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限制用户过量用水需求 

■  控制管道注水速度 

■  水泵过载及气蚀保护 

■  实现工作阀门使用切换 
■  选择系统流量 

 
 
 

770-55-U 型流量控制阀是一款液压驱动的隔膜式水力控制

阀，具有电磁阀控制装置。无论用水需求或系统压力如何波

动和变化，该款阀门均可保持预先设置的最大流量。阀门可

通过电信号控制开启或关闭。 
 
 
 
 
 

产品特性和优点 
 

n Line pressure driven – Independent operation 
n Hydraulic flow sensor (upstream installation) 

o No moving parts 
o No electronic components 
o No need for flow straightening 

n Solenoid controlled 
o Low power consumption 
o Wide range of pressure and voltage 
o Normally Open, Normally Closed or Last Position 

n In-line serviceable – Easy maintenance 
n Double chamber design 

o Moderated valve reaction 
o Protected diaphragm 

n Semi-straight  flow – Non-turbulent flow 
n Stainless Steel raised seat – Cavitation damage resistant 
n Obstacle free, full bore – Uncompromising reliability 
n V-Port Throttling Plug – Low flow stability 

主要可选功能特性 
 
n Flow control (constant downstream pressure) – 727-U 
n Solenoid control & check feature – 770-25-U 
n High sensitivity pilot – 770-55-12-U 
n Pressure Reducing – 772-U 
n Electric override – 770-59-U 
n Level & flow control valve – 757-U 
n Pump & flow control valve – 747-U 
n Electronic control valve – 718-03 
 
 
      See relevant BERMAD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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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控制阀 
具有电磁阀控制装置 

型号: 770-55-U 

■ 系统压力驱动，独立操作 
■ 流量感应装置（安装于上游） 
      □ 无活动部件 
      □ 无电子部件 
      □ 无需整流 
■ 电磁阀控制 
      □ 能耗低 
      □ 适用的压力和电压范围广 
      □ 阀门位置分为常开、常闭或上次最终位置 
■ 在线维护，维修方便 
■ 双腔式设计 
      □ 阀门可平缓调节 
      □ 隔膜受到良好保护 
■ 半直流型过流设计，无紊流 
■ 不锈钢凸起式阀座，防止气蚀 
■ 全通径设计，阀口无阻隔，具有出色的可靠性 
■ 可增加 V 型节流塞，保持低流量稳定性 

■ 流量控制（固定阀后压力） – 727-U 
■ 电磁阀控制，具有止回功能 – 770-25-U 
■ 具有高灵敏度导阀 – 770-55-12-U 
■ 减压 – 772-U 
■ 电力复位 – 770-59-U 
■ 液位和流量控制阀 – 757-U 
■ 具有水泵控制和流量控制功能 – 747-U 
■ 数字控制阀 – 718-03 
 
如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伯尔梅特相关文件资料。 
 



 

 

 
 

 

 
 

工作原理 
 

770-55-U 型阀门由导阀控制，配有可调式2通流量导阀、导流孔组件和电磁阀导阀。 
水流从阀门进水口连续地通过针阀[1]进入上控制腔[2]。导阀[3]感应导流孔板组件[4]前后的压差，配合电磁阀[5]对上控制腔压力

的排出进行控制。导流孔前后压差升高超过导阀设置值时，导阀缓闭，上控制腔压力增大，主阀随之缓闭，从而流量限制在设

置范围内。导流孔压差低于导阀设置值时，导阀使上控制腔压力排出，主阀调节开启。电磁阀关闭时，上控制腔压力增大，主

阀随之关闭。 
阀门位置分为常开、常闭和上次最终位置，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针阀控制关闭速度。 
一通流量控制针阀[6]可限制控制腔水流的排出，稳定阀门动作。利用球阀[7]可手动关闭阀门。 
 
 

 

 
 
 

 

  
 

 
 

 
 

 
 
 
 

  
 
 
 
 
 
 
 
 

 
 

