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化气加油机及配件

司好机械



CWK50L111   1-Nozzle   1-Flow Meter 单枪单流量计
CWK50L222   2-Nozzle   2-Flow Meter 双枪双流量计
CWK50L424   4-Nozzle   4-Flow Meter 四枪四流量计

液化气加油机

技术说明

流量范围 : 5-50 L/min 

精度 : ±0.5%

计量单位 : 0.01 liter

最大加油范围: 0.00 ~ 9999.99L

加油量 : 0.01 ~ 9999.99L

单价 : 0.01 ~ 99.99L

总累 : 0 ~ 999999L

温度 : -40℃ ~ 45℃

工作压力 : 0~2.5MPa

强度测试 : 2.0MPa

气密性 : 1.8MPa

电磁阀 : AC220V Ex-proof

安全阀 : 1.6MPa

皮管 :
内直径 13mm
(长 0.7m+5.2m)

电源 :
AC380V±20% or
AC220V±20%

CWK50L111

CWK50L222

CWK50L424

包装数据

型号 CWK50L111 CWK50L222

包装 硬纸箱 硬纸箱

净重 160Kgs 205Kgs

毛重 180Kgs 225Kgs

尺寸 93×47×200cm 93×54×2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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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65 液化气泵

DB-65 液化气泵带联轴器驱动和电机

描 述
DB-65 液化气多级泵是离心式测试流道泵，采用了水平结构，共6级，轴采用机械密封，无需冷却。该泵用于传输液化气，
特别是高压力差、低汽蚀余量和气体含量高达50%的液体，例如从地下罐中泵液化气。该泵在吸气端采用了预先压缩涡
轮，使其可以很好的用在要求低汽蚀余量的情况下，因此该泵可以用在不利的吸气情况下。

应用范围
• 瓶装
•从地下罐中泵液化气
• 大批量架气
• 油罐车，槽车装车、卸车
• 液化气蒸气回收

包装数据

型号 泵 泵带电机

包装 1台/木箱

净重 64Kgs 136Kgs

毛重 78Kgs 160Kgs

尺寸 100×48×45cm 117×42×45cm

技术说明

旋转方向: 面对泵的驱动轴末端逆时针旋转

最大工作压力:   在120°时40公斤

转速: 1450rpm

功率: 380V,50Hz,4KW 

环境温度 : 20℃～＋60℃

级数 : 6级

连接法兰
: 

DIN 2501, PN 40 as per DIN 2501, PN 40  

轴承 : 泵端滑动轴承、驱动端滚珠

流量 Flow rate DB-65 NPSH1[m] NPSH2[m]

1.0/h3 Delivery head(m) 243
1.35 0.17

Power(KW) 6

1.5/h3
Delivery head(m) 219

1.25 0.17
Power(KW) 5.5

2.5/h3 Delivery head(m) 169
1.1 0.17

Power(KW) 4.35

3.5/h3 Delivery head(m) 120
0.95 0.17

Power(KW) 3.4

4.5/h3
Delivery head(m) 76

0.95 0.18
Power(KW) 2.65

DB-65 液化气多级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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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WB-150 液化气涡轮泵

LWB-150 液化气涡轮泵
带联轴器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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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LWB-150涡轮泵，在地上或地下气罐的高压差时使用

优 点

• 经济高效的潜泵代替泵。

• 满足多种LPG加气需求。高压差时，无论地上液化气罐，
还是地下液化气罐，可以为双枪加气大流量加气。

• 连续高强度使用设计

• 使用起来简单经济

应 用

• 加气机加气

• 装罐
• 液化气蒸气回收
• 批量输送

技术参数

进口 : 40mm/1.5"  

出口 : 25mm/ 1" 

流量范围 : 85 L/min 

转速 :
50Hz/2880 RPM  or 
60Hz/3450RPM

最大工作压力 : 27.6 Bar/400PSI 

最大压差 : 17.2 Bar/250PSI

温度 : -32oC~+107oC 

包装数据

型号 泵头 泵总成

包装 1台/件木箱

净重 29Kgs 120Kgs

毛重 35Kgs 140Kgs

尺寸 37.5×30×40cm 95×45×60cm

流量曲线

LWB-150 液化气涡轮泵



LYB-2000 液化气叶片泵

LYB-2000 液化气叶片泵皮带驱
动带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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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LYB-2000 槽车叶片泵，用来传输液化气、氨水等，特别是用在高压差、
超速转动、吸程低的恶劣工作环境下。

优 点

• 革命性的凸轮设计，真正消除气蚀现象

• 新凸轮、叶片材料和重型轴承的使用，增加了泵的使用寿命

• 单一机械密封设计，维护更换简单便捷

• 大尺寸非金属推杆使泵可以高速旋转

流量

转速

RPM

压差

(Bar)

流量

(L/min)

电压
(KW)

800
3.4 323 2.3

6.9 287 4.6

650

3.4 261 1.9

6.9 227 3.8

500
3.4 189 1.4

6.9 155 2.9

技术参数

进出口 : 50mm/2"

最大工作压力 : 28.6 Bar

最大压差: 8.6 Bar

最大转速 : 800RPM

温度 : -32oC~+107oC

内置溢流阀: Yes

应 用

Typical applications for LPG, NH3 bulk transfer include LPG 
cylinder fill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of bulk trucks and 
transport trailers.

包装数据

型号 泵头

包装 1台/木箱

净重 41Kgs

毛重 50Kgs

尺寸 48×35×35cm

LYB -2000 液化气叶片泵



LYB-40 液化气滑片泵

LYB-40 液化气滑片泵带联轴器传动和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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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LPG叶片泵采用了铸铁的壳体和转子；自调节磨损补偿的滑片结
构，具有高传输效率、长寿命、易维修等特点。该泵用于传输含
有少量气体的液化气。可以根据选用V型皮带或轴耦合安装方式.

