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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公司前身是诸暨市华星管业有限公司，创建于2001年，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西施故里-----诸暨市，公司

现有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公司专业生产楼宇节能自动化控制产品、地暖分集水

器、PERT管材、PEX-a管材、PP-R管材管件、铜阀门等系列产品。

公司已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合作开展自动化控制研发项目，自成立以来，公司已成功开发出七大系

列、上百种产品，多项技术获得国内专利，温控系列产品已在山东青岛获得节能办认证备案。华星产品广泛应

用于国内多家知名房地产公司，如绿城地产、海尔地产、万科地产、中南地产、华夏地产等多家地产公司。重

点项目有60多万平方米的山东济南海尔绿城全运村项目，青岛中南世纪城280万平米。

我公司是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范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号：DB11/806-2011）起草单位之一，是国内首家生

产地暖分集水器厂家。从1998年公司同大连金碧山地暖公司（韩方和大连金碧公司合资成立）共同研发出地暖

分集水器产品。公司在全国多个省市设有办事处。

华星公司一如既往的关注绿色经济，践行节能环保之路。努力营造成为一家基于建筑环境科技及能效解决

方案为一体化的制造商。

展望未来，华星公司愿携自身强大的优势资源与各新老客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BRIEF INTRODUCTION

The company was formerly Zhuji Huaxing Pipe Industr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1.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beautiful Zhuji, the 

hometown of Xi  Shi, covering an area of 6,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plant construction area of 11,000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specially 

produces building energy-saving automation control products, floor heating sub-catchment devices, PERT tubes and pipes, PEX-a tubes and 

pipes, PP-R pipe fitting, copper valve and other series of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cooperated with 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to carry out R&D project of automation control. 

Since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t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seven major series and hundreds kinds of products, among which many 

technologies have obtained domestic patent, and the product of temperature control series has obtained Certification for the record from 

Energy Conservation Office in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Products of Huaxing are widely used in many well-known real estate companies 

in China, such as Greentown Real Estate, Haier Real Estate, Vanke Real Estate, Zhongnan Real Estate, Huaxia Real Estate and other real estate 

companies. Major projects include Haier Greentown Quanyuncun Project in Jinan, Shandong which covers more than 0.6 million square meters 

and Zhongnan Century City in Qingdao which covers 2.8 million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one of the units which draws up local standard of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in terms of floor radiant heating of Beijing (Serial 

No.: DB11/806-2011), is the first manufacturer who produces floor heating sub-catchment devices. Since 1998, the Company jointly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floor heating sub-catchment devices with Jinbishan Floor Heating Company of Dalian (established with joint venture from Korean 

Party and Jinbi Company of Dalian).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gencies in many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Huaxing Company pays attention to a green economy and practices a road to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always, 

making efforts to form a manufacturer that is based on building environ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with energy efficiency solution.

Looking forward, Huaxing Company is willing to make progress together with all new and old customers taking along its powerful advantage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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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良设备  品质保证
THE EqUIpmENT IS SUpERIOR qUALITY IS GUARANTEED

无线通信+WIFI互联网自动分室控温系统方案
Wireless Communication + WIFI Internet Automatic Room Control System Solution

无线互联网触屏温控器（最多可配8个温控器）

无线中央控制器

220V/AC
电源

壁挂炉

混水中心

无源联动

有
源
联
动

执行器

分水器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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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EQUIPMENT 
检测设备

WIFI互联网+有线分室自动控温系统方案
WIFI Internet + Wired Room Automatic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Solution

壁挂炉

有线中央控制器

房间温控器 220V/AC
电源

分水器

无源联动

有源联动

混水中心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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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良设备  品质保证
THE EqUIpmENT IS SUpERIOR qUALITY IS GUARANTEED

有线自动分室控温方案
Wired automatic room temperature control program

壁挂炉

执行器

有线中央控制器

房间温控器

无源联动

220V/AC
电源

分水器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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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合作
ExpERT COOpERATION

Wei Yanding, He is currently teaching at the 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

versity, Institute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utomation, Zhejia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luid Power and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Doctoral degree in engineering, professor title, doctoral tutor.

