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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为集中式太阳能客户提供服务 集中式太阳能发电行业的首选供应商

福斯 —— 流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作为世界顶级流体运动与控制产品及服务供应商之一，福斯在

全球范围内生产工程及工业用泵、阀门、密封、系统及自动化

设备，并提供一系列相关的流体管理服务。福斯的解决方案甚

至能够在地球上一些最极端的温度、地形及挑战性操作环境中

安全地移动挥发性和腐蚀性最强的流体。 

福斯产品与服务适用于广泛系列行业，包括石油与天然气、化

工、电力及通用行业。

福斯阀门、泵及密封部门共同合作开发、优化设计全集成式工艺

设备，并提供相关支持。福斯在应对包括导热油、熔盐、水、蒸

汽或空气等传热流体，以及极端工况条件方面积累了全面的系统

知识，因此集中式太阳能（CSP）发电站可以聚焦于自身使命：利

用太阳能清洁能源。福斯的产品组合构建在经物理优化的全球平

台上，因此在槽式、塔式和熔盐热能储存等具有挑战性的 CSP 应

用中具有持久的功能性和可靠的稳定性。福斯与客户合作，提升

效率、最大限度增加产能并控制过程质量。 

从太阳能电力行业伊始就参与其中

从第一个商业规模的 CSP 项目开始，福斯产品就始终

担任重要角色，并且在产品创新、性能与可

靠性方面始终稳居行业首位。福斯产品

经过精密设计和制造，在集中式太阳

能发电行业中有着出色的性能表现。

凭借全球发电专知、对流体控制行业的深入了解

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福斯是值得信赖的首

选供应商，可以将预工程化、工程及专用阀门与

自动化解决方案成功应用于 CSP 领域。  

• 适合熔盐应用的阀门解决方案  

• 导热油阀门

• 适合蒸汽电站应用的阀门和减温器 

• 耐腐蚀解决方案  

• 电伴热系统 

• 严苛工况解决方案  

• 执行器与仪表应用  



3flowserve.com

集中式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 

槽式太阳能发电站

产品

塔式太阳能发电站

产品品牌标识

槽式 CSP 发电站要求广泛系列的阀门解决方案来应对涉及高

温传热流体（HTF）的严苛应用，例如合成油、空气、二氧化碳、

水和熔盐。在这些阀门应用中，要求最苛刻的是热能采集、

流体循环和熔盐热交换储存。合成（热）油是集热槽 CSP 电

站最常用的介质之一，在温度接近 400°C（750°F）下，密封

将面临巨大挑战。福斯不断成功地克服了这些障碍。  

Valtek®  •  Valbart™  •  Edward®  •  Anchor/Darling®  •  Durco®  •  Argus™  •  Kämmer®  •  Logix™  •  Limitorque®

不论使用空气、熔盐还是过热水，塔式太阳能发电系统的

操作温度都极高，因而要求可靠的阀门解决方案。使用水

和熔盐作为 HTF 介质时，运行温度会高达 600°C（1110°F），

而使用空气为介质时，工作温度将高达 700°C（1300°F）。

福斯完整的独特产品设计与定制化解决方案，在塔式太阳

能发电应用中能够达到无与伦比的性能水平。 

• 适合高温应用的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三偏心
蝶阀和控制阀  

• 苛刻工况抗气蚀和降噪阀芯

• 执行机构与定位器解决方案

产品

• 适合高温应用的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三偏心
蝶阀和控制阀  

• 苛刻工况抗气蚀和降噪阀芯

• 执行机构与定位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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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盐解决方案

硝酸钠（NaNO3）、硝酸钾（KNO3）和熔盐的混合物具有高

热传导性，温度可高达 600°C（1100°F）。高热容量使其最

常用作传热和存储热介质。但是，熔盐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在低于 221°C（430°F）的工作温度下熔盐容易发生结晶，

进而损坏设备并导致流程停滞。熔盐在高温条件下是一种

强氧化性的介质，如果阀门选材不合适则可能造成电解腐

蚀。尤其在使用石墨与碳材作为密封件时，电偶腐蚀是一

种经常发生的现象。 

作为熔盐阀的领先供应商，福斯了解热变形与腐蚀对阀门

设备的危害。因此，福斯利用先进的热检验技术和工程产

品设计来平衡变形与腐蚀，由此提高合格率并延长正常运

行时间。在经物理优化的全球平台上，福斯熔盐阀解决方

案采用标准模块化零部件构建，确保其性能在未来多年最

严苛工况下的稳定性与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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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tek Mark One™

