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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道集团是一个全球领先的卫浴龙头配件制造商。自1984年成立以来,我
们不断地成长和扩大业务范围。今天,我们提供各种不同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以满足客户的最高要求。

赛道公司总部坐落于西班牙, 活跃于全球范围超过44个国家，获取了广泛
的市场信息。追随我们的愿景，我们追求的是研发的每一个产品都具备
卓越的性能。我们的工程师团队肩负不断完成新的技术挑战以确保我们
客户的满意度。基于对陶瓷阀芯，陶瓷快、慢开阀芯，恒温阀芯，编织
软管以及分水器等水龙头关键配件的技术深度了解，引领我们成为一些
在国际中最具规模的水龙头制造商的首选供应商。  

我们诚意邀请您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产品信息，请查阅此产品目录以及
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sedal.cn。

持续创新

SEDAL GROUP COMPANIES







赛道新款 SN-25 阀芯是超越标准性能之上的产品，拥有稳健
的阀杆设计，流畅操作手感和比旧版本更大流量的特性， 是
一款能给水龙头制造商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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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改善

25mm 阀芯更容易受恶劣的使用条件影响，

因此我们开发新款 25mm 阀芯，提高技术参

数，取得更优性能（与赛道旧款 25mm 阀芯

E-25 对比）。

• 提高 30% 的流量。

• 改善 20% 的流畅操作手感。

• 减少 50% 的噪音。

寿命更长
多项新技术注入，延长SN-25寿命周期：

• 2倍 ASME/ 2倍 EN 寿命周期。

• 更稳健的塑料材质。

• 提高 50% 的抗扭矩强度。

• 提高 30% 的抗折断强度。

稳健结构，适用于小型水龙头
SN-25 的小巧尺寸，非常适合修长型的水龙头设

计，激发制造商的无限设计可能，而且同时保证

产品的高性能和稳健。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SN-25
阀芯



专为厨房应用而设计
热水反方向开启版本专为厨

房应用而设计， 避免手柄与

墙壁干涉而带来的不便捷。

5

节能冷开启版本

赛道新款SN-25冷开启（有高脚、平脚版本）

， 当把手位于中间位置时，只有冷水流出。

这一节能特性帮助用户更好地实现能耗控制。

金属阀杆

SN-25阀芯是金属阀杆设

计（有高脚、平脚版本），

保持精准流畅操作手感的同

时，比旧版本更耐压。

金属阀杆
版本

新款

 冷水

最热

SN-25 9





GC-25 阀芯使用Trialox， 新的革命性陶瓷片组合，提升性能
及其稳健性的同时增强阀芯的使用寿命。 这款上密封阀芯允
许厂商创造不同设计的水龙头。

GC-25
阀芯



1 Trialox 技术
新款GC-25阀芯引入Trialox 技术， 

全新的陶瓷片设计，改善舒适手感

的同时增强阀芯的使用寿命。赛道

的Trialox技术是这款上密封25mm

阀芯的核心，体积小，流量大。

高性能
除了大流量外，GC-25还通过了

EN817和ASME的寿命测试要求， 

保持恒定的操作扭矩和舒适流畅的手

感。

3

新款革命性陶瓷片组合
GC-25 Trialox的结构是在两个静片之

间夹着一个动片，而不是传统的两片

式陶瓷片组合。阀芯内部的水流是通

过下部的陶瓷片流向中间的混合腔。

上部的静片保证舒适流畅手感的同时

实现水的有效密封。
静片

静片

动片

混合腔

2

GC-25
阀芯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稳健设计
GC-25 Trialox的核心设计就是增强稳健

性。阀芯的外壳和内部组件都是由高性能

材料制作而成，金属阀杆增加把手的安全

操作手感。

4

多元化设计
小巧尺寸，非常适合修长型的水龙头设计，

激发制造商的无限设计可能，而且同时保证

产品的高性能和稳健。

这款阀芯同时也是上密封，允许不同规格的

水龙头设计。

5

技术参数

由赛道实验室的专用工装进行测试。（1）请考虑水咀和水龙头的主体类型。

螺母锁紧力/牙距 M1,5 7-8 Nm
开启角度 23º
旋转角度 90º

工作压力(建议压力)
1 - 5 bar

爆破压力 >35 bar
寿命周期 – EN817 
ASME A112.18.1

70.000 cycles
500.000 cycles

最高热水温度 90 ºC
敏感度 11-13º angle
复原性 <3ºC

保持 63°C & 50°C 
(6 l/min-3 l/min)

<4ºC - <6ºC

3巴水压时流量

0.5 bar 6.4 l/min
1bar 9.2 l/m 
3bar 16.1 l/min
5bar 20.9 l/m 
操作扭矩

开启 - 关闭 0,15÷0,40 Nm
转 左-右 0,15÷0,40 Nm

O-RING
不入水区

入水区

GC-25 13





新款28mm系列阀芯， 保持25mm系列一样的修长型设计，
同时具备35mm系列的性能。

28mm
阀芯



SN-28
 
修长型设计，大流量

SN28阀芯可以用于更纤细的阀体设计，但它不

像25mm那么单薄，能够在35mm和25mm的

水龙头之间进行有趣的切换。 保持大流量的同

时维持修长型龙头设计。

技术规格
螺母锁紧力/牙距 M1.5 7-8Nm
开启角度 23º

旋转角度 100º
工作压力(建议) 1 - 5 bar
爆破压力 >35 bar 

寿命周期 ASME
500,000 
cycles

敏感度 >10 mm
复原性 <5ºC

保持 63 ºC & 50 ºC 
(6 l/min - 3 l/min)