In 1992, 1995, and 1998, he obtained bachelor’s, master’s, and doctor’s degrees respec-

tively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n 2000, he was promoted 

to associate professor. In 2005, he was promoted to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director of the Me-

chanical Dynamics branch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Vibration Engineering, and vibration engineer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Learn the director. Research direction: Intelligent structure and vibration control 

(including piezoelectric, giant magnetostrictive material drive), detection, control and signal processing 

(including CCD 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ultrasonic detection, vibration signal detection, etc.), 

optical-mechanical integration, ultrasonic motor Wait. As project leader, he has undertaken four Na-

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s, two 863 projects, and several corporate projects. A number of achieve-

ments have passed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 appraisal, and more than 50 authorized invention 

patents have been issued. Over one hundred academic paper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order to provide outstanding products to the general consumers, our company specially cooperates with Professor Wei Yanding’s team to cooperate in smart structure, 

detection, control and signal processing, and electromechanical integration. During product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inspection, Put a lot of energy, and strive to produce beau-

tiful, practical, high-quality, high-tech products.

魏燕定，现任教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制造技术及装备自动化研究
所，浙江省先进制造技术重点研究实验室，流体动力与机电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工学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博士生导师。

1992、1995、1998 年分别在浙江大学机械系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2000 年晋升为副教授，2005 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振动工程学会

机械动力学分会理事，浙江省振动工程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智能结构与振动

控制 ( 含压电、超磁致伸缩材料驱动 ), 检测、控制与信号处理 ( 含 CCD 图像

识别技术、超声波检测、振动信号检测等 ), 光机电一体化、超声波电机等。作

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项 863 项目以及若干企业项目，

多项成果通过省部级鉴定，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项，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为了向广大消费者提供优秀的产品，我司特意与魏燕定教授团队通力合作，在智能结构，检测、控制
与信号处理和光机电一体化方面进行通力合作，在产品的设计、制造和检测过程中，投入大量精力，力求
生产出美观，实用，高品质、高科技的产品。

合作项目

合作专家

魏燕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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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
qUALIFICATION OF THE COmpANY

本公司已获得三项发明专利，十四项实用新型专利，四项外观设计专利。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three invention patents, fourteen utility model patents and four design pa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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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中央控制器

S801WX

无线中央控制器，接收来自每个房间的无线室温控
制器所发出的频率信号，然后控制对应的每路执行
器的断和开，对锅炉和水泵实现自动化联动。房间
到接收器之间无需布线，省时省力节约成本。

型号：S801WX
输入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输出电源电压： 220V/AC 50/60HZ
无线接收频率：433MHZ（FSK）
无线传输距离：空旷 100m
有源联动电压：220V/AC 50/60HZ
无源联动：无源输出
可接温控器：8只
环境温度：-10°C+60°C
外型尺寸：237mm×106mm×55mm

型号及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有线中央控制器

S801YX

有线中央控制器，把所有房间的温控器连接到集中
控制中心，当房间达到设定的温度时就会关闭相对
应的执行器，当所有房间都达到设定温度时，中央
控制器就会联动关闭锅炉和水泵，从而达到节能效
果。

型号：S801YX
输入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输出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有源联动电压：220V/AC 50/60HZ
无源联动：无源输出
可接温控器：8只
环境温度：-10°C+60°C
外型尺寸：237mm×106mm×55mm

型号及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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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接线盒

S801JXH

中央接线盒，把所有房间的温控器连接到中央接线
盒，当房间达到设定温度时就会关闭相对应的执行
器。房间温控器供电由中央接线盒供电，不用每个
房间预埋电源线，集中供电控制。

型号：S801JXH
输入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输出电源电压： 220V/AC 50/60HZ
可接温控器：8只
环境温度：-10°C+60°C
外型尺寸：237mm×106mm×55mm

型号及技术参数

产品特点

无线室温控制器

S802

无线遥控数字温控器，适用于采暖系统，中央空调
等温度控制系统，温控器和控制器之间无需布线，
由温控器和控制器内部的无线模块传输信号。采用
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
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器自动执行电阀门的开和
关，从而达到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定时功能 5、一周编程功能
6、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
7、电源采用二节5#电池，功率小节能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2
电源电压：3V，二节5号电池供电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外形尺寸：138×86×21(mm)
材料：坚韧阻燃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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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室温控制器

S803

数字液晶触摸屏，采用触摸式按钮灵敏度很高，外
形美观。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调等温度
控制系统。通过温控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房
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
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3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触摸屏互联网APP智能温控器

S803 WIFI

WIFI互联网温控器，用手机APP远程控制房间
WIFI温控器，随时随地都能控制家里的温度，实现
智能化控制。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调等
温度控制系统。采用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内部
的温控传感器来检测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器自
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房间
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WiFi互联网
7、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3 WIFI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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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室温控制器

S804

数字液晶温控器，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
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
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
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4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无线通信加互联网触摸屏温控器

