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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695A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 

简介

手册范围

本手册提供了Y695A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的安装、启
动、维护及其零部件资料信息。与这些调压器一起使
用的其它设备的说明书和零件清单可在另外的手册里
查到。

产品说明

Y695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是直接作用式调压器，它能
感应传感储罐压力的增加并将过高的储罐压力排放至一
个蒸发气回收处理或改造系统。它们同样还可以用作为
背压阀或减压阀。

Y695A型—Y695A型为内取压，不需要下游控制管路。

Y695AM型—Y695AM型有一个封闭的瓶颈和一条下游
控制总路连接，用于需要外部取压的场合。

技术规格

第二页上列有Y695A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的技术规格。
额定的调压器的技术规格在出厂时已刻在铭牌上。

安装

! 警告

如果调压器出现过压，或安装在运行条件可
能会超过技术规格中给定限值的工况中，或
在相邻管道或管道连接处压力会超过其额定
值的条件下使用该调压器，将可能因气体逸
出或承压部件爆炸而导致人员伤害、财产损
失、设备损坏或泄漏。

为避免此类伤害或损失，需要（按照适用法
令、法规或标准）提供泄压或限压装置以防
止使用条件超过有关限值。此外，因调压器
物理损坏而引起的气体泄漏可能导致人员伤
亡或财产损失。为避免此类伤亡，必须将调
压器安装在一个安全和通风良好的位置。

 1. 必须由有资质的人员进行调压器的安装、调试与维
    护。安装前，检查调压器确认是否有任何装载损
    坏，以及装箱和运输过程中是否引入异物。确保阀
    体内部清洁。以及管道不含异物。管材用料只能用
    于外螺纹管道。

 2. 安装调压器时，使用与调压器本身大小相同或更大
    尺寸的直管道。调压器上的箭头应与实际流向一
    致。如需截止阀，在调压器与储罐间安装一个全流
    阀。为了使调压器正常运作，安装时，弹簧箱体应
    面朝下。图3, 4, 5显示了这一部分的标号。

! 警告

调压器可能会排放一些气体到大气中。在危险 
或易燃气体的应用工况中, 排放气体可能会积 
聚并因着火或爆炸而导致人员伤亡或财产损
失。因此在危险气体的应用工况中，应连接调
压器的通气口至远离进气口或远离危险区域的
地方。必须要保护通气管或排气管开口通畅以 
防冷凝或堵塞现象发生。

图 1.  Y695A 型蒸发气回收调压器

W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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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阀体尺寸

 3/4 或 1英寸 (DN 20 或 25)
端口连接型式

 见表 2
最大允许入口（壳体）压力(1)

 150 psig (10,3 bar)
最大出口压力(1)

 150 psig (10,3 bar)
可避免内部零件损坏的最大应急出口压力

 150 psig (10,3 bar) 
控制压力范围(1)

 见表 1
阀芯尺寸

 7/16英寸 (11 mm)

材料温度容量(1)

    腈橡胶: 
    -20° 到 180°F (-29° 到 82°C) 
    氟橡胶 (FKM): 
    40° 到 300°F (4° 到 149°C) 
    高氟基弹性体 (FFKM): 
    -20° 到 300°F (-29° 到 149°C)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20° 到 300°F (-29° 到 149°C)
弹簧箱体连接口

 1/4 英寸 NPT
阀膜箱体连接口

 1/2 英寸 NPT
大致重量

 19 磅 (9 kg)

 1.  不得超出本指导手册和任何适用的标准或规定限制的压力/温度的限值。

表 1.  控制压力范围 (弹簧, 标号 6)

压力设定范围 弹簧零件号  弹簧颜色 弹簧线材直径 自由长度

2-7 英寸 w.c.
3-13 英寸 w.c.

10-26 英寸 w.c.

 (5-17 mbar)(1)(2)

 (7-32 mbar)(1)(2)

 (25-65 mbar)

1B653827052
1B653927022
1B537027052

红色
草绿色
黄色

0.085 英寸
0.105 英寸
0.114 英寸

 (2,2 mm)
 (2,7 mm)
 (2,9 mm)

3.63 英寸
3.75 英寸
4.19 英寸

 (92,1 mm)
 (95,2 mm)
 (106 mm)

0.9-2.5 psig
1.3-4.5 psig

3.8-7 psig

 (0,062-0,17 bar)
 (0,09-0,31 bar)
 (0,26-0,48 bar)

