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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梅特简介 伯尔梅特灌溉系统

50 年来，伯尔梅特一直是全球水力控制阀行业公认的领跑者，拥有
种类最齐全的高品质控制阀门。我们利用领先流体控制技术打造的
阀门产品深受客户信赖，广泛应用于灌溉、供水、消防领域。

如今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为客户提供阀门定制方案，通过出众的产品
性能和使用寿命保证水质和供水需求，帮助客户实现强劲发展。

伯尔梅特在水力控制阀开发、设计、制造方面数十年的技术和经验
是一笔非常珍贵的无形资产。一系列先进的阀门及解决方案是实现
极高工作效率和产品可靠性的重要保证，是实现我们保持领先优势
的重要因素。

数十年来，我们已在全球拥有众多重量级终端客户。积极的沟通和
真正了解客户需求是我们打造定制阀门和方案的基石。我们的阀门
产品广泛用于：
• 市政、工业、建筑领域 
• 电力、石化、石油天然气生产区及储存区、海上平台
• 农田和温室灌溉、草皮绿化灌溉、园林景观灌溉

伯尔梅特的子公司和分销商遍布全球，始终用心为客户创造价值，
让客户省心放心。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提供最专业的销售和售后服
务的基石，是我们公司获得普遍赞誉的重要因素。

数十年用心经营让使我们实现了稳定的发展：
• 我们在美国、中国、墨西哥、英国、巴西、欧洲、澳大利亚均拥 

有子公司
• 我们的分销商或办事处分布于全球 85 个国家
• 我们在 20 多个国家占有重要市场份额

伯尔梅特的灌溉阀门及方案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
50 多年来，伯尔梅特品牌一直深受灌溉领域客户的
信赖，品牌影响力从以色列不断扩展到世界各地，
已成为灌溉领域最杰出的代表。伯尔梅特灌溉控制
阀门不仅在产销量方面全球领先，产品品质更是倍
受赞誉，受到业内广泛认可。我们的各种高品质阀
门和先进的定制解决方案，可满足用户和灌溉工程
设计者多样化需求。

伯尔梅特灌溉领域产品主要用于大面积种植基
地滴灌和微喷灌，拥有全球种类最丰富的滴灌
和微喷灌产品系列。

无论是移动式或固定式的机械化喷灌设备，伯尔梅
特均能提供种类全面的调节和保护性阀门。

伯尔梅特优质金属阀门拥有出色的耐用性，在恶劣环
境中仍然有很长的使用寿命。我们的阀门广泛应用于
电厂、建筑工地和其他安装除尘喷淋系统的场合。

伯尔梅特拥有一系列产品用于施肥器、常规灌溉系
统、水循环和集水设施。

伯尔梅特将全球领先的控制器件运用于控制阀门，打
造出一系列经济耐用、性能可靠的园林景观灌溉阀门。
该系列阀门节约空间，可方便地安装于控制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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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梅特中国

伯尔梅特中国 蓄水池液位控制

泵站

系统压力控制

系统空气控制

伯尔梅特 20 多年前已扎根中国。为满足中国当地市场需求，伯尔梅特成立了分公司专门服务中国客户，产品涵盖灌溉、供水和消
防领域。我们的中国分公司和办事处竭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售前技术支持和现场售后服务。

伯尔梅特的工程师定期在全国范围内拜访设计院、工程承包商及业主沟通交流，了解市场需求与动态，以便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
方案；例如方案中需要考虑到北方冬天冰冻情况，或者南方容易出现腐蚀的情况。与工程设计人员和终端用户沟通使我们能够更
好为每个项目定制产品，满足项目具体技术要求和安全认证需求。

伯尔梅特分公司位于上海，我们团队可迅速为客户提供备件和维护服务，避免阀门故障时间延长对系统造成潜在风险，提供及时
快速的服务是我们郑重的承诺。

伯尔梅特产品技术说明书均为中文。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bermad.com.cn 了解相关产品或资讯。