<4ºC - <6ºC

最大热水温度* 90 ºC
操作扭矩    

开启 - 关闭 0.15-0.30 Nm
转 左-右 0.25-0.35 Nm
3bar时自由流量

at 0.2 bar 5.7 l/min
at 1 bar 12 l/min
at 3 bar 20.3 l/min
at 5 bar 25.8 l/min由赛道实验室的专用工装进行测试。

（1）请考虑水咀和水龙头的主体类型。

洗手盆

特别为洗手盆而设

厨房

适合于厨房使用

适用范围
 

轻手感

由于采用高品质陶瓷片和陶瓷片紧密配合，

具有轻便的操作手感。瓷片紧密配合的设

计，使之比标准阀芯轻40%的手感操作。

SN-28
阀芯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标准
28MM 阀芯



紧凑型设计

矮脚上密封28mm阀芯同时拥有高性能和简洁

设计，允许设计师创造最简约的水龙头。使用

EX-28阀芯，您就可以拥有28mm的修长主体

兼备35mm阀芯的性能。

暗式洗手盆

特别为洗手盆而设

暗式淋浴

特别为一个出水端的淋浴而设

暗式淋浴

特别为一个出水端的淋浴而设

EX-28

螺母锁紧力/牙距 M1.5 8 Nm
开启角度 22º

旋转角度 90º

工作压力(建议)
1 - 5 bar

爆破压力 >35 bar 

寿命周期 ASME
140,000 cycles
500,000 cycles

敏感度 10º-12º angle
复原性 3 ºC

最大热水温度* 90 ºC
操作扭矩    

开启 - 关闭 0.15-0.25 Nm
3bar时自由流量

at 0.5 bar 8.6  l/min
at 1 bar 12.2 l/min
at 3 bar 21.2 l/min
at 5 bar 27.5 l/min

由赛道实验室的专用工装进行测试。
（1）请考虑水咀和水龙头的主体类型。

适用范围

技术规格

SN-28 17





TOP
阀芯
品质领先
EN-35 TOP是一款35mm 阀芯，是同类产品中的
佼佼者，其性能在各个领域都超越竞争对手，为制
造商提供了具有非凡耐用性的完美均衡阀芯：2倍
标准寿命周期。 它还提供TRN技术，用于节水和节
能。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TOP
CARTRIDGES

4
 

非常舒适
EN-35 TOP阀芯操作方便舒适，即使在

炎热的条件下也能平稳运行，为用户提

供比市场平均水平高11％的舒适度。

5
 

机械强度
EN-35 TOP阀芯的机械强度比Endura高出25

％，螺母扭矩损失增加20％。

1

2 高灵敏度
EN-35 TOP阀芯的灵敏度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高出20％。 它的灵敏度比市场上的普通阀芯

高出12％。

 
大流量
EN-35 TOP阀芯的流量比市场平均水平高5％。 

它的流量也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高3.5％，并且明

显优于标准阀芯。

3
 

降低噪音水平
EN-35 TOP阀芯产生的噪音仅为16dB，比市

场上的平均值和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低20％。

35MM
阀芯

品质领先

5%
20%

 

20%
11%

励质
领ふ



35MM 阀芯 21

EN-35 TOP阀芯可以添加一个温度调节

环，允许限制10个可选挡位（每个9º）
的最高温度，实现安全防烫功能。

TRN技术， 除了限制温度，还可通过流量

限制器实现节水。

由于螺钉位于阀杆中心位

置，流量得到控制。 通

过旋转螺钉，可以减少流

量，节省高达22％的日耗

水量。

温度限制功能 流量限制功能

SIO

由赛道实验室的专用工装进行测试。
（1）请考虑水咀和水龙头的主体类型。

技术规格
螺母锁紧力/牙距 M1.5 10-12 Nm

开启角度 23º

旋转角度 100º
工作压力(建议) 1 - 5 bar
爆破压力 >60 bar
寿命周期- x2 ASME
x2 EN 817
NF-077 U3
x2 GB-18145

1,000,000 cycles
140,000 cycles
175,000 cycles
140,000 cycles

敏感度 >13.5 mm
复原性 <2 ºC
保持 63 ºC & 50 ºC 
(6 l/min - 3 l/min)

