®系列自封式加油枪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当今用户的需

求，自诞生之日起便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油枪整体轻巧简洁、

使用方便、性能可靠、经久耐用。

11B/BP®系列
压力感应自封式加油枪

11B/BP®系列压力感应自封式加油枪设计用于自助式加油机以

防止加油时油品溢出。11B/BP®系列加油枪只有在加油机启动，

在输油胶管中感应到压力时才能开启进行加油；一旦压力消失油

枪自动关闭，在国际上得到广泛应用。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性能特点

枪体：铝合金
扳机和扳机护罩：Duratuff ®高强度塑料
主密封：石墨基复合材料
主阀环片：Viton®氟橡胶
枪管：铝合金
进油口口径：3/4″ NPT/BSPP螺纹
出油口（枪管）口径：13/16″ (21mm)⸺11AP加油枪
                                  15/16″ (24mm)⸺11A加油枪
工作温度：-29℃~52℃⸺常规
                  -54℃~52℃⸺耐低温
重量：1.14千克/支
包装信息：15支/箱

产品参数
枪体：铝合金
扳机和扳机护罩：Duratuff ®高强度塑料
主密封：石墨基复合材料
主阀环片：Viton®氟橡胶
枪管：铝合金
进油口口径：3/4″ NPT/BSPP螺纹
出油口（枪管）口径：13/16″ (21mm)⸺11BP加油枪
                                  15/16″ (24mm)⸺11B加油枪
工作温度：-29℃~52℃⸺常规
                  -54℃~52℃⸺耐低温
重量：1.16千克/支
包装信息：15支/箱

UL和ATEX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10%乙醇汽油等。

为防止客户的误操作将加油枪扳机卡住，从而使加油枪
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护弓上特设了档位阻隔装置。

FlowLockTM设计当加油枪从加油机跌落或倾斜时自动
阻断流量，防止油品溢出以及后续危险情况的发生。

经过超百万次的使用寿命测试，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Duratuff ®高强度塑料材质的扳机和扳机护罩保护加油
枪的磕碰安全，避免刮伤客户的车辆。

全新材质的扳机弹簧，更持久耐用。

Accu-Stop®设计精确控制加油流量。

单手指即可操作开关及设定流量大小，简单快捷。

。）rab 54.3（isp 05：力压作工大最

性能特点
UL和ATEX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和10%乙醇汽油等。

为防止客户的误操作将加油枪扳机卡住，从而使加油枪
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护弓上特设了防卡死阻隔装置。

无压自封功能确保加油枪只有在加油机启动，胶管中有
油压时才能开启，并且在压力消失后自动关闭。

FlowLockTM设计当加油枪从加油机跌落或倾斜时自动
阻断流量，防止油品溢出以及后续危险情况的发生。

经过超百万次的使用寿命测试，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加油枪

绿色
黄色
红色

11A-91093N
11A-99093N
11A-93193N

11AP-91093N
11AP-99093N
11AP-93193N

颜色 11A 11AP
枪套

绿色
黄色
红色

D01246MN
D00917MN
D00907MN

颜色 产品型号
枪管

11A 11AP
5BI-2110 5BPI-2117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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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加油枪

绿色
黄色
红色

11B-91093N
11B-99093N
11B-93093N

11BP-91093N
11BP-99093N
11BP-93093N

颜色 11B 11BP
枪套

绿色
黄色
红色

C03647MN
C03655MN
E00304MN

颜色 产品型号
枪管

11B 11BP
5BBI-2135 5BBPI-2137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Duratuff ®高强度塑料材质的扳机和扳机护罩保证加油枪的磕
碰安全，不会刮伤客户的车辆。

全新材质的扳机弹簧，更持久耐用。

Accu-Stop®设计精确控制加油流量。

单手指即可操作开关及设定流量大小，简单快捷。

。）rab 54.3（isp 05：力压作工大最

加油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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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D/BD®系列自封式加油枪

