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30-CHI

I-30-CHI更换套件说明

REV_F

FireLock™ 751、756、758、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消防
阀的阀瓣密封或阀瓣组件的更换说明

 警告

• 在安装任何 Victaulic（唯特利）产品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所有安装说明。
• 在安装、拆除、调整或维护任何 Victaulic（唯特利）产品之前， 

请务必立即确认管道系统已完全卸压并排干积水。
• 请穿戴防护眼镜、安全帽和足部防护用品。
如果不遵循这些说明，则可能会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坏。

     

• FireLock™ 751、756、758、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消防阀只能用于依照现行适用的国家消防协会（NFPA13、13D、13R
等）标准或等效标准设计和安装，并符合相关建筑规范、消防规范的消防系统。这些标准和规范包含保护系统远离结冰温度、腐蚀、机械损
坏等方面的重要相关信息。

• 这些安装说明适用于经过培训且具有经验的安装人员。安装人员应了解本产品的用途，以及其适用于特定应用的原因。
• 安装人员应了解通用行业安全标准以及产品安装不当的潜在后果。
如果不遵循安装要求及当地、国家的规范和标准，则可能威胁系统的完整性，进而导致死亡、严重人身伤害和/或财产损坏。

阀瓣密封套件的内容
该套件可能包含三个阀瓣密封。为需要维护/维修的阀门选择正确的密封至关重要。所有密封都不可互换使用。 如果阀瓣目前使用的密封如“A”
所示，则必须使用一模一样的密封进行替换。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注释。

阀瓣密封 "A"

阀瓣密封 "A" 同时具有白色密封垫片和密封环（具体说明见第 3 页）。

此密封可用于756、758、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阀门的阀瓣， 
是唯一一款适用于上述系列所有尺寸阀门的密封。

此外，此密封还可用于 751 系列阀门的阀瓣，适用尺寸： 
1 1/2 – 3 英寸/48.3 – 88.9 毫米；8 英寸/219.1 毫米。

密封垫片

密封环

阀瓣密封 "B"

双水线底座

阀瓣密封 “B” 仅包含白色密封垫片 
（具体说明见第 3 页）。

唯一一款可用于 4 – 6 英寸/114.3 – 168.3 毫米
（包括 165.1 毫米）的751 系列阀门阀瓣的密
封；且阀门的制造日期需要在 2018 年 9 月或之
后。此外，如左图所示，这种密封仅用于包含双
水线底座的阀体。

密封垫片

阀瓣密封 "C"
阀瓣密封 "C" 是实心设计，不包含白色密封垫片和密封环 
（具体说明见第 5 页）。

密封 “C” 适用于北美 751 系列报警止回阀，适用尺寸： 
4 – 6 英寸/ 114.3 – 168.3 毫米（包括 165.1 毫米）。

适用于欧洲 751 系列报警止回阀站，适用尺寸：3 – 6 英寸/ 88.9 – 168.3 毫米
（包括 165.1毫米）。订购时必须指定 FireLock 751 系列欧洲报警止回阀站的
设计（这些阀门的盖板上有帶 VdS 和 CE 标志的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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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系统服务，进行更换阀瓣密封的准备

 警告

• 在对系统进行保养或测试之前，请通知监管当局。

• 在从阀门上拆下盖板之前，请给管道系统卸压并排干积水。

• 建筑物业主或其代表有责任维护消防系统，使之处于正常的工作 
状态。

• 为确保系统正常运行，请参阅 NFPA 25、FM 数据表或所在地
区关于阀门检查的全部要求。所在地区监管当局可能会要求更加
频繁地进行这些检查。请联系负责相关领域的监管当局确认具体
要求，并始终参考安装、维护和测试手册中的说明以了解其他要
求。

• 如果供水被污染，供水具有腐蚀性/结垢，或者存在腐蚀性气体，
应该增加检查频率。

• 任何需要停止阀门使用的活动都导致其消防作用丧失。强烈建议
在受影响区域进行消防巡逻。

未能遵循这些说明可能会造成系统故障，进而导致死亡或严重人身
伤害和财产损失。

1. 在停止使用系统之前，请通知监管当局、远程报警站监控 
人员和受影响地区的人员。

2. 将供水主管排水阀完全打开，冲洗掉供水中的所有污染物。

3. 关闭供水主管排水阀。

4. 关闭供水主管控制阀，使系统停止运行。

5. 打开供水主管排水阀。

6. 确认供水主管排水阀中没有水流出。

7. 关闭活塞注水管路球阀（756 和 758 系列）或注水管路球阀
（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

8. 打开系统主管排水阀，排干积水并释放系统空气压力。

注：如果系统运行过，打开远程系统测试阀（检查员测试连接） 
和所有辅助排水阀。

9. 关闭空气供应并打开手动报警站阀门（如适用）。

10. 按下自动排水管螺钉，消除活塞注水管路（756 和 758  
系列）或隔膜注水管路（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
中的压力。在较新的自动排水管上，此螺钉位于自动排水套管
内，可使用螺丝刀推动。确认压力表上显示为无压力。

