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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计，表现出众
工业用液化气和家用液化气不仅在用途上有差异，生产工艺也
不同。根据DIN 51622的定义，液化气包括丙烷、丁烷及其衍生
物等介质。此外，液化气还包括二氧化碳、氨和其他制冷剂相关
物质。

处理这些介质的关键成功因素有液化气的存储、运输以及泵送。
在选择设备时充分了解液化气与传统介质之间的不同是至关重
要的。简单来说，相比较处理远低于汽压下的普通液体，泵送在
沸点下的爆炸性液体需要格外小心。

对于泵送设备,用户或指定者有一组标准， 长期的无故障操作和
所有权至关重要 最关键的一点主要以液化气的饱和蒸汽压为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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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HI LPG 泵的主要设计特性
• 低NPSH

• 产生高压
• 陡峭的压力与流量比曲线 
• 处理气体
• 易于处理
• 操作安全简单
• 易于维护
• 可在防爆环境中安全工作
• 按照全球防爆标准设计

潜水泵

侧通道泵

立式泵

多级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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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B 立式油罐泵
安装在地下储油罐顶部
的磁性耦合泵，最大直
径可达6 m (19.7 ft)。

SM-X 潜水泵
全新的SIHI潜水泵结合了最新一流的
侧通道技术和屏蔽电机的所有优势。
侧通道泵可在最严苛的条件下工作，
没有任何潜在风险。SIHI潜水泵的屏蔽
电机可省去所有维护工作并消除可能
的泄漏风险。

PC-X 侧通道泵
PC-X新一代LPG泵，为OEM和加油站带来各
种好处。通过将侧通道与智能驱动相结合，消
除了所有启动期间可能的泄漏风险、未对准和
各种困难。 这种结合也减少了购置成本并减
少了维护需求。

SC 侧通道泵
配置有独特的低
NPSH离心叶轮的侧通道泵
具有自排气特性，这允许
该类泵更容易适应含气工况。

地下解决方案

地上解决方案

液化气车辆加气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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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G 运输和灌装解 
决方案

UEA

多级泵配备一组专门的低 NPSH 离心叶轮与单个气体处理
和自吸端，用于高流量应用。这些装置利用溢流抽吸常用于
油罐车装油（卸油）、转运和大容量存储。UEA 包含一个自吸
级（一体化侧通道级），可防止汽塞现象并加速泵的自吸。

CEH

侧通道泵配备低NPSH离心叶轮级，具有自吸能力，可处理
夹带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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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X … 高效的侧通道泵

技术数据 PC-X

最大输出 120 l/min (31 US gpm)

压差 最大10 bar (145 psi)

最大速度 变速

温度 -30°C 到 50°C (-22°F 到 122°F)

壳体压力 PN 25

轴密封 无密封屏蔽电机

NPSH 叶轮
• 更高的油罐容量

屏蔽电机设计
• 最高安全性
• 无密封

内部冷却
• 持续操作

侧通道技术
• 陡峭的性能曲线
• 含气处理能力

相同占用空间
• 可互换

相同的法兰连接
• 可互换

智能板
• 干启动
• 节能
• 安装简单

新型SIHI PC-X泵可为OEM和加油站提供各种好处。我们新的侧通道泵技术与新的电子驱动相结合，消除了启动期间所有可能的泄
漏风险、未对中和各种困难。这也使得购置成本及维修费用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这归功于一个事实就是泵操作时不需要工作
液，没有机械密封，并且泵可以干运转时自我调控。

这种新型泵可控制其自身，并且能够给一台或两台分配器轻易输送传统工况点，像8bar@60l/min。 除了这种节能的泵设计，还集成了
所有可能的安全保护措施， 以保证所有气候条件下安全可靠的操作。整个设计获得ATEX和IECEx认可。

12
174

10
145

8
116

6
87

4
58

2
58

0

Q  l/min US gpm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5 10 16 21 26 31 37

∆
 p

 b
ar

 p
si

密度 560 kg/m³  34,959 lb/cu ft



SIHI® LPG 解决方案   7 

SM-X … 高效的潜水泵

技术数据 SM-X

最大输出 100 l/min (26 US gpm)

压差 最大10 bar (145 psi)

最大速度 变速

温度 -20°C 到 40°C (-4°F 到 104°F)

壳体压力 PN 25

轴密封 无密封屏蔽电机

侧通道技术
• 陡峭的性能曲线

屏蔽电机设计
• 最高安全性
• 无密封

内部冷却
• 持续操作

管道连接与电气连接
分离
• 易于安装
• 安全性增强

NPSH 叶轮
• 更高的油罐容量

电气连接
• 易于安装

新型SIHI SM-X是一款潜水泵，采用著名的侧流技术，结合了普通侧通道泵的所有特性和优势。这款潜水泵采用屏蔽电机设计，
无需维护无泄漏。SM-X可以向最多两个加油机输送液化气，可在包含50和60个循环的网络中工作。整个设计获得Atex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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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CEH SC