Valtek FlowTop

Edward Univalve

Globe 控制阀

Globe 控制阀

Y 型截止阀

福斯熔盐严苛工况解决方案

熔盐作为传热流体，仅限用于 600°C（1112°F）以下的温度。若温度升高，熔盐则会降解，由此产生的碳酸盐很容

易堵塞阀门和泵。工业用盐含有高氯酸盐和氯化物等杂质，极易造成热腐蚀。  

采用福斯定制化的阀门和阀芯选配件可以大大延长阀门使用寿命并降低维护成本。多种高级抗腐蚀、耐气蚀选配

件可以减少内件磨损和配件损耗，降低故障率延长阀门寿命。整合一系列材质、压力和温度选择于一身的严苛工

况产品可以实现最高灵活性。 

解决方案
行业首选的 Globe 控制阀，可靠坚固耐用的直通阀。Mark 
One 可以灵活搭配，并广泛应用于从空气、水、热油到熔
盐等，各种作为太阳能发电站中要求的各种传热流体的
苛刻工况应用。阀门配置有功能强大的各种内件，包括
用来消除填料泄漏的波纹管密封，以及消除气蚀和噪声
的苛刻工况内件。Mark One 能够提供适用于各种严苛工况
的可靠解决方案。  

请参阅文件 VLENTB0001 了解更多详情。

规格
尺寸：DN15 至 DN 300、NPS 0.5 至 12
压力：PN 10 至 400、Class 150 至 2500
材质：碳钢、不锈钢、特种合金 
温度：-196°C 至 815°C（-320°F 至 1500°F）

规格 
尺寸：DN 15 至 400、NPS 0.5 至 16
压力：PN 10 至 40、Class 150 至 300
材质：碳钢、不锈钢、特种合金 
温度：-196°C 至 538°C（-320°F 至 1000°F）

规格
尺寸：DN 15 至 100、NPS 0.5 至 4
压力等级：PN 290、460和 760，Class 1690、
2680和 4500
材质：A105、F22、F91、F316、F347
温度：-29°C 至 816°C（-20°F 至 1500°F）

解决方案  
FlowTop 通用型控制阀提供可靠的高性能控制，且配备各
种选配件，包括用来消除填料泄漏的波纹管密封。可在
熔盐、蒸汽和水应用中达到卓越的性能水平。  

请参阅文件 SAEEBRV740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专为实现各种传热流体，尤其是熔盐介质而设计的手动
节流高性能截止阀。  

请参阅文件 EVENCT0001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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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co TX3

Multi-Step

Valtek CavControl

Limitorque MX

三偏心蝶阀

多级阀芯

抗气蚀阀芯

非侵入式电动执行机构

规格
尺寸：DN 80 至 600、NPS 3 至 24
压力：PN 20 至 260，Class 150 至 1500
材质：碳钢、不锈钢、双相钢、特种合金  
温度：-196°C 至 820°C (-320°F 至 1500°F)

规格
设计：角型阀

规格  
尺寸：DN 25 至 600、NPS 1 至 24 
Kv (Cv) 范围：1.3 至 865（1.5 至 1000） 
流向：高进底出  
压力级：1

规格
尺寸：73 至 2300 Nm、55 至 1700 ft lb 
法兰：F/FA10 至 F/FA25
温度：-60°C 至 70°C（-140°F 至 158°F）

解决方案  
Durco TX3 可以实现可靠、持续的零泄漏关断——甚
至在 CSP 应用中。该阀门已通过多项行业认证，可
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且具有多种阀体配置。 

请参阅文件 DVENBR0061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特殊定制的多级降压式控制阀可被应用在放空管道。
经优化设计的阀座，可以保证在低于 10% 的极低负
荷条件下的良好控制。因为密封位置未暴露在高流
速下，阀座泄漏量可保证在长时间运行周期内的低
阀座泄漏率。多级阀芯可以避免在高压差下的临界
操作工况。

解决方案  
这是一款简单高效的抗气蚀阀芯，采用特殊的阀座
固定器来最大限度地减少流体对阀门内件的气蚀损
坏，该固定器可以有效控制流体流动位置并使气泡
内爆裂集中且远离金属内件。 

