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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ORLEO  
关于拓优

   
武汉拓优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工业阀门高

端智能控制，面向石油、化工、冶金、电力、造纸、环保、

医药等行业以及阀门制造企业提供基于喷嘴挡板技术智

能阀门定位器一站式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湖北省

支柱产业行业细分隐型冠军企业，股权代码 102618。

采用“拓优研发、世界创造”的全球化研发战略，

公司总部基地设在九省通衢武汉，人才汇聚的中国光谷，

负责产品整机开发和市场运营；海外办事处设在北美加

拿大多伦多，负责产品算法及工业 AI 设计。

公司秉承“专注、求真、担当”的价值观。因为专注，

所以专业；因为求真，所以博大；因为担当，所以致远。

拓优以“国产替代，产业强国”为使命，十年专注，砥

砺前行。匠心打造的 TORLEO 品牌智能阀门定位器，

成 为 CCTV【信 用 中 国】国 产 替 代，推 广 品 牌；荣 获

2020 年全国商业质量奖，武汉市技术创新产品称号。

公司的战略定位是以智能阀门定位器为入口产品，

做行业的标杆，在国内，替代进口；在国外，沿一带一

路输出中国品牌。未来，公司将以工业阀门高端智能控

制引领者的担当，对工业管道各关键节点—如阀门智能

控制、管道流量压力检测、管道安全监控、泵阀故障预

警等进行物联网融合，依靠云计算、大数据，建立中国

工业管道物联网大数据中心。

Wuhan TORLEO Intelligent Co., Ltd. (stock code 102618) 
is an award-winning high-tech company that focuses on 
high-end intelligent control of industrial valves, and provides 
one-stop solutions for intelligent valve positioners based on 
nozzle baffle technology for petroleum, chemical, metallurgi-
cal, electricity, paper manufacturing,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pharmaceutical and other industries as well as valve 
manufacturers. 

Embracing the global R&D vision of "Research by 
TORLEO, World-leading Innovation", our headquarter is locat-
ed in China Optics Valley, the talent house of Wuhan, and is 
responsible for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market operations; 
the oversea office is located in Toronto, Canada, responsible 
for algorithm and industrial AI design.

Adhering to the values of "Focused, Truth-seeking, and 
Reliable", TORLEO built for ten years with professional ethics, 
profound knowledges, broad visions, and we are forging on 
with the mission statement – “Domestic Substitution, Indus-
trial Powerhouse”. Our ingeniously created intelligent valve 
positioner and its TORLEO brand has become the domestic 
brand recommended and promoted by CCTV “Credit China” 
program, and was honored with the 2020 National Commercial 
Quality Award as well as the title of Wuhan Technology Innova-
tion Product.

Strategic positioning: domestically, we replace interna-
tional products and set new industry benchmark with 
TORLEO’s intelligent valve positioner; internationally, we 
export and promote the Chinese brand alo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 the future, we aim to integrate IoT to various key 
nodes within industrial pipeline management process, such as 
smart valve control, pipeline flow pressure measurement and 
safety monitoring, to lead and empower industrial safety 
management with big data and cloud technology, and to 
establish a data center for Chinese industrial pipeline manage-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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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注、所以专业
因为求真，所以博大
因为担当，所以致远

上
善
若
水

创始人风采
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  柳曦

海归智能测控专家

国务院津贴专家

武汉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智库专家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专业水平评价考官

2016年武汉市创新人才

2017年中国创新领军人物

2018年3551光谷创新人才

2019年中国经济十大匠心人物

创始人柳曦做客央视接受《信用中国》栏目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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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资质

公司荣誉

TORLEO 

Honor
荣誉资质

六 项 发 明 专 利 十六项软件著作权登记 十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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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基地：光谷动力绿色环保产业园

研发中心：光谷动力绿色环保产业园9栋-501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取得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基于工业云平