1B537127022
1B537227022
1B537327052

浅绿色
浅蓝色
黑色

0.156 英寸
0.187 英寸
0.218 英寸

 (4,0 mm)
 (4,8 mm)
 (5,5 mm)

4.06 英寸
3.94 英寸
3.98 英寸

 (103 mm)
 (100 mm)
 (101 mm)

  1.   弹簧的范围是基于弹簧箱体朝下安装的方式。如果朝上安装，则弹簧范围增加 2 英寸水柱 (5 mbar)。
  2.   当阀膜温度低于60° F (16° C) 时，不宜与弹簧一起使用氟橡胶 (FKM) 阀膜。

 3. 为了防止弹簧箱体排气孔阻塞，或避免弹簧箱体聚
    集水分、腐蚀性化学物或其它异物，应将排气孔朝
    下安装。若要调压器进行远程通气，则应拆下通气
    组件并将无任何阻塞的导管或管路系统安装到1/4
       英寸NPT的通气口螺纹上，同时应在通气口上放置
    保护罩。如果在检查或维护中要求系统不间断运
    作，可在调压器附近安装一个三通旁路阀。

 4. 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用于当输出流至系统， 该系统压
    力低于入口压力时维持一个恒定的入口(气封气) 压
    力。蒸发气回收调压器不是 ASME 认证的对储罐提 
    供过压保护的泄压装置。它们作为气封系统的一部
    分，用来控制正常情况下气封气体的输出，并将储
    罐中的蒸发气收集起来排放至蒸发气处理回收系
    统。您应该提供应急过压保护的备选方法。

启动和调节

! 警告

为避免因承压部件的破裂或集聚气体爆炸导
致的人员伤害、财产损失或设备损坏，切勿

调节控制弹簧使其产生高于该特定弹簧出口
压力范围上限的出口压力（见表１）。如果
所需出口压力不在该控制弹簧的有效范围
内，则请按照阀膜部件维护程序安装范围合
适的弹簧。 

安装完成后，缓慢打开上游和下游截止阀（如有使用）
，调压器将进行工作，同时用压力表来监测压力。调压
器在出厂时就已进行了压力设置。允许的压力设置范围
已刻在铭牌上。如果所要求的设定压力超出了铭牌上的
范围，则需安装一个在其范围内的弹簧，更换弹簧的具
体步骤在维护章节中会提到。调压器的设定点按照以下
步骤设定 (标号见图3和图5):
 1. 拆下密封盖 (标号22)。
 2. 转动调节螺钉 (标号35), 顺时针转动以增加设定压
    力或逆时针旋转以减小设定压力。调压器将进入运
    行状态。为确保操作正确，通常在进行调节时使用
    压力表来监测设定压力。

 3. 安装密封盖 (标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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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LET PRESSURE
OUTLET PRESSURE
ATMOSPHERIC PRESSURE

图 2.  Y695A 型工作原理图

入口压力

出口压力

大气压力
B2574

关闭 
首先关闭上游最近的截止阀，然后关闭下游最近的截止
阀，将设备适当放空。然后打开调压器上游和下游的排
放阀。这些截止阀之间所有的压力通过打开的排放阀得
到释放。

工作原理
Y695型系列蒸发气回收调压器用于当输出流至系统， 
该系统压力低于入口压力时维护一个恒定的入口（气封
气）压力。当因泵作用或加热导致储罐压力增加并超
过调压器设定值时，作用在阀膜上的压力将会克服弹簧
力，阀座从阀芯处移开，使气体从储罐流向蒸发气回收
系统。当储罐压力减小时，阀座下面的弹簧会推动阀座
朝阀芯方向移动，减少从储罐中流出的气体。当储罐压
力低于调压器设定点时，阀座将与阀芯重合，关闭气体
流出。

维护
调压器部件存在正常的磨损，所以要进行检查，并在需
要时更换零部件。零部件检查和更换的频率取决于运行
条件和工况严酷程度，或根据各地、州和美国联邦政府
的标准进行。费希尔公司考虑到为了满足所有制造要求 
(热处理、尺寸公差等), 零部件更换时只能使用由费希尔
制造或提供的备件。

