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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今天的博耐帝公司以前，

我们不妨回顾下这个百年品牌的发展

历程。1905年，Cesare Bonetti先

生在意大利米兰开设了自己的第一个

工厂，用于制造小型手动阀门来满足

当地市场。发展至20年代初期，公司

的产品业务逐渐进入更大的市场，并

开始制造和销售各类工业阀门产品。

与此同时，公司生产的活塞阀、接

头、玻璃板液位计等产品也凭借精

密的生产工艺和优良的产品性能成

为意大利同行业的领头羊。1943年，

公司的生产设施几乎在二战空袭中被

全部毁坏，但仅仅一年以后，博耐帝

公司就完成重建并再一次焕发活力，

恢复了所有系列产品的生产以及贸易

活动。到了1969年，经历了两次扩张

的博耐帝公司将总部和生产设施迁至

米兰以北15公里的Garbagnate。在这

里，博耐帝继续着其卓越的阀门创新

和研发工作，研发人员用小型蒸汽环

管模拟工厂真实运行环境的温度和压

力状态，并取得了11项专利技术，这

意大利博耐帝阀门：
百年历史的全球性阀门供应商
在欧洲和全球各地的工业阀门市场，意大利博耐帝公司作为一家老牌的阀门供应商一直享
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公司旗下的BONETTI®, BONT®, CMI®以及WVE®品牌覆盖了众
多规格的阀门和液位器产品，其可靠的品质和服务已经获得了全球范围内客户的认可，包
括BP，巴斯夫，EXXON，壳牌在内的知名终端用户以及Chiyoda，伍德，Technip，Flour，
JGC，AKER等全球性工程公司都是博耐帝的合作伙伴。目前，博耐帝公司正以超过100年的
阀门制造经验为后盾，向中国客户提供全面满足其性能需求，同时又富有价格竞争力的阀
门应用解决方案。

作者：沈煜中

BONETTI HTB 系列 

- 锻钢球阀

- 三片式螺栓结构

- 防火测试认证和德国空气洁净认证

- 主体材料：碳钢，不锈钢

- 压力等级：

  PN 40-63-100; 

  ASME Class 150-300-600-800

- 尺寸：从1/4"到4"

- 合成聚合物内衬         

- 可带执行机构

- 可用于特殊工况，

  如锅炉排污或疏水

BONETTI WVE 系列 

- 球阀

- 浮动球或者固定球

- 两片式或三片式，上装式或全焊接结构

些技术直到今天仍广泛应用于全球相

关行业。在70年代，博耐帝生产出第

一批应用于高温/高压蒸汽及给水系

统的金属阀座阀门，在BONT® , CMI 

Pasquini®等品牌相继创立后，博耐

帝已经可以最先进的设计和制造工艺

来生产适用于高温高压等严酷环境的

阀门，包括双座阀，波纹管密封阀，

金属隔膜阀，磁力液位计，核工业用

阀门和液位计等。此后公司的扩张更

为广泛，分别在德国、中国等地设立

了工厂和子公司，并在2005年收购了

Wlliams Valve Engineering，从而

使WVE这一品牌全面涵盖博耐帝公司

的球阀产品。

产品线

一百年来，博耐帝的每一名员

工均被教导：关注质量是有收益的，

因此在全球各地的无数客户眼中，

博耐帝的产品意味着性能优秀，质

量可靠。这些产品主要包括闸阀、

截止阀、止回阀、球阀、活塞阀等，

尺寸大小从¼”到32”，阀体材料包

括铜、铁、铸钢、锻钢、碳钢、不锈

钢、镍基合金,铜镍合金,镍,钛,塑料

等等。阀门设计、制造符合ASME、

ASTM、API等标准，并先后取得了 

PED,,ISO 9001等认证。同时，博耐

帝也为许多阀门产品提供完善的自

动化套装，在致力于开发新产品的

同时，努力寻找可以利用现有技术

解决更具挑战性的流体处理问题的

新途径。

例如，博耐帝赖以成名的专利产

品BONETTI®活塞阀即是一种用途广泛

且维护简单的产品。与截止阀相比，

活塞阀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活塞总是有

至少一个密封套支持，因此，在开关

作业的过程中不会产生振动。博耐帝

活塞阀的另一个独有的特点是，当阀

门完全打开时，活塞完全由上密封套

的内壁包围并固定住，因此可避免被

腐蚀，也可避免异物堆积在表面上。

全世界各地用户和工程公司成功使用

博耐帝的活塞阀已经有超过75年的历

史，最初是应用在中低压常闭密封的

蒸汽管线上，后来则在工业流体控制

领域满足了更多严格要求，例如：用

在许多不同介质的工艺管线中，如蒸

汽、过热水、氨水、热能传导液、液

化石油气、碳氢化合物、各种酸、生

物碱等。完美的结构和填料密封能

力、专利设计的增强型密封套能确保

阀门长期无故障运行，这些因素使得

博耐帝活塞阀的销售数量和应用领域

大幅增加。在危险及易燃介质的应用

领域，这一优点尤其明显，阀座和填

料密封的方式至关重要。值得一提是

的博耐帝的专利活塞阀环套是由合金

加强的片状石墨组成，使其具备了

众多的特点和优势：避免使用石棉垫

圈，更为环保；更持久耐用，维护成

本低；抗腐蚀，几乎对所有种类的液

- 可应用于特殊环境和海底

- API 6A 和 API 6D; 

  防火测试认证

- 压力等级： 

  ASME Class 150- 2500;  

  PN16 - PN100;

  API 2000 - 10000.