<3 ºC - <4 ºC

最大热水温度 90 ºC
3bar时流量
自由流量 29.3 l/min (C/D) · 29.5 l/min (S/D)
操作扭矩    

开启 - 关闭 0,15÷0,30 Nm
转 左-右 0,15÷0,25 Nm 
噪声级别（A2-NF077） 16 ± 2 dB

水锤冲击测试 NF-077
高温压力测试 AS-NZS

C1,C2, C3
NF ECAU

COMPLIANT
VERSIONS

0º 开启 27º 开启





镜像 阀芯
25, 35, 40mm 系列
新系列的镜像阀芯专为厨房应用而设计，避免手柄
与墙壁干涉而带来的不便捷。这个系列还有冷启动
版本，节水节能。



HIGH
PRECISION

COMPONENTS

1

2
最大温度

冷水

镜像版本应用于厨房
热水反方向开启版本专为厨房应

用而设计，避免手柄与墙壁干涉

而带来的不便捷。

镜像冷开启水龙头
镜像冷开启水阀芯允许厂商保留

原有的机加尺寸，水龙头不需要

任何变更，并且符合EN200和

EN817标准。

标准阀芯 镜像冷水启动 阀芯

热水进水  冷水进水

需要在冷水位置打开水龙头，制造商需要变更机加尺

寸。

由于有可能产生的干涉，在加工冷水进水口和混合水

出水口钻孔时可能会遇到困难。

两种类型的机加适用于不同版本的主体。

由于进水口位置间隔小而难以安装软管。

无需变更机加尺寸 。

机加时没有额外困难 。

一种独特的加工方式，适用于不同版本的
主体 。

标准化，易于安装软管 。

热水进水  冷水进水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镜像
阀芯



4 ENDURA镜像冷水启动
35mm
ENDURA镜像冷水启动阀芯由于采

用了两级技术，可以更轻松地控制

水流，该技术具有轻微阻力，预示

着水龙头使用约为50％的流量。 此

功能可节省高达54％的日耗水量。

3 SN-25 镜像冷水启动 
25mm

赛道新款SN-25阀芯是超越标准性能之

上的产品，拥有稳健的阀杆设计，流畅

操作手感和比旧版本更大流量的特性， 

是一款能给水龙头制造商提供高附加值

的产品。现在新增镜像版本和金属阀杆

版本。

金属阀杆版本

5 EC-40镜像冷水启动两级 
40mm
赛道标准40mm阀芯，具有C3技术和

镜像技术，更符合厨房应用设计。还

具备两级技术，符合NF-077标准和

ECAU C3 标准。

镜像阀芯 25





新限流节能阀芯系列特别为低流量应用而设计。 得助于我们
新的专利技术，此产品能节约水和给用户提供极致舒适体验。 
新系列适用于 25mm, 35mm 和 40mm阀芯。

限流节能阀芯



ECOFLOW
阀芯

1

2 自由选用节流器
在正确的位置实现流量减少。有了节能技术，

可选择是否使用限流器或节流器。

建议供水管道安装过滤器。

优化 WaterSense 和 WaterLabel 标准
节能技术遵循并优化了WaterSense 和

WaterLabel 的要求。
KTW, WRAS, AS/
NZS, NSF, ACS
WATERSENSE
WATERLABEL

通过认证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限流节能阀芯 29

3

4

减少温度变化
当配合标准阀芯在出水嘴处使用限流器调节流量

时，用户可感受到水温的强烈变化；新的体验节能

技术，在低流量冷热水供应有压力差异时，提供卓

越稳定的水温。温度变化

压力变化

VS.

标准阀芯
带限流器

冷水进水，有 +0.3bar 差异

13-15° 开启行程
无流量变化

8-10 ° 开启行程
达到最大流量

逐渐开启到最大行程
流量渐增

标准阀芯 限流节能阀芯
最大流量：6 升/分钟 带限流器 最大流量: 6 升/分钟

改善的流量 vs 手柄行程
现时的解决方案只提供非常有限的开启行程来调节

流量。使用节能技术， 可在全开启行程范围内控制

流量

流量

行程

VS.



LIFE CYCLE
x2



新款 ENDURA 35阀芯展现了非凡的使用寿命：两倍标
准寿命周期。全新的技术应用使得他的性能遥遥领先行
业同行。核心配合专利的 SedalOX 陶瓷片和纳米保护技
术，ENDURA 系列满足并高于工厂源自市场的所有需求。

ENDURA
阀芯

MIRROR

ENDURA +

标准阀芯     NF ECAU
标准

C1

C2

C3

节能      

—

冷水

节水      

—

两级

限温/限流   

—

TEMP

TEMP
+FLOW

阀杆 

—

SN
（空转）

底壳

SISO

CD

SD

BISO

+ + + + +



1

2

3 专为厨房应用而设计
热水反方向开启版本专为厨

房应用而设计， 避免手柄与

墙壁干涉而带来的不便捷。

4

热水反方向开启
版本

新款

 

全新
全新开发的ENDURA 35阀芯。 高精

度配件以高性能材料为基础，使得新

型ENDURA@阀芯几乎可以迎合所有

的应用需求。

多项科技

一系列高端技术解决方案：

• 流畅手感技术带来舒适手感

• 陶瓷片的纳米保护技术使阀芯更耐用

• 噪音消除技术降低噪音

• 两级档位技术是更精准地节约水能。
  

SedalOX™ 96 RTP, 里程碑
新型 ENDURA 阀芯的特色就是配备SedalOXTM 

96，由赛道陶瓷生产的高性能陶瓷片。赛道独有

的纳米保护技术TM，96%氧化铝可压制粉末，

提供期望以上的卓越性能，其技术在于建立纳米

大小的坑穴，使油脂停留在陶瓷片表面，延长使

用寿命。成果就是可以耐受多于两倍的 ASME 和 

EN 标准的寿命测试。

高精密度

 冷水

最热

ENDURA
阀芯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5

6

更多选择，更多可能性
新型ENDURA 35阀芯给制造商提供超过

18种不同的选择，创造超过 100 多种可

能的组合。节水和节能技术，安全使用温

度，最大水流限流器，可供标准选择并且

完全兼容。
 

NF, C1,
C2, C3

通过

新 SISO, SIO,  BISO 选择
赛道提供进出水管快接阀芯，底壳螺纹接口：

• SISO(侧进侧出)