S803 WX+WIFI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无线通信+WiFi 互联网
7、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3 WX+WIFI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无线通信+WIFI温控器，用手机APP远程控制房间
WIFI温控器，WIFI温控器和中央控制器之间采用
无线通信，随时随地都能控制家里的温度。适用于
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
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来检测
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
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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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室温控制器

S805  

数字液晶温控器，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
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
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
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5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液晶室温控制器

S806

数字液晶温控器，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
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
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
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6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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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晶室温控制器

S807

数字液晶温控器，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
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
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
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7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互联网APP智能温控器

S807 WIFI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WiFi 互联网
7、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7 WIFI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WIFI互联网温控器，用手机APP远程控制房间
WIFI温控器，随时随地都能控制家里的温度，实现
智能化控制。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调等
温度控制系统。采用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内部
的温控传感器来检测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器自
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房间
所设定的温度。



让生活简单化
Let life simplification

15

无线通信加互联网温控器

S807 WX+WIFI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无线通信+WIFI
7、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7 WX+WIFI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液晶室温控制器

S809

数字液晶温控器，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
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检测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
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
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1、背光功能      2、双温度显示
3、睡眠功能      4、一周编程功能
5、定时功能     
6、可接二线三线电阀门、风阀、电地热

产品功能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09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3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无线通信+WIFI温控器，用手机APP远程控制房间
WIFI温控器，WIFI温控器和中央控制器之间采用
无线通信，随时随地都能控制家里的温度。适用于
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采用
液晶屏显示，通过温控器内部的温控传感器来检测
房间温度，然后控制执行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
风量的开和关，从而达到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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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室温控制器

S883

机械恒温控制器，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
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通过机械温控器内部的感温元
件，然后控制执行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
开和关，从而达到房间所需的温度。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83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5°C-25°C          
温度精度±1°C
功率：小于2W          
负载：阻性3A（Max）
外形尺寸：86×86×13(mm)     
安装孔距：60mm
材料：坚韧阻燃PC

机械室温控制器

S882

机械恒温控制器，适用于水地暖、电地暖、中央空
调等温度控制系统，通过机械温控器内部的感温元
件，然后控制执行器自动执行电阀门和风机风量的
开和关，从而达到房间所需的温度。

产品特点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S882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温度范围：10°C-30°C          
温度精度±1°C
寿命：不少于2万次           
材料：坚韧阻燃PC
感温元件：精密金属单极充气膜盒
外形尺寸：86×86×30(mm)     
安装孔距：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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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执行器

K1121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K1121
◎电源电压：220V/AC  50 HZ
◎功率：6W
◎扭矩：10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

电动执行器

K1122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K1122
◎电源电压：220V/AC  50 HZ
◎功率：4W
◎扭矩：10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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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型电热执行器

常开型电热执行器

K1101

K1102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K1101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外壳材料：阻燃PC

◎型号：K1102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外壳材料：阻燃PC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开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安装快捷，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开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安装快捷，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让生活简单化
Let life simplification

19

常开型电热执行器

常闭型电热执行器

K1103CK

K1104CB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K1103CK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外壳材料：阻燃PC

◎型号：K1104CB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外壳材料：阻燃PC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开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安装快捷，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闭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安装快捷，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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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开型电热执行器

K1106CK

两线制结构

四线制结构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开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简单、安装快捷 ，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开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简单、安装快捷 ，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常开型电热执行器

K1105CK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防护程度：IP40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双重绝缘保护
◎水温：-5℃±90℃
◎两线制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防护程度：IP40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双重绝缘保护
◎水温：-5℃±90℃
◎四线制，带联动开关



让生活简单化
Let life simplification

21

两线制结构

四线制结构

常闭型电热执行器

K1107CB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防护程度：IP40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双重绝缘保护
◎水温：-5℃±90℃
◎两线制

◎电源电压：220V/AC 50/60 HZ
◎防护程度：IP40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双重绝缘保护
◎水温：-5℃±90℃
◎四线制，带联动开关

常闭型电热执行器

K1108CB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闭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简单、安装快捷 ，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1、无电流通过时处于常闭状态

2、材质优良，耐用度高

3、类型多样，可供客户自行选择

4、工作运行无噪音

5、螺母连接安装方式，简单、安装快捷 ，拆卸方便

6、智能化系统控制，操作简单

7、设计合理，节能舒适



22

电动球阀（手自动）

H901

H901电动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统末端的
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球阀电机，并通过倒顺
电机使阀门的开和关，从而实现管道里的介质流通
和断开，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电动球阀按下按钮，可手动调节阀门的开和关
◎通电时间极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电机
    寿命更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简便
◎关闭严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1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2W
◎扭矩10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

