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nfoss SVL Flexline™

新型 SVL Flexline™ 柔性平台

产品类型 尺寸 [DN]

mm in.

SVA-S/SVA-L 截止阀 6  - 200 ¼  - 8

REG-SA/REG-SB 调节阀 10 - 65 3⁄8 - 2½

SCA-X 截止止回阀 15 - 125 ½  - 5

CHV-X 止回阀 15 - 125 ½  - 5

FIA 过滤器 15 - 200 ½  - 8

www.danfoss.com/SVL

汲取FlexlineTM柔性平台中ICF和ICV系列产品模块化理念的成功经验，丹佛斯工业
制冷全新推出SVL Flexline™系列管路元件产品。柔性平台的特点在于灵活和高效，
SVL包含直通型和角型两种通用阀座，配合5种不同功能模块满足更多应用所需。

一个柔性平台
为您带来无限选择

通用 
标准通用型阀座，配
合5种不同功能模块
满足更多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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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技术
通行全球

超过60年的工业制冷元件制造及应用经验，丹佛斯是您诉求高品质路上最坚实的伙伴。

我们的世界级领先技术搭配本土卓越的服务及支持，为您提供最优秀的产品和服务。

丹佛斯Flexline™柔性平台
安全，高效，灵便

安全可靠，先进灵活及省时高效的Flexline™柔性平台包括三大家族产品组合：

所有产品均基于模块化设计。从设计到安装运行，从维修到设备保养都变得简单易行。为您带来综合成
本的节约。 

登录 www.danfoss.com/flexline了解更多Flexline™柔性平台产品信息。

SVL Flexline™
—工业管路元件 

ICF Flexline™
—工业组合阀

ICV Flexline™
—工业控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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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A截止阀
标准版和长颈版
配合新平台的SVA系列截止阀推出标准版和长颈版产品

填料函
新型SVA系列截止阀设计适用于整个SVL Flexline™平台。填料函使用铝制垫圈配
合弹簧加载的聚四氟乙烯密封圈进行密封处理，保证其在可燃和高压冷媒下的
适用性。

首级密封
首级密封会直接与制冷剂接触，使用铝或聚四氟乙烯材质的密封圈可承载各类
制冷剂。

次级密封
次级密封使用两个O型圈作为备用密封保障。

端盖垫片
新型SVA-S和SVA-L截止阀与现有SVA-HS产品的不同在于其配备了平垫片。平垫
片材质为非石棉纤维，这一材质的可靠性已在丹佛斯另一经典产品ICV系列中得
到印证。

阀芯的安全特性
对于阀芯的‘安全性设计’可确保在系统振动时有效地阻止阀芯旋转从而防止
活塞组件的疲劳磨损。

碟形弹簧

次级密封

端盖垫片

首级聚四氟乙烯密封圈

首级密封铝制垫圈

REG-S调节阀
具备插入式设计的新型REG-S调节阀可以安装在SVL系列标准阀座内

容量
新型的REG-S产品更为贴近客户需求。目前可提供两种版本
● A阀芯和B阀芯（参见表格）
● A阀芯适用于膨胀管路设计
● B阀芯以其调节功能可适用于供液管路

容量表

Kv-值 [m3/h] Cv-值 [Usgal/min]
REG-SA REG-SB REG-SA REG-SB

DN 10 0.15 0.6 0.18 0.7
DN 15 1.5 5 1.75 5.85
DN 20 1.5 5 1.75 5.85
DN 25 7 20 8.19 23.4
DN 32 7 20 8.19 23.4
DN 40 7 20 8.19 23.4
DN 50 45 52.6
DN 65 80 93.6

应用于SVL Flexline™平台的FIA过滤器与现有过滤器系列完全相同
FIA过滤器可保障制冷剂的流动环境。
FIA过滤器可与全系列SVL Flexline™管路元件相配合。

FIA 过滤器

经过优化的活塞设计

SCA-X/CHV-X
插入式设计标准SVL阀座

SCA-X和CHV-X阀门可安装于标准SVL阀座
SCA-X和CHV-X阀门可安装于标准SVL阀座。
SCA-X和CHV-X阀门的设计功能与现有产品相同。新型的止回阀
通过先进的计算流体力学模拟软件进行设计，保证了插入式模块
与阀体配合后具有卓越的流动特性。值得一提的是，新款阀门配
置的加厚外壳可抵御高温高压，其密封功能也同时得到了改善。

SCA-X截止止回阀
CHV-X止回阀

丹佛斯SVL Flexline™柔性平台
全新工业制冷管路元件

全新 SVL Flexline™管路元件集灵活、便捷和高效于一身。直通型和角型通用阀
座可兼容5种不同功能模块实现不同管路元件功能：截止阀、调节阀、截止止回
阀、止回阀以及过滤器。5种功能模块规格相同，为产品选型、系统设计及安装
维护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

SVL Flexline™管路元件可为您带来:
更加便捷、准确地选型及应用

• 各规格产品在温度范围-60℃/+150℃(-76℉/302℉)下的最大工作压力均
可达52 bar g (754 psi g)

• 应用于亚临界二氧化碳系统和热泵系统
• 畅行全球

更加简单、省时的产品保养及维修
• 若发生管路元件安装错误，可通过更换功能模块进行快速修复

彰显柔性的通用型配件及模块化设计有效降低了选型的繁复及库存成本
• 简捷的产品代码可涵盖所有配置方式，简化了配件的选型过程
• 统一的配件可适合多种应用，保证了库存的灵活、有效

新的颜色代号 
SVA Flexline™系列管路元件通过不同颜色的阀帽来区分阀门功能。红色阀帽代
表标准或加长型SVA截止阀；黄色阀帽代表调节阀REG-S；绿色阀帽代表截止止
回阀SCA-X和止回阀CHV-X。阀帽上配有与颜色相对应的激光印刻标牌。

新一代填料函
全新填料函具有良好的静态和动态密封性能，可以确保所有制冷剂在各温度范
围内的运行中都具有完美的密封性。因此，SVL系列管路元件可以非常稳定地完
成平顺的开启和关闭功能。

新规格
整套SVL Flexline™系列管路元件共享更新特性。

温度范围：
• –60℃ 到 150℃ / –76℉ 到 302℉

最大工作压力：
• 52 bar / 754 psi

在高温-10℃ / +150℃ (-14℉/ 302℉)条件下，
管路元件工作压力为65 bar g (943 psi g)
也是一种备选方案，具体情况请联系
丹佛斯当地销售代表。

不锈钢：更长的生命周期，更低的维护成本
洁净的环境对于任何工作场所都非常重要，由恶劣环境造成的部件腐蚀将在一
定程度上为制冷系统带来风险。也正因如此，不锈钢材质成为了制冷系统的理
想选择。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danfoss.com/svl以获得最新的技术文献。

全新规格

–60 °C
–76 °F

150 °C
302 °F

已测定区域

65 bar 待定区域
52 bar 
754 psi

65 bar 
943 psi

–10 °C
14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