• SIO(侧边进出)

• BISO(底进侧出)

有了这些方案，通过将进水管和出水管直接连

接到阀芯， ENDURA@阀芯使制造商完全避

免了水龙头主体和水之间的接触。

KTW-WRAS-AS/NZS-
NSF-ACS

通过认证

ENDURA 33





新款冷开启热体验阀芯，借助在冷热混合水达到舒适温度位
置的档位设置以达到节能的效果，同时用户也能享受到独有
的流畅操作手感。此 35mm 系列产品还包含热水反方向开启
版本，适用于厨房应用。

冷开启热体
验阀芯



* (63ºC hot water/13ºC cold water

5

逆向 

最热

 冷水

3 SedalOX 陶瓷片
配合 SedalOX 陶瓷片生产，阀芯寿命更持久。

1

舒适水温安全档位
用户使用时感受到档感，在安全温度下，体验舒适

水温。产品的安全特点令儿童亦可安心使用。

4 流畅手感技术
保证用户流畅舒适的操作体验。

2

节能
冷开启热体验阀芯帮助节能：

• 冷水开启， 当阀杆在居中位置开启时只有冷水供应。

• 大约在产品手柄左右全行程的中间位置设置了档位，此

处是人体舒适的水温进水位，让用户感受到节能的热水

体验。

专为厨房应用而设计
热水反方向开启版本专为厨房应用而设

计， 避免手柄与墙壁干涉而带来的不便

捷。

* 63ºC 热水/13ºC 冷水 (EN 817)

TERMACLICK
阀芯

有助节能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多种版本可选
冷开启热体验是 35mm 阀芯， 有平脚、

高脚和逆向版本。

35mm
阀芯

冷开启热体验 高脚

高脚 平脚 平脚
 专为厨房应用而设计

冷开启热体验 平脚 冷开启热体验（逆）

逆时针方向到达热水。顺时针方向到达热水。                 

最热

逆向 
 冷水  冷水

逆向 

最热

冷开启热体验阀芯 37





进出水管快接阀芯系列是应用于无铅标准产品的最佳解决
方案， 实现了水和金属之间的零接触。有了水管快接阀
芯，水龙头主体和喷头就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制成，节约水龙
头成本。降低主体的材料成本和机加成本。

进出水管快接
阀芯



应用于无铅标准产品的最佳解决方案， 实现了
水和金属之间的零接触。

特别为厨房龙头而设。
设计属于ENDURA系列的一部分，有不同技术

规格， 例如标准款、冷水开启和节能节水。

SISO阀芯更轻便的
主体设计和更简易

的铸造

导向出水口

进出水软管直接连接到阀芯

优势

DRY FAUCET
阀芯

KTW-WRAS-AS/NZS-
NSF-ACS

通过认证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应用内管连接直接到到
阀芯出水口，起泡器直

接连接到软管

BISO阀芯允许更轻
便的主体设计和更

简易的铸造

应用于无铅标准产品的最佳解
决方案， 实现了水和金属之间
的零接触。
特别为面盘龙头而设。
设计属于ENDURA系列的一
部分，有不同技术规格， 例如
STD、冷水开启和节能节水。

优势

进出水软管直接到阀
芯进出水口

进出水管快接阀芯 41

KTW-WRAS-AS/NZS-
NSF-ACS

通过认证





上密封阀芯能使客户在龙头主体的设计上更多变化，包括出水
口在上方的设计。因为阀芯的优势带来龙头的设计也能带来更
大的流量。

上密封阀芯
35 & 40mm 尺寸



冷启动版本
新 

冷启动

赛道新开发的 35 mm 上密封冷启
动阀芯，当把手在中间位置开启
时，只有冷水流出，这个特性帮助
用户节省热水消耗以节省热能消
耗。

上 密 封 阀 芯

新潮龙头设计
新潮龙头设计
多元化配置允许客户进行新潮龙头设计。

DRY AREA

WET AREA
O-RINGDRY AREA

WET AREA
O-RING

不同的龙头主体设计
标准35mm 及40mm 上密封阀

芯能使客户在龙头主体的设计上

更多变化，包括出水口在上方的

设计

节水
35 mm 及40mm 标准的上密封阀芯还有两

档节水的版本，这个特性通过把手在中间位

置的档位杆来实现50%的节水功能

35mm 阀芯还有温度及流量限制的功能。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15%
过程节省

