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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工程数据表，获得最低水源流量。

商业排放管件

软管阀歧管
软管阀歧管为所需数量的软管阀提供必要的出口。软管阀歧管
为derby型，安装在建筑物外部。建筑物内部需要接头的情况
非常少见，而在此时，derby型可安装在商用三通上，效果令
人满意。

软管阀

主泄压阀

排放三通（异径）

铸造黄铜软管阀歧管
（通常连接两三个阀门）

泄压阀三通

装配式钢质软管阀歧管
（通常连接四个或更多阀门）

由柴油机和汽轮机等可调速驱动器驱动的泵都应配备主泄
压阀。对于由恒速驱动器驱动的泵，如果最大工作压力，
即泵关闭时的压力，超过系统设计运行压力，则也应配备
主泄压阀。

2K"配有盖子和链条的闸
阀式软管阀

2K"配有盖子和链条的
截止阀式软管阀

NFPA标准要求，每250GPM的流量，都应配备一个经批准
的22K"软管阀。

软管阀主要用于泵的现场测试，但有时也可用于实际灭火。
如果没有这种软管连接，就不可能在不淹没保护区域的情况
下对某些安装中的装置进行现场测试。

这些阀门还配有盖子和链条。

标准商业管件用于为主泄压阀提供方便的安装位置，并使泵的
排放尺寸适应所需的最小排放管尺寸。基本布置包括排放三通
（异径）和泄压阀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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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压阀排放锥

排气阀

流量计
经当地批准，可用流量计代替软管阀进行测试。

gpm

泄压阀
（OCV先导式）

法兰式开放锥

法兰式文丘里流量计
(gerand)

泄压阀
（kunkle弹簧式）

所用的法兰式封闭泄压锥

Annubar流量传感器
（dieterich标准鹰眼）

泄压阀应在操作人员视线范围内通过锥或漏斗将废料排
入开放管道。如果阀门存在背压，则必须使用带观察镜
的封闭锥，并在安装前咨询当地保险巡视员。如果泄压
阀排至地下排水管，则应注意将蒸汽排至足够远处，以
免其通过锥进入泵房。

如下泄压阀排放锥或溢流锥可供选择：

开放锥的开口位置经过设计，可减少飞溅，同时让操作
人员看到经开放锥所浪费的水。仅当不可能存在背压时
才使用开放锥；如果存在背压，则应使用封闭锥。封闭
锥配有观察镜，操作人员可经此看到浪费的流体。

溢流锥具有适宜连接管件的入口，出口等于或大于NFPA
标准规定的最小废料管道尺寸

根据NFPA标准要求，对于所有立式消防泵，都应在排放管
道的最高点安装一个1K"或更大的自动排气阀。该阀的作
用是在泵启动时排出柱管和排放头中的空气，在泵停止时
吸入空气以消除真空。为满足该要求，需安装一个普通
1K"旋启式止回阀，这种止回阀垂直逆向安装。空气不会
使阀门关闭，但水压可以；因此，排气阀可在泵启动时快
速排出空气，在泵停止时快速吸入空气，在排放管道承压
期间始终保持关闭状态。

排气真空阀 排气阀异径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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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检测装置

排放压力表

滴水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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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检测装置套件
（用于深井泵） 滴水球阀

压力表3K"
可提0-200,0-300,0-400

和0-600psi。

NFPA标准要求，安装在湿井中的所有立式消防泵，都应配
备合适的水位检测装置。该装置包括高度计和管件、手动泵
和铜管或镀锌管。水位检测装置应永久安装。

若软管阀集管因位于建筑物外部或距离泵较远而有结冰危险，
则应在软管阀集管的管道上安装所示滴水球阀或蝶阀和排水
阀或滴水球阀。该阀门应位于管路上靠近泵的位置。

NFPA标准要求，安装在湿井中的所有立式消防泵，都应配
备合适的水位检测装置。该装置包括高度计和管件、手动泵
和铜管或镀锌管。水位检测装置应永久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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