11AD/BD®系列自封式加油枪是OPW针对亚洲市场需求，在11A

和11B系列加油枪基础上研发的一款更为轻巧、安全，寿命更长

的自封式加油枪。

7H®&7HB®系列自封式加油枪

适用于批发型加油站和为卡车、车队加油的场合，成本低廉、经久

耐用的7H大流量加油枪可助你提高效率、增加销售。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性能特点

枪体：铝合金
扳机和扳机护罩：Duratuff ®高强度塑料
主密封：石墨基复合材料
主阀环片：Viton®氟橡胶
枪管：铝合金+不锈钢
进油口口径：3/4″ NPT/BSPP螺纹
出油口（枪管）口径：13/16″ (21mm)⸺11APD/BPD加油枪
                                  15/16″ (24mm)⸺11AD/BD加油枪
工作温度：-29℃~52℃⸺常规
                  -54℃~52℃⸺耐低温
重量：1.17千克/支
包装信息：15支/箱

产品参数
枪体：铝合金
扳机和扳机护罩：Duratuff ®高强度塑料
主密封：石墨基复合材料
主阀环片：Viton®氟橡胶
枪管：铝合金
进油口口径：1″ NPT螺纹
工作温度：-29℃~52℃⸺常规
                  -54℃~52℃⸺耐低温
重量：1.52千克/支
包装信息：15支/箱

双级提升阀门结构：加油时，双级阀门逐级打开，开枪力
度减小30%以上，手动控制阀门逐渐打开或关闭阀门，
加油更精确。

缓冲阀门结构：自封时，降低自封瞬时产生的管线冲击
力35%以上，极大延长加油机内电磁阀和管线组件的使
用寿命。

一体式二级提升阀：与分体式提升阀组件相比寿命更
长。

不锈钢加固枪管：枪管头部采用不锈钢包覆加固，使用
寿命更长。

性能特点
UL和ATEX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和10%乙醇汽油等。

无压自封功能确保加油枪只有在加油机启动，胶管中有
油压时才能开启，并且在压力消失后自动关闭。（适用于
7HB®系列加油枪）

为防止客户的误操作将加油枪扳机卡住，从而使加油枪
一直处于开启状态，护弓上特设了防卡死阻隔装置。

FlowLockTM设计当加油枪从加油机跌落或倾斜时自动阻
断流量，防止油品溢出以及后续危险情况的发生。

低流速自封性能，最小自封流速特别设计为19升/分钟（5
加仑/分钟）。

经过超百万次的使用寿命测试，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加油枪

绿色
黄色
红色

11AD-91093N
11AD-99093N
11AD-93193N

11BD-91093N
11BD-99093N
11BD-93093N

颜色 11AD 11BD
枪套

绿色
黄色
红色

N70510M
N70512M
N70514M

D01529MN
D01791MN
D01789MN

颜色 11AD 11BD
枪管

11AD 11BD
5BDI-2110 5BBDI-2135

枪套

绿色
灰色
黑色

E00307MN
N70503MN
E00306MN

E00325MN
N70519M

E00324MN

颜色 7H 7HB
枪管

7H 7HB
5BH-5115 5BBH-5136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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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加油枪

绿色
灰色
黑色

7H-5100N
7H-5200N
7H-5400N

7HB-5100N
7HB-5200N
7HB-5400N

颜色 7H 7HB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Duratuff®高强度塑料材质的扳机和扳机护罩保证加油枪的磕碰
安全，不会刮伤客户的车辆。