8%
铜材节省

25%
比标准上密封阀芯高

度减少

上密封阀芯 45

CC-35直连阀芯

紧凑型

短小精悍

紧凑型阀芯使得生产厂家在不影响产品的性

能的情况将龙头主体做到更精致

节水
35 mm 及40mm 紧凑型阀芯还有两档节水的

版本，这个特性通过把手在中间位置的档位

杆来实现50%的节水功能。 35 mm 阀芯还有

温度及流量限制功能。

直连阀芯
软管直接接入阀芯的进水镶件

新潮外形设计
此类型的阀芯能使龙头主体有更加新潮的外形设计

成本节约
直连阀芯能使的龙头主体更加轻便，同时在主

体材质和机加工过程中都有节省

节水
标准35mm 和40mm 上密封阀芯有温度及流量

限制功能





压力平衡阀芯配备了能检测进水口压力变化的独特机械
装置，保证出水温度的稳定性。特别适合水压不稳定地
区的应用。

单柄冷热陶瓷
阀芯
40mm 系列



避免水压变动
压力平衡阀芯的特殊底座配有一个
圆柱活塞，它会根据水压的变化而
变动，使水温保持稳定以及避免用
户在淋浴时感受水压发生变化带来

的不愉快体验。

稳定的压力
当水压稳定时，圆柱体内的活塞

被锁定在阀芯的中间位置。

热水压力
当进入到阀芯的热水压力比冷水
压力更大时，活塞将移动到右边
以关闭热水进水口，直到热水
的进水压力和冷水的进水压力

平衡。

冷水压力
当进入到阀芯的冷水压力比热
水压力更大时，活塞将移动到
左边以关闭冷水进水口，直到
冷水的进水压力和热水的进水

压力平衡。

防烫安
防烫安全措施

得益于压力平
衡系统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单柄冷热陶瓷阀芯



在21 º处开启在45 º处开启

位置 15º
升/分钟             

65º                
升/分钟

Cº3巴

1 16 4 26º

2 12,5 7,5 35º

3 9 11 43º

4 5 15 50º

5 2 18 56º

6 1 19 61º

7 0 20 65º

节约能源
温度限制技术带来能源节约，
这项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防烫安全措施。
此项设计使得产品可以将最大温度设定为７个
可选的限位。