台的新一代智能阀门定位器入选3551光谷人才计

划项目；入驻光谷动力绿色环保产业园，完成公司

总部基地布局。

公司成为 CCTV【信用中国】合作伙

伴，取得商务部诚信认证；荣获中国质量万里行全

国质量3.15 放心承诺单位，公司创始人柳曦荣获年

度中国经济十大匠心人物。

公司处于疫情重灾区的武汉，砥砺前

行，销售业绩逆势增长 45%，荣获湖北省支柱产业

细分领域隐形冠军，荣获2020年全国商业质量奖，

武汉市技术创新产品称号。

四版挂牌，股份代码102618；荣获

“武汉市科技创新成长者称号”；荣获“中国行

业创新领军企业称号”；公司获CCTV匠心栏目组

关注；产品入选中国质量品质先锋档案。
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在武钢

集团成功替代美国Fisher、德国SIEMENS、日

本Azbil、日本KOSO、瑞士ABB等进口品牌，

成为武钢计控公司及时供用供应商。

完成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的研发

（基本型、防爆型、隔爆型、分体运转型），

并取得防爆认证和隔爆认证。

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首次在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电厂成功批量替代

瑞士ABB智能阀门定位器。

承担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

--基于喷嘴挡板3/3滑阀智能阀门定位器研发。

不忘初心，专注气动阀门高端智

能控制，实现国产替代，创业注册东湖高新

技术开发区。

Histor ical  Events
拓优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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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zzle baffle Technology

Make up for the weakness of the industry

Chinese own high-end intelligent valve positioner

Three-break maintenance 
pos i t ion

Nozz le  c leaning

在线置换
Online replacement

部分行程测试(PST)
Par t ia l  s t roke test  (PST)

基本型/本安防爆型 分体远传型隔爆型/粉尘防爆型

TORLEO
智能阀门定位器      

小流量型

TORLEO 智能阀门定位器，是由公司创始人，美国海归专家柳曦领衔的专业团队，基于喷嘴挡

板技术原理，采用 18 项专利技术而匠心设计。产品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是国

产替代的行业领导品牌。其中 TOP-5879F1 的基本型、本安型、隔爆型、分体远传型可应用于石油、

化工、冶金、电力、造纸、环保等行业的薄膜调节阀、球阀、蝶阀、隔膜阀等高精度的流量调节；

TOP-5879F1 小流量型可应用于食品、医药行业的角座阀、T 型截止阀、换向阀、隔膜阀的精细流量

控制。      

该产品的傻瓜式看的见的一键自整定，数分钟内完成调试，内置故障闭锁功能，不需要外接电磁

阀和失电比较器，只需外接气锁阀就可以轻松实现阀门断电、断信号、断气的三断保位，节约用户投资。

独特的阀门固定在线替换定位器功能，有效解决了用户生产过程中不停产维修替换定位器的痛点。产

品在宝武集团的武钢股份先后替换了美国 FISHER、德国 SAMSON、瑞士 ABB、德国 SIEMENS、

日本 Azbil 等一线品牌定位器，深受用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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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haracter ist ics
产品特点 

TOP-5879F1-A30防爆型结构图

铝制内盖

I/P模块

气路转换模块

隔爆筒

电气接口

排气装置

隔爆筒盖

主控电路板

阀位传感器

隔爆按钮

气路接口

TORLEO 
TOP-5879F1-A30型智能阀门定位器，自2013年面世以来，在冶金、电力、煤化工、化工等行
业积累了大量的替代进口的示范应用，得到行业用户和阀门厂的一致好评。

采用喷嘴挡板技术，提高了抗粉尘、水分和油污的能力；

可选择的故障闭锁及故障安全功能配置，方便了用户选型，降低了采购成本；

基于HART数据备份的定位器在线置换功能，解决了智能阀门定位器维修置换的应用难题；

内置阀位上下限开关信号输出，方便用户现场联锁控制；

快速一键自整定，数分钟内完成调试，实现了看的见的傻瓜操作；

预留无管安装接口，安装省时、结构简洁美观。

TOP-5879F1-A30分体远传型

TOP-5879F1-A30基本型/本安防爆型

TOP-5879F1-A30隔爆型

A30机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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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5879F1-C41智能阀门定位器是在A30机型上迭代研发，

