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2 Z2/3 E25关键词 机器 石油类/天然气 通用机械P-06

无需电力驱动的蒸汽冷凝水回收泵（机械泵）

TLV Co., Ltd.

封闭式系统

开放式系统

GP/GT系列

1.3 注水（排气）过程

2.泵水（动力介质） 过程

TLV PowerTrap® GP/GT系列

● 根据排量大小，提供不同型号的产品
该系列标准产品最小冷凝水排量为250kg/h，最大可达9,000kg/h。
除了单纯的机械泵 GP系列之外，还有内置蒸汽疏水阀的
GT可供选择。因此可根据用汽设备的使用工况来选择合适
的型号，不仅实现了冷凝水的排放，同时可以用于了冷凝水
的回收，大大节省了整体运行成本。

● 全球首创内置蒸汽疏水阀的动力机械泵（GT系列）
动力机械泵无需电力驱动即可实现冷凝水回收，因此运行成
本比使用电动离心泵低很多，而且无需担心电动离心泵的诸
多故障问题，如汽蚀等问题。

● 结构紧凑、功能齐全的GT5C
GT5C不仅简化了布管和安装，同时超低的注水水头需求
（仅170 mm）更是其最大的卖点。此外，GT5C可实现在线
维护和更换。

● 消除滞留
即使用汽设备没有压差，PowerTrap 也能实现冷凝水的排
放，消除了滞流，防止水锤隐患，确保换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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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制造业和楼宇制暖制冷中，
需要使用大量的蒸汽作为加热
源。使用蒸汽就会产生冷凝
水。由于冷凝水温度较高并且
可以再利用回收水，所以以前
一直使用电泵用于回收。
为了不使用电力来回收冷凝
水，一种新型的、使用机械原
理的回收泵应运而生。因为其
易于安装的特性，之前难以回
收的冷凝水得以重新利用，并
充分利用其中的剩余能量。

运行原理
1. 当冷凝水通过入口止回阀进入

PowerTrap 时，浮球在浮力作用下
浮起，泵内气体从排气管中排出。

●GT系列 —当 P1 > Pb（入口压力
大于背压时）冷凝水进入泵内，浮球
浮起，内置疏水阀打开冷凝水从泵中
排出（疏水阀功能）。

● GP/GT系列 —当 P1 ≤ Pb时，冷
凝水无法排放而在泵内积存。

2. 当浮球升至最高位置时，联动的弹
压机构就会动作，在关闭排气阀的
同时，打开动力介质进汽阀；随着
动力介质在泵内压力升高并超过背
压，此时入口止回阀关闭，出口止
回阀打开，冷凝水在动力介质压力
的作用下被泵送至冷凝水回收罐。

3. 随着冷凝水的泵出，泵内冷凝水液
位下降，浮球随之下降；当浮球降
至最低位置，联动的弹压机构随之
动作，在打开排气阀的同时，关闭
动力介质进气阀，再次进入步骤
1，重复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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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JASE-W 国际发展技术集
http://www.jase-w.eccj.or.jp/technologies-c/index.html 



型号 GT 系列 GP 系列 

内置疏水阀 ○ － 
泵标准排水量 约 0.25 － 8  t/h 约 0.26 － 9  t/h 
最大排水量（疏水阀） 约 1 － 40  t/h － 
连接方式 （入口/出口） 螺纹, 法兰 螺纹, 法兰 
阀体材料 铸铁 / 铸钢 / 不锈钢 

尺寸 
入口（mm） 25 － 80 

出口（mm） 25 － 50 

最大工作压力 PMO（MPaG） 0.5 / 1.05 / 1.4 
最大工作压力 TMO（°C） 185 / 220 
水头（mm） 最小: 155 － 710    标准: 300 － 860 
动力介质 饱和蒸汽 饱和蒸汽, 压缩空气, 氮气 

泵送介质 蒸汽冷凝水 蒸汽冷凝水, 水 

 

联系方式： TLV International, Inc., CES Center
 881 Nagasuna, Noguchi, Kakogawa, Hyogo 675-8511, JAPAN
 请通过网站来联系我们。: http://www.tl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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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热系统、空调系统等使用蒸汽进行间接加热的工艺，实际
蒸汽热焓使用仅为蒸汽总热焓的 70%，剩下的 30%能量通常都
通过疏水阀直接排放至大气；然而蒸汽换热后产生的冷凝水温度
仍然很高，如果可以回收这部分的热量，就能减少 20% - 30%的
锅炉燃料。（见右图）

例如，每小时回收1吨 100 ºC 的冷凝水，其回收的热能价值13万
人民币 /年 CO2，减排当量相当于 95吨 /年（以年运行 4,000小
时，能源成本0.4人民币 /1000千卡计算）如果冷凝水的回收温度
提升到 150 ºC，年回收效益将达到 21万人民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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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凝水潜热回收效率表

详细信息请参阅TLV产品规格手册。

日本国内 • 大型蒸汽用户工厂，例如炼油，化工，钢铁及食品行业
除此之外，在楼宇，酒店中的空调系统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 引用一个用于制药厂空调系统的案例：通过安装PowerTrap回收冷凝水，使其每年的运行成
本节约 6 百万日元（约 50万人民币）。投资回报期为 2.4年；而之前使用的其他冷凝水回收
方案并没有取得如此成效

海外 • 大型蒸汽用户工厂，例如炼油，化工，钢铁及食品行业
除此之外，在楼宇，酒店中的空调系统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在1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并在50多个国家，超过130家经销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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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加热系统、空调系统等使用蒸汽进行间接加热的工艺，实际
蒸汽热焓使用仅为蒸汽总热焓的 70%，剩下的 30%能量通常都
通过疏水阀直接排放至大气；然而蒸汽换热后产生的冷凝水温度
仍然很高，如果可以回收这部分的热量，就能减少 20% - 30%的
锅炉燃料。（见右图）

例如，每小时回收1吨 100 ºC 的冷凝水，其回收的热能价值13万
人民币 /年 CO2，减排当量相当于 95吨 /年（以年运行 4,000小
时，能源成本0.4人民币 /1000千卡计算）如果冷凝水的回收温度
提升到 150 ºC，年回收效益将达到 21万人民币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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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 • 大型蒸汽用户工厂，例如炼油，化工，钢铁及食品行业
除此之外，在楼宇，酒店中的空调系统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 引用一个用于制药厂空调系统的案例：通过安装PowerTrap回收冷凝水，使其每年的运行成
本节约 6 百万日元（约 50万人民币）。投资回报期为 2.4年；而之前使用的其他冷凝水回收
方案并没有取得如此成效

海外 • 大型蒸汽用户工厂，例如炼油，化工，钢铁及食品行业
除此之外，在楼宇，酒店中的空调系统中也有广泛的应用

在11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并在50多个国家，超过130家经销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