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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器

电磁换向阀

气控换向阀

人工换向阀

流量控制阀

其他阀

标准缸

薄形缸

迷你缸

双联气缸

自由安装气缸

无杆气缸

气液增压缸

气源处理元件

气动辅件

其它

H 气动、液压、电器类

电磁铁 H-001

H-002

H-004

H-006

H-010

H-007

H-011

H-014

H-007

H-012

H-014

H-008

H-013

H-015

H-008

H-013

H-016

电磁铁

MQ1系列交流牵引电磁铁

符合标准：Q/YJA 001

工作方式：拉动式、推动式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间断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

操作频率：300~600次/小时

MFJ1系列交流干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 JB/T 10162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55

操作频率：2000次/时

：

MFZ1系列直流干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1016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800~3600次/小时

MFZ1-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10160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3600~7200次/小时

MFJ6-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B1-YC系列交流本整型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 JB/T 10162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55

操作频率：3600~7200次/时

：

MFZ6-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B6-YC系列交流本整型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Z9-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Z9A-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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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铁

MQ1系列交流牵引电磁铁

符合标准：Q/YJA 001

工作方式：拉动式、推动式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间断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

操作频率：300~600次/小时

MFJ1系列交流干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 JB/T 10162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55

操作频率：2000次/时

：

MFZ1系列直流干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1016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800~3600次/小时

MFZ1-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10160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3600~7200次/小时

MFJ6-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B1-YC系列交流本整型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 JB/T 10162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55

操作频率：3600~7200次/时

：

MFZ6-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B6-YC系列交流本整型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Z9-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Z9A-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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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电磁铁  制动器

MFJ9-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J9A-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Z12-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 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

MFJ12-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JME1系列交流牵引电磁铁

符合标准 Q/YJA 001

工作温度范围：－25℃～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工作方式：推拉两用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间断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

：

MZD1系列交流单向制动电磁铁

符合标准 Q/YJA 002

工作温度范围：－25℃～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通电率40%（操作频率不超过300次/时）

                 通电率100%（操作频率不超过20次/时）

防护等级：IP00

：

MZS1系列交流三相制动电磁铁

符合标准 Q/YJA 003

工作温度范围：－25℃～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通电率40%（操作频率超过150次/时,则

减少其额定行程）

接线方式：星形接线方式使用电压（380V）

三角形接线方式使用电压（220V）

：

，

TJ2系列制动器

符合标准 Q/YJA 004

工作温度范围：－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性能：安全可靠、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

GP40-4-A系列比例阀用电磁铁

额定电流 0.8A

电阻：10Ω（20℃）

力滞环：≤2%

重复精度：≤1%

工作油温：-15℃~7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工作制：适合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 额定电流 0.6A

电阻：40Ω（20℃）

力滞环：≤3.8%

重复精度：≤1%

工作油温：-15℃~7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工作制：适合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

GP80-4-A系列比例阀用电磁铁

H

-H 003-H 002

制动器

TJ2A系列制动器 JCZ系列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动作频率高、无噪音、绿色环保（节能）

：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

MYT1系列电力液压推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安装方式：推杆向上垂直安装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工作

操作频率：720次/时

：

YWZ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6406.2-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寿命长、

            尺寸小、重量较轻、动作频率高

MYTD5系列电力液压推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安装方式：推杆向上垂直安装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如需高效防腐产品，可与公司联系)

操作频率： 1500次/时

绝缘等级：F级

电器防护等级：IP65

性能：工作平稳、灵敏、无噪音、可靠、寿命长

：

YPZ2系列电力液压推杆盘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DIN15435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调整方便、维修方便、自动化控制程度

            高、可实现延时闭合

YWZ3B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GB6333-86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YWZ4B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6406.2-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TJ2K系列常开制动器

符合标准 Q/YJA 004

工作温度范围：－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

TZ2系列直流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无噪音、

           寿命长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电磁铁  制动器

MFJ9-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J9A-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MFZ12-YC系列直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 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

MFJ12-YC系列交流湿式阀用电磁铁

符合标准：JB/T 5244-2001

工作温度范围：－5℃～40℃

安装方式：可任意方向安装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操作频率：12000次/时

JME1系列交流牵引电磁铁

符合标准 Q/YJA 001

工作温度范围：－25℃～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工作方式：推拉两用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间断长期工作制、反复短时工作制

