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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安裝此閥完全依據國家或地方對於水的規範、符號和規

則。 

-確保此閥在安裝、執行任務和維修的品質。 

-必須安裝逆止閥在此閥兩側、以避免蒸汽進入冷水的系

統及冷水管線，因為兩者均會造成危險。 

-必須安裝過濾器於閥兩側，以防止管線中的破片進入混

合閥和逆止閥。 

-使用此閥必須在規範狀況下。 

絕不 

-使用在過熱蒸汽。 

-使用此閥於直接洗澡、沐浴和洗手。 

-使用此閥於補助管線且未經過Dyna-fluid公司或代理商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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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作原理 

    此 Dynafluid 2000 型蒸汽/水混合閥是被設計在提供即時且

經濟的熱水。而它的熱水溫度可以調整至所需要的，由溫度調整

鈕調整，順時針則熱水溫度增加。當熱水出口打開，冷水流入此

閥，這個改變使得差壓上升而閥的活塞把蒸汽閥推離閥座。一旦

此出口關閉此差壓值消失，則一個強壯的彈簧把活塞推回而且完

全地關閉蒸汽。因此沒有冷水時則蒸汽也不能從出口端洩漏。 

 

 

注意:最小的冷水入口與熱水的出口差壓為 1.0bar(kg/cm2)，此差

壓才能推升活塞及打開蒸汽閥，否則僅能從此混合閥得到冷

水。 

 

 

 

 

 

 

 

 

 

 

3.操作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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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最小流量 

請參考 固定的負載彈簧 在 4.2章。 

3.2壓力 

水 :最小壓力 2kg/cm2，最大 10.0 kg/cm2。 

蒸汽 :最小壓力 1kg/cm2，最大 10.0 kg/cm2。 

3.3壓損 

    在混合閥兩端其最小壓損必須在 1.0ber 以確保蒸汽

閥被打開。最大壓損比為 10:1 相對於水和蒸汽。壓損比

是水相對於蒸汽的比率，及出口端被限制所導致的背壓。 

例如 1. 

(a)水壓力 3 kg/cm2 

(b)蒸汽壓力 4 kg/cm2 

(c)背壓 2 kg/cm2 

壓損比=(a)-(c):(b)-(c)=3-2:4-2=1:2 此閥將安全的

動作。 

例如 2. 

(a)水壓力 2.5 kg/cm2 

(b)蒸汽壓力 8 kg/cm2 

(c)背壓 2 kg/cm2 

壓損比=(a)-(c):(b)-(c)=2.5-2:8-2=1:12 

此閥將無法安全的動作，因為壓損比超過蒸汽。 

    在出口端太多的限制是不允許的。例如:孔太小的水槍、背太

高、非常長的水管和管線。 

4.按裝前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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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確認蒸汽壓力 

    Dynafluid 2000型混合閥必須在三個固定的負載彈簧

選其一，以達到最大效率和安全，其使用蒸汽壓力範圍從

1kg~10kg，不同值的彈簧適合蒸汽壓力，而且在安裝之前

必須選擇一個正確的值裝入於閥內。 

    中間值的彈簧(3.5~7.0 kg/cm2)在工廠就預先裝在閥

內，而低值的彈簧(1~3.5 kg/cm2)假如操作狀況被確認

了，也可以提供。 

4.2選擇固定的負載彈簧 

    從下表中由顏色和刻度可以正確指出每一個尺寸。在

每一案子中，最小流量永遠被要求達到，以確保蒸汽閥可

以打開。 

閥的尺寸 彈簧值 
蒸汽壓力 

(kg/cm
2
) 

顏色符號 凹痕記號 
最小流量 

(升/分鍾) 

1/2” 高 7.0-10.0 黃 3 4.5 

1/2” 中 3.5-7.0 綠 2 2.7 

1/2” 低 1.0-3.5 黑 1 2.7 

      

3/4” 高 7.0-10.0 紅 3 8.2 

3/4” 中 3.5-7.0 藍 2 6.8 

3/4” 低 1.0-3.5 白 1 6.2 

      