! 警告

为避免因突然释放压力而导致的人员伤害、
财产损失或设备损坏，切记首先将调压器与
系统压力隔离并小心释放掉调压器中的所有
内部压力后再进行拆卸。

阀体区

该流程用于接触阀座组件、阀芯、阀体O型圈。在执行下
列步骤前，必须释放调压器中的所有压力。标号示于图
3, 4, 5。

 1. 拆下阀塞组件 (标号43) 以便检查和更换阀座组件
      (标号13)。

 2. 将阀座组件 (标号13) 从蝶垫 (标号44) 上移开，如
    有需要进行更换。

 3. 旋开螺栓 (标号2) 并将阀膜箱体 (标号4) 从阀体 
    (标号1)中分离出来以便检查Y695A型和Y695AM
       型的阀芯 (标号5, 图3), 或阀颈密封件 (标号31, 
       图5) 和Y695AM型的机械螺钉 (标号33, 图5)。

 4. 拆下并检查阀体密封O型圈 (标号11) 和备份环
    (标号49), 如有损坏，则更换。

 5. 对于Y695AM型 (图5), 通过拆除机械螺钉 (标号33) 
      来检查阀颈密封O型圈。如有必要可将其替换。为
   了安装阀颈密封圈，可将O型圈置于机械螺钉上，
   并拧进导套中进行密封。

 6. 如有必要，检查和替换阀芯。稍微润滑下阀芯
    替换件的螺纹。用29至37尺磅 (39至50 N•m) 的扭
    矩进行安装。

 7. 在阀体 (标号1) 内安装备份环 (标号49)。然后将阀
    体密封O型圈 (标号11) 放入阀体。见图5.

 注意

在下列步骤中，请确保安装时弹簧箱体面朝
下，如图1中所示

 8. 替换阀体 (标号1) 上的阀膜箱体 (标号4), 并且用7
       至9尺磅 (9.5至12 N•m) 的扭矩拧牢螺栓 (标号2)。

Type XXXX

M
XX

XX

Month Year Type XXXX

INLET PRESSURE
OUTLET PRESSURE
ATMOSPHERIC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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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将阀座组件 (标号13) 拧至阀杆 (标号44)。将阀座
    下弹簧 (标号41) 和一个新的阀体密封O型圈 
    (标号42) 放置在后部阀体密封盖 (标号43) 上。

 10. 替换阀塞时稍微润滑下螺纹。

阀膜和弹簧箱体区

该流程用于接触控制弹簧、阀膜和阀杆组件。在以下步
骤执行前，必须释放阀膜箱体组件中的所有压力。标号
示于图3, 4, 5。

更换控制弹簧：

 1. 拆下密封盖 (标号22), 并且逆时针转动调节螺丝 
    (标号35), 释放控制弹簧 (标号6) 的压力。

 2. 拆下调节螺钉 (标号35) 并且更换控制弹簧以达到期
    望的弹簧范围。

 3. 安装调节螺钉 (标号35) 并且按照“启动和调节”
       章节中步骤1至3进行操作。

 4. 如有必要，更换密封盖垫圈 (标号25), 以及重新安装
    密封盖 (标号22)。

 5. 如果弹簧范围发生了改变，确保弹簧箱体铭牌上刻的
    弹簧范围也要做出相应的改变。

拆卸和重新组装阀膜组件：

该流程用于接触控制弹簧，阀膜组件，阀杆和杆O型
圈。在以下步骤执行前，必须释放阀膜箱体组件中的所
有压力。标号示于图3, 4, 5.

 1. 拆下阀盖 (标号22) 和调节螺钉 (标号35)。

 2. 拆下六角螺母 (标号23, 未显示) 和螺栓 (标号24)。
    打开弹簧箱体组件 (标号3) 并拆下控制弹簧 (标号6)。

 3. 通过倾斜阀膜 (标号10) 及其附属零件，使推杆 
    (标号8) 滑离杠杆组件 (标号16)。为了将阀膜组件 
    (标号10) 从附加组件中分离出来，将阀膜盘螺栓 (标
    号38) 从推杆 (标号8) 中松开。若维护工作仅限替换
    阀膜组件，则跳至步骤7。

 4. 拆下螺丝 (标号17) 以替换杠杆组件 (标号16)。为了
    替换阀杆 (标号14) 或阀杆密封圈 (标号30), 执行阀
    体区维护流程步骤1至3, 并且将阀杆 (标号14) 从导套 
    (标号18) 中拔出。

 5. 将阀杆 (标号14) 安装到导套 (标号18) 中，并且执行
    阀体维护流程步骤7至10。

 6. 安装杠杆组件 (标号16) 到阀杆 (标号14) 中，并且将
    阀杆组件 (标号16) 与螺丝 (标号17) 拧牢。

 7. 按照以下步骤重新组装阀膜组件：

   • 推杆 (标号 8) 
   • 阀膜头垫圈 (标号 45) 