：

MZD1系列交流单向制动电磁铁

符合标准 Q/YJA 002

工作温度范围：－25℃～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通电率40%（操作频率不超过300次/时）

                 通电率100%（操作频率不超过20次/时）

防护等级：IP00

：

MZS1系列交流三相制动电磁铁

符合标准 Q/YJA 003

工作温度范围：－25℃～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使用电压波动范围：85%～105%

工作制：通电率40%（操作频率超过150次/时,则

减少其额定行程）

接线方式：星形接线方式使用电压（380V）

三角形接线方式使用电压（220V）

：

，

TJ2系列制动器

符合标准 Q/YJA 004

工作温度范围：－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性能：安全可靠、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

           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

GP40-4-A系列比例阀用电磁铁

额定电流 0.8A

电阻：10Ω（20℃）

力滞环：≤2%

重复精度：≤1%

工作油温：-15℃~7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工作制：适合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 额定电流 0.6A

电阻：40Ω（20℃）

力滞环：≤3.8%

重复精度：≤1%

工作油温：-15℃~7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作

工作制：适合长期工作制、断续周期工作制

外壳防护等级：IP65

：

GP80-4-A系列比例阀用电磁铁

H

-H 003-H 002

制动器

TJ2A系列制动器 JCZ系列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动作频率高、无噪音、绿色环保（节能）

：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

MYT1系列电力液压推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安装方式：推杆向上垂直安装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工作

操作频率：720次/时

：

YWZ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6406.2-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寿命长、

            尺寸小、重量较轻、动作频率高

MYTD5系列电力液压推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安装方式：推杆向上垂直安装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如需高效防腐产品，可与公司联系)

操作频率： 1500次/时

绝缘等级：F级

电器防护等级：IP65

性能：工作平稳、灵敏、无噪音、可靠、寿命长

：

YPZ2系列电力液压推杆盘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DIN15435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调整方便、维修方便、自动化控制程度

            高、可实现延时闭合

YWZ3B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GB6333-86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YWZ4B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6406.2-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TJ2K系列常开制动器

符合标准 Q/YJA 004

工作温度范围：－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

TZ2系列直流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工

作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无噪音、

           寿命长

：



YWZ5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6406.2-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无噪音、

           寿命长、尺寸小、动作频率高

YWZ8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动作频率高

：

YWZ9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7021.1-1993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YWZ10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YWZ12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YWZ13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YW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6406-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YWL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制动器  电磁换向阀

YWK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工作状态：常开

：

YWP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N3V1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耗电量：AC：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十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85%～＋105%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3.5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05-H 004

电磁换向阀

N3V1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5

N3V2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2.5

N3V3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5

N4V1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直接出线式或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N4V2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N4V3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YWZ5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6406.2-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无噪音、

           寿命长、尺寸小、动作频率高

YWZ8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

           动作频率高

：

YWZ9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 7021.1-1993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YWZ10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YWZ12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YWZ13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YW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符合标准：JB/T6406-1992

工作温度范围：－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YWL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制动器  电磁换向阀

YWK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工作状态：常开

：

YWP系列电力液压块式制动器

工作温度范围 －20℃～40℃

主要摆动铰点设有无油自润滑轴承

工作环境：不允许在带腐蚀性的气体和尘埃中

性能：安全可靠、维修方便、制动平稳、动作频

率高

：

N3V1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耗电量：AC：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十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85%～＋105%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3.5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05-H 004

电磁换向阀

N3V1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5

N3V2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2.5

N3V3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 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5

N4V1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直接出线式或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N4V2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N4V3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电磁换向阀  气控换向阀

N4V4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NVF3000（NVF50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10℃～5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9MPa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直接出线式或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至十次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以下

：

N2W系列电磁阀

动作方式 直动式

使用流体：空气、水、油

位置数：二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8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0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至十次

电压范围：±10％

：

N3A1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

N3A2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

N3A3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

N4A1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

N4A2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07-H 006

气控换向阀  人工控制换向阀    流量控制阀

N4A3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

N4A4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 次

：

N4V阀座

N100M系列阀座供N4V100系列和N4A1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200M系列阀座供N4V200系列和N4A2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300M系列阀座供N4V300系列和N4A3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400M系列阀座供N4V400系列和N4A4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4H系列手扳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操作摇摆角度：±15°