1” 高 7.0-10.0 紅 3 36.3 

1” 中 3.5-7.0 藍 2 31.8 

1” 低 1.0-3.5 白 1 27.2 

      

1-1/2” 高 7.0-10.0 紅 3 54.4 

1-1/2” 中 3.5-7.0 藍 2 54.4 

1-1/2” 低 1.0-3.5 白 1 54.4 

4.3更換固定的負載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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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換彈簧之前，其程序必須先關閉水及蒸汽的入口隔離

閥，而且打開出口端，以便洩掉在閥內的壓力。 

(a)旋轉溫度控制旋鈕到最熱的位置。 

(b)移開在控制旋鈕旁的不銹鋼螺絲，而且移開調整旋鈕。 

(c)由反時針方向從閥体上移開上面的蓋子。 

(d)拿出大的固定負載彈簧。 

(e)換上正確的彈簧。 

(f)重新組合閥体上的蓋子及調整旋鈕，再重新組裝時，

必須確認小的蒸汽閥的彈簧在正常的位置，而不是平擺

在閥上。 

(g)更換在此閥底的名牌。 

 

 

 

 

 

 

 

 

 

 

5.安裝 

5.1 Dynafluid 2000 閥能夠被安裝於任何方向，確保蒸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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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近於供應來源。通常蒸汽在左邊、水在右邊。 

5.2此閥有兩個出口，上端和下端，提供栓塞關閉不用的出口，

若二個出口同時使用則必須提供足夠的壓力。而且在使用

一個出口時，此流量必須維持在最小流量以上。 

5.3 在蒸汽和水的兩端必須使用過濾器，而其濾網為 40 目

(Mesh)，確保 Dynafluid 2000 混合閥能夠免除管線內破

片所造成的故障，假如有需要，Dynafluid 2000 有庫存

不同細度的過濾器。在配管完成後，必先行清管，然後再

安裝此閥。 

5.4再 Dynfluid 2000混合閥每一個進口端必須設隔離閥，以

保護在維修或更換中可以中斷蒸汽和水。 

5.5此混合閥提供平面的由任接頭，以方便安裝而且使得此閥

容易從管線上移至維修場所。 

5.6在 Dynfluid 2000混合閥每一個進口端必須裝設逆止閥，

而每一個閥僅能提供一個逆止閥裝設於蒸汽入口端，是為

了防止水進入蒸汽管線中。 

5.7 開/關式控制閥必須安裝於熱水出口端，此閥最好是閘閥

或者板機式噴槍。 

5.8此混合閥提供一個支架及三個固定螺絲，因此此閥可以被

安裝牆壁表面或平板上。 

5.9特別地，假如混合閥經過一段時間沒有使用，則為防止冷

凝水所造成的危害，所以我們推薦在蒸汽進口端附近裝設

一個蒸汽祛水器。 

 

5.10請參考下列安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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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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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安全地測試程序。 

6.1.1 在此閥的使用期間為了隨時安全地測試，則高品質的

手套和安全鏡是必須穿戴。 

6.1.2 打開蒸汽入口端的隔離閥，但是在冷水端的隔離閥是

完全關閉。 

6.1.3 小心地打開出口端(閘閥、水槍或類似器)，此時將無

流体流出。假若有蒸汽溢出，及馬上關閉隔離閥而且

參考故障排除-第七章。 

6.1.4 假若無流体流出，則打開冷水端的隔離閥而且進入下

一步驟。 

6.2設定溫度。 

6.2.1 從溫度控制旋鈕旁移開螺絲而且順時針旋到底，則最

熱。 

6.2.2移開冷水入口蓋，而且以反時針方向打開旁通閥。 

6.2.3 完全打開使水全流量而且檢查熱水溫度，假使溫度太

低，則順時針調整水的入口閥，直到所需要的最高溫

度。 

6.2.4 假若熱水溫度太高，反時間方向調整溫度旋鈕，直到

所需的溫度。 

6.2.5把調整鈕螺絲和入口制止器放回原位。 

6.3設定流量。 

6.3.1 在某些案例，從實際應用狀況有可能需要增加或減少

流量，因此必須增加或減少壓力。 

6.3.2 在這個案例，移開入口的制止器而且調整入口側，順

時針方向為減少流量，反之為增加，然後制止器放回

原位。 

6.3.3 調整流量則將改變溫度設定。調整溫度旋鈕，順時針

增加溫度，反時針減少溫度。 

7.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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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候 造成原因和正確動作 