除保留A30的特点外，还新增了下列功能：

外置防水防尘按键设计，方便用户再次操作；

单作用定位器设计有旁路输出功能，方便用户现场救急；

输入、输出信号增加了外壳接地的交流释放回路，现场恶劣环境下，抗干扰更强；

C41高端机型，具有部分行程测试（PST）功能，有效解决应急切断阀门的可靠性难题。

TOP-5879F1-C41分体远传型

自清洁喷嘴挡板放大器 带旁路输出

TOP-5879F1-C41本安防爆型

Product  Parameters
产品特点

TOP-5879F1-C41隔爆型

内部图

C41机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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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arameter
技术参数

项目 TOP-5879F1本安型 TOP-5879F1隔爆型 TOP-5879F1小流量型

输入信号 4-20mA，可设置成分程控制输入

气源 压力1.4—6bar ; 无油、无水分、无尘污垢

行程 10-150mm（直行程）、 0—120°（角行程）

阻抗

气源接口

电气接口

重复性

线性

滞后度

灵敏度

输出特性

材质

防护等级

防爆等级

粉尘防爆等级

安全等级 SIL2 SIL2

工作温度 -30℃-85℃（基本型） -30℃-70℃（T4级防爆）

重量 2kg 3kg 1.5kg

尺寸规格

4-20mA，可设置成分程控制输入

压力1.4—6bar ; 无油、无水分、无尘污垢

5-50mm（直行程）、90º（角行程）

460Ω（max.)/20mA(DC)

1/4英寸插入式软管接头（内径6mm）

M12三针B标准；四针D标准；五针A标准

线性、快开（25：1、50：1）、
等百分比（1：25、1：50）

聚碳酸脂（PC）、聚酰胺（PA6-GF30）、
不锈钢（304））

IP66

Exia IICT6Gb

 -30℃-85℃

162*124*100（mm）240L*80W*110H（mm） 162L*152W*182H（mm）

460Ω（max.)/20mA(DC)

PT（NPT）1/4

NPT1/2（G1/2） M20*1.5或NPT1/2

士0.2%F.S.

士0.3%F.S.

士0.2%F.S.

士0.2%F.S.

士0.2%F.S.

士0.5%F.S.

士0.2%F.S.

士0.2%F.S.

线性、快开（25：1、50：1）、等百分比（1：25、1：50）

压铸铝/不锈钢                

IP65/IP66

Exia IIC T4 Gb Exd IIC T6

      Ex tD A20 IP66 T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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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formance comparison
性能对比

指标性能

气动部件特点

I/P驱动方式

I/P功能耗

抗振指标

故障闭锁功能

喷嘴自清洁功能

气源压力

空气质量

稳态耗气量

控制精度

整定方式

整定时间

内置阀位触点输出

售价及服务

阀门固定置换定位器功能

TORLEO（中国）

气动放大器IP

模拟式（电流）

0.8mW

20g

有

有

1.4-6bar

ISO8573-1颗粒物3级

含油小于1mg/m3,

露点低于10K

ISO8573-1颗粒物3级

含油小于1mg/m3,

露点低于10K

IISO8573-1颗粒物3级

含油小于3g/m3,露点3g

IISO8573-1颗粒物3级

含油小于3g/m3,露点3g

IISO8573-1颗粒物3级

含油小于3g/m3,露点3g

0.056Nm/h
与空气压力无关

0.085Nm/h
与空气压力无关

0.11Nm/h
与空气压力有关

0.24Nm/h
与空气压力有关

0.28Nm/h
与空气压力有关

0.1-0.3%

一键自整定（看的见）

3-5分钟

有

适中，本土化及时性好

有

ABB（瑞士）

气动放大器IP

模拟式(电流)

1.6mW

20g

有

无

1.4-6bar

0.1-0.3%

菜单式整定

5-10分钟

有

高，及时性差

无

SAMSON（德国）

气动放大器I/P

模拟式(电流)