节水
由于 TRN 特性，不仅使水温可以限制，同时配置在阀芯凸
杆上的螺钉也对流量起到限制，只要旋紧螺钉，获得的流量
就相应减少。

人均日常水消耗量．龙头与淋浴．以加仑计算

螺钉转动圈数

升
／

分
钟

流量限制器功能

限温器功能

节能版本
赛道还供应一系列的 40mm 含与不含限
流配置的压力平衡阀芯 。

不带TRN配置

含TRN配置

单柄冷热陶瓷阀芯 49

21%

拥有限流的配置，水

量的消耗可以减少





35 & 40mm 系列

赛道的分水阀是高端系列阀芯，由金属阀杆和高精度陶瓷片
组成，当切换淋浴出水端时，能清晰感受到安全、精准的流
畅舒适手感。

分水阀



GD-25

赛道的GD-25分水阀是高端25mm阀芯，由金

属阀杆和高精度陶瓷片组成，当切换淋浴出水

端时，能清晰感受到安全、精准的流畅舒适手

感。

保持小巧的定位脚，并提升操作扭矩。 与我们

的TM006恒温阀芯是完美搭配，非常适合用

于淋浴。

大流量的修长型淋浴主体

GD25在3bar时达到大流量，允许构造有两个

出水口的修长型淋浴主体， 提供优质的用户体

验，保证节水环保。

分水阀功能：2个出水口

这款阀芯非常适合浴缸淋浴，因为同时

有两个出水口，能够保证修长型的龙头

设计。 混合冷热水由进水口进入，从

出水口1或出水口2流出。 

GD-35

赛道的GD-35分水阀是高端35mm阀芯，带两

个出水口，由金属阀杆和高精度陶瓷片组成，

能清晰感受到安全、精准的流畅舒适手感。

与我们的TM001恒温阀芯是完美搭配，非常适

合用于淋浴。

出水口1 出水口2

进水口

2
个出水口的

分水阀

180º

Click
off

市场上外观最
小的

出水口1 出水口2

分 水 阀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更长寿命

由我们的专业陶瓷设备生产的高端陶瓷片组

合，延长分水阀的使用寿命。金属阀杆提升用

户对于体型较小的阀芯的看法，具备高品质和

高精密。

GD-35 - 平脚 – 4 个出水口和

GD-40 - 平脚 – 4个出水口

这款阀芯是专为整体淋浴设备而设计， 可以

有4个不同的出水口。 冷热混合水由进水口

进入，从4个不同的出水口流出。

三种不同长度的阀杆可选

GD35有三种不同长度的阀杆可供选择，满

足不同的生产需求。

总高度 (mm)
52.2 mm
80.5 mm
64.8 mm

自动复位分水器

手动或自动复位分水器是专为浴缸

淋浴设计，允许有两个不同的出水

口，保持修长型的设计。

带止回阀的手动
或自动复位分

水器

手动或自动复位
分水器

手动或自动复位分
水器

手动或自动复位分
水器

出水口1

出水口4

出水口2

出水口3

分水阀 53

4
个出水口的

分水阀





旋转阀芯的转向阀杆可混合水和控制流量 。

旋转阀芯
25, 35 和 40mm 系列



旋转运动

旋转阀芯有从冷到热的旋转角度，控制

流量和温度。给用户提供舒适操作手

感。

180º旋转角度

我们所有的旋转阀芯都有从冷到热的， 

180°的旋转角度。

45º 开启

档位 15º 
l/min

65º
 l/min 

ºC 3bar

1 16 4 26º

2 12,5 7,5 35º

3 9 11 43º

4 5 15 50º

5 2 18 56º

6 1 19 61º

7 0 20 65º

TR版本

有了温度限制器，TR技术实现节能的目的。并且

具备安全防烫的特性。 这个功能限制温度在七个

可选的档位。

温度限制器功能

21º 开启

旋 转 阀 芯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SC-35

这款旋转阀芯是从阀杆的中心位置出

水，适合市场一些特殊的应用需求。

GI-25

这款阀芯是专为修长型水龙头

而设计，体积小、流量大。

GI-35 和 GI-40

赛道提供大范围的不同版本的35mm和40mm

阀芯，满足不同的生产需求：

• 有或没有水咀

• 塑料阀杆

• 金属阀杆

• TR节能

从阀杆的中心
位置出水

旋转阀芯 57

市场上外观最
小的





THEDRA 40 +
—

COLD
(COLD OPENING)

—

DUE
(TWO STEP)

—

TEMP

TEMP
+FLOW

—

SN
（空转）

CD

SD

+ + + +

标准阀芯     节能      节水      限温/限流   阀杆 底壳

新款赛道 THEDRA  阀芯系列在单柄陶瓷阀芯中建立了新的标
准。 其独特、简洁和灵巧的设计，给予 THEDRA 阀芯无可争
议的能力，承受极致严苛的工作条件。 新款 THEDRA 阀芯也
是历史上首款取得国际设计大奖的阀芯。

THEDRA
阀芯
40mm 系列



THEDRA
阀芯

1

2 3挑战，科技

精心的设计，具有专门技术的陶瓷片，多

项智能技术（流畅手感技术, 陶瓷片纳米

保护技术，噪声消除技术，两级档位技

术），高性能材料，极致精细的配件，筑

造成新型的 THEDRA  阀芯。

王者风范

新型 THEDRA 阀芯，无论是性能还是寿命在平

均水平以上：两倍的 ASME 寿命周期。更长的使

用寿命，可以让制造者和消费者感到放心，因为

他们期望购买到具有终生价值的配件。

 
坚如磐石

THEDRA 是根据最严苛的技术要求设计而

成：压缩量，操作扭矩，手柄压力，爆破

压力，寿命周期等等，其流畅手感技术保

证流畅不失稳固的用户体验。 

SedalOX TM 96 RTP, 里程碑

新款 THEDRA 阀芯的特征之一是配备由赛道陶瓷

片生产的 SedalOX TM 96 陶瓷片。赛道独有的纳

米保护技术，在整个陶瓷片内部建立纳米大小的

坑穴，使油脂停留在陶瓷片表面，以延长使用寿

命，使得陶瓷片性能远远超越我们的竞争对手。

感谢此成果，使得 THEDRA 系列可以耐受多于两

倍的 ASME 寿命测试。

4

最苛刻的
工作环境

倍寿命

x2

单把手龙头冷热混合阀芯



THEDRA 61

不一样的设计，不一样的结果

THEDRA 阀芯荣获 2016 年红点设计大

奖。 独一无二的设计，具有非凡辨识度

和安全防伪。不仅如此，巧妙的设计更具

备超乎期望的性能。

6

5 享受宁静

THEDRA 系列满足 NF 一级标准，其动片和

动片盖的一体化设计和赛道独有噪音消除技

术，使噪音降到低于 16 分贝，适用于浴缸，

淋浴，洗手盆以及厨卫设施。

更多选择，更多可能性

新款 THEDRA 阀芯给制造者超过 20 种不同
的选择。节水和节能技术，安全使用温度，
最大水量限流器，可供标准选择并且完全兼
容。

7

噪音消除技术





基于优质原材料、精湛设计、高品质传感器, 使赛道的恒温
阀芯具有反应快速、安全可靠性高的特性，是高性能产品。

恒温阀芯



恒温阀芯

恒 温 阀 芯

ACS, WRAS, 
4MS, KTW, NSF

ACS, WRAS,
4MS, KTW, NSF

ACS, WRAS,
4MS, KTW, NSF

ACS

标准版
标准版恒温阀芯符合 EN-1111, ASSE 1016 和 QB/T2806-2006 标
准，适用于淋浴和浴缸设施。
高达 50,000 次寿命，适合市场上所有的设计和质量要求， 具有反应
快速、安全可靠性高的特性。

型号: TM001, TM001-4MS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精简版
精简高度，完美配合入墙体安装，并且保留其高性能特点和认证标
准。
根据 EN-1111，ASSE 1016 和 QB/T 2806-2006 标准设计。

型号:  TM001 C

经济版
经济版恒温阀芯， 可靠性高的入门级产品。
根据 EN-1111 和 QB/T 2806-2006 标准设计。

型号:  TM001 BASIC

高压
特别为高爆破水压设计，耐受最少 35 巴。符合 EN-1111 
标准。

型号:  TM001 HP, TM001 HP NSF, TM001 HP 4MS



恒温阀芯 65

ACS

ACS, WRAS,
4MS, KTW, NSF

ACS, WRAS,
4MS, KTW, NSF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标准版
标准版恒温阀芯，直径更小，适用于简约型淋浴主体，符合 
EN-1111，ASSE1016 和 QB/T2806-2006 标准。高达 50,000 次寿
命，适合市场上所有的设计和质量要求， 具有反应快速、安全可靠
性高的特性。