导阀系统规格 
 

Standard Materials: 
Pilot: 
Body: Stainless Steel 316 or Bronze 
Elastomers: Synthetic Rubber 
Spring: Stainless Steel 
Solenoid: 
Body: Brass or Stainless Steel 
Elastomers: NBR or FPM 
Enclosure: Molded epoxy 
Tubing & Fittings: 
Stainless Steel 316 or Copper & Brass 
Accessories: 
Stainless Steel 316, Brass and Synthetic 
Rubber Elastomers 
Orifice Assembly: 
Body: Fusion Bonded Epoxy Steel or Stainless Steel 
Orifice Plate: Stainless Steel 

 
 

 
 
Solenoid Electrical Data: 
Voltages: 
(ac): 24, 110-120, 220-240, (50-60Hz) 
(dc): 12, 24, 110, 220 
Power Consumption: 
(ac): 30 VA, inrush; 15 VA (8W), holding or 

70 VA, inrush; 40 VA (17.1W), holding 
(dc): 8-11.6W 
Values might vary according to specific solenoid model 

Notes: 
n Orifice diameter is calculated for each valve. 
n Flow Setting Range: 

(-)15% & (+)25% from predetermined flow 
n The orifice additional head loss is 0.2 bar ; 2.8 psi 
n Orifice assembly adds 25mm ; 1” to valve length 
n Recommended continuous flow velocity: 

0.3-6.0 m/sec ; 1-20 ft/sec 
n Minimum operating pressure: 0.7 bar ; 10 psi. 

For lower pressure requirements consult factory 
n When minimum head loss is essential and flow velocity 

is higher than 1.0 m/sec, consider using the Model 770-j 
equipped with a pitot tube flow sensor and high sensitivity 
flow pilo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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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770-55-U 

电磁阀通电 
流量控制模式 

电磁阀断电 
阀门关闭 

标准材料: 
导阀: 
阀体: 316 不锈钢或青铜  
弹性部件: 合成橡胶  
弹簧: 不锈钢 
电磁阀: 
阀体: 黄铜或不锈钢  
弹性部件: 丁晴橡胶或氟橡胶  
壳体: 模压环氧树脂 
配管及接头: 
316 不锈钢或红铜和黄铜 
配件: 
316 不锈钢、黄铜和合成橡胶弹性部件 
导流孔组件: 
主体: 熔结环氧涂层钢或不锈钢 
导流孔板: 不锈钢 

电磁阀电气参数:  
电压: 
(ac): 24, 110-120, 220-240, (50-60Hz)  
(dc): 12, 24, 110, 220 
功耗: 
(ac): 30 VA, 浪涌电流; 15 VA (8W), 吸持功率或 
70 VA, 浪涌电流; 40 VA (17.1W), 吸持功率 
(dc): 8-11.6W 
电磁阀型号不同，数值可能不同 
 
注： 
■ 每台阀门的导流孔组件直径经过计算得出。 
■ 流量设置范围： 
阀门预设流量(-)15%和(+)25% 
■ 导流孔增加的水头损失为 0.2 bar ; 2.8 psi 
■ 使用导流孔组件时，阀门长度增加 25mm ; 1" 
■ 建议流速为 0.3-6.0 m/sec ; 1-20 ft/sec 
■ 最小工作压力为 0.7 bar ; 10 psi。如需更低工作压力的阀门，

欢迎联系我们。 
■ 水头损失最小而流速高于 1.0 m/sec 时，可考虑采用 770-j 型
阀门。该阀门配备皮托管流量感应装置和#7 型高灵敏度导阀。
 



 

 

 
 

 

 
 
 

典型应用 
 

阀门并联式安装 
配水管网中，由于工况需要往往要进行流量分区。利用导流孔可使流量控制阀实现±15%的调节范围。两台 770-55-U 型阀门并

联安装时具有以下功能： 
■ 限制多个压力区的流量 
■ 平衡各阀门的工作时间 

 
 

 
 

 
 
 
 
 
 
 
 
 

 
 

 
 
 

 
过滤系统 
过滤器组作为水处理系统一环时，经过任何一个过滤器的流量过大时可能导致以下问题： 
■ 过滤载荷分布不均，造成堵塞现象 
■ 过滤器效率降低 
■ 滤料结构受到破坏 
770-55-U 型阀门[V2]可使经过每个过滤器的流量保持预先设置的最大值。电磁阀控制装置逐个中断过滤器过滤过程，以便

进行定期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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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770-55-U 