全新材质的扳机弹簧，更持久耐用。

Accu-Stop®设计精确控制加油流量。

双阀门提升结构，在高压下也可轻松打开加油枪。

平稳的加油枪出油方式，将可能产生的柴油泡沫控制在最低限
度，从而避免自封失效。

缓冲设计，可平缓开关加油枪，减少液压冲击。

单手指即可操作开关及设定流量大小，简单快捷。

。）rab 54.3（isp 05：力压作工大最

主阀滤网设计：保护主阀不被异物卡住。

低流量自封：当流速不低于3加仑/分钟时，亦能顺利自封。

UL和ATEX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和10%乙醇汽油等。

无压自封功能确保加油枪只有在加油机启动，胶管中有油压时才
能开启，并且在压力消失后自动关闭。（适用于11BD®系列加油
枪）

独特的两截式NEWGARDTM枪套设计，带来更佳的使用体验。

。）rab 54.3（isp 05：力压作工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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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系列自封式加油枪

适用于大型、高流量卡车和车队加油服务，亦能用于船只以及批

发型加油站。

295SA & 295SAJ
飞机用加油枪
适用于飞机加油服务。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性能特点

枪体：铝合金
扳机和扳机护罩：Duratuff ®高强度塑料
主密封：石墨基复合材料
主阀环片：Viton®氟橡胶
进油口口径：1-1/2″ NPT螺纹
工作温度：-29℃~60℃
重量：3.1千克/支

产品参数
枪体：铸铝
顶杆：不锈钢
顶杆密封圈：丁腈橡胶O型圈
主阀环片：Viton®氟橡胶
枪管：铝合金

文丘里型自封装置确保加油枪可靠自封。

铝制枪体，相较于市面上同类型加油枪更轻、更易于操作。

两档开启保持装置。

单手可控扳机，轻松调节加油流量。

合理角度设计，即使是在靠墙或角落的位置也可提供更大
的操作空间，轻松加油。

只需拆除枪管防松螺钉，便可轻松更换枪管。

内置单向阀，满足目前已知的计量标准要求。

双阀门设计，在进油口高压状态下亦能轻松开启加油枪。

。）rab 54.3（isp 05：力压作工大最

性能特点
铝制枪体，相较于市面上同类型加油枪更轻、更易于操作。

双阀门设计，在进油口高压状态下亦能轻松开启加油枪。

彩色复合护弓，通过颜色即可区分AVGAS和Jet A.，护弓更
换方便。

合理角度设计，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轻松加油。

镀膜扳机，加油时手指不会直接接触到冰冷金属上。

100目滤网，有效阻止异物进入油箱，便于移除和清理。

防尘盖，保护枪管不会沾染泥沙等杂物并防止连接时油品滴落。

可调节缓冲结构，调节主阀关闭时的流量范围，将关闭油枪
时管线内的冲击力降到最小。

加油枪 进油口
1290-0050 1-1/2″

重量
3.1kg

枪管 口径
5D-0125 1-3/8″ 295SA-0135

295SA-0137
295SA-0138

295SAJ-0200

2.1kg
2kg

2.3kg
2.5kg

1″
1″

1-5/8″
2-2/3″

1″
1-1/2″

1-1/2″

1-1/2″

型号 进油口 重量 枪管口径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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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可轻松将枪管旋入枪体，OPW提供枪管备件。

内置旋转接头，消除使用中胶管的扭曲和纽绞现象；该接头为无
电镀锡，有完整的轴承表面。

295SA进油口为NPT内螺纹，可与所有1-1/2″外螺纹连接。

295SAJ进油口为NPT内螺纹，可与所有1-1/2″外螺纹连接。

295SAJ加油枪专为飞机加油设计的枪管能有效防止误将涡轮发
动机燃料加注到活塞式飞机引擎中的事故发生。

所有加油枪都设计有接地组件，防止静电风险发生。

。）rab 85.7（isp 011：力压作工大最

295SAJ-0200 295SA-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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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WH系列油气回收型加油枪