型号:  TM006, TM006-4MS, TM006-NSF

经济型
更精细的经济版恒温阀芯， 可靠性高的入门级产品。
根据 EN-1111 和 QB/T 2806-2006 标准设计。

型号:  TM006 BASIC

调温体验型
调温体验型恒温阀芯，配合高精度手柄操作。
根据 EN-1111，ASSE1016 和 QB/T 2806-2006 标准设计。

型号:  TM006 CLICK

详细内容* TM001 STD TM001 HP TM001 C TM001 BASIC TM006 TM006 CLICK TM006 BASIC

流量*3巴（自由流量） 23 升/分钟 23 升/分钟 26 升/分钟 22 升/分钟 21 升/分钟 21 升/分钟 20 升/分钟

流量*3巴（RhC） 22 升/分钟 22 升/分钟 22 升/分钟 21.5 升/分钟 18 升/分钟 18 升/分钟 17.5 升/分钟

流量*3巴（RhA） 12.5 升/分钟 12.5 升/分钟 12.5 升/分钟 12.5 升/分钟 12.5 升/分钟 12.5 升/分钟 12 升/分钟

爆破压力 >25 巴 >35 巴 >35 巴 >25 巴 >35 巴 >35 巴 >25 巴

寿命 100.000 次 100.000 次 100.000 次 50.000 次 100.000 次 100.000 次 50.000 次

标准** TM001 STD TM001 HP TM001 C TM001 BASIC TM006 TM006 CLICK TM006 BASIC

EN-1111 • • • • • • •

ASSE 1016 - • • - • • -

GB QB/T2806 • • • • • • •

卫浴认证** TM001 STD TM001 HP TM001 C TM001 BASIC TM006 TM006 CLICK TM006 BASIC

ACS • • • • • • •

WRAS • • • - • • -

KTW (4MS) • • • - • • -

NSF • • • - • • -

* 赛道标准龙头 **  不同参考标准





全系列陶瓷快开阀芯，陶瓷慢开阀芯，材质可以搭配塑料、
铜或不锈钢材料， 适用于所有需要高性能阀芯的应用领域，
可满足高机械性能要求，提供精准水流量。

陶瓷快开阀芯 
传统慢开阀芯



陶瓷快开阀芯

陶 瓷 快 开 阀 芯

塑料铜阀芯  90º

塑料铜阀芯 180º

由塑料主体制成的陶瓷铜阀芯，转动角度为 90°. 

塑料主体系列适用于低铅应用。

KTW-ACS

KTW-ACS

由塑料主体制成的陶瓷铜阀芯，转动角度为

180°. 塑料主体系列适用于低铅应用。

塑料铜阀芯  

无铅

10 Nm
塑料快开阀芯建议使用

我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的任何材料开发OEM

铜阀芯。 还可以调整需求的外部尺寸和特

性，例如1/2”, 3/4”或M18×1.5.

OEM 铜阀芯

1.000.000
达到

次寿命周期

进行安装



陶瓷快开阀芯 69

由铜主体制成的陶瓷铜阀芯，转动角

度为90°.

铜阀芯  90º

ACS-KTW-WRAS

不锈钢
铜阀芯90º
由不锈钢主体制成的陶瓷铜阀芯， 

转动角度为 90º.

由铜主体制成的陶瓷铜阀芯， 

转动角度为 180º.

铜阀芯  180º

ACS-KTW-WRAS

ACS

由铜主体制成的传统铜阀芯，转动角度为90°.