请参阅文件 FCENBR0068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Limitorque MX 电动执行机构能够承受显著的温度波
动，同时以无与伦比的可靠性控制并监控太阳能发
电过程。  

请参阅文件 LMENBR2302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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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减震器

铸埋式电热管、集成式 K 型热电偶

过热保护型接线盒

绝热层

活塞式

规格  
材质：黄铜铸造  
设计：分体式设计，易于组装  
温度：最高 600°C（1112°F）
配金属保护的电力电缆
标称电压：230 伏、IP65、CE

规格
材质：金属铸造（DIN 1725）、RAL7035/
RAL7040、CE、IP65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4-20 mA（标配）或 HART（按要求） 

规格
类型：纤维毯，温度达 1200°C（2192°F）
材质：金属板（不锈钢）  

解决方案 
活塞式执行机构用液压减震器可有效避免阀门振动，并通过提高整个结构的刚度来保护执行
机构免受压力冲击波以及水锤效应。配备手动泵来实现手动重载荷控制。

解决方案  
采用集成式 K 型热电偶的铸埋式电热管有效提升
了过热保护安全等级。

解决方案  
接线盒采用集成式温度传感器来调节热元件的
温度，并提供过热保护。设定温度点为 590°C
 （1094°F），也可以设置成其他温度值。

解决方案  
绝热层提供有效的雨水防护（密封带和硅树脂 
[ 高温 ]）。

福斯电加热与温度控制

在大气压力下，硝酸熔盐的熔点是 221°C（430°F）。为了保证可靠的阀门密封性能，熔盐控制阀的填料或波纹管

密封需要维持高出流体熔点 50°C（90°F）左右的温度（~ 270°C [518°F]）。福斯电加热系统可以让密封区域保持恒

定的温度，从而消除熔盐结晶并确保最佳抗泄漏性能。这套高能效的紧凑式系统在达到设定温度时会自动关闭，

以此保护密封部件并提高阀门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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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流体解决方案

不论使用何种传热流体 — 蒸汽、水、空气、热油或熔盐，

福斯阀门都能高效控制并传导。

福斯的传热流体应用解决方案结合标准化平台、高性能及

简化的维护工作，共同降低总体成本。福斯专门设计了适

合 CSP 与 HTF 应用的一系列阀门与超高精度定位器。这些

高性能解决方案可以提高控制的可靠性、实现精确操作并

显著减少填料泄漏。

高品质阀门可确保显著改善工艺运行时间、可靠性和产出。

由于福斯的 CSP 与 HTF 阀门均在全球平台上采用标准化模

块化零部件构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前期工程设计工作量。

简化的操作、维护和保养进一步降低了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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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bart TMCBV

Kämmer Multi-Z

Valtek VariCool 

Logix 3200MD

顶装式固定球控制球阀

轴流阀阀芯

减温器

定位器

规格
尺寸：DN 75 至 1400、NPS 3 至 56
压 力：Class 150 至 2500，API 3000、5000
和 10 000
材质：碳钢、不锈钢、特种合金钢 
温度：-196°C 至 450°C（-320°F 至 842°F）

规格
尺寸：DN 25 至 250、NPS 1 至 10
压力：PN 40 至 400、Class 300 至 2500
材质：碳钢、不锈钢、铬钼合金、特种合金 
温度：-196°C 至 538°C（-320°F 至 1000°F）

规格
阀门类型：减温器 
蒸汽管道：DN 150 至 DN 1000、6" 至 40"；     
冷却水：DN 25 和 DN 40、1" 和 1.5"
压力：PN 40 至 PN 160、Class 300 至 2500
材质：碳钢、不锈钢  
温度：-10°C 至 530°C（14°F 至 986°F）   

规格
流通能力：20.4 Nm3/h @ 4 bar 
(12 SCFM @ 60 psi) 
耗气量：0.5 Nm3/h @ 4 bar 
(<0.3 SCFM @ 60 psi) 
可重复性：<0.05%
温度：-40°C 至 80°C（-40°F 至 176°F） 