4mW

20g

有

无

1.4-7bar

0.1-0.3%

菜单式整定

5-10分钟

无

高，及时性差

有

Azbil（日本）

气动放大器I/P

模拟式(电流)

18mW

20g

无

无

1.4-7bar

0.1-0.3%

一键整定（看不见）

8-15分钟

无

高，及时性差

无

Fisher（美国）

气动放大器I/P

模拟式(电流)

20mW

20g

无

无

1.4-7bar

0.1-0.3%

菜单式整定

5-12分钟

无

高，及时性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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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LEO 

Specia l  funct ion
特色技术

故障定位器在线置换功能

定位器旁路输出功能

故障定位器 待备份定位器   

      智能阀门定位器在现场和配套的阀门安装后，必须经过自整定模式，获得阀门的行程大小，特征参数才能

进行控制运行。而这个自整定过程，阀门需要反复多次开关动作，花费的时间因阀门的性能而定，短的3-5分

钟，长的10多分钟。这对在生产线上是不允许的，轻则影响产品质量，重则造成大的安全事故。因此，生产现

场出现定位器故障后的在线更换是用户的痛点。

     TORLEO智能阀门定位器，采用参数备份原理，非常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基本原理是，当生产过程

中定位器故障时，将阀门固定在工况许可的位置状态下，利用定制HART手操器，将故障定位器的控制参数和

特征参数下载到备份的定位器中。备份定位器在阀门上的安装位置尽量接近故障定位器。这样备份定位器，就

不需要经过自整定模式，通电直接就可以工作了。这样的控制，控制精度不受影响，只是因安装的误差，零点

或满度会有些偏差（5%以内），但足以满足现场救急控制的需要。待生产条件许可，定位器再进行一键自整

定，就完全正常投入运行。目前，进口产品也只有Samson、Fisher等少数品牌拥有，国产品牌，都不具备这

个功能。

HART手操器

旁路

输出开关

定位器部分行程测试（PST）功能

      C41高端机型，内置部分行程测试PST (Par tial  Stroke Testing)功能。该功能就是让ESD阀从全开位置

部分关闭10~30%行程，按一定的时间间隔设定周期性的动作，以便更好地检查阀杆移动情况，来判断其功能

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确保安全仪表系统(SIS) 的操作指定，准确落实到ESD (Emergecy shundown Valve)

阀门上，不产生“拒动”现象，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C41单作用机型，气路结构设计增设旁路输出开关。正常工作时，

开关右旋到底，如遇到定位器主板或IP故障时，该开关左旋到位，这样

进气气路就自动切换到OUT1输出气路上，这时用户就可以通过减压过

滤阀将阀门调到需要的位置来现场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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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LEO 

故障闭锁功能

无管安装功能

故障闭锁功能定位器在角行程三断保位的气路连接示意图

无管安装结构的定位器和阀门安装图

 故障闭锁功能定位器在直行程三断保位的气路连接示意图

      定位器没有故障闭锁功能时，现场工艺如要实现阀门在停电、停气、断信号的条件下保位，必
须外接失电比较器、电磁阀、气锁阀才能实现。目前、Fisher、Azbi l、siemens等定位器都是采
用这个办法。
      TORLEO智能阀门定位器，先进的I/P气路设计，采用内置故障闭锁功能，不需要外接失电比较
器和电磁阀，只需外接气锁阀，就可以轻松实现阀门的三断保位，这不仅节约了用户的投资，而且
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特别说明，对于一般的气缸，气动放大器可以取消不用。