：

N4R系列手拉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

NHV系列手转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位置数：四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

NFV系列脚踏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四口二位、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

NRE系列单向节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0.95MPa

：



电磁换向阀  气控换向阀

N4V4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耗电量：AC：3.5VA   DC2.5W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次

绝缘性：F级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

：

NVF3000（NVF5000）系列电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内部先导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10℃～5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9MPa

保护等级：IP65（DIN40050）

接电型式：直接出线式或端子式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至十次

电压范围：－15%～＋10%

最短励磁时间：0.05秒以下

：

N2W系列电磁阀

动作方式 直动式

使用流体：空气、水、油

位置数：二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8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0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至十次

电压范围：±10％

：

N3A1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

N3A2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

N3A3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

：

N4A1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

N4A2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07-H 006

气控换向阀  人工控制换向阀    流量控制阀

N4A3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五次（五口二位）、

                            每秒三次（五口三位）

：

N4A400系列气动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外部控制

位置数：五口二位、五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15～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最高动作频率：每秒三 次

：

N4V阀座

N100M系列阀座供N4V100系列和N4A1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200M系列阀座供N4V200系列和N4A2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300M系列阀座供N4V300系列和N4A3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400M系列阀座供N4V400系列和N4A400系列换

向阀配套使用，实现安装集成化

N4H系列手扳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润滑：不需要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操作摇摆角度：±15°

：

N4R系列手拉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五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

NHV系列手转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位置数：四口三位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

NFV系列脚踏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动作方式：直动式

位置数：四口二位、三口二位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0.8MPa

：

NRE系列单向节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0.95MPa

：



 流量控制阀  其它阀  标准缸

NAS系列单向节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

NKS系列梭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2MPa

：

NQE系列快速排气阀

符合标准：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2MPa

NKA系列单向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10℃～55℃

使用压力范围：0.05～0.8MPa

使用寿命：≥150万次

：

NKAM系列单向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2MPa

：

NQGB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0℃～70℃

使用压力范围：0.04～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无缓冲

：

NSC系列标准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CD系列标准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09-H 008

标准缸

NSC（NSU）系列安装附件

    NSC(NSU)系列附件，应用于NSC(NSU)系列气缸

    的安装。满足不同用户和不同工作场合的要求。

NSCJ系列行程可调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CT系列多位置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U系列标准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04～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UD系列双轴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UJ系列行程可调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S1系列感应开关

NCS1系列用感应开关应用于NSC系列和NSU系列

气缸

工作温度0℃ 60℃

使用电压为DC 5V 240V、AC 5V 380V

使用电流 DC 5 60mA、AC 5 50mA

其做为带磁气缸行程定位作用，可以将磁性号转

换为电信号，通过换向阀用来控制气缸活塞停止

或换向

～

： ～ ： ～

： ： ～ ： ～

NCA1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流量控制阀  其它阀  标准缸

NAS系列单向节流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2MPa

：

NKS系列梭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2MPa

：

NQE系列快速排气阀

符合标准：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2MPa

NKA系列单向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10℃～55℃

使用压力范围：0.05～0.8MPa

使用寿命：≥150万次

：

NKAM系列单向阀

符合标准 JB 6378-92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2MPa

：

NQGB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0℃～70℃

使用压力范围：0.04～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无缓冲

：

NSC系列标准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CD系列标准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09-H 008

标准缸

NSC（NSU）系列安装附件

    NSC(NSU)系列附件，应用于NSC(NSU)系列气缸

    的安装。满足不同用户和不同工作场合的要求。

NSCJ系列行程可调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CT系列多位置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U系列标准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04～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UD系列双轴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UJ系列行程可调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S1系列感应开关

NCS1系列用感应开关应用于NSC系列和NSU系列

气缸

工作温度0℃ 60℃

使用电压为DC 5V 240V、AC 5V 380V

使用电流 DC 5 60mA、AC 5 50mA

其做为带磁气缸行程定位作用，可以将磁性号转

换为电信号，通过换向阀用来控制气缸活塞停止

或换向

～

： ～ ： ～

： ： ～ ： ～

NCA1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标准缸  薄形缸

NMB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10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S1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 0℃～70℃