最大输出 580 l/min    
(153 US gpm)

67升/分钟  
(18 US gpm)

压差 最大40 bar  
(580 psi)

最大14.5 bar  
(210 psi)

最大速度 1800 rpm 2900 rpm

温度 -20°C 到 60°C 
(-4°F 到 140°F)

-20°C 到 60°C 
(-4°F 到 140°F)

壳体压力 PN 40 PN 40

轴密封
单端面或双端 
面机械密封； 

无密封磁耦合

单端面或双端 
面机械密封； 

无密封磁耦合

CEH 和  
SC 侧通道泵

CEH 和 SC

最常见的组合泵设计是卧式环形多级构造，采用串联轴向吸入分
支，可减少输入损耗。CEH和SC SIHI两种超大型离心泵安装在
具有流量调节功能且延伸的吸入分支的下游。本质上，具有流量
调节功能的吸入分支与超大型离心叶轮结合，符合低 NPSH要
求，同时提高液压效率。

后者（下游侧通道级）可在较高的排出压力下处理蒸气、气体和混
合流。此外，侧通道设计根本上是一种自吸式设计。

与其他类型的泵技术相比，侧通道组合泵可为用户提供极低的吸
入口条件。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达到NPSH要求的低于0.2米的要
求。对一大型泵，流量可达到35立方米/小时 (154 US gpm)。

这从根本上简化了安装，并优化了成本。不需要安装泵底座，也无
需增加容器高度。侧通道级与初始离心级并列放置，这种构造可
确保流不会中断或随着局部蒸发而减小。

采用水力电机的设计专门用于卡车卸货。



SIHI® LPG 解决方案   9 

CEB 立式油罐泵和 
UEA 多级泵

CEB

可为直径通常不超过6米 6 m (19.7 ft) 的
储油罐配备具有外置电机的立式油罐泵。
很明显，这些泵安装在油罐车的顶部法兰
上，液压端浸没在液体中。

方向与立式安装的侧通道组合泵非常类
似。具有流调节作用的液压吸入和超大型
离心叶轮通过延长管的方式安装在最靠
近内罐底部的位置。这种配置的好处在溢
流吸入条件下的液压装置为中心。

UEA

为了实现更高的液化气流量，在大约200 m3/h 立方米/小时 
(880 US gpm)的条件下，可增加多个多级离心泵。当各级的平衡
需要更多数量的离心叶轮时，就产生了所谓的“离心组合泵”。

离心组合泵继续发挥侧通道级的优势，安装在其他叶轮朝排出
口方向的下游位置。

从而可非常高效地泵送大流量，并具有自吸和气体/蒸汽处理优
势。这种泵设计具有与流调节轴向进口相同的设计，以及专门开
发的第一（低）NPSH级。

技术数据 CEB UEA

最大输出 65升/分钟 
(17 US gpm)

3700升/分钟 
 (977 US gpm)

压差 最大15 bar  
(217 psi)

最大20 bar  
(290 psi)

最大速度 2900 rpm 3600 rpm

温度 -40°C 到 60°C 
(-40°F 到 140°F)

-40°C 到 80°C 
(-40°F 到 176°F)

壳体压力 PN 40 PN 25/PN 40

轴密封 无密封磁耦合 单端面或双端面机械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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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LPG泵

泵用于在液化石油气的输送过程中补偿系统中的压力损失。液
化气在常压状态下会气化。根据温度的变化在一定压力下也会
气化。

由于液化气具有独特的流体特性，最好使用专门针对其用途设
计的设备对其进行泵送。按照惯例，此类液化气需要溢流吸入，
以产生足够的NPSH，从而避免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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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油罐车 

= 泵

生产商 大型储油罐 油罐车

工业油库

分发点

消费者、加油机、 
燃油炉、加油站等

灌装
加油机

地下储油罐

应⽤ 泵型
安装位置

地下 地上

车
用

加
油

CEB

立式罐泵

max. 65 l/min (31 US gpm)

max. 15 bar (217 psi)

SM-X

潜水泵

max. 100 l/min (26 US gpm)

max. 10 bar (145 psi)

PC-X

侧通道泵

max. 120 l/min (31 US gpm)

max. 10 bar (145 psi)

max. 120 l/min (31 US gpm)

max. 10 bar (145 psi)

SC

侧通道泵

max. 67 l/min (18 US gpm)

max. 14.5 bar (210 psi)

运
输

和
灌

注

UEA

多级泵

max. 3700 l/min (977 US gpm)

max. 20 bar (290 psi)

CEH

侧通道泵

max. 580 l/min (153 US gpm) 

max. 40 bar (580 psi)

max. 580 l/min (153 US gpm)

max. 40 bar (580 psi)

PC-X

侧通道泵

max. 120 l/min (31 US gpm)

max. 10 bar (145 psi)

max. 120 l/min (31 US gpm)

max. 10 bar (145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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