     TORLEO智能阀门定位器，内置的出气无管安装结构，适用于无管安装结构的的阀门，无管OUT1出气接

口，直接和阀门执行器的无管输入气源孔对接，不需要安装支架和气路支管，安装简单省时、美观、可靠性

高；内置的排气无管安装结构，排气接口直接和阀门的执行器的内室连接，满足特殊应用的需要，如应用于

浸水IP69的环境。

无管安装结构智能阀门定位器

4
5
6

1

2
3

1、为反馈杆

2、为反馈杆上的随动销

3、为反馈杆上的六角螺丝

4、为M8的螺丝

5、为定位器的无管出气孔

6、为定位器的无管排气孔

1

2

减压过滤阀

放大器

3 气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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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现场，有些特殊的应用，需要做联锁控制。就是阀门处于全开或全关，或预设的阀位时，DCS系统

需要采集阀位对应位置的开关量，来启动特殊的安保控制或联动控制。

     这个功能，传统的做法是，在定位器的基础上，阀门外接一台阀位机械触点取样器，该取样器和阀门的

执行器运动机构相连，获取相应的阀位开关量来实现。 TOP-5879F1系列的基本型和本安型产品，独特的

结构设计，内置阀位上下限触点输出模块为选配件。需要这个功能的用户，不需要外接任何设备，就可以轻

松实现。

一键自整定功能

内置阀位上下限触点输出，轻松实现联锁控制

       TORLEO系列智能阀门定位器，发明专利的快速自整

定算法，解决了定位器和各类阀门现场应用调试的难题。

定位器和阀门机械位置安装符合约定要求后（线行程，要

求反馈杆运动行程夹角，尽量达到60°，角行程为90°），

只需按住左图所示的按钮，3秒钟倒计时结束后松开，定位

器就启动自整定，自动判断阀门的开关特性（气开或气关）

自动计算阀门上、下行程大小以及运行时间、自动判断阀

门 的 摩 擦 系 数 大 小 、 自 动 提 取 和 计 算 满 足 高 精 度 控 制

（0.1%-0.3%）需要的特征参数。整个自整定过程3分钟

以内完成，全部自整定过程，液晶屏动态显示，真正实现

了看的见的傻瓜操作。

自整定按钮

 内置阀位限位触点输出的定位器

阀位旋转指示器

限位触点输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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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 icat ion Scenar io
应用场景

拓优研发   世界创造

提供ODM合作，助推中国品牌影响力

适用于食品、医药等行业的角座阀、隔膜阀、
换向阀、T型截止阀等执行器内径40-100mm、
125-160mm大小的阀门的小流量精细的控制。 

小流量智能阀门定位器

中国气动阀门高端智能控制行业领导品牌

适用于强酸、强碱等强腐蚀性的作业环境

不锈钢智能阀门定位器

进口代替  品质比肩  服务超越

适用于高温（≤110℃）、高湿、多尘、

强震动的环境

远传型智能阀门定位器

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智能阀门定位器

防爆等级  Exia IIC T4-T6Gb

适用于有安全等级的0区、1区和2区环境

防爆型智能阀门定位器

喷嘴挡板3/3滑阀气路设计  国内初创

防爆等级  Exd IIC T6+Ex tD A20 IP66 T85℃

适用于有安全等级要求的1区和2区工业环境

隔爆型智能阀门定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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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ion Guide
选型指南

      除TOP-5879F1-A30系列标准机型外，公司提供的特别定制机型有HH-TOP-5879F1、TOP-5879F1-B03、TOP-5879F1-UVS、

TOP-5879F1-ZXL、TOP-5879F1-HZ、TOP-5879F1-YLD、TOP-5879F1-HPR、TOP-5879F1-FT01/FT02等系列。

说明：输出气体流量选项中，代码Q1建议匹配气室内径40-100 mm的执行器，代码Q2建议匹配气室内径
125-160 mm的执行器。代码Q2仅适用于单作用执行器。     

型号：TOP-5879F1-A30-21-LSF-21BYA2
诠注：本安型单作用带反馈、带HART功能、带压力表头、故障安全功能，标准安装的直行程定位器。
说明：该型号外壳标准结构为压铸铝结构，还可以定制304或316外壳的不锈钢结构的智能阀门定位器。