使用压力范围：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95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Q2系列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气缓冲、无缓冲

：

NCQS系列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气缓冲、无缓冲

：

NSDA系列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SDAD系列双轴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SDAJ系列可调行程型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11-H 010

薄形缸  迷你缸

NSDAT系列复动多位置型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SDAW系列双轴多位置型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J2系列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J2系列单作用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M2系列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 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M2系列单作用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 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JP系列针型单动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2～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

NCJP系列针型双动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2～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



标准缸  薄形缸

NMB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10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S1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 0℃～70℃

使用压力范围：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95系列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CQ2系列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气缓冲、无缓冲

：

NCQS系列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气缓冲、无缓冲

：

NSDA系列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SDAD系列双轴复动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SDAJ系列可调行程型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11-H 010

薄形缸  迷你缸

NSDAT系列复动多位置型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SDAW系列双轴多位置型薄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3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J2系列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J2系列单作用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1～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M2系列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 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M2系列单作用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7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 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JP系列针型单动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2～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

NCJP系列针型双动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2～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



迷你缸 双联气缸

NMAL系列复动型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2～0.7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SAL系列单作用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2～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LD系列双轴复动型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L J系列行程可调型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NMAC）系列复动型（复动缓冲型）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气缓冲

：

NCXS系列双缸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5～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XSW系列通杆型双缸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5～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L(NMA)系列连接附件

    NMAL(NMA)系列附件，适用于MAL(NMA)

    系列气缸的安装。满足不同用户和不同工作

    场合需要。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13-H 012

双联气缸  自由安装气缸 无杆气缸

NMGC系列小型带导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TM系列滑台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油压缓冲器（需选择）、无

：

NMGP系列新薄型带导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2～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GG系列带导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2～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U系列自由安装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面安装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UJ系列小型自由安装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面安装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2～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

NCY1B（S）系列无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8～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4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TN系列双轴复动型双缸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Y1L系列滑尺型无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8～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10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油压缓冲器

：

NCY1R系列直接安装型无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8～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10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迷你缸 双联气缸

NMAL系列复动型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2～0.7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SAL系列单作用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2～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LD系列双轴复动型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L J系列行程可调型铝合金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NMAC）系列复动型（复动缓冲型）不锈钢迷你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种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7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3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8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气缓冲

：

NCXS系列双缸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5～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XSW系列通杆型双缸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5～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AL(NMA)系列连接附件

    NMAL(NMA)系列附件，适用于MAL(NMA)

    系列气缸的安装。满足不同用户和不同工作

    场合需要。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13-H 012

双联气缸  自由安装气缸 无杆气缸

NMGC系列小型带导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50mm/s

缓冲型式：气缓冲

：

NSTM系列滑台型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油压缓冲器（需选择）、无

：

NMGP系列新薄型带导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2～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MGG系列带导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2～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U系列自由安装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面安装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0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UJ系列小型自由安装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安装方式：多面安装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2～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500mm/s

：

NCY1B（S）系列无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8～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4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TN系列双轴复动型双缸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活塞杆不转动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0.9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100～5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NCY1L系列滑尺型无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8～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10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油压缓冲器

：

NCY1R系列直接安装型无杆气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润滑：不需要

工作温度范围：－10℃～60℃

使用压力范围：0.18～0.7MPa

最大耐压力：1.0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1000mm/s

缓冲型式：橡胶缓冲

：



气液增压缸  气源处理元件

NQYZ系列气液增压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动作型式：预压式气油增压方式

润滑：不需要（给油亦可）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2～0.7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00mm/s（未增压时）、

                          20mm/s（增压时）

：

AC1000~6000系列三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C1010~4010系列二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F系列空气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R系列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6-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W系列过滤带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FC/BFC系列二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FR/BFR系列调压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C/BC系列三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L系列油雾器

符合标准 JB/T7375-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15-H 014

气源处理元件   气动辅件

AF/BF系列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最大耐压力：1.5MPa

：

 AR/BR系列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6-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L/BL系列油雾器

符合标准 JB/T7375-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最大耐压力：1.5MPa

：

SFC系列二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NU系列三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