灌溉用水可能来自远处或当地的水源，储存于天然 / 人工水库或蓄水
池之中。蓄水池需要保持充满状态但是不能溢出，控制蓄水池液位的
阀门应当能够简单方便地操作，并且对系统影响要小。在某些情况下，
注水速度应有限制以保护管道并且防止蓄水池的池壁遭受水蚀。

伯尔梅特液位控制阀可自动工作，使蓄水池保持设定水位。使用相关
高级控制配件之后可远程发送水位状态信号，或者达到设定压力才开
始注水，减少对系统的影响。伯尔梅特阀门工作时能够显著减少振动，
避免极端水流状况对系统造成损害。

蓄水池等水源的后方可配备泵站，以便将水输送到灌溉区。泵站需要
克服几大方面水力问题。例如水锤现象、水泵效率不高、气蚀现象、
振动等问题。

伯尔梅特在泵站应用领域拥有全面的解决方案，包括止回阀、泵控阀、
水锤消除阀、空气阀等，能够根据系统设计和客户要求进行配备，有
效解决以上问题。

在重力供水系统中，水压随着地势下降而增大，可能导致系统或组件
受到损伤，或者需要配备承压等级更高的管道。采用减压的方式能够
实现自动、安全、准确的系统减压，可以解决水锤和静压升等问题，
无需电力或外部控制系统。

伯尔梅特减压阀和快速泄压阀能够有效解决重力供水系统和管道的压
力相关问题。伯尔梅特的工程师可通力协助工程设计者选择正确的阀
门型号、尺寸、位置，帮助节约成本、提高系统效率。

系统初次注水时需要排出空气，水流才可顺利前进。系统有压状态下，需要不断排出气泡才能使系统保持水流输送通畅，提高电
力使用效率。爆管情况下流速变化过快时负压可能造成管道凹陷，使系统受到严重损坏。

伯尔梅特空气阀就可解决以上三种问题：在初次注水时排出大量空气；在有压工况下不断排出系统中的空气；在爆管时消除负压
避免管道受到进一步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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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管道受到进一步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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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控制减压阀：

动力式快速进排气阀：

防水锤组合式空气阀

反冲洗阀

泄压阀

减压持压阀

水表阀

组合式空气阀

灌溉控制首部

灌溉控制首部是最重要的系统组成部

分，集中了主要灌溉技术设备。不同工

况需求需要不同的灌溉控制首部设计。

例如设计时需要考虑到水源远近以及水

泵应用、灌溉区大小、成本预算等因

素。每种灌溉首部设计都会面临不同的

问题；伯尔梅特拥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和

相关产品，能够高效解决各种难题。

田间首部是第二级技术设备系统，不同工况需求需要不同
的田间首部设计。例如设计时需要考虑到灌溉区大小、地
势地形等因素。伯尔梅特建议在田间首部入口安装手动隔
离阀和过滤器，以减少滴头堵塞，提高系统性能，方便维护。

水泵关闭时防止水流回流，保持系统有压状态，能够有效保护水泵，节约运行成本，减少水锤现象。

排出系统启用时的大量空气，提高系统安全性和效率；有
压工况下，不断排出系统中积聚的空气；水泵关闭时消除
有破坏性的负压状态。

该阀门有两种独立功能：
•  根据灌溉控制器信号自动开启和关闭。阀门还配备手动
操作开关。

•  无论阀前压力和流量如何波动，该款阀门均可将阀前高
压降低至阀后低压，并保持稳定，为各滴头实现压力平均
分配，防止滴灌管爆管。这些问题的出现通常是由水源的
距离，地势的高度以及每一时间点打开和关闭阀门的个数
不同造成的。