产品规格

DN25     DN32  

电动球阀（手自动）

H902

H902电动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统未端水
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球阀电机，并通过倒顺电
机使阀门的开和关，从而实现管道里的介质流通和
断开，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电动球阀按下按钮，可手动调节阀门的开和关
◎通电时间极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电机
    寿命更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简便
◎关闭严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2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2W
◎扭矩2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

产品规格

DN25     D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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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03
电动球阀（双内丝）

H903电动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统末端的
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球阀电机，并通过倒顺
电机使阀门的开和关，从而实现管道里的介质流通
和断开，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通电时间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
    电机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简便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阀门开关很柔性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3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6W
◎扭矩4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

产品规格

DN20    DN25     DN32    

内丝PPR活接电动球阀

H904

H904电动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统末端的
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球阀电机，并通过倒顺
电机使阀门的开和关，从而实现管道里的介质流通
和断开，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通电时间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
    电机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简便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阀门开关很柔性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4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6W
◎扭矩4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

产品规格

DN25XΦ32P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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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丝PPR双活接电动球阀

H905

H905电动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统末端的
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球阀电机，并通过倒顺
电机使阀门的开和关，从而实现管道里的介质流通
和断开，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通电时间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
    电机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简便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阀门开关很柔性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5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6W
◎扭矩4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产品规格

DN25XΦ32PPR

电动球阀（分水器支路）

H906

H906分水器支路电动球阀用于分集水器的水回路
控制，由室温控制器自动控制电动球阀的开和关，
从而达到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通电时间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
    电机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简便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阀门开关很柔性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6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4W
◎扭矩2.5N-m
◎公称压力：1.6Mpa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产品规格

DN15     D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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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活接过滤器电动球阀

H907

H907把过滤器，阀门在线排污联合在一起，节约
了安装空间，预防了多个接头连接的漏点，安装快
捷方便。由室温控制器自动控制电动球阀的开和
关，从而达到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通电时间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
    电机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驱动器拆装简便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阀门开关很柔性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7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4W
◎扭矩2.5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产品规格

DN25XΦ32PPR   

双活接过滤器电动球阀

H908

H908把过滤器，阀门联合在一起，节约了安装空
间，预防了多个接头连接的漏点，安装快捷方便。
由室温控制器自动控制电动球阀的开和关，从而达
到房间所设定的温度。

◎通电时间短，电机功率小，产品节能，
    电机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简便
◎直通水流，流量大，不堵渣
◎阀门开关很柔性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H908
◎电源：220V/AC 50Hz
◎功率：4W
◎扭矩2.5N-m
◎公称压力：1.6Mpa
◎行程时间：15~18S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产品规格

DN25XΦ32P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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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丝带PPR电动二通截止阀

X1002

X1002电动二通截止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
统的末端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二通阀的开和
关，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电热执行器的功率小，产品节能，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和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方便
◎关闭严
◎水流大，不堵渣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X1002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材料：阻燃PC

产品规格

DN25XΦ32PPR

电动截止阀（双内丝）

X1001

X1001电动二通截止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
统的末端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二通阀的开和
关，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电热执行器的功率小，产品节能，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和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方便
◎关闭严
◎水流大，不堵渣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X1001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材料：阻燃PC

产品规格

DN25     DN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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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丝PPR双活接电动二通截止阀

X1003

X1003电动二通截止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
统的末端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二通阀的开和
关，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电热执行器的功率小，产品节能，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和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方便
◎关闭严
◎水流大，不堵渣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X1003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材料：阻燃PC

产品规格

DN25XΦ32PPR       DN32XΦ40PPR

内外丝活接电动二通截止阀

X1004

X1004电动二通截止阀用于控制中央空调及采暖系
统的末端水回路，由温控器控制电动二通阀的开和
关，用以实现房间温度的自动控制。

◎电热执行器的功率小，产品节能，寿命长
◎良好的防水和防灰功能及密封性
◎执行器拆装方便
◎关闭严
◎水流大，不堵渣

产品特点

产品简介

型号及技术参数

◎型号：X1004
◎电源电压：220V/AC 50/60HZ
◎功率：2W
◎推力：110N
◎行程：3-3.5mm
◎行程时间：3-5min
◎引线长度：800mm
◎工作介质：水、流体温度5-95ºC
◎材料：阻燃PC

产品规格

DN25     DN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