12VWH系列加油枪是OPW旗下在油气回收领域运用最为广泛

的一款油气回收型加油枪。油气阀的特殊设计，使得12VWH可

以应用于市场上几乎所有的油气回收系统。

15VS系列油气回收型加油枪

15VS系列加油枪是OPW出品的一款全新油气回收型加油枪，更

为轻巧的枪身设计即使是亚洲女性也能轻松把握。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加油枪

绿色
浅橘黄色

红色

12VWH-0100N
12VWH-0910N
12VWH-0300N

颜色 12VWH
枪套

绿色
浅橘黄色

红色

H13964M
N70518M
H13942M

颜色 产品型号
枪管

5VWH-2000
产品型号

性能特点

枪体：铝合金
扳机和扳机护罩：Duratuff ®高强度塑料
主密封：石墨基复合材料
主阀环片：Viton氟橡胶
枪管：不锈钢
进油口口径：M34 Metric
最大流量：42升/分钟
工作温度：-29℃~52℃⸺常规
                  -54℃~52℃⸺耐低温
重量：1.54千克/支
包装信息：10支/箱

产品参数
枪体：铝合金
枪管：铝、不锈钢
密封件：氟橡胶、丁腈橡胶
扳机、护弓：Duratuff ®高强度塑料
进油口螺纹：M34*1.5
最大流量：>42升/分钟
工作温度：-29℃~52℃
重量：1.03千克/支
包装信息：15支/箱

性能特点
无压自封功能有效防止预付费和卡锁系统加油机使用时汽
油的溢出，加油枪只有在油泵打开，有油压时才能开启，并且
在压力消失后自动关闭。

后仰自封设计：当加油枪从加油机跌落或倾斜时自动切断油
路，防止油品溢出以及后续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

气罩装置有效提升油气收集效果。

气阀与主阀联动设计，只有打开扳机，开始加油时，气阀才会
打开，开始收集油气。

导静电握把，防范加油时的静电隐患。

不锈钢包覆枪管更持久耐用。

Duratuff®高强度塑料材质的扳机和扳机护罩保护加油枪的
磕碰安全，避免刮伤客户的车辆。

产品型号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经过第三方机构检测，使用寿命超过20万次。

双阀门+缓冲结构设计有效降低开枪力量以及跳枪冲击力，保护
加油机和管线组件。

Accu-Stop®设计精确控制加油流量。

单手指即可操作开关及设定流量大小，简单快捷。

重量轻，降低加油员劳动强度，操作更省力。

独特的两截式枪套设计，带来更佳的使用体验。

设计工作压力：50 psi (3.45 bar)。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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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认证：适用于汽油。

无压自封功能有效防止预付费和卡锁系统加油机使用时汽
油的溢出，加油枪只有在油泵打开，有油压时才能开启，并且
在压力消失后自动关闭。

为防止客户的误操作将加油枪扳机卡住，从而使加油枪一直
处于开启状态，护弓上特设了防卡死阻隔装置。

FlowLockTM设计当加油枪从加油机跌落或倾斜时自动切断
油路，防止油品溢出以及后续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

气罩装置有效提升油气收集效果。

扳机：气阀与主阀联动设计，只有打开扳机，开始加油时，气
阀才会打开，开始收集油气。

经过超百万次的使用寿命测试，处于市场领先地位。

不锈钢枪管更持久耐用。

Duratuff®高强度塑料材质的扳机和扳机护罩保护加油枪的磕碰
安全，避免刮伤客户的车辆。

全新材质的扳机弹簧，更持久耐用。

内置气路，无需更换零件。

Accu-Stop®设计精确控制加油流量。

单手指即可操作开关及设定流量大小，简单快捷。

独特的两截式NEWGARDTM枪套设计，带来更佳的使用体验。

设计工作压力：50 psi (3.45 bar)。

加油枪

绿色
黄色
红色

15VS-0100N
15VS-0900N
15VS-0300N

颜色 15VS
枪套

绿色
黄色
红色

N122602
N122609
N121016

颜色 产品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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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TPS系列旋转接头

