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需求的 
泵送技术
福格申转子泵用于石油、
石化和化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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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橡胶包覆转子泵的发明者，福格申数十年来一直是泵送和切割领
域内全球领先的机械工程公司之一。

  特别是像是石油和化工部门这样的关键行业，毫无疑问，首要考虑的
是人员和环境的安全，可靠地运行、强大的机器也是必不可少的。凭借丰
富的经验和不断的研究，我们不但研发了功能强大，长期、无故障经济运
行的设备和系统，而且能确保必要的安全操作。

  我们恪守承诺向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无论是从机器设备的生产过程
或质量标准上都足以证明。我们机器的适应性和通用性为经济效率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使工业公司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获得成功。

值得您信赖
质量、经验和专业知识 
保证技术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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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港口

	 福格申转子泵的灵活特性使得其可高效、大流量地把将各式各	
样的粘性流体装载到船舶上。由于其流向可逆，使得同一设备可用	
于灌装和罐体的排空。

膜过滤（MBR)技术在炼油厂的应用

	 工业和炼油厂水的再利用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所以膜过滤工艺也	
随之广泛应用。福格申转子泵的流向可逆性使得其可用于渗透和反冲	
洗循环。

福格申泵在石油和石化行业中的应用

稳定工作 
流的完整 
解决方案
福格申转子泵在石油和 
石化行业中的应用

	 福格申转子泵在任何地方都很出色，特别是处	
理重油和含固量极高的介质。其紧凑的设计有助于	
达到矿物油和石化行业的严格要求。



油罐车

	 油罐车辆需要易于维护、大容量的紧凑型泵，可安装在最狭窄的	
空间内。在这方面，福格申泵是可移动泵的理想选择。流动方向可逆	
使油罐可由一个泵完成装卸。

储罐的清洗

	 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淀物在储罐底部堆积，从而减少了储罐的容	
量。不时地清除这些沉淀物尤为重要。福格申泵具有耐干运转特性，可	
置于液下或安装在储罐外，实现储罐清洗。

油库油罐的装卸

	 给油库油罐加油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火车或卡车需要完全精	
确装满。福格申泵结构紧凑，坚固耐用，具有较大的容量，能够处理	
各种高粘度流体。转子泵的特殊设计确保其可无障碍泵送含高杂质的	
流体。

撇油器

	 具有独特内部几何形状的福格申泵，能够确保温和的泵送，不会	
乳化含油的水。该泵还可泵送直径高达90毫米的固体。福格申转子泵	
可应用于许多场合，包括作为石油回收撇油器的输送泵，以及紧急泵	
送重油或燃料油和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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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格申转子泵的紧凑和节省空间的设计，使其可集成在	
任何系统中。与典型的螺杆泵相比，它们所需的空间几乎少	
了70%。拥有专利的喷射系统、独特的HiFlo®转子、高质	
量集装式机械密封和其它福格申的创新，确保了其在系统	
中实现最大功效。

	 福格申泵在最大限度延长使用时间的同时，也最大限	
度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和其它正排量泵相比，其较高的耐用	
性和快速维护的应用理念，确保其能够提供不间断的运行并	
易于维护，从而大大减少维修时间。使用福格申IQ系列	
泵，维护时间减少了30%。因此，福格申泵适用于最耗时的	
化学应用中。

	 福格申转子泵甚至可以处理粘度达到100,000	mPas或	
者温度高于100°C的任何粘性物质、含粗糙或化学性腐蚀	
介质的流体。

•	石膏及打底涂层
•	油漆及涂料
•	粘液、胶水和粘合剂
•	沥青
•	天然胶乳
•	农药和化肥
•	肥皂、洗发水、膏状物、面霜
•	化妆品原料
•	酸类，比如：硫酸、硝酸、甲酸或醋酸
•	碱类，比如：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
•	氯、干氯或氯介质
•	陶瓷或其它乳胶
•	聚合物
•		碳氢化合物、氧化剂，比如：石油化工行业用过氧化氢、	
油或燃料油、溶剂或酯

•	盐溶液，比如：硫酸钠
•	高岭土或石灰乳
•	化工行业的污水

福格申泵在化工行业的应用

用途多样， 
不受限制
福格申转子泵 
在化工行业的应用

	 化学工业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行业，有许多不同的工	
艺和严格的要求。福格申转子泵的设计确保无故障运行、经	
济泵送，且具有易于维护的特性。福格申泵是采用非接触式	
正排量旋转泵，能够可靠地泵送各种液体，特别是高粘度和	
含粗糙介质的流体。由于可改变排放方向，转子泵可用于若	
干处理流程，包括加料任务或罐体灌装和排空。