作为真空破坏器。不安装进排气阀的情况下，阀门快速关
闭时系统内形成负压，可能导致管道开裂损坏。滴灌系统
出现负压时，滴头会吸入空气和泥沙。进行下一轮灌溉时，
吸入的泥沙将堵塞滴头。安装动力式快速进排气阀后，进
排气阀将吸入大量空气消除负压，避免滴头出现吸入空气
和泥沙的情况，因此可保护管道和减少堵塞现象。

为泵站系统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在水泵启动和有压工况下排出空气，在水泵启动到停止期间消除负压、减少水锤现象。

当过滤系统是安装在田间的时候，此阀门可组建成自动系统，用以反冲洗（清洗）介质或碟片过滤器

也称为安全阀，作为系统的安全机制。水泵启动和停止期间通常出现水锤现象，压力快速升高。此时泄压阀短时间开启，释放过
高压力。

拥有两种功能，有效保护系统：
•  减压：总流量低于预计流量时（例如，田间阀门开启不符设计预期），系统压力可能升高并导致爆管。此时减压持压阀减小开度，
减少系统压力保证管道安全。

•  持压：过滤器反冲洗时，系统总流量增加（反冲洗时额外打开一个阀门），压力可能不够进行有效的过滤器冲洗（通常需要 2.5 
bar 以上）。此时减压持压阀减小开度，实现有效的过滤器冲洗。

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用于测量灌溉系统消耗的水量，可通过控制器输出数字水量。

排出控制阀、施肥器或其他设备带入的空气，空气阀还能消除控制首部设备或阀门突然关闭产生的负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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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防止滴灌管爆管。这些问题的出现通常是由水源的
距离，地势的高度以及每一时间点打开和关闭阀门的个数
不同造成的。

作为真空破坏器。不安装进排气阀的情况下，阀门快速关
闭时系统内形成负压，可能导致管道开裂损坏。滴灌系统
出现负压时，滴头会吸入空气和泥沙。进行下一轮灌溉时，
吸入的泥沙将堵塞滴头。安装动力式快速进排气阀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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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压：总流量低于预计流量时（例如，田间阀门开启不符设计预期），系统压力可能升高并导致爆管。此时减压持压阀减小开度，
减少系统压力保证管道安全。

•  持压：过滤器反冲洗时，系统总流量增加（反冲洗时额外打开一个阀门），压力可能不够进行有效的过滤器冲洗（通常需要 2.5 
bar 以上）。此时减压持压阀减小开度，实现有效的过滤器冲洗。

一种重要的管理工具，用于测量灌溉系统消耗的水量，可通过控制器输出数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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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阀应用 100 系列

控制阀应用

开关阀

持压阀

液位控制阀

减压阀

快速泄压阀

流量控制阀

阀门仅发挥关闭和开启的作用，可配合自动控制器使用作
为电磁控制阀。开关阀还能实现手动和水力远程控制功能。

阀前压力低于设定值时，阀门部分关闭。最常见的应用是
安装于自动过滤器站后方－阀门为常开状态，当过滤器进
行反冲洗时，阀门部分关闭，让过滤器有充足的压力进行
冲洗。

阀门安装在蓄水池前方，使用机械式或电动浮球，能够使
蓄水池自动保持用户设定水位，减少溢流和水淹现象。采
用某些高级配件还可发挥保护系统和蓄水池池壁的作用。

无论阀前压力和流量如何变化，阀门均可输出稳定的低压。
减压阀自动向田间平均分配水流压力，减少管道破裂现象。

安装于水泵、减压阀后方，阀门为常闭状态。压力大幅升
高时，阀门开启数秒排出过高的压力，从而对管道形成保护，
避免爆管。

无论阀前阀后压力如何，流量控制阀预先设置最大流量，
避免系统出现流量过大的情况。只要流量低于设置范围，
阀门全开。

100 系列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材料：

100 系列是全球领先的灌溉控制阀。该系列阀门在流量、稳定性、可靠性、多样性方面拥有众多优势，已成为全球灌溉系统首选产品。

•   尺寸：1.5"- 4"
•   阀门形式：角型或球型
•   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1.5"- 3")；法兰连接 (3" 和 4")
•   可选阀杆用于简单调节和紧急关闭
•   内部和外部控制回路
•   工作压力范围：0.4 bar -10 bar
•   非常稳定的调节能力（5 m3/h 起）
•   减压比率达 7:1