- 尺寸：从1/4"到48"或者

  按客户需求制作更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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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CESARE BONETTI S.p.A

国内客户：华能、华电、国电、大唐、中电投、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等。

国际客户：拜耳、巴斯夫、日晖、伍德、BP、壳牌、西门子、道达尔、ABB等。

主要应用：电力、石化、核能、化工等。

质量认证：ISO 9001:2000     Pressure Equipment Directive "PED" 97/23/EC 

          ATEX - 94/9/EC    API APIQR, API-6A and API-6D

新闻速递

意大利博耐帝阀门：
百年历史的全球性阀门供应商

BV 系列 

- 活塞阀

- 在超低温和超高温下实现零泄漏

- 无泄漏（德国空气洁净认证和

  防火测试认证）

- 获得了铁路液化气体储罐处理的认证

- 可实现流量调节

- 特殊的多层阀座可适用于 -196℃ 

  到 +550℃ 甚至更高的温度

- 压力等级：ASME Class 

  150-600 (PN16-PN63) 和 API 800.

- 尺寸：从1/2"到8" (DN15-DN200)

BONETTI HTB 系列 

- 锻钢球阀

- 三片式螺栓结构

- 防火测试认证和德国空气洁净认证

- 主体材料：碳钢，不锈钢

- 压力等级：

  PN 40-63-100; 

  ASME Class 150-300-600-800

- 尺寸：从1/4"到4"

- 合成聚合物内衬         

- 可带执行机构

- 可用于特殊工况，

  如锅炉排污或疏水

CMI-C 系列 

- 止回阀

- 垂直阀座（和介质流向垂直），

  更高的流量系数

- 压力自紧密封阀盖或螺栓连接阀盖

- 旋启式或斜盘式

- 可带气动执行机构

  （用于汽轮机抽汽管路）

- 压力等级：ASME Class 

  150-300-600-900-1500-2500-4500

- 尺寸：从2"到32"

体都具有抗磨损和抗腐蚀性；通常一

类阀环套适用所有的液体，不会出现

混淆，减少了库存；突出的温度稳定

性，最高承温可达550摄氏度以上，

因此限制其工作范围的是阀体的材料

而不是密封垫圈；低摩擦系数，操作

时需求的扭力更小，上下密封套的使

用寿命也更长。

博耐帝同样在大口径高温高压

阀门领域开发出众多产品。CMI Pas-

quini®品牌涵盖了一系列规格和材料

的闸阀、截止阀、止回阀。尺寸覆

盖2”至48”的CMI系列阀门已经被

成功应用于一系列高于ASME Class 

2500的场合，例如根据ASME Special 

Class 2860制造的各类尺寸的闸阀曾

被用作锅炉的主关断，以及根据ASME 

Class 4500制造的闸阀用于锅炉安

全阀。CMI系列阀门的特点包括阀帽

压力密封或螺栓连接阀帽；带有摆动

或者倾斜盘的止回阀；手动、气动、

电动闸阀及截止阀；可用于汽轮机出

口管路的气动抽汽逆止阀等。此外

CMI还提供了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专

用或特殊阀门，包括适用于特殊需求

的金属或合金钢材料专用阀门，以及

用于H.P.预热器旁路系统的快速反应

两通、三通阀。目前博耐帝正在开发

达到16”的更大口径的锻造闸阀，而

且博耐帝开发的锻造闸阀成本会比铸

造的闸阀低20%左右。

此外，博耐帝的BONT®系列主

要包括了按ASME/ASTM标准生产的锻

钢球阀：尺寸从 1/4"至4" (压力等

级：600 - 900 -1700 -2700 - 4500) 