产品型号：TOP-5879F1--

TOP-5879F1 A型机v3.0A30

 C型机v4.1C41

无1 无1

4-20mA2 2

一体式Y

分体式F

故障闭锁B

故障安全A

无1

有2

无1 基本型P

Exia IIC T4GbF

Exd IIC T6+Ex tD 
A20 IP66 T85℃

G

有2

直行程L

角行程R

单作用S

双作用D

型       号：         机型类别            通讯方式           故障在线置换         作用方式         动作方式         防爆防尘等级

阀位反馈输出         阀位限位开关         安装支架           安装方式         故障时阀门状态          压力表组件    

触点开关量

无O

标准直行程A

标准角行程B

定制C

无1

HART2

Profibus-PA3

FF4

TOP-5879F1系列

产品型号：TOP-5879F1--

TOP-5879F1 B型机v1.0B10

无1 G1/41

4-20mA2 2

故障闭锁B

故障安全A

无1

有2

5-30mm直行程L1

30-50mm直行程L2

90度角行程R

单作用S

双作用D

型       号：         机型类别            通讯方式           故障在线置换         作用方式         动作方式         防爆防尘等级

阀位反馈输出              螺纹规格                 输出流量              故障时阀门状态       

M16*1

M22*1.53

4 M26*1.5

18L/minQ1

36L/min（单作用） Q2

无1

HART2

Profibus-PA3

FF4

 TOP-5879F1系列（小流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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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haracter ist ics
产品特点

TORLEO
电气阀门定位器

抗震性能高，适合震动大的使用环境使用；            经过100万次以上的动作和抗震测试，确保产品质量；

简单调整，就可以实现1/2范围行程控制；             正/反作用可以方便转换;

零点、量程调节简单；                                        可方便接反馈输出.

TOP-1143L直行程电气阀门定位器TOP-1143R角行程电气阀门定位器

TOP-1143R结构图TOP-1143L结构图

TOR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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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parameter
技术参数

项目
TOP-1143L TOP-1143R

单作用 双作用

输入信号 4-20mA

阻  抗

气源压力

行  程

气源接口

电源接口

单作用 双作用

250Ω

1.4—7bar ; 无油、无水分、无尘污垢

0-90°10-150mm

PT（NPT）1/4

NPT1/2（G1/2）

防爆等级
KTL：ExdmIIBT5; ExdmIICT5; ExiaIIBT6   ATEX:EEmdIIBT5  

  JIS:EXSdIIBT5      CSA:ExmdIIBT5   NEPSI: ExiaIICT6

防护等级 IP66

工作温度

防爆温度

线  性

滞后性

灵敏度

重复性

           重  量 2.7Kg（压铸铝） 2.8Kg（压铸铝）

0.5%F.S

标准型：-20℃～70℃；高温型：-20℃～120℃；低温型：-40℃～70℃

                    -20℃～60℃

1.0% F.S

1.0%F.S

0.2%F.S 0.5%F.S 0.2%F.S 0.2%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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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LEO
阀门控制主要配件

TOP-200系列自动排水减压过滤阀 TOP-7743A 专用HART手操器

TOP-300/310/320气动放大器

TOP-6V/65V智能阀门变送器 TOP-V1030系列电气转化器

TOP-400S/400D/430S/430D 气锁阀

16

武汉拓优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TORLEO INTELLIGENT CO.,LTD



Product  appl icat ion
产品应用

典型用户（TORLEO用户及ODM用户）

阀门厂典型合作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冶金行业

电力行业

煤化工行业

其他行业

化工行业

四川威卡自控仪表有限公司

汇正自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贝尔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展旭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普雷沃流体控制科技（芜湖）有限公司

鞍山热工仪表有限公司

四川勃朗蜀威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兹维克阀门有限公司

无锡市乐控自动技术有限公司

河源孚罗泰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迈捷孚自控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浙江苏正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雅望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洞头恒达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盛唐阀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本质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仪欣阀门有限公司

成都长隆泵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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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ndustr y
电力行业