•   阀口无阻隔
•   单个移动部件
•   过流量大
•   耐用性强，抗化学腐蚀及气蚀

1. 阀体和阀盖：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2. 隔膜和密封圈：天然橡胶
3. 弹簧：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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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阀

持压阀

液位控制阀

减压阀

快速泄压阀

流量控制阀

阀门仅发挥关闭和开启的作用，可配合自动控制器使用作
为电磁控制阀。开关阀还能实现手动和水力远程控制功能。

阀前压力低于设定值时，阀门部分关闭。最常见的应用是
安装于自动过滤器站后方－阀门为常开状态，当过滤器进
行反冲洗时，阀门部分关闭，让过滤器有充足的压力进行
冲洗。

阀门安装在蓄水池前方，使用机械式或电动浮球，能够使
蓄水池自动保持用户设定水位，减少溢流和水淹现象。采
用某些高级配件还可发挥保护系统和蓄水池池壁的作用。

无论阀前压力和流量如何变化，阀门均可输出稳定的低压。
减压阀自动向田间平均分配水流压力，减少管道破裂现象。

安装于水泵、减压阀后方，阀门为常闭状态。压力大幅升
高时，阀门开启数秒排出过高的压力，从而对管道形成保护，
避免爆管。

无论阀前阀后压力如何，流量控制阀预先设置最大流量，
避免系统出现流量过大的情况。只要流量低于设置范围，
阀门全开。

100 系列

产品简介：

产品特点：

材料：

100 系列是全球领先的灌溉控制阀。该系列阀门在流量、稳定性、可靠性、多样性方面拥有众多优势，已成为全球灌溉系统首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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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系列 200 系列

结构与特性

•   阀芯带有顶部和底部导向装置，在低流量和高压差时实现极为稳定的调节能力。
•   维护非常方便 - 一个内部组件，方便拆卸的阀盖，使用常规工具即可拆卸安装，重新安装方法操作简单方便。
•   内部过滤装置用于内部过滤。标准外部过滤装置用于导阀。

电磁阀
2 通导阀

调节手柄
非上升式阀杆

阀盖螺栓
不锈钢

阀 体
大流量
直通式

螺栓螺母
内置

阀芯
顶部导向装置
底部导向装置

电磁阀手柄
复位

内部通道
P2 通道

隔膜
强化材料密封圈

可更换

导流孔

弹簧
不锈钢

过滤装置
防护作用

阀座

•   旋转式法兰可减小管道移动产生的应力
•   特殊形式：双阀门或 T 型阀门
•   新型双腔式设计

200 系列100 系列

200 系列阀门是非常经济实用的小型阀门，多年畅销全球，广泛应于园林景观灌溉、温室灌溉和田间灌溉场合。阀门结构简单合理、
工作可靠性高，可适用低压工况和较差的水质。

产品简介：
•   尺寸：¾" - 2"
•   阀门形式：角型或球型
•   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   可选阀杆用于简单调节和紧急关闭
•   工作压力范围：0.7 bar - 10 bar
•   内部和外部控制回路

产品特点：

流量表

•   阀口无阻隔
•   单个移动部件
•   过流量大
•   耐用性强，抗化学腐蚀及气蚀

材料：
1.   螺母和螺栓：不锈钢
2.   阀盖带有标准阀杆 (2.1)
3.   弹簧：不锈钢
4.   密封阀盘组件一一体化部件
5.   阀体和阀盖：玻璃纤维增强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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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阀400 系列

伯尔梅特空气阀在灌溉领域可发挥提高电力使用效率、减少爆管、防止滴头堵塞等作用。伯尔梅特拥有类型全面的空气阀，尺寸
范围为 ½” - 12”，有不同制作材料可供选择，可适用于不同应用场合。