传统慢开铜阀芯

12 Nm
铜快开阀芯建议使用

进行安装





延时阀
自动关闭阀
延时阀是一种自动关闭阀，用于公共场所，保证节

约水能



延时阀

延时阀是一种自动关闭阀，用于公共场所，保

证节约水能。所有延时阀都有M26和M28两种

规格，具备自动清洁系统，避免水垢形成。

技术规格  

用于淋浴的延时阀

M26
M28

用于洗手盆的延
时阀

用于洗手盆的延
时阀

M26
M28

M26
M28

环保
具有环境可持

续发展特点。

自动清洁
自动清洁系

统，避免水垢

形成。

自动关闭
经一段时间使用

后，延时阀自动

关闭。

技术规格  淋浴 洗手盆 小便池

最大工作压力 6 bar 6 bar 6 bar

爆破压力 >25 bar >25 bar >25 bar

寿命周期 210.000 210.000 210.000

3bar时自由流量

自由流量 17 l/min 17 l/min 17 l/min

C-水咀 14.5 l/min 14.5 l/min 14.5 l/min

动作时间 20      s 15 ± 5 s 7 ± 3 s

适用范围

淋浴
建议用于公共
淋浴

酒店
建议用于酒店

公共场所
适用于机场，学

校，图书馆等等

洗手盆
特别为公共洗手
盆而设

小便池
建议用于公共
小便池

+10
-5

延时阀

延时阀
自动关闭阀

特点

技术规格

可调节时间



特点可调节型延时阀

延时阀有自动关闭功能。由于其可调节系统，

用户可以自行调节自动关闭阀门的使用时间。

技术规格

可调节型延时阀用于水龙头，淋浴和
小便池

M26
M28

环保
具有环境可持

续发展特点。

自动关闭
经一段时间使用

后，延时阀自动

关闭。

适用范围

淋浴
建议用于公共
淋浴

酒店
建议用于酒店

公共场所
适用于机场，学

校，图书馆等等

洗手盆
特别为公共洗手
盆而设

可调节
用户可以自行调

节延时阀的使用

时间

小便池
建议用于公共
小便池

技术规格  可调节

最大工作压力 6 bar

爆破压力 >25 bar

寿命周期 210.000

3bar时自由流量

自由流量 17 l/min

C-水咀 14.5 l/min

动作时间 30 ± 10 s

可调节时间

延时阀 73





赛道的编织软管是按照最严格的安全标准制造。 产品通过百
分百检测。我们可以提供各种材质和规格的编织软管产品。

编织软管



用于水龙头的编织软管
用于卫浴设备，洗手盘，坐浴盆。水龙头用途
的编织软管：标准版，客户定制，和材料，长
度及连接管件特别要求的软管。

综述 用于水龙头的编织软管 标准编织软管

DN6 DN8 DN6 DN8

终端部件 黄铜 黄铜

螺母 3/8” - 1/2” 3/8” - 1/2”

螺杆 M-8/100 - M-10/100 18mm, 35mm, 50mm -

套筒 不锈钢 不锈钢AISI 304

软管 EPDM卫浴软管或PEX EPDM卫浴软管或PEX

网丝 符合美国钢铁协会的304不锈钢钢丝网 符合美国钢铁协会的304不锈钢钢丝网

Φ内径 6mm 8mm 6mm 8mm

Φ外径 10mm 12mm 10mm 12mm

最大温度 90ºC 90ºC 90ºC 90ºC

饮用水 是 是 是 是

爆破压力 100 kg/cm2 100 kg/cm2 100 kg/cm2 100 kg/cm2

工作压力 25 kg/cm2 25 kg/cm2 25 kg/cm2 25 kg/cm2

曲率半径 35mm  40mm 35mm  40mm

额定流量 20 l/min 25 l/min 20 l/min 25 l/min

技术规格

洗手盘
专为洗手盘设计

浴缸设备
专为浴缸淋浴设计

厨房
适用于厨房设施

DN6 / DN8 DN6 / DN8

材料
不锈钢和尼龙桥接和PEX

较软的PEX EPDM管可选 。

认证
通过CSBAT, WRAS, AENOR, KIWA, 
DVGW, ADCS认证 。

定制

用于水龙头的编织软管 标准编织软管

建议使用设备

编织软管

编 织 软 管

技术规格



综述 标准编织软管 编织软管带弯头
Model DN13 DN19 DN25 DN8 DN13 DN19 DN25

终端部件 黄铜 黄铜

螺母 1/2” - 3/4” 3/4” - 1” 3/4” - 1” 3/8” - 1/2” 1/2-3/4”  3/4” 1”

套筒 不锈钢 不锈钢AISI 304

软管 EPDM卫浴软管 EPDM卫浴软管

网丝 符合美国钢铁协会的304不锈钢钢丝网 符合美国钢铁协会的304不锈钢钢丝网

Φ内径 13mm 19mm 25mm 8mm 13mm  19mm 25mm

Φ外径 19mm 27mm 33mm 12mm 19mm  27mm 33mm

最大温度 90ºC 90ºC 90ºC 90ºC 90ºC 90ºC 90ºC

饮用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爆破压力 90 kg/cm2 90 kg/cm2 90 kg/cm2 100 kg/cm 80 kg/cm2 60 kg/cm 35 kg/cm2

工作压力 15 kg/cm2 10 kg/cm2 10 kg/cm2 25 kg/cm2 20 kg/cm2 15 kg/cm2 15 kg/cm2

曲率半径 50mm 70mm 100mm 40mm 45mm 40mm 40mm

额定流量 70 l/min 120 l/min 200 l/min 25 l/min 65 l/min 120 l/min 200 l/min

标准编织软管

DN13 / DN19
DN25

建议使用设备

用于卫浴的软管
用于卫浴设备的软管：

热水器，船只，储水箱，太阳能热水器和空
调。

水龙头用途的编织软管：标准版、客户定
制，和材料，长度及连接管件特别要求的软
管。

认证
通过 CSBAT, WRAS, AENOR, KIWA, 
ACS认证 。

热水器
专为热水器、储水箱和
船只设计

坐厕
专为坐厕设计

编织软管带弯头

DN8 / DN13
DN19 / DN25

技术规格

编织软管 77



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下载相关的产品技术参数表，
了解全面和最新的技术信息。

www.sedal.cn

产品的最新、更完整的技术参数请从我们公司网页下载的《产品技术参数表》获得。
目录中出现的数值都是使用主要的水龙头经赛道实验室测试。  数值会根据实际安装情况有所改变。
赛道公司保留更改目录而不另行通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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