 警告

• 在拆下盖板螺栓之前，请确认阀门完全卸压并排干积水。

如果不遵循此说明，则可能导致死亡、严重人身伤害和/或财 
产损坏。

11. 系统卸压完成之后，缓慢松开阀盖螺栓。注：在所有阀盖螺栓都
松开之前，请勿拆下任何阀盖螺栓。

12. 拆下所有阀盖螺栓以及阀盖和阀盖密封垫圈。注：1 1/2-英寸/ 
48.3-毫米和 2-英寸/60.3-毫米的 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阀门的阀盖螺栓头下有垫片。请妥善保管这些垫片，以便重
新安装。

阀闩

适用于 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阀门：向后（朝向隔膜）
推压阀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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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密封垫圈

13. 从阀体中旋出阀瓣。确认阀瓣上安装的密封类型。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阅第 1 页的“阀瓣密封套件的内容”部分。

14. 遵循以下页面中相应的更换步骤。

更换阀瓣密封 "A" 和 "B"
1. 执行“停止系统服务，进行更换阀瓣密封的准备”部分的 

步骤 1-15。

2. 从阀瓣密封上拆下密封装配螺栓/螺栓密封垫。

3. 拆下密封定位环。请妥善保管密封定位环以便重新安装。

4. 撬开旧密封垫片边缘，如上图所示。拆下并丢弃旧密封垫片。

5. 撬出旧阀瓣密封（沿着阀瓣密封“A”的密封环）。 
丢弃阀瓣密封。

 小心

• 请勿在阀体阀座环上及其附近使用溶剂或磨料。

• 只采用 Victaulic（唯特利）提供的替换零件。

未能遵循这些说明可能会造成阀门工作异常，导致财产损失。

6. 清除阀瓣上的所有异物。检查阀瓣上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新密封配
件性能的损坏。将阀体阀座环中被堵塞的所有孔口 
清洁干净。请勿使用溶剂或磨料。如果需要更换阀瓣，请联系 
Victaulic（唯特利）并按照“拆卸和更换阀瓣组件”部分进行 
操作。

对于阀瓣密封 "A"：确认密封环正确安装在新阀瓣密封中，如上图所
示。密封环的较小直径必须朝向阀瓣密封的密封表面安装。

阀瓣密封较大直
径一侧

较小直径一侧
的密封环和阀
瓣密封

阀瓣密封的密
封面（面向阀
瓣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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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心地将新阀瓣密封装入阀瓣中。 
对于阀瓣密封 "A"：确认密封环完全咬合到阀瓣中。

8. 将密封定位环（平面朝下）放在阀瓣密封的密封垫片上，如上图
所示。将密封装配螺栓/螺栓密封装入密封定位环和阀瓣中。

9. 将密封装配螺栓/螺栓密封拧紧至此页表中列出的扭矩值，以确保
正确的密封。

阀瓣密封“A”要求的密封装配螺栓/螺栓密封扭矩 

公称尺寸（英寸或毫米） 要求的扭矩（英寸-磅/牛顿·米）

1 1/2 40
5

2 40
5

2 1/2 90
10

76.1 毫米 90
10

3 90
10

4 110
12

165.1 毫米 160
18

6 160
18

8 160
18

阀瓣密封“B”要求的密封装配螺栓/螺栓密封扭矩

公称尺寸（英寸或毫米） 要求的扭矩（英寸-磅/牛顿·米）

所有尺寸 75
9

10. 按照“安装阀盖”部分中的所有步骤进行操作。

更换阀瓣密封 "C"
1. 执行“停止系统服务，进行更换阀瓣密封的准备”部分的步骤 1-15。

2. 从阀瓣密封上拆下密封装配螺栓/螺栓密封。

3. 拆下密封定位环。请妥善保管密封定位环以便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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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阀瓣上拆下旧的实心阀瓣密封并丢弃。

 小心

• 请勿在阀体阀座环上及其附近使用溶剂或磨料。

• 只采用 Victaulic（唯特利）提供的替换零件。

未能遵循这些说明可能会造成阀门工作异常，导致财产损失。

5. 清除阀瓣上的所有异物。检查阀瓣是否存在可能影响新的实心
阀瓣密封性能的损坏。将阀体阀座环中被堵塞的所有孔口清
洁干净。请勿使用溶剂或磨料。如果需要更换阀瓣，请联系 
Victaulic（唯特利）并按照“拆卸和更换阀瓣组件”部分进行 
操作。

6. 将新的实心阀瓣密封装入阀瓣中，如上图所示。注：确认密封唇 
朝上。

7. 将密封定位环（平面朝下）放在实心密封上，如上图所示。

8. 将密封装配螺栓/螺栓密封装入密封定位环和阀瓣中。将密封装 
配螺栓/螺栓密封拧紧至最大 70 英寸-磅/8 牛顿•米，以确保正 
确密封。

9. 按照“安装阀盖”部分中的所有步骤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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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和更换阀瓣组件
1. 执行“停止系统服务，进行更换阀瓣密封的准备”部分的步骤 1-13。