该系列旋转接头设计用于增强加油枪和胶管的可操作性，安装

在加油枪和胶管之间，提高加油枪和胶管的灵活性，减少胶管扭

曲磨损，延长其使用寿命。

45系列旋转接头

该系列旋转接头设计用于自助加油站，提升客户加油时的操作体

验与便利性。增强加油枪和胶管的可操作性，安装在加油枪和胶

管之间，提高加油枪和胶管的灵活性，减少胶管扭曲磨损，延长其

使用寿命。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241TPS-7575

241TPS-1000-N

19mm x 19mm 124mm

型号 进 / 出油口 长度A 长度B
3/4 ″ F x 3/4″ M (NPT) 4    7/8 ″

153mm
6   1/32 ″

56mm
2     3/16 ″

64mm
2   17/32 ″

25mm x 25mm
1 ″ F x 1 ″ M (NPT)

性能特点

阀体：铝合金
进油口：锌
出油口：锌
密封圈：丁腈橡胶，Viton®氟橡胶
轴承：尼龙
重量：3/4″：0.3千克
          1″: 0.703千克
包装信息：50个/箱

产品参数
阀体：铝合金
进油口：锌
出油口：锌
密封圈：丁腈橡胶
重量：3/4″：0.3千克
          1″: 0.53千克
包装信息：100个/箱（45-5060-N)
                  70个/箱（45-5075-N）

性能特点
UL和ULC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10%乙醇汽油等。

外观设计紧凑、圆弧线条，现代感十足。

安全设计为非重复使用产品以确保操作的可靠性。每个OPW 
45系列产品都是在工厂组装并经过严格测试。

极佳的流量表现，低阻力保证更快的加油速度。

双旋转平面，确保加油枪的灵活性以及胶管更长的使用寿命。

）rab54.3（isp05：力压作工计设

产品型号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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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和ULC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10%乙醇汽油等。

利用双旋转平面轻松定位加油枪。

利用双旋转平面减少胶管的过度扭曲磨损。

双重密封，双重保护，增强抗温度老化和化学腐蚀性能。

）rab54.3（isp05：力压作工计设

45-5060-N

45-5075-N

19mm x 19mm 105mm

型号 进 / 出油口 阀体长度A 对角B
3/4 ″ F x 3/4″ M (NPT) 4    1/8 ″

121mm
4   3/4 ″

40mm
1    9/16 ″

48mm
1   7/8 ″

25mm x 25mm
1 ″ F x 1 ″ M (NPT)

旋转接头与拉断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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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REC干式可重复使用拉断阀

作为最早应用于传统加油市场的一款可重复使用拉断阀，66REC

设计安装于胶管上，当承受一定拉力时，拉断阀将会分离，两侧阀

门自动密封切断油路，防止油品喷射，保护加油设备与加油站环

境。重新连接拉断阀时，66REC拉断阀在主阀杆打开阀门之前，通

过压紧O形圈来达到紧固密封的目的。为使拉断阀正常工作，高

位安装时必须安装在一根不短于0.23米(9″)的胶管上。

66V系列拉断阀

66V系列拉断阀设计安装在胶管一端，在一定拉力作用下，上下阀

体分离，阀门自动密封切断油路，防止油品溢出。为使拉断阀正常

工作，66V-3/4″必须安装在一根不短于0.23米(9″)的胶管上，

66V-1″必须安装在一根不短于0.3米（12″）的胶管上。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66REC-1000
3/4″（NPT）

19mm

型号 进油口

性能特点

阀体：压模铸锌
保护外壳：抗冲击尼龙
主密封圈：Viton®氟橡胶
主弹簧：不锈钢
导向环&阀门：乙缩醛
重量：0.54千克
包装信息：48个/箱

产品参数
阀体：铝合金
密封圈：丁腈橡胶，Viton®氟橡胶
重量：3/4″：0.27千克
          1″: 0.45千克
包装信息：100个/箱（66V-0300）
                  70个/箱（66V-1350）