焊接阀盖，连续排污和间断排污阀，

活塞阀：单、双通、三通、四通、特

殊球阀、锅炉排污球阀、高温球阀

(最高温度550°C)；以及各类液位计

产品（玻璃透明型，反射，管状，双

色，以及磁翻转，材料有A105 CS，

AISI 316，镍基合金，铜镍合金，

镍，钛，塑料等）。在目前中国的

电力以及石化行业，WBY系列斜杆截

止阀已被广泛用于疏水，开关等切

断作用场合。而HTB型锻钢球阀则可

以用在高温以及其他对工况比较苛

刻的环境，其阀座是由金属和石墨

一层层叠加起来压制而成，因此其

石墨成分能够使阀门密封在高温场

合的实际表现相比PTFE材料更为优

异，而金属成分又保证了材质的强

度，保证了密封件不会被一些颗粒

拉伤，同时其他合金材料也都同样

可以制造适用。

几个月前，博耐帝的一个主要客

户需要一个气密性金属密封球阀，应

用于某个条件严酷的部位。该部位需

要球阀性能达到ASME Class 1500，

同时要在260巴的氦气条件下达到

Class VI的密封。问题是在如此高

的压力条件下，球体由于自身的几

何厚度差异，产生了压力形变，而

且这说明球体和阀座间的接触面已

经改变了正常状况下的工作形态。

在普通热塑性材料阀座的阀门中，

塑料自身的弹性和韧性可以避免产

生这样的问题，但金属密封的阀门

显然不同。博耐帝的研发部门为此

专门设计了一种专利阀座，可以极

为精密地适应球体的变形，自动适

应不同的几何形态。同时，为了保

证球阀产品在世界上广为认可的极

高品质，博耐帝在制造和测试设施

方面投入巨大，一个代表当今领先

技术的检测室已经投入使用，用于

液压、气体和超低温试验。这就是

博耐帝的BONT WVE®品牌，代表的是

一系列高品质的标准球阀和特殊球

阀，根据众多标准如ISO，API 6D，

API 6A，ASME，DIN制造，用于高

温高压、低温、潜艇以及地下环境

设备中，尺寸范围从1/4”至32”或

更大订制的尺寸，提供耳轴或浮动

球软密封，以及金属硬密封，两片

或三片式结构，材料包括碳钢、不

锈钢、钛合金、哈司特镍合金B&C, 

Incoloy，Alloy 20，铜镍合金等特

殊合金钢。

服务中国市场

依托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制造

经验，博耐帝目前的生产基地分别位

于意大利、德国、土耳其以及中国苏

州，而销售代理则遍布全球。尽管目

前苏州工厂只生产了一小部分博耐帝

活塞阀产品，其他绝大部分的产品均

原产自意大利，但中国的巨大潜力使

其成为博耐帝决心重点服务的市场。

经过数年的开拓，博耐帝品牌已经在

中国的电力行业初步取得成功，得益

于产品在运行工作中的稳定表现，国

内电力行业的五大发电集团如华电、

国电、大唐，华能，中电投及一些地

方经营电厂都使用过博耐帝的产品，

认可博耐帝产品的品质，同时在中国

团队数年的业绩中，也很少有客户要

求去现场解决运行问题，或者造成装

置停车的。同样在油田行业，博耐

帝在国内的几乎所有油田都有使用

业绩。石化行业则是博耐帝的中国

团队下一步决心大力开拓的市场，

由于具备了阀门产品在全球市场的

多年成功经验，博耐帝对这些领域

同样驾轻就熟。

总经理陈鼎立表示，本地和意

大利总部的管理层早已达成共识，

国内团队的服务和生产质量管控将

全面采用意大利总部的生产模式和

控制流程，只有做到同样的控制流

程，才能做到同样的品质。而博耐

帝其他众多品牌的进口阀门产品则

同样能够受到中国售后服务团队的

支持。“我们追求整体的质量，提

高交货的准确率，更好地服务中国

客户，这就是博耐帝对市场的承

诺。”他说道。

中海油渤海自营油田投产

7月22日，中海油宣布，

位于渤海海域的自营油田渤

中29-4已经成功投产。这一

油田没有外方参与，为中海

油拥有100%的权益并自任作

业者。渤中29-4油田位于渤

海南部海域，油田范围内的

平均水深约为22米，属于浅

海海域，并非目前敏感的深

海开采。渤中29-4油田的开

发生产作业将主要依托在产

油田渤中28-2南的有关设施

进行。该油田有望于年内实

现7800桶/天的高峰产量。

巴陵物装部考核

阀门供应商

6月3日，巴陵石化物

装部组织召开阀门供应商会

议，向32家供应商通报1至

5月份阀门质量检测情况和

质量跟踪考核结果，宣讲《

阀门质量跟踪考核管理制

度》。从去年10月份开始，

该部从报价、质量、交货、

服务四方面，完善阀门采购

质量及交货跟踪考核制度，

制定阀门采购综合质量跟踪

考核表，明确阀门采购的

17项规范要求和24类违规现

象的扣罚标准，并发送到供

应商的电子邮箱，要求所有

供应商对照学习，杜绝单项

价格严重失真、串标报价、

产品无材质分析报告、到货

复检不合格、无商标或非铸

造商标、产品质量追溯缺

项、装箱清单不全等各类违

规现象。今年初以来，该部

合同执行员、保管员和质检

员对每批次物资到货的控制

过程评分，运用《阀门采购

综合质量跟踪考核表》开展

供应商月度综合评分，做到

日记录、周检查、月考核。

依据考核结果，优选当月分

值列前三名者作为次月的主

力供应商，对出现供货质量

不合格、延期交货、考核排

名居后三位等问题的13家阀

门供应商，分别给予暂停交

易1到3个月的处理。针对前

几个月阀门采购中出现的质

量不合格、交货延期、报价

不规范、随货同行资料不全

等问题，该部重申阀门采购

质量及交货跟踪考核制度。

主管阀门采购的材配科负责

人表示，要通过考核奖优罚

劣，使供应商树立“质量第

一，服务至上”的供货理

念，提升供应商的整体供应

水平。供应商表示，他们将

对照规范要求抓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