   • 阀膜头 (标号 7) 
   • 阀膜 (标号 10) 
   • 阀膜头 (标号 7) 
   • 下位弹簧座 (标号 50) 
   • 垫圈 (标号 36) 
   • 阀膜盘螺栓 (标号 38)
用5至6尺磅 (7 至 8 N•m) 扭矩力拧牢固紧。

 8. 安装推杆 (标号8) 及附属阀膜部件至杠杆组件上 
    (标号16)。 

 9. 在阀膜箱体 (标号4) 上安装弹簧箱体 (标号3), 这样，
    排气组件 (标号26) 就有正确导向，并且将其与螺栓 
    (标号24) 和六角螺母 (标号23, 未显示) 拧牢固紧。

 10. 在弹簧箱体 (标号3)上安装控制弹簧 (标号6)和调节
     螺钉 (标号35)。顺时针转动调节螺钉 (标号35)，
     直到有足够的弹簧 (标号6) 力，使阀膜 (标号10) 
         处于适当的松驰状态。以对角方式依次以160至190
         尺磅 (22至26N•m)的扭矩来拧紧螺栓 (标号24)和
     六角螺母 (标号23，未显示)。若要调节出口压力至
     设定值，则应参照 启动和调节章节的程序来进行。

 11. 如有必要，更换密封盖垫圈 (标号25)。然后安装密
     封盖 (标号22)。

改变结构型式

从Y695A型改为Y695AM型：

所需新零件：标号30, 31, 33。

 1. 拆下阀膜箱体 (标号4) 上的管塞 (标号27)。
 2. 参照阀体区维护程序步骤1至3的操作。

 3. 插入阀颈密封O型圈 (标号31, 图5) 和一个机械螺
    钉 (标号33, 图5)。
 4. 遵循阀膜箱体和弹簧箱区维护程序中步骤1至6和8至
    11的操作, 插入阀杆密封O型圈 (标号30)。
 5. 参照阀体区维护程序步骤7至10重新组装。

从Y695AM型改为Y695A型：

所需新部件：标号27；
 1. 在阀膜箱体 (标号4) 中插入管塞 (标号27)。
 2. 参照阀膜和弹簧箱体区维护程序步骤1至6和8至11, 
       移除阀杆密封O型圈 (标号30, 图5)。
 3. 遵循阀体区维护程序步骤1至5, 移除阀颈密封圈 
       (标号31, 图5) 和机械螺钉 (标号33, 图5)。
 4. 参照阀体区维护程序步骤7至10重新组装。

零件订购

当就此调压器与您所在地销售办事处联系时，请务必指明
刻在铭牌上的设备型号和其它所有相关信息。当订购备件
时，请提供零件清单中完整的11位零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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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Y695A 型组件

B2649_2

表 2.  阀体材质和零件号 (阀体, 标号 1)

阀体材质 端口连接型式(1)
零件号

3/4-英寸 (DN 20) 阀体 1-英寸 (DN 25) 阀体

球墨铸铁 NPT 螺纹 17B9020X012 17B9020X022

CF8M 不锈钢

NPT 螺纹 17B9020X032 17B9020X042
CL150 RF 17B5280X012 17B5280X022
CL300 RF 17B5280X032 17B5280X042

PN 16/25/40 17B5280X052 17B5280X062

带碳钢法兰的CF8M不锈钢

CL150 RF 17B5280X072 17B5280X082
CL300 RF 17B5280X092 17B5280X102

PN 16/25/40 17B5280X112 17B5280X122
哈司合金 CL150 RF - - - - 17B9731X012

  1.  除了哈司合金外，所有的法兰都是焊接法兰，且法兰面到面的距离尺寸是14英寸 (35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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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清单

序号  说明  零件号

 备品零件，包括标号 10, 11,   
  12, 25, 30, 31, 33, 42, 45
   (不锈钢/腈结构) 
    备品零件包 [不包括阀座 (标号13)] RY690AX0012 
    阀座 (标号 13) 1E9848X0042 