手动排水型：1.6MPa，

自动排水型：1.2MPa

：

NFR系列过滤带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

手动排水型：1.6MPa，

自动排水型：1.2MPa

：

 NF系列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1.6MPa

：

NR系列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6-94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 1.6MPa

：

NL系列油雾器

符合标准 JB/T7375-94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1.6MPa

：

PU系列气管

符合标准 JB/T2351-93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0 MPa

：



气液增压缸  气源处理元件

NQYZ系列气液增压缸

符合标准 JB/5923-1997

动作型式：预压式气油增压方式

润滑：不需要（给油亦可）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2～0.7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使用速度范围：50～700mm/s（未增压时）、

                          20mm/s（增压时）

：

AC1000~6000系列三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C1010~4010系列二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F系列空气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R系列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6-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W系列过滤带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调压范围：0.05～0.8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阀型：带溢流型

：

 AFC/BFC系列二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FR/BFR系列调压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C/BC系列三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L系列油雾器

符合标准 JB/T7375-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5～1.0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气动、液压、电器类 气动、液压、电器类

H

-H 015-H 014

气源处理元件   气动辅件

AF/BF系列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最大耐压力：1.5MPa

：

 AR/BR系列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6-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AL/BL系列油雾器

符合标准 JB/T7375-94

工作温度范围：5℃～60℃

最大耐压力：1.5MPa

：

SFC系列二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40μm

工作温度范围：5℃～60℃

调压范围：0.05～0.95 MPa

最大耐压力：1.5MPa

：

NU系列三联件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

手动排水型：1.6MPa，

自动排水型：1.2MPa

：

NFR系列过滤带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4-94、JB/T7375-94、

                  JB/T7376-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

手动排水型：1.6MPa，

自动排水型：1.2MPa

：

 NF系列过滤器

符合标准 JB/T7374-94

过滤精度：5μm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1.6MPa

：

NR系列调压阀

符合标准 JB/T7376-94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 1.6MPa

：

NL系列油雾器

符合标准 JB/T7375-94

工作温度范围：0℃～60℃

最大耐压力：1.6MPa

：

PU系列气管

符合标准 JB/T2351-93

工作温度范围：－5℃～60℃

使用压力范围：0～1.0 MPa

：



气动辅件   其它

NP系列气动接头

符合标准 JB/T7057-93、JB/T7058-93

工作温度范围：0℃～60℃

使用压力范围：0～1.0 MPa

最大耐压力：1.53MPa

适用软管：尼龙管和PU管

快速插管和拔管的优点

：

NJKG系列高强度卡套管接头

符合标准 JB/T7058-93

使用压力范围：0～1.0 MPa

适用软管：尼龙管和PU管

：

NY-HG1型冶金设备标准液压缸

NY-HG1型冶金设备液压是为适应冶金设备的需

要而设计的标准系列液压缸，为单活塞杆双作用

液压缸，共有二种速比(1.46、2)，十三种安装形

式，安装连接尺寸均符合ISO06020/1-1981标准。

便于冶金设备多种需要选用。

NHSG系列液压缸

NHSG系列液压缸具有结构简单、工作可靠、

拆装方便、易维修、可带缓冲装置及连接方式

多样等特点。适用于工程机械、矿山机械、

起重运输机械等行业。

 NAC（NAD）系列油压缓冲器

工作温度范围 －0℃～80℃

冲击速度：高速、中速、低速

分类：自动补偿式、可调式

：

NAP系列气动压床

气动压床具有结构简单、操作简便可靠、噪声小、

生产效率高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家电、钟表、眼

镜、印刷等行业。该气动压床具有单动，也可连

续操作。

 NMOB系列液压缸

工作温度范围 －10℃～60℃

使用压力范围：0.3～7MPa

最大耐压力：14MPa

安装方式：多种

：

NHOB系列液压缸

工作温度范围 －10℃～60℃

使用压力范围：0.3～14 MPa

最大耐压力：21MPa

安装方式：多种

：

NJKH系列插入式快换管接头

符合标准 JB/T7058-93

使用压力范围：0～1.0 MPa

适用软管：尼龙管和PU管

快速插管和拔管的优点

：

 NJSM系列锁母式管接头

符合标准 JB/T7058-93

使用压力范围：0～1.0 MPa

适用软管：尼龙管和PU管

密封性能稳定、气管不易自脱落等优点

：

气动、液压、电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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