	 “我们在KS回收中心有超过100台福格申转子泵，	
它们主要安装在储罐和车辆上，因为它们结构紧	
凑，功能强大。但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	
它们的维护非常简单。”

Guido	Schmidt，总经理，Sonsbeck	KS资源回收公司，德国

	 “在我们的客户要求不间断服务的应用中，广泛使	
用福格申转子泵后，我可以说福格申泵为我们的泵	
需求提供了一个无故障的解决方案!”	

Carl	Malkiewicz，高级项目经理，Andritz-Ruthner公司，美	
国德克萨斯州匹兹堡

	 “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一直在使用福格申转子泵	
工作，并且它们一直是性能可靠的。它们非常耐用	
且无噪声。”

Peter	Kranz，主管，Harold	Scholz工程公司，德国雷克林豪森市

	 “当清洗和更换磨损部件时，包括更换转子、磨损	
板和高质量的集装式机械密封，泵仍然牢牢地固定在	
管道中。这节省了很多时间和金钱。维修实际上很	
容易。”

Peter	Kranz，主管，Harold	Scholz工程公司，德国雷克林豪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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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格申转子泵的结构设计，不仅为了达到最大功效，也	
为了提高其抗高磨损及泵送高粘性或高腐蚀性介质的能力。	
其设计同样为了可长期使用，意味着其智能设计使维修维护	
非常便捷。

原理
	 福格申泵的概念非常简单:在壳体和转子之间有一个腔	
体，转子能够密封腔体和转子吸入侧的介质。它将介质运送	
到泵腔的顶部和底部，经过泵体输送到排出侧。这确保一种	
特别紧凑的结构，可温和地泵送介质，良好地自吸和干式运	
行，同时也可便捷到达泵送元件。

紧凑、节省空间
	 福格申泵可以集成到任何系统中——即使在最狭小的	
空间内。福格申泵的后续安装通常也不会造成任何问题，尤	
其是IQ系列的泵。这些类型的泵都选用了通用连接方案，从	
而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使这些泵应用到广泛的安装场	
景。

低成本、快速维护
	 福格申泵操作简单，维修费用低，易用维护，从而缩	
短了停机时间，可用性高，最重要的是运行成本低。

集装式机械密封
	 特别是对于化工行业，这种密封有可选特殊构造，比如	
符合德国《空气污染控制条例》(TA-Luft)的双端面机械密	
封。

基于需求，量身定做
	 福格申技术团队设计每台泵来满足每种应用的需求。每	
一台交付的泵都是针对特定应用的最佳解决方案，完美结合	
了与湿端和转子材料相关的各种不同的特点和选择。福格申	
转子泵也可用于可能的爆炸性环境(ATEX)。福格申泵也可以	
通过物理技术认证(德国国家计量研究所)。由于其独特的结	
构，该类泵可以防止工厂内爆燃和爆炸的传播，从而消除了	
需要在灌装和排水管上安装额外阻火器的需求。

多用途， 
恒定功率
福格申转子泵：多种 
传输过程的有效选择

	 无论是抽取受污染的废油，还是生产胶水和粘合	
剂，对连续安全生产的绝对要求很高。在机械应力较高的	
化工、矿物油和石化行业，性能成为耐久性、材料质量和	
工程需求方面需要考虑的问题。



目前使用的HiFloplus降低了福格申转子泵的振动	
和噪音，尤其是在高压力时，其范围可降至与离心泵	
相似。

在必要时增
强，在可能 
时精简
细节的精心设计使 
我们的产品变得更好

	 我们的一贯坚持是泵设计尽可能的简单，所以每一个	
组件都是精心设计的杰作。一方面，这种简化的整体结构	
使客户能够快速、轻松地替换所有受磨损的零件。另一方	
面，每一个组件都经过了仔细严格的检查，如果需要，还	
提供了与特定用途相匹配的替代方案。这是一个很大的优	
势，因为灵活性在工作环境中，和效率一样重要。

VX和IQ系列泵的转子
针对当前应用进行优化
	 如果强调高容积效率和无震动运行，专利HiFlo和HiFlo	
Plus转子是理想的选择方案。由于它们采用多级螺旋设计，	
能够用于恒定泵送和更多的密封线。如果稳固的运行是您	
的首选，经典的双翼转子则是完美的选择。这两种转子类	
型也可根据要求提供可更换的转子翼尖。