水從溫度調整旋鈕下方溢出 密封圈  洩漏當混合閥操作一段時間後，在
柱軸的密封圈會有些微量的洩漏，因此向下
旋緊螺絲，若繼續洩漏，則會造成控制旋鈕
過熱而停止不動。 
注意:再操作一段時間後，必須檢查柱軸的
密原圈。 

混合閥只提供冷水 背壓太高  因為出口端限制太多，造成背壓
太高，因此無法在混合閥有 1bar 的壓差。如
何驗證，則不需連接出口管線，假如有熱水
出來，則必須更換配管，解除太多束縛。 
 
流量太低  檢核安裝方式是否符合混合閥的
最小流量。(參表一)如果不是，調整輸入閥
而增加流量，直到蒸汽閥門被打開，使熱水
流出，或者選其一更換比較小尺寸的混合
閥，適合其原先流量。 
 
沒有蒸汽到達混合閥  檢查蒸汽端的隔離閥
是否打開，過濾器是否阻塞及逆止閥方向是
否正確。 
 
選錯固定的負載彈簧  檢查壓力和流量是否
適合閥內的固定的負載彈簧(參考表一)，假
如彈簧太硬，則更換一個比較低值的彈簧(參
考 4.3 節)。 

熱水溫度太低 選錯固定的負載彈簧  檢查壓力和流量是否
適合閥內的固定的負載彈簧，假如彈簧太
硬，則更換一個比較低值的彈簧(參考 4.3
節)。 
 
流量設定太高  順時針旋鈕旋轉溫度控制旋
鈕，以得到最太的蒸汽輸入。假使溫度太低，
則移開冷水輸入端的蓋子且順時針旋轉直到
達到所需要的溫度。 
 
冷水壓力太高  在完成以上的程序後，溫度
還是太低，則這表示冷水進入超出蒸汽壓力
可以加溫的量，因此這冷水的壓力必須減
低，加裝一個減壓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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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水在蒸汽管線中  冷凝水在蒸汽管線
中，將減少蒸汽加熱冷水中的效率。因此蒸
汽祛水器將按裝在入口端的管線，以便把冷
凝水排掉。 

熱水溫度太高 溫度控制旋鈕位置不正確  此混合閥提供設
定最高溫的控制旋鈕，在順時針底。反時針
旋轉則溫度會降低，假若反時針到低還是無
法達到，拿掉旋蓋，轉動旋軸重新裝上，則
得到一個新的位置，得到更長的逆時針轉
動。而這種操作可以重複使用。 
 
冷水壓力不穩定波動  冷水端的壓力，常因
不同的地方用水而使進入閥的水壓不穩定，
若要改善此情況，加裝一個平衡桶和加壓泵。 
 
冷水的壓力太低  檢查冷水端的隔離閥是否
全開，過濾器是否部份阻塞且逆止閥是否全
開。 
 
結垢及污物  可能因為結垢和污物而導致蒸
汽閥永遠開著，或者蒸汽閥門活塞沒辦法自
由活動。因此此混合閥必須清潔。 
 
選錯的負載彈簧  同上。 
 
蒸汽壓力太高  假如蒸汽壓力超出負載彈簧
的最高值，則鍋爐的蒸汽壓力要降低。 

混合閥溢出蒸汽 選錯的負載彈簧  同上。 
 
裙型活塞版梗開著  一般正常的活塞是可以
自由活動(行程大約 5mm)，假如不能自由移
動，則活塞需要打開且清洗。 
 
蒸汽閥座損壞  可能因為鋒利的碎片經過蒸
汽閥，而導致其閥座損毀，因此需要更換其
蒸汽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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