400 系列是伯尔梅特灌溉领域主要的阀门产品。阀门为金属材质，使用大尺寸、高压场合，阀门与金属材质管道连接。400 系列
极容易操作和维护，在全球范围均有广泛应用。该产品系列独特的隔膜设计确保多年使用不会出现故障。

400 系列 空气阀

产品简介：
产品简介：•   尺寸：¾" - 14"

•   阀门形式：角型或球型
•   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¾" - 2")；法兰连接 (1.5"-14")
•   工作压力范围：0.5 bar - 10 bar 或 16 bar（取决于控制回路和配件选择）

•   尺寸：½" - 12"
•   阀门形式：动力式进排气阀、自动微量排气阀、组合式空气阀
•   连接形式：螺纹连接 (½"- 2")；法兰连接 (2"- 12")
•   PN-10 - PN-40 额定压力
•   塑料材质 (½"- 2")，球墨铸铁 (2"- 12")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阀口无阻隔

•   单个移动部件
•   过流量大
•   耐用性强，抗化学腐蚀及气蚀

•   流量大
•   适用混有泥沙的水质
•   有效减少系统漏失
•   可增加防止水锤功能，安装于水泵后方
•   可增加防吸入功能，安装于水泵前方

材料：
材料：1.   螺母：不锈钢

2.   阀盖：见下方
3.   弹簧：不锈钢
4.   隔膜：天然橡胶，塑料内芯
5.   阀体螺纹（无螺母）
6.   阀体：黄铜 (¾" - 2")，铸铁 (1.5" - 8")， 球墨

铸铁 (1.5" - 14")

1.   阀体和侧面部件：玻璃
纤维增强尼龙

2.   密封件 - 三元乙丙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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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系列

伯尔梅特 350 系列反冲洗阀门是专用型 3 通阀门，安装于介质过滤器和叠片过滤器系统。350 系列拥有以下显著优势。

•   过流量大，水头损失小
•   优质材料制成，使用寿命长
•   隔膜受到有效保护，避免水流中杂质损坏隔膜
•   双腔式驱动装置确保阀门快速动作，减少溢水现象
•   维护和操作简单方便

产品简介：

快速减压阀 PRV

止回阀和 700 系列

水表阀和 900 系列

•   尺寸：2", 3", 4"
•   阀体材料：玻璃纤维增强尼龙（所有尺寸的阀门），黄铜 (2")，铸铁 (3" 和 4")
•   连接形式：螺纹连接（2"），卡箍连接（3" 和 4"），冲洗端口为螺纹连接
•   阀门形式：直通型或角型
•   工作压力：0.7 bar - 10 bar

伯尔梅特快速减压阀 PRV 系列是二级减压系统不错的选择。快速减压阀安装于小尺寸管道，靠近滴灌管和滴头，控制准确性更高，
经济实用，操作简单方便。快速减压阀可以调节，有些型号配有测试点。标准型和低流量型可供选择，尺寸为 ¾"、1"、1.5"。

伯尔梅特止回阀安装于水泵后方，防止逆流损伤水泵，避免浪费之前水泵已输送的压力，避免产生气泡进入系统。伯尔梅特具有
静音缓闭特点的止回阀适用多数灌溉系统。对于复杂的系统，可配备 700 系列泵控阀以提高安全性能和效率。

计量是灌溉管理重要的一环，能够让工程业主和工作人员了解水系统使用情况。伯尔梅特水表阀尺寸范围为
2"- 20"，可向控制器和记录器提供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

3" 阀门 4" 阀门2" 阀门

直通
流向

直通
流向

直通
流向

过滤 过滤 过滤

KV 46 KV  93 KV 190KV 60 KV 122 KV 250

反冲洗 反冲洗 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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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头 产品比较