应用范围
• 装瓶

• 油罐车，槽车装车、卸车

• 汽车加气

• 液化气蒸气回收

技术参数

进出口 : 40mm/1.5"  

流量范围 : 140 L/min 

转速 : 940RPM

最大工作压力 : 25 Bar/362PSI 

压差 : 4 Bar/58PSI

真空度 : 0.4Bar

汽蚀余量 : 2.5m

功率: 2.2 Kw

包装数据

型号
LYB-40 泵头

LYB-40 泵带电机

包装 1台/件木箱 1台/件木箱

净重 30Kgs 103Kgs

毛重 37Kgs 118Kgs

尺寸 40×36×47cm 80×45×54cm

LYB-40 叶片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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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气产品

技术参数

流量范围 :  50L

最大工作压力 : 1.8MPa 

精度 : ±0.3% 

真空度 : ≥0.035MPa

总累 :  8 Digital

加气量 : 5 Digital

环境温度 : -40oC~+55oC

标准配置

流量计 : LPG-2  LPG Meter

泵 : LYB-40 叶片泵

分离器 : LPG Separator

电源 :
AC380±20%  50±1Hz or
AC220±20%  50±1Hz

防爆电机 :
380V,50Hz,4KW or
220V,50Hz,4KW

出口螺纹 : 3/4"  500mm

进口螺纹 : 法兰

脱落阀 : Yes

压力计 : Yes

CWL-50 移动液化气加游机

LPG 分离器

内置止回阀、回气管路、过滤网

技术参数

工作压力 : 2.5MPa

溢流压力 : 4.0MPa

过滤网精度 : 0.08mm

包装数据

包装 1台/件木箱

净重 17.5Kgs

毛重 23Kgs

尺寸 47×30×31cm

CWL-50 机械式移动液化气加气机

LPG 分离器



LPG-2 液化气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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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述

LPG-2液化气流量计用于液化气加气机，采用不锈钢缸套，四活塞行程结构，
进口内置止回阀，具有强度高，耐磨性好，计量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的特点

技术参数

最大工作压力 : 1.8MPa 

流量范围 : 5-60L

每转排量 : 0.5L/r

最小可调量 : 0.1%

精度 : ±0.5% 

重复误差 : ≤0.25%

包装数据

包装 1台/纸箱

净重 31Kgs

毛重 33Kgs

尺寸 36×29×36cm

LPG -2 液化气流量计

液化气压力计

技术参数

精度 +-2.5%

压力 0-4MPa

液化气皮管

A型橡胶管1米带接头

B型不锈钢网管1米带接头

LPG 液化气皮管

LPG 液化气压力计

液化气产品



加气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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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数据

包装 10台/件纸箱

净重 20Kgs

毛重 21Kgs

尺寸 36×32×32cm

描 述

• 一步操作，简单易用；
• 人性化设计；
• 经久耐用，适用于反复连接；
• 铜，铝，不锈钢结构，具有优秀的抗腐蚀性能；
• 自带360°接头。

技术参数

进口 : BSPT/NPT3/4” & 1”

最大工作压力 : 350 PSI

断开时液体的渗漏速度: 4.3cc 

温度范围 : -40～85℃ (-40～185°F) 

连接方式 : Italian Style 

枪体材料 : 铝

内部部件材料: 铜/钢

外部部件材料: 铜/不锈钢

液化气枪

液化气装瓶枪

公称压力 :2.5Mpa
阀体测试压力 :3.75Mpa
高压密封测试压力 :2.75Mpa
螺纹连接 : M20×1.5
适用温度 -40~+80℃
公称输送管子长度：L=2000mm
材质 :铝合钢
适用介质 :液化气,天然气和氨水等.

液化气装瓶枪



LPG 防爆单流量电磁阀

LPG 防爆单流量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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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先进，动作可靠

• 主阀膜片采用进口特制橡胶，强耐腐蚀，耐低温-20℃。

磁路部件采用特种不锈钢磁性材料，永不生锈或产生剩磁。

线圈部件采用进口F级漆包线，绝缘性能优良。

• 防爆等级：EXdIIBT4

技术参数

公称直径: 20mm/3/4" 

连接方式 : 螺纹

流量范围 : 5-50L/min

工作压力 : 0～1.6Mpa 

工作电压 : AC220V 50Hz 

环境温度 : -20℃～65℃

包装数据

包装 25台/件纸箱

净重 30Kgs

毛重 31Kgs

尺寸 36×36×29cm

技术参数

型号 LPV-1 LPV-2

工作压力: 1.8MPa 1.8MPa

压差 : 0.3Bar 0.3Bar

流量 : 50-60L/Min 50-60L/Min

包装数据

型号 LPV-1 LPV-2

包装 36台/件纸箱 5台/件纸箱

净重 25Kgs 27Kgs

毛重 26Kgs 28Kgs

尺寸 54×25×37cm 26×26×14.5cm

LPV-1 液化气差压阀

LPV-2 液化气差压阀

差压阀

液化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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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螺纹 M27×1.5

流量范围 5-50L/Min

脱落拉力 120Bar

材料 不锈钢 液化气脱落阀

液化气脱落阀

LPG  油枪架

LPG 油枪架

液化气产品



上 海 司 好 机 械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Shanghai Cowell Machinery Co., Ltd.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新村路423弄绿地普陀商务广场1号803室
Add: RM 803, No.1, Greenland Putuo Commercial Plaza,

Lane 423, Xincun Road, Shanghai 200065, China
电话 Tel: 0086 21 36031183
传真 Fax: 0086 21 56700166
网址 Website: www.cowellmac.com
电邮 E-mail: enquiry@cowellma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