1  阀体 参见表 2
2 螺栓 (需要2个) 
  球墨铸铁 1C856228992
  不锈钢 18B3456X012
3 弹簧箱体组件
  球墨铸铁  13B0109X042
  CF8M 不锈钢  13B0109X032
4 阀膜箱体
  球墨铸铁 47B3063X012
  CF8M 不锈钢  47B3064X012
  哈司合金 47B3064X022
5 阀芯，7/16 英寸 (11,1 mm)
  316 不锈钢  0L0832X0012
  哈司合金  0L0832X0022
6 弹簧  
  2-7-英寸 w.c. (5-17 mbar) 1B653827052
  3-13-英寸 w.c. (7-32 mbar) 1B653927022 
  10-26-英寸 w.c. (25-65 mbar) 1B537027052
  0.9-2.5 psig (0,062-0,17 bar) 1B537127022
  1.3-4.5 psig (0,09-0,31 bar) 1B537227022
  3.8-7 psig (0,26-0,48 bar) 1B537327052
7 阀膜头 (需要2个) 
  304 不锈钢 17B9723X032 
  哈司合金 17B9723X022
8 推杆 
  316 不锈钢 18B3465X012
  哈司合金 18B3465X022
10* 阀膜 
  腈橡胶 (NBR) 37B9720X012
  氟橡胶 (FKM) 23B0101X052 
  带聚四氟乙烯 (PTFE) 的腈橡胶 (NBR) 34B4375X012
11* 阀体密封O型圈  
  腈橡胶 (NBR) 1H993806992
  氟橡胶 (FKM) 1H9938X0012 
  高氟基弹性体 (FFKM) 1H9938X0042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1H9938X0022
12* 插入密封圈  
  腈橡胶 (NBR) 1B885506992
  氟橡胶 (FKM) 1B8855X0012 
  高氟基弹性体 (FFKM) 1B8855X0062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1B8855X0022
13* 阀座组件
  带腈橡胶 (NBR) 的 316 不锈钢
   腈橡胶 (NBR) 1E9848X0042
   氟橡胶 (FKM) 1E9848X0032
   高氟基弹性体 (FFKM) 1E9848X0052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1E9848X0062
  带聚四氟乙烯 (PTFE) 的哈司合金 1E9848X0072
14 阀杆
  316 不锈钢 17B5278X012
  哈司合金  17B5278X022
16 杠杆组件
  不锈钢  1B5375000B2
  哈司合金 1B5375X0092

序号  说明  零件号

17 机械螺钉 (需要2个)
  不锈钢 19A7151X022
  哈司合金  17B9736X012
18 导套 
  不锈钢 27B4028X022
  哈司合金  27B4028X032
22 密封盖
  塑料 (标准) T13524T0062
  钢 1E422724092
  不锈钢  1E422735072
23  六角螺母 (需要8个) (未显示) 
  球墨铸铁 1A352724122
  不锈钢 1E9440X0352
24  螺栓 (需要8个) 
  球墨铸铁 1A352524052
  不锈钢 18B3455X012
25* 密封盖垫圈（仅限于钢和不锈钢阀盖垫圈） 1P753306992
26  通气组件
  弹簧箱体面朝下, Y602-1型 17A6570X012
27 管塞 
  钢 1A369224492 
  不锈钢 1A369235072
  哈司合金 1A3692X0042
30* 阀杆密封圈 (仅限于Y695AM型)
  腈橡胶 (NBR) 1H2926G0012
  氟橡胶 (FKM) 1H2926X0022 
  高氟基弹性体 (FFKM) 1H2926X0042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1H2926X0012
31* 阀颈密封圈 (仅限于Y695AM)
  腈橡胶 (NBR) 1D682506992
  氟橡胶 (FKM) 1D6825X0012 
  高氟基弹性体 (FFKM) 1D6825X0032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1D6825X0042
33 机械螺钉 (仅限于Y695AM型) 
  不锈钢 18A0703X022
  哈司合金 18A0703X032
35 调节螺钉 1B537944012
36 垫圈 18B3440X012
38 螺栓 1B290524052
41 后阀座弹簧
  不锈钢 1E984637022
  哈司合金和 NACE 18B0255X012 
42* 后阀体密封圈  
  腈橡胶 (NBR) 13A1584X012
  氟橡胶 (FKM) 13A1584X022 
  高氟基弹性体 (FFKM) 13A1584X032
  三元乙丙橡胶 (EPDM) 13A1584X042
43 后阀体密封盖
  不锈钢  1F2737X0012
  哈司合金  1F2737X0022
44 蝶垫
  不锈钢  1E9861X0012
  哈司合金  1E9861X0022
45* 阀膜头垫圈 18B3450X012 
46 铭牌 - - - - - - - - - - -
47 螺钉 (需要2个) 1A368228982
49 备份环 18B3446X012
50 下位弹簧座 1B636325062

*推荐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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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Y695A型和Y695AM型组件细图

B2649_1

图 5.  Y695AM型组件

B265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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