电磁头 产品比较 － 控制阀门

电磁头是控制阀门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连接阀门与电力控制设备的重要装置。伯尔梅特电磁头与所有主要控制器兼容，可实现各
种功能。标准 PN-10 电磁头由伯尔梅特自有电磁头工厂制造。PN-16 电磁头则来自全球知名电磁头厂商。

主要特点：

准确度

水头损失

隔膜耐用度

灌溉场合专用材料

自动排气功能

过流量大

漏失和喷射现象

高级应用

S-390-2W 电气参数和电缆最大长度计算 :

S-390-3W 电气参数和电缆最大长度计算 :

•   常开或常闭位置
•   三通，配有手动复位：自动、关闭、开启
•   有适用 PN-10 或 PN-16 的型号可供选择
•   恒流电压：12VDC, 24VDC, 24VAC, 220VAC
•   脉冲电压：S-392: 6-20V, S-402: 9-40V, S-982: 12-50V
•   专用电磁头：S-982 / S-985 带有独立隔膜，适用恶劣环境延长使用寿命
•   保护等级：IP-68

减压阀其中一个主要品质要求就是，阀门压力不能显著超过设定压力。由于阀门
设计生产的复杂性，许多阀门往往不能实现最佳性能，实际压力数值往往在设定
数值上下波动。品质较低的阀门和导阀对流量和阀前压力反应慢，阀后压力会超
过设定值，因此可能导致滴灌管破裂。伯尔梅特减压阀采用业内最先进的阀门技术，
能准确实现稳定的阀后压力。

控制阀通常会在系统中形成较高的水头损失，导致水泵需要增加压力输送（因此
耗费更多电力），同时造成没有足够压力到达滴头。水头损失高由阀门内部紊流
导致，此外传统球型阀门设计也增加了水头损失。伯尔梅特的控制阀采用直通流
道设计，减少紊流，具有过流量大，水头损失小的特点。

多数控制阀采用堰式设计，隔膜作为移动部件发挥两种功能：低压开启和关闭功
能（常见于灌溉场合），实现该功能隔膜应当较薄且具有弹性。严实密封避免漏
失功能，要实现该功能隔膜应当厚实坚固。多数阀门不能很好同时兼顾这些特性。
伯尔梅特的设计巧妙将两种功能分开设计，同进完美实现上述两种功能。因此伯
尔梅特阀门在工作压力范围内可以使用多年而不会出现问题。

伯尔梅特阀门材料为玻璃纤维增强尼龙和不锈钢。这两种材料可同时适用冰冻气
候、化肥混合液、泥土砂石和其他可能缩短阀门寿命的使用环境。尼龙材料抗紫
外线效果好，没有粉化现象，冬天也无需埋入地下。伯尔梅特阀门的均隔膜经过
精心设计生产，使用寿命长磨损小。金属阀门具有抗紫外线涂层保护，历久弥新。

常规空气阀可在系统注水时排出大量空气，在水泵关闭时吸入大量空气。伯尔梅
特的自动微量排气功能（组合式空气阀具有该功能）还可以不断排出灌溉系统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气泡，相比常规空气阀增加了一项非常实用的功能。气泡团积聚
于管道顶端，会造成更大的水头损失，气泡团发生移动时还会造成水锤现象。伯
尔梅特组合式空气阀可以持续不断排出气泡，可有效提高电能效率，防止发生水
锤现象。

伯尔梅特空气阀空气过流量大，可最大程度提供保护，提高灌溉系统效率。流量
规格相同时，伯尔梅特空气阀尺寸更小。管道尺寸相同时，伯尔梅特空气阀排气
性能更优，还具有防止水锤功能，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强优势。

一些空气阀在低压力时（低于 3 米）出现漏失现象，原因是空气阀低压时密封不良，
水从出口流失。此外，一些空气阀在排出大量空气时会出现持续喷水现象。

除空气阀标准功能之外，伯尔梅特空气阀还有其他功能可用于提高系统性能。
•   防水锤 － 水泵启动时空气阀浮球动作稳定，防止水锤现象。
•   防流入功能 － 空气阀安装于水泵前方，防止水泵虹吸作用受到破坏，同时排出空气。