	 转子的材料和设计一样重要:从经典的弹性涂层到不锈	
钢的固体材料转子，我们可以为您的介质提供适配的、持	
久的转子材料。

•	NBR型(用于废水、油脂、盐水)
•	白色NBR(用于食品)
•	EPDM-SL(用于水、酸、碱液)
•	EPDM-AL(用于饮用水)
•	白色EPDM(用于食品)
•	CSM(用于油、酸、碱液)
•	FPM(用于化学品、酸、碱液、盐水)
•	PUR(用于细粒粗糙的介质)
•	PU(用于粗糙物质)
•	不锈钢(腐蚀介质、食品、及高温物质)
•	氮化钢(粗糙物质、高温物质)	



高质量集装式机械密封

快速的外壳维修

	 福格申优先考虑便捷的维修，所以，每项维修都可以现	
场处理，无需将泵拆离管道。

高质量集装式机械密封
便于更换的设计
	 泵密封只需一步即可更换，大大简化了维护过程，同	
时降低了传动装置损坏的风险。对于福格申高品质集装式机	
械密封来说就是如此。该人性化集装式设计的机械密封是	
完全预组装好的。其代表了工厂试验最高的安全标准，运行	
优化，安装快速。凭借其结合所有的密封元件，形成一体化的	
独特结构，当更换密封时，您能够一次性可靠地更换密	
封——包括变速箱和缓冲腔之间的密封。并不需要特殊的昂	
贵工具。

优势一览
•	密封更换安全便捷：避免了安装错误
•	和更换传统密封相比，安装所需时间更少

集装式机械密封的维修
	 我们提供高质量集装式机械密封的可选维修方案。使用	
我们成套的备件箱和安装工具，您便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自己对机械密封进行维修，可降低您的维修成本。



转子泵优势一览

•	紧凑的设计

•	自吸和耐干运转性能

•	创新的喷射系统，耐异物

•	流向可逆

•	HiFlo转子的无脉动运行

•	效率高

•	维修维护便捷

•	停机时间短

•	可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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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230	转子泵



带有喷射模块的泵壳段

径向耐磨板

VX系列泵优势一览

•	拆卸泵盖即可对泵室进行快速检修

•	现场维护和维修

•	自吸和耐干运转性能

•	泵轴保修

•	最大自由通道达90毫米

•	压力达16巴

•	流量达	1,417	m3/小时

正确抉择 
确保了 
强大功效
适用于任务导向输送过程的 
VX系列

	 VX系列的转子泵有着与众不同的规格、设计范围和多	
种安装方案。所有型号都有两个共同点:紧凑的设计和	
易于维护的特性。VX转子泵有5个系列，每个系列有多达8	
个规格，几乎可以适应任何输送速率和压力范围。

适用于所有应用的材料
	 VX系列可选材料广泛，满足石油和化工行业中各种严	
格要求，如适用碳氢化合物的灰铸铁，适用微腐蚀性化学品	
的不锈钢。此外，VX系列湿端可选用镍基合金，这是一种	
耐腐蚀和氧化介质的材料，适用于各种化学处理环境，如硫	
酸、硝酸、甲酸或乙酸、溶剂、氯、干氯或氯介质。

特殊配置
	 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可以提供定制的产品，以满足	
石油和化工行业的严格要求：
•	单独的缓冲腔
•	符合ATEX要求的转子泵
•	符合API	676要求的转子泵
•	双端面机械密封
•	机械密封冲水系统
•	变频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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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系列 
转子泵
从技术设计至维修维护，完美  

防断轴
最大的轴直径，平稳运行

泵壳部分可调
材料最佳利用，延长 
使用寿命

基于组件的设计
单一部件更换，更节约

VX系列转子泵



泵腔100%的更新
在更换了受介质影响的部件 
后，性能如初

快速服务设计
（QuickService）

无需拆泵即可快速便捷地 
到达受介质影响的部件

喷射系统
独一无二！转子泵首 
次集成了异物保护以 
及更大的内部密封

高质量集装式机械密封
专业的密封技术，最大 
化其可靠性

 
 

轴向和径向耐磨板
有高耐磨特殊钢制造的泵
壳，延长了维修间期，维护
变得更加简单

HiFlo®转子
无脉动泵送，运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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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与操作 
从未如此简单 
经济高效的IQ系列泵性能卓越， 
维护便捷  

