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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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foss对于其目录，手册以及其他印刷材料中可能存在的差错概不负责任。Danfoss公司保留不预先通知便可自行改变其产品的权利。倘若这种改变对于已定产品的基

本性能规格没有发生变化，则这种权利也适用于已经定购的产品。本资料里各商标的所有权属于相关各公司。Danfoss以及Danfoss徽标字形是Danfoss A/S的商业标志。

版权所有。

丹佛斯自动控制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宜山路900号

科技大楼C楼22层

邮编：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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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俱全 
丹佛斯为您呈现全系

统的不锈钢产品解决

方案，满足各种需求。

真正的卓越在于
出色的环境能力及精准的温度控制

不锈钢产品在屠宰加工行业的应用

www.danfoss.com/stainless-steel

在屠宰加工行业，冷却过程中的精度、效率和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丹佛斯为此量身打造了
能广泛应用于屠宰加工行业的一系列不锈钢部件，其中包括最新模块化的SVL SS Flexline™ 
工业管路元件。作为在氨和二氧化碳制冷剂中的理想应用，即使在高压力条件下，丹佛斯不
锈钢产品都能够满足精简设计、减少维护和降低运营成本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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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不锈钢材质产品的制冷系统的典型应用有：啤酒酿造、食品加工、渔业等等。丹佛斯在研制不锈钢阀门领域积

累了多年的成熟经验和专业应用知识，愿为您提供支持。

随着SVL SS  Flexline™ 管路元件的推出，丹佛斯不锈钢阀件产品已一应俱全。 通过高压测试和认证的不锈钢阀件系列

可在众多现代制冷系统中得到应用，其中也包括采用二氧化碳做制冷剂的系统。

丹佛斯不锈钢材质产品将为您带来：系统和元件使用寿命的延长以及维护成本的降低。

最新的制冷技术
创新是丹佛斯业务发展的基石，我们为您提供可靠的最新制冷技术及产品解决方案。以超过60年的全球制冷经验作为坚

强后盾，我们为先进、环保的制冷系统开发并提供适合的产品。依靠丹佛斯可以为您的项目提供成套产品，以减少复杂

性并优化项目流程与交付。我们通行全球的领先技术也同样适用于您——请联系当地丹佛斯代表处获得更多信息。

不锈钢：
更长的生命周期，更低的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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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斯工业制冷不锈钢产品是专门