2019年华电奉节电厂替代ABB分体式定位器 2018年河南鹤壁鹤淇发电厂1#炉过热器一级减温水调

整门替代ABB定位器

2014、2015年连续二年就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电厂2*660WM的31#、32#机组的脱硝工程的风门挡板控

制，全面成功替代ABB定位器

2018年珠海靖海发电有限公司的一台660MW机

组的风门挡板全面替代34台ABB定位器，一年运行零

故障；2019年再次改造另一台660MW机组，替代

ABB，顺利交付使用。2020年初，在1000MW机组汽

机侧替代德国SIEMENS定位器，控制美国fisher阀

门。这是国产定位器在最大机组关键设备替代进口产

品的扫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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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钢焦化厂 武钢烧结厂

【案例点评】2013年9月，第一
代产品成功替代德国SAMSON定位
器。目前，TORLEO拓优定位器已安
全稳定运行近8年。

【 案 例 点 评 】 2 0 1 7 年 7 月 ， 因
外 网 停 电 ， 造 成 二 冷 水 车 间 喷 淋 水
倒灌事故，J单驰援武钢，替代43台
美 国 F i s h e r 定 位 器 ， 本 土 化 技 术 服
务，将意外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

【案例点评】2016年，在武钢焦化、烧结厂，粉尘、油污、高温的恶劣环境替代进口某品牌压
电阀定位器，使用寿命从进口产品的半年提高到4年水平。

Metallurgical Industry
冶金行业

武钢氧气厂

武钢冷轧厂二冷水车间

TO R L E O 拓 优 智 能 阀 门 定 位 器 在 宝 武 集 团 武 钢 股 份 ， 先 后 替 代 了 德 国 S A M S O N 、 德 国
SIEMENS、美国fisher、瑞士ABB、日本KOSO等进口品牌，取得用户的高度认可。公司由此成
为当时的武钢计控及时供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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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 and Petrochemical 
石油石化行业

中 国 石 化 胜 利 油 田 东 营 孤 岛 压 气
站，总投资3.5亿元，TORLEO拓优智能
阀门定位器和美国fisher定位器一起入
选配套

TORLEO智能阀门定位器在内蒙神化应用场景TORLEO智能阀门定位器，在鲁西化工的应用场景

新疆某军工企业新建石油炼化项目的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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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办事处

海外办事处（多伦多） Overseas Branch（Toronto）

地址（ADD）：unit 508,66 Forest Manor Road

 电话（TEL）：1-647-679-0318

网址（Website）：http://www.toptrol.com    

邮箱（E-mail）：jude.z.liu@gmail.com              

联系人（Contacts）：zihuiLiu

国内办事处 Domestic offices

江苏办事处 Jiangsu Office 

地址：江苏省金湖县金湖西路159号

电话：13705232055  0517-86888927

传真：0517-86884396

邮箱：997103470@qq.com

网址：http://www.toptrol.com 

联系人：潘巨兵

温州办事处 Wenzhou Office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欧北镇和一工业区

          林浦北路2396(汇正阀门) 

电话：15868777154 

邮箱：2355499012@qq.com 

网址：http://www.toptrol.com 

联系人：熊文峰 

上海办事处  Shanhai Offiec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泗通路

           246号905室

电话： 18116123373

传真： +86-21-5090 3416

邮箱：15921900560@163.com 

网址：http://www.toptrol.com

联系人： 唐中波

广州办事处  Guangzhou Office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75号

          穗丰大厦A座809室

电话：+86-20-37574526

传真：+86-20-37574526

邮箱：torleo-cx@toptrol.com

网址：http://www.toptrol.com

联系人：程 星

福建办事处 fujiang Office

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

          门片区海沧新大街27号260室

电话：13459215221  0592-6532169  

邮箱：xmuniand@163.com

网址：http://www.toptrol.com

联系人：丁建立

重庆办事处 zhongqin Office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仟百汇C2

          栋0612

电话：18523108323  023-67173986

邮箱：184877631@qq.com

网址：http://www.toptrol.com

联系人：楚龙江

Market ing Network
营销网络

免费咨询热线：

400-878-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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