IQ112-114	转子泵



	 维护和维修费用的减少显示了无可挑剔的成本效益。我	
们的IQ系列代表了最先进的泵技术，其尺寸紧凑、连接器灵	
活，能够广泛安装在各种场合，无需作出任何调整。IQ系列	
泵的容量可提高40%且其具有优良的干运行保护，因此即使	
在运行过程中也能方便地操作，每天都能免去可观的成本支	
出。

	 泵腔完全集成在泵盖内。泵元件可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	
自由检修，同时泵仍然牢牢地固定在管道中。

集成方便
	 IQ系列泵可选连接件适合于最常见的安装情况。这意味	
着它们可以快速便捷地安装到各种位置，包括安装到罐车以	
及移动装置上，无需特殊连接件。

运行成本较低
	 与传统设计相比，主要备件数量减少了50%。更换零件	
的费用也相应减少。IQ系列泵的理念是清洁及更换零件所需	
的时间明显减少，从而进一步节省成本。IQ泵的设计使得与	
市场上常见的转子泵相比，更换所有磨损部件(包括转子转	
子、耐磨板、泵壳和垫圈)所需的时间不到其一半。

特殊应用
	 IQ泵的输出流量最大可达154m3/h，压力可达最大	
7bar。所有与泵介质接触的部件，如泵盖、变速箱壳体和连	
接件均由不锈钢铸造而成，因此具有耐化学品性能。

IQ系列泵优势一览

•	更快、最优地检修泵送元件

•	在维护和维修期间，泵仍牢牢固定在管线中

•	集成的干运行保护

•	良好的自吸能力

•	方便、灵活的集成

IQ系列泵可以快速方便地安装在各种位置，不需要特殊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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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系列 
转子泵
从技术设计至维修维护，完美 干运行保护和优化的自吸能力

有储液室和创新的齿轮箱体，干
运行保护，强大的抽吸能力

连接选项灵活
万能连接器，仅需要手动一下 
就可适应各种不同系统设计

排水塞
智能优化定位的排水塞，维护维 
修时泵排水更简单、干净、彻底



快速服务设计
（QuickService）

可快速拆卸的端盖，可方便地 
到达泵部件，是优化维修维护 
的先决条件

输送流量测量
可更换的不同尺寸的HiFlo 
转子和泵盖，泵送能力提高 
40%

喷射系统
独一无二！首次为转子泵 
集成了异物保护功能

耐磨板
便捷更换，减少维护作业和 
停机时间

时刻节约时间和金钱
智能设计，连接器灵活，泵容量 
可调节，安装方便，运行高效

创新的设计
基于一些个别元素变化的IQ系 
列，使得维护变得更加方便，减 
少备件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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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的支持与供应服务
	 我们懂得，亲近客户对于我们双方的成功而言都至关重
要，所以我们努力提供让客户最满意的服务。在德国和其他有
分公司的国家，福格申通过服务中心及签约合作伙伴与客户	
进行高效对话并提供可靠支持。

自1929年创建以来，福
格申已经发展成为一家
国际认可的机械工程公
司，下设众多分公司、销
售中心和附属公司。

	 这意味着您在与我们合作的每个阶段都始终能获得精准
的支持。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有高素质的职员，
他们是专家咨询师和技术员，对您的福格申设备有透彻的了
解。

我们提供 
尽善尽美的服务
全面服务保障平稳运行和长使用寿命



我们深谋远虑
	 我们从大量细致的产品文书工作做起，为您的
切身利益深谋远虑。由于我们采取高度的纵向一体
化生产方式，备件在短期内就可供选购。此外，您始
终能在当地找到经授权的服务合作伙伴，他们在检
修和易损件更换方面为您提供帮助。福格申的服务
包让服务至臻完美。不论您是需要初创、现场培训、
在福格申接受培训，或是通过维护合约和易损件服
务套餐获得全面服务支持，我们均能提供专为您的
需求而量身定制的支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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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适用于以下行业的解决方案：	
农业、沼气、工业、运输业、废水处理业

我们提供广泛的产品与服务
•	咨询与服务
•	数据管理与控制技术
•	分解技术
•	为特殊应用专门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	泵和泵系统
•	固体物料进料系统
•	固体物料切割、分离器和搅拌器
•	播撒技术
•	供应、处置与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