为高要求的加工环境而设计的，在

严酷的加工环境中，腐蚀会为制冷

系统带来风险和危害，例如过程加

工和渔船上的制冷系统。更宽的应

用温度范围和高压测试确保制冷系

统适用于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各种

常用制冷剂。

所有产品专为工业制冷领域应用设

计，并且适用于所有常用制冷剂，

包括氨、二氧化碳、氢氯氟烃和氢

氟烃。部分产品也适用于易燃的碳

氢制冷剂。

丹佛斯工业制冷不锈钢材质产品

胴体加工
温度：+25 °C （部分工作间） 冷却方式：工作间制冷可采用乙

二醇或冰水制冷工艺空调，由

氨或二氧化碳分板换对载冷剂进

行制冷

缓慢冷却：

温度：0℃ ~ 4℃ （16小时左右）

快速冷却：

温度：-15℃以下（1~2小时）

冷却排酸（二段式冷却）：

冷鲜保存
温度：0℃ ~ 4℃ （冷库）

分割工作间及包装工作间

温度：8℃ ~ 12℃

暂存间

温度：0℃ ~ 4℃

冷却方式：

分割、包装：可应用乙二醇制冷的

工艺空调，由氨分板换对乙二醇载

冷剂进行制冷

暂存：可采用氨（或二氧化碳）进行

直接制冷，使用氨冷风机，需进行

热气除霜

分割、暂存及包装

速冻储存
温度：-20℃ ~ -18℃ （冷冻）

屠宰加工需要快速、安全和可靠的冷却过程。无论生产规模大小和地理位置如何，丹佛斯不锈钢产品都为制冷系统提供

了一个洁净的运行环境，同时也保证了肉制品加工行业制冷应用的可靠性、高效性和环保性。下图展示了屠宰加工的

关键生产流程，其中丹佛斯先进的制冷解决方案通过精细的温度控制帮助用户生产出的新鲜冷冻肉制品保持始终如一的

高质量。

让肉制品更新鲜，保质期更长：
不锈钢产品在屠宰加工行业的应用

新SVL SS Flexline™工业管路元件系列
——拥有不锈钢材质的统一平台

SNV-SS
不锈钢
针阀

不锈钢针阀(SNV-SS) 设计紧凑，

轻便实用。由于其坚固的设计

和高水准的运行安全性，尤其

适用于重型工业。针阀的设计

实现了良好的流动特性。不锈

钢针阀(SNV-SS)最大工作压力为

52 bar，工作温度范围为-60℃

到+150℃。

OFV-SS
不锈钢
溢流阀

不锈钢溢流阀 (OFV-SS)能够使

同一阀体实现三种功能：溢流

阀、止回阀和截止阀。其最大

工作压力为52 bar，适用温度范

围大。可调节的开启压力可以

在2到 8bar之间设置。该阀门可

以在现场维修等场合下手动关

闭。它配备了允许阀轴密封后

在一定压力条件下更换阀体的

后座。

EVRS和
EVRST
不锈钢
电磁阀

EVRS和EVRST不锈钢电磁阀有三

种类型：直动式、伺服式和动力

伺服式。专门为零压降条件下还

能保持打开而设计的动力伺服电

磁阀，可以用在液体、吸气、热

气和回油管路中。EVRS和EVRST
不锈钢电磁阀配备一个手动开启

的阀轴，工作压力在50 bar，可

处理的媒介温度为-40℃到+105℃

（最大温度取决于线圈）。

模块化与灵活性

不锈钢管路元件系列以通用阀座（角

型和直通型）配合不同功能模块的理

念为基础。截止阀、截止止回阀、止回

阀、调节阀和过滤器这5种功能模块都

可以安装在相同的标准阀座上。

选择SVL SS Flexline™能为您带来诸多

好处：

所有功能模块都适用于统一的标

准阀座

通过高压认证

颜色代码更易于识别阀门类型

共享配件降低了库存成本，保证了

快速简易的服务

稳健型设计带来的平稳无故障运

行真正实现了“安装即忘记”

设计紧凑，并有防漏密封措施

欲进一步了解不同产品的详细技术信息，请访问：Danfoss.com/IR-stainless-steel 备注：图解列举说明众多过程设定方式中的一种。

SVA-S SS
截止阀

REG-SA SS / REG-SB SS
调节阀

SCA-X SS
截止止回阀

CHV-X SS
止回阀

FIA SS
过滤器

分割好的各部位肉品包装结束后，放入冷冻盘内进入速冻工序，通过冻结库

（或速冻设备）使肉品中心温度迅速降温至-15℃以下，送至冷库进行储存

冷却方式：可采用氨或二氧化碳等进行制冷，多采用隧道速冻机进行冷冻，
需定时进行除霜

经过速冻后的冷冻肉品即可通过冷藏车输送至
终端市场

冷却方式：可采用氨（或二氧化碳）进行直
接制冷，使用氨冷风机，需进行热气除霜

需确保肉品在低温环境下进行冷

加工及存放，以抑制微生物的生

长繁殖，延长冷鲜肉的保质期。

同时要保障适宜的人工操作环

境温度

持续维持合适的排酸肉条件

合适的温度以满足工艺需

求及操作工作环境温度

可以使胴体表面形成一层

干膜，从而在整个保藏期

内保持肉的鲜艳色泽

可降低切割肉时的肉汁损

失，缩短冷加工时间，降

低肉的重量损失

当肉品中心温度降至20℃

时，进入缓慢冷却流程

胴体经快速冷却后，进入预
冷库缓慢冷却，可以减少肉
的重量损失，减缓肉表面微
生物的生长繁殖
当肉品中心温度降至7℃时，
进入分割加工流程

冷却方式：可采用氨（或二氧化
碳）进行直接制冷，使用氨冷风
机，需进行热气除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