性能特点
UL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10%乙醇汽油等。

在运行过程中以较低的设计拉力拉开，防止对加油机造成较大的损坏。

设计为一次性使用产品，上下阀体分离后只需更换而不是重新装配。

双阀门设计，阀体脱离后立即密封切断加油机一端和胶管一端的油路，防
止危险和油品污染发生。

）rab54.3（isp05：力压作工计设

产品型号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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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10%乙醇汽油等。

66REC-1000会在不超过350磅拉断力作用下脱离。

双阀门设计，低压降。

阀体连接处设计有保护外壳。

只需把分开的阀体压到一起并稍用力扭动，咔嗒声即表明已轻松实现
重新连接，仅需15磅左右的力即可。

可在胶管潮湿或干燥条件下实现重新连接。

耐低温。

66REC特有的脱离特性使其能够吸收管路中液压冲击产生的影响。

）rab54.3（isp05：力压作工计设

66V-0300

66V-1350

19mm x 19mm

型号 进 / 出油口 拉断力
3/4 ″ F x 3/4″ F (NPT)

25mm x 25mm
1 ″ F x 1 ″ F (NPT)

在不超过300磅拉断力作用下
阀体分离断开。

在不超过350磅拉断力作用下
阀体分离断开。

正常运行状态 重复连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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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CAS系列
油气回收型可重复使用拉断阀

66CAS系列拉断阀设计在受到不超过300磅轴向拉断力作用下，

上下阀体会自行分离并同时密封切断油路和气路。相较于一次性

产品，能更好地吸收管路中液压冲击对加油系统的影响。

66CASN
油气回收型枪接拉断阀

针对亚洲市场设计的一款新型油气回收型重复使用拉断阀，可直

接与加油枪连接。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66CAS-0300-N M34*1.5
型号 进油口

66CASN-0300-M M34*1.5
型号 进油口

性能特点

阀体：铝合金
主密封圈：Viton®氟橡胶
导向环&阀门：乙缩醛
保护外壳：抗冲击尼龙
主弹簧：不锈钢
拉断力：800~1500N
重量：0.96千克
包装信息：50个/箱

产品参数
阀体：铝合金
螺纹类型：M34*1.5
拉断力：800~1500N
重量：165克
包装信息： 100个/箱

性能特点
单阀门设计，阀体分离后立即密封切断油路，防止危险和油品污染发生。

阀体重新连接快速、便捷，有效杜绝油品喷溅溢出现象发生。

）rab54.3（isp05：力压作工计设

产品型号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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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认证：适用于汽油、柴油、10%乙醇汽油等。

双阀门设计，一旦关闭能有效阻止油品溢出和油气泄漏。

双阀门设计，阀体分离后立即密封切断加油机一端和胶管一端的油路，防
止危险和油品污染发生。

适用于所有油气回收系统（真空辅助式），特别是内置气阀的加油枪。

快速重新连接，仅需要约15磅的力。

干式连接，重新连接阀体时，杜绝油品喷溅溢出现象发生。

坚固耐用的结构设计，阀体连接处和密封件受到外壳保护在平时使用和
拉断分离时免受损坏，使用寿命更长，无故障隐患。

适用于OPW油气回收型加油枪以及M34公制螺纹接口的油气回收胶管。

配合反向同轴胶管适用于真空辅助型加油机。

可轻松替代市面上的同类型拉断阀。

）rab54.3（isp05：力压作工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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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回收反向同轴胶管

OPW油气回收反向同轴胶管适用于市场上各类油气回收系统。

颜色 0.3米（1′） 4.5米（15′）
72T1-0010N

72T1-0010NR
72T1-0010NY
72T1-0010NG

72T2-0010NDG

黑色
红色

浅橘黄
绿色
墨绿

72T2-0150N
72T2-0150NR
72T2-0150NY
72T2-0150NG

72T2-0150NDG

常规胶管
颜色 0.3米（1′） 4.5米（15′）

72T1-0010N-VT
72T1-0010NR-VT
72T1-0010NY-VT
72T1-0010NG-VT

72T1-0010NDG-VT

黑色
红色

浅橘黄
绿色
墨绿

72T2-0150N-VT
72T2-0150NR-VT
72T2-0150NY-VT
72T2-0150NG-VT

72T2-0150NDG-VT

低硫胶管

产品参数
直径尺寸：7/8”
螺纹类型：M34*1.5 
工作温度： ）温常（ ℃55~℃03-

     ）温低耐（ ℃55~℃04-                    
主要材料：NBR
胶管两端皆配有旋转式接头（或选配单端旋转式接头）
颜色：提供黑、红、浅橘黄、绿、墨绿等多种颜色选择