2. 从阀体上拆下带有 O 形密封环的阀瓣转动轴轴套（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或阀瓣转动轴定位塞（751、756、758 系列）。

3. 拆下阀瓣转动轴。

 对于 764、768/768N、769/769N 系列阀门：拆卸阀瓣转动轴
时，阀瓣弹簧将掉落。请妥善保管阀瓣弹簧，以便重新安装。

 对于 751、756、758 系列阀门：拆下阀瓣转动轴时，两个垫片 
和阀瓣弹簧将掉落。请妥善保管垫片和阀瓣弹簧，以便重新安装。

4. 从阀体阀座环上拆下阀瓣组件。 
将阀体阀座环中被堵塞的所有孔口清洁干净。请勿使用溶剂或磨料。

 小心

• 请勿在阀体阀座环上及其附近使用溶剂或磨料。

• 只采用 Victaulic（唯特利）提供的替换零件。

未能遵循这些说明可能会造成阀门工作异常，导致财产损失。

5. 将新的阀瓣组件放到阀体阀座环上。确认阀瓣转动臂上的孔口对
准阀体上的孔口。

6. 对于 764、768/768N、769/769N 系列阀门：将阀瓣转动轴的
一半插入到阀体中。

 将阀瓣弹簧安装到阀瓣转动轴上。确认阀瓣弹簧圈朝向阀瓣， 
如上图所示。

 将整个阀瓣转动轴装入阀瓣转动臂和阀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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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对于 751、756、758 系列阀门：将阀瓣转动轴放入阀体中，并
将一个垫片放在阀瓣和阀体之间，如上图所示。

 将阀瓣弹簧安装到阀瓣转动轴上。确认阀瓣弹簧圈朝向阀瓣，如
上图所示。

 将另一个垫片放在阀瓣和阀体之间。将整个阀瓣转动轴装入阀瓣
转动臂和阀体中，如上图所示。

7. 对于 764、768/768N、769/769N 系列阀门：确认每个阀瓣轴
衬套上都安装了 O 形密封环。

 在每个阀瓣轴衬套（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或阀瓣
轴定位旋塞（751、756、758 系列）上涂抹螺纹密封剂。将阀瓣
轴衬套或阀瓣轴定位旋塞装入阀体中，用手拧紧。

8. 对于 764、768/768N、769/769N 系列阀门：拧紧阀瓣转动轴
衬套，直到与阀体产生金属间接触为止。拧紧阀瓣轴衬套时，扭
矩不得超过 10 英尺·磅 / 14 牛顿·米。

 对于 751、756、758 系列阀门：拧紧阀瓣转动轴定位旋塞，直
到与阀体产生金属间接触为止。

9. 检查阀瓣是否运动自如。

10. 按照“安装阀盖密封垫圈和阀盖”部分更换阀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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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Lock™ 751、756、758、764、768/768N 和 769/769N 系列消防
阀的阀瓣密封或阀瓣组件的更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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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阀盖密封垫圈和阀盖

 小心

• 只采用 Victaulic（唯特利）提供的替换零件。

未能遵循本说明可能会造成阀门工作异常，导致财产损失。

1. 检验阀盖密封垫圈完好无损。如果发现密封垫圈撕裂或磨损， 
请使用 Victaulic（唯特利）提供的新密封垫圈予以更换。

2. 将阀盖密封垫圈的孔口对准阀盖的孔口。

3. 将一个阀盖螺栓插入阀盖和阀盖密封垫圈中，便于对中。
对于 1 1/2-英寸/48.3-毫米和 2-英寸/60.3-毫米 764、 
768/768N、769/769N 系列阀门尺寸：必须在每个阀盖螺栓头的
下方重新安装垫片。

 小心

• 请勿将阀盖螺栓拧得过紧。

未能遵循本说明可能会造成阀盖密封垫圈损坏，导致阀门泄漏。

4. 将阀盖/阀盖密封垫圈对准阀门。确认阀瓣弹簧臂旋转到安装 
位置。将所有盖板螺栓都拧入阀盖/阀体中。

5. 对角交替均匀地拧紧所有阀盖螺栓。有关所需的扭矩值，请参阅
下面的“所需的阀盖螺栓扭矩”表。请勿将阀盖螺栓拧得过紧。

所需的阀盖螺栓扭矩

公称尺寸 
（英寸或毫米）

要求的扭矩 
（英尺-磅/牛顿·米）

1 1/2 30
41

2 30
41

2 1/2 60
81

76.1 毫米 60
81

3 60
81

4 100
136

165.1 毫米 115
156

6 115
156

8 100
136

6. 按照随阀门提供的相应安装、维护和测试手册中的“将系统投入
使用”部分将系统重新投入使用。这些手册可以在 victaulic.com 
下载或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下载。

扫描适用的二维码以获取安装、 
维护和测试手册以及其他出版物

报警阀 干式阀

雨淋阀 预作 
用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