73Q 型快速泄压阀 

70F 型过滤阀 

770-55-U 型流量控制阀 
具有电磁阀控制装置 

[V1] 未处理水进水阀门 - 710 型（常开） 
[V2] 已处理水出水阀门 - 770-55-U 型（常开） 
[V3] 反冲洗进水阀门 WW-710 型（常闭） 
[V4] 反冲洗出水阀门 - 727-55-U 型（常闭） 
[V5] 漂洗水出水阀门 - 727-55-U 型（常闭） 
[V6] 洗涤排放阀 - 710-B 型（常闭） 
[V7] 净化空气进气阀 - 7710-B 型（常闭） 

如需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伯尔梅特相关文件资料。 



 

 

 

 
 

技术参数 
 

Size Range: DN40-900 ; 11/2–36” 
压差计算  

Q 
 

End Connections  (Pressure Ratings): 
Flanged: ISO PN16, PN25 (ANSI Class 150, 300) 

∆P  =  
(Kv;Cv)2 

Threaded: BSP or NPT 
Others: Available on request 
Valve Patterns: “Y” (globe) & angle, globe (DN600-900 ; 24”-36”) 
Working Temperature: Water up to 80°C ; 180°F 
Standard Materials: 
Body & Actuator: Ductile Iron 
Internals: Stainless Steel, Bronze & coated Steel 
Diaphragm: Synthetic Rubber Nylon fabric-reinforced 
Seals: Synthetic Rubber 
Coating: Fusion Bonded Epoxy, RAL 5005 (Blue) approved for 

drinking water or Electrostatic Polyester Powder 

∆P =  Differential Pressure for fully open valve (bar; psi) 
Q   =  Flow rate (m3/h; gpm) 
Kv =  Metric system - valve flow coefficient 

(flow in m3/h at 1 bar ∆P with 15°C water) 
Cv =  US system - Valve flow coefficient 

(flow in gpm at 1 psi ∆P with 60°F water) 
Cv = 1.155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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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阀门全开时的压差  (bar; psi) 
Q  =  流量 (m3/h; gpm) 
Kv =  公制阀门流量系数 
       （水温为15°C，阀门两端压差∆P为1 bar时， 
         水流每小时经过阀门的流量，以m3/h计） 
Cv =  美制阀门流量系数 
        （水温为 60°F，阀门两端压差∆P 为 1 psi 时， 
          水流每小时经过阀门的流量，以 gpm 计） 
          Cv = 1.155 Kv 

本文件内容变更时概不另行通知。如有错误，伯尔梅特恕不担责。伯尔梅特版权所有©。

info.cn@bermad.com ● www.berm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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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 / 尺寸 

DN / 尺寸 

Kv/Cv-平面阀盘 
Kv/Cv-节流塞 

Kv/Cv-Y 型，平面阀盘 
Kv/Cv-Y 型，节流塞 

重量 (Kg/lb) 

重量 (Kg/lb) 

重量 (Kg/lb) 

重量 (Kg/lb) 

重量 (Kg/lb) 

重量 (Kg/lb) 

重量 (Kg/lb) 

重量 (Kg/lb) 

订购时请注明： 
 
■     尺寸 
■     主要特性 
■     其他特性 
■     阀门形式 
■     阀体材料 
■     连接形式 
■     涂层 
■     电压和主阀位置 
■     配管和接头材料 
■     工作参数（取决于型号） 
■     压力参数 
■     流量参数 
■     蓄水池液位参数 
■     设置值 
 
*   请参阅伯尔梅特供水系统阀门订购指南

流量参数和尺寸参数表 

尺寸范围: DN40-900 ; 1½ –36” 
连接形式 (压力等级): 
法兰连接: ISO PN16, PN25 (ANSI 150, 300 级) 
螺纹连接: BSP或NPT 
可提供其他连接形式 
阀门形式: Y型(球形阀体)和角型，球型(DN600-900 ; 24”-36”) 
工作温度: 水温达 80°C ; 180°F 
标准材料: 
阀体和驱动装置: 球墨铸铁 
内部部件: 不锈钢、青铜和涂层钢材料  
隔膜: 合成橡胶、尼龙纤维  
密封圈: 合成橡胶 
涂层: 熔结环氧涂层，RAL 5005 (蓝色)，可用于饮用水；静电喷涂
聚酯粉末涂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