性能特点
高流速 

安装工艺简单、使用便捷

可靠耐用

可提供多款尺寸

具有优异的导电性和密封性

低气阻、液阻设计

产品型号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紧急切断阀 油气回收反向同轴胶管

10系列紧急切断阀

10系列紧急切断阀设计安装在加油机下方的供油管线上，可将

加油机因碰撞或火灾而可能发生危险的几率降到最低。若加油机

因拉拽或碰撞而移位，切断阀上阀体会在剪切槽处断开，触发阀

门自动切断油路。单阀门切断阀仅切断供油油路，双阀门切断阀

在切断供油油路的同时也能防止油品从加油机内部管路中流出。

紧急切断阀下阀体通过三个螺栓或一个U型螺栓与加油机底槽

内的固定杆垂直固定以确保切断阀能够正确切断，起到保护作

用。切断阀进油口（底部）为内螺纹，出油口（顶部）有内螺纹、外螺

纹或联合接头等多种连接方式。

产品参数

产品型号

内螺纹（NPT）
外螺纹（NPT）

10BF-5725N
10BM-5825N

1-1/2″
1-1/2″

出油口螺纹类型 型号 尺寸

上阀体：铸铁
下阀体：铸铁
环片：M-19
环片保持器：镀锌钢
顶杆：铜镍镀铬黄铜
阀门弹簧：不锈钢

高流量保证，在二级阀门正常开启时，主阀门处在油流外，将
经过切断阀的油品压头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保护阀门密封部
件免受损伤和腐蚀。真正做到1-1/2″（4厘米）和2″（5厘米）
阀体的最大流量保证。

火灾保护，低温熔断开关在温度达到165℉（约74℃）时熔
断，触发阀门，切断加油机的供油油路。

主阀底座设计为上阀体的一部分，确保每次更换上阀体时都
有个全新、干净的密封面。同时也保证产品在生产线测试时
会对上、下阀体之间密封完整性进行检验，并可在移去上阀
体后对主阀进行全面检查。

Duragard®涂层提供超强的抗腐蚀保护。

不锈钢主弹簧、Teflon®涂层黄铜螺母、铜镍镀铬黄铜顶杆的
设计组合有效防止在经过长时间正常使用且未发生任何事
故的情况下，运行中产生的油污或腐蚀性影响阀门的运作。

通过阀体上3/8″(9.5m)的测试孔对管道进行压力测试，从而无需
破坏任何管道连接。

获得专利的高温泄压阀可降低因火灾事故导致加油机内部管道
因燃油受热膨胀而带来的超过25psi的额外压力。（仅适用于双阀
门切断阀产品）

内螺纹上阀体和联合上阀体双阀门紧急切断阀为地外形上阀体，
可以直接从OPW单阀门切断阀升级无需更改现有管道布局。

UL全面认证。适用于汽油、10%乙醇燃料和生物柴油等。10系列
紧急切断阀均符合UL 842标准。

*更多产品信息与型号请咨询当地销售人员和授权经销商。

1817

性能特点

密封圈：M-19 O型圈
密封螺母：黄铜，Teflon®涂层
进油口&出油口：1-1/2″（4厘米）NPT & BSPP

*产品外有黑色Duragard®涂层

黑色           红色             浅橘黄

绿色           墨绿

符合最新UL330标准

适用于低硫油品，符合中国国家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