解决方案
这是一款高效益的紧凑型控制球阀，可以提供卓越的流
动能力和宽广的可调比。TMCBV 应用广泛，从传热流体
到太阳能发电站中的严苛工况应用。此阀门采用一系列
特殊设计阀芯来消除气蚀和噪声，性能较同类 Globe 阀更
高，TMCBV 能以较小的口径实现同等流量水平，同时降
低成本、减轻重量且减少占地面积。  

请参阅文件 VLENBR0067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在轴流阀选型方面，Multi-Z 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进步。通
过各级之间平衡的 Sigma 分布，气蚀被消除在中间压力降
低过程中，由此延长了阀芯的使用寿命。Multi-Z 的大颗
粒通过性以及小 Cv 的精确控制，可以有效解决一些最严
苛的 CSP 应用。 

请参阅文件 KMEEBR1613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VariCool 减温器结合了控制阀的精度来达到最大限度的幅
度变动与控制。活塞管的多级设计的 VariCool 直接将雾
化的冷却液注入待冷蒸汽管道中，使其可以应对一系列
压差。  

请参阅文件 SAENBRV901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这是一款采用最先进压电技术的数字式 HART® 定位器，可
以达到卓越的性能与可靠性。通过 HART 手持或 ValveSight
软件可轻松配置。   

请参阅文件 LGENBR3000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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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x 3400MD

Logix 420

ValveSight DTMs，
适用于 HART 或 Fieldbus Commuincations

定位器

定位器

软件

规格
流通能力：20.4 Nm3/h @ 4 bar 
(12 SCFM @ 60 psi) 
耗气量：0.5 Nm3/h @ 4 bar 
(<0.3 SCFM @ 60 psi) 
可重复性：<0.05% 
温度：-40°C 至 80°C（-40°F 至 176°F）

规格
流通能力：20.8 Nm3/h @ 4.1 bar
(12.2 SCFM @ 60 psi) 
耗气量：0.082 Nm3/h @ 4.1 bar
(0.048 SCFM @ 60 psi) 
可重复性：≤ 0.25% 
温度：-52°C 至 85°C（-61.6°F 至 185°F）

规格
系统要求：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
Windows 10
兼容性：Foundation Fieldbus、HART 6 和 7、
FDT 1.2 和 2.0
设备：阀门 

解决方案
Logix 3400 是一款经 ITK 6.1 认证，用于 Foundation Fieldbus
应用的数字定位器，它采用最先进的压电技术，可以实
现卓越的性能和可靠性。  

请参阅文件 LGENBR3404 或 LGENBR3405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Logix 420是一款紧凑型、高竞争力的定位器，适合单作用、
防爆、本质安全和非易燃性场合。支持 HART 6和 7协议。  

请参阅文件 LGENBR0106 了解更多详情。

解决方案
ValveSight 软件具有设置简单、校准方便、配置与诊断
丰富的特性，可以帮助工程师及维护人员管理 HART 或
Fieldbus Communications。  

请参阅文件 LGENSF0014 或 LSENBR0004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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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与服务

夜以继日为全球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

无论何时何地为您提供服务

紧急维修服务

福斯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各行各业提供高品质精密泵、控制阀、
密封及自动化设备服务。我们的快速反应中心（QRC）配备数
千种备件，以及 OEM 和福斯定制产品备品备件。每个快速反
应中心都有足够的人员和设备来快速完成各种规模的紧急维
修服务。 

福斯维修技术工程师能够将任何类型的控制阀、手动阀或减
压阀修复到出厂质量。 

如果阀门无法被维修，福斯通常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更换。

福斯 QRC 战略性地遍布在世界各地，从而确保迅速对紧急维
修服务做出快速响应。它们充当福斯全套产品与服务库存的
本地联系点，实现了对定制化产品的快速响应。我们的所有
维修服务准时交付率超过 95%，且可以在 72 小时内完成新的
定制化设备的周转。 

福斯在 QRC 服务区域范围内提供 24 小时紧急维修、
免费运送和交付服务，同时还提供机动性现场维修
服务。若需要维修技术员，我们可以安排相关技术
员在 24 小时之内抵达国内的任何现场，特殊情况仅
需 48 小时。 



福斯公司 
5215 North O’Connor Blvd. 
Suite 2300
Irving, Texas 75039-5421 USA 
电话：+1 937 890 5839

如需了解有关福斯公司的更多详情，
请登陆 flowserve.com 或拨打电话 +1 972 443 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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