* 该线圈的阻抗未测出

* 该线圈的阻抗未测出

 

 

传统球型阀 伯尔梅特 100 系列 

密封件 隔膜 

密封件 

隔膜 

堰式结构阀门 伯尔梅特 100 系列 电磁阀类型

S390-2W-24VAC-R 红色/红色 1.7

Inrush

0.25 0.125

ohm@20°C;
68°F

37.5

S390-2W-24VAC-D 红色/橙色 2.2 0.13 0.13 *

S390-2W-24VDC 黑色/黑色 3.6 0.18 0.18 156

S390-2W-12VDC 蓝色/蓝色 4.0 0.33 0.33 36

 

电缆颜色

吸持电流

功率(Watt) 电流(Amp)

浪涌电流

线圈阻抗

电磁阀类型

S-390-3W-24VAC-D 红色/橙色 2.2

Inrush

0.13 0.13

ohm@20°C;
68°F

37.5

S-390-3W-24VAC-D 橙色/蓝色 3.5 0.20 0.20

0.24 21

*

S-390-3W-24VAC-R 红色/红色 2.9 0.46

蓝色/蓝色 4.0 0.33

S-390-3W-12VDC
NO&NC
S-390-3W-12VDC
NO&NC

4.2 0.17 0.17

0.33

135

36
 

电缆颜色

吸持电流

功率(Watt) 电流(Amp)

浪涌电流

线圈阻抗

黑色/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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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空气阀可在系统注水时排出大量空气，在水泵关闭时吸入大量空气。伯尔梅
特的自动微量排气功能（组合式空气阀具有该功能）还可以不断排出灌溉系统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气泡，相比常规空气阀增加了一项非常实用的功能。气泡团积聚
于管道顶端，会造成更大的水头损失，气泡团发生移动时还会造成水锤现象。伯
尔梅特组合式空气阀可以持续不断排出气泡，可有效提高电能效率，防止发生水
锤现象。

伯尔梅特空气阀空气过流量大，可最大程度提供保护，提高灌溉系统效率。流量
规格相同时，伯尔梅特空气阀尺寸更小。管道尺寸相同时，伯尔梅特空气阀排气
性能更优，还具有防止水锤功能，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强优势。

一些空气阀在低压力时（低于 3 米）出现漏失现象，原因是空气阀低压时密封不良，
水从出口流失。此外，一些空气阀在排出大量空气时会出现持续喷水现象。

除空气阀标准功能之外，伯尔梅特空气阀还有其他功能可用于提高系统性能。
•   防水锤 － 水泵启动时空气阀浮球动作稳定，防止水锤现象。
•   防流入功能 － 空气阀安装于水泵前方，防止水泵虹吸作用受到破坏，同时排出空气。

* 该线圈的阻抗未测出

* 该线圈的阻抗未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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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头 产品比较

电磁头 产品比较 － 控制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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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头损失

隔膜耐用度

灌溉场合专用材料

自动排气功能

过流量大

漏失和喷射现象

高级应用

S-390-2W 电气参数和电缆最大长度计算 :

S-390-3W 电气参数和电缆最大长度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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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案例

中国部分案例 中国部分案例

中国部分案例

12”持压阀 － 新疆 控制首部采用组合式空气阀和 423 型阀门 - 广西

控制首部 - 广西香蕉种植区 210 电磁控制阀－ 云南

控制首部采用 400 系列阀门 － 广西 田间控制首部 － 广西

田间首部 － 辽宁 田间首部采用空气阀和 120-55 型阀门 - 山西

400 系列减压阀 - 甘肃 210 电磁控制阀应用于温室灌溉 - 北京

远程水力控制 - 新疆 400 系列应用于除尘系统 －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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