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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流体控制和石油

化工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 

经过多年的专业运作，我公司已与多家世界知名制造商建立了

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本着“质量第一，信誉为本，开拓创

新，追求卓越 共赢”的经营理念和“为用户提供全方位解决方

案”的基本运作模式，并始终坚持与制造商一道为用户提供专

业的售前技术支持和及时、准确的售后技术服务，从而确保我

公司代理产品 阀门 | 仪器仪表 | 真空泵 | 罗茨风机 | 流量计| 

旋转接头 | 快速接头 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炼油、化工、

航空航天、冶金、流体控制等行业，并深受各行业用户的一致

好评。

代理品牌： 

美国Snap-tite快速接头，Autoclave engineers阀门、接头、管

子、液压泵、高压斧

美国Deublin旋转接头：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生产各种精密旋转

接头、蒸汽接头、虹吸管和各类内部膨胀管的厂家。

美国UFM涡轮流量计：产品包括：液体和气体涡轮流量计、浮

子流量计 、质量流量计等。

美国Tuthill：真空泵，齿轮泵以及 流体输送及计量系统

美国Eaton HansenTM 和 Coupleurs GromelleTM 快速接头

美国Ashcroft仪器仪表：全球工业仪器仪表的领导者和创新者：

压力，温度仪表传感器和变送器。 

美国FW Murphy仪器仪表：产品有压力、温度、液位和振动仪

表；阀门，发动机、空压机控制模块。

美国Thomas & Betts（美国通贝公司）：电气电力工业产品 电

缆扎带及扣件，导管与接头，热缩管，终端系统。

美国Dynalco控制仪表：速度开关转速表传感器温度指示器

美国NuFlo液体和气体涡轮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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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Autoclave Engineers工厂以生产世界领先的高压阀、接头和管子而著名。压力可以从 0到150,000 psi (10342 bar)，温度
从-423°F (-252℃) 到1200°F (649℃)。

没有别的工厂能比Autoclave Engineers 在高压要求方面做的更好，也没有别的工厂能比Autoclave Engineers做的系统更可
靠、更具有创新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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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阀

执行机构

针 阀

·类型：两通阀、三通阀、四通阀
·最大工作压力：20,000psi（1379bar）
·工作温度范围：0℉（-17.8℃）到500℉（260℃）
·连接尺寸：1/8”到1/2”
·流通尺寸：0.094”（2.23mm）到0.500”（12.7mm）

·类型：两通阀、三通阀/直线型、角型
·最大工作压力：150,000psi（10342bar）
·工作温度范围：-423℉（-252℃）到1200℉（649℃）
·连接尺寸：1/16”到1”（10mm到16mm）
·流通尺寸：0.055”（1.4mm）到0.688”（17.48mm）

·气动：（气开、气关、双作用式）
·最大气源压力：30psi（2.07bar）
·工作温度范围：-40℉（40℃）到200℉（93℃）
·电动：
    工作温度范围：-20℉（-28℃）到175℉（79℃）
·额定电压：120VAC、220VAC

接头
·最大工作压力：150,000psi（10343bar）
·工作温度范围：-423℉（-252℃）到1200℉（649℃）
·连接尺寸：1/16”— 1”
·材质：316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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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

安全阀

耐酸性腐蚀产品

表阀

·爆破压力范围：150,000psi（10343bar）到75,000psi（5171bar）
·工作温度范围：-423℉（-252℃）到750℉（399℃）
·连接尺寸：5/16”— 3/4”
·流通尺寸：0.062”（1.57mm）到0.312”（7.92mm）

·最大工作压力：150,000psi（10343bar）
·工作温度范围：-423℉（-252℃）到1200℉（649℃）
·管外径：1/16”— 1”
·管长度：20英尺（6米）—27英尺（8.2米）/根
·材质：314不锈钢、316不锈钢及一些特殊材质（如蒙乃尔、
镍、哈氏合金等）

·最大工作压力：10,000psi（690bar）
·工作温度范围：-100℉（-74℃）到1000℉（538℃）
·管外径：1/8”— 1”
·连接方式：NPC、管连接、法兰、插焊、对焊
·材质：316不锈钢、碳钢、蒙乃尔等

包括针阀、表阀、单向阀、高压接头、高压管、压力表等可用
于酸性的油和气体，满足或超过所有NACE  M40175标准

·表盘：4—1/2”和6”
·量程：0到101,528psi（7000bar）
·连接尺寸：1/4”，9/16”

压力表



Snap-tite工厂成立于1935年，主要从事军工、核电和液压行业的快速接头的生产和设计工作，而且许多快速接

头的行业标准就出自Snap-tite。Snap-tite是目前产品覆盖面最广、产品种类最全的生产厂家，产品口径从1/8”

到6”，压力真空29.72”Hg到40000psi。从海洋到边缘科学，随处可见Snap-tite的身影。

快速接头

快速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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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式快速接头
·可满足统一标准的其他厂家的不同接头替换使用
·最大工作压力：12000psi（828bar）
·连接尺寸：1/8”— 1”
·材质：碳钢、铝、黄铜、303SS、316SS

平底式-无泄漏快速接头
·低成本
·可班组高雅的工作环境
·插拔式设计
·最大工作压力：36000psi（2483bar）
·材质：碳钢、铝、316SS
·连接尺寸：1/8”— 2”
·获DNV认证

滚珠式快速接头
·最大耐腐蚀性
·最大工作压力：11000psi（759bar）
·连接尺寸：1/8”— 6”
·材质：碳钢、铝、黄铜、303SS、316SS
·符合ISO7241 —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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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接头

化工类快速接头

穿板接头

·最大工作压力：1000psi（690bar）
·连接尺寸：1/8”— 6”
·材质：高压钢材、316SS、表层有防腐涂料
·可适用于有腐蚀性的介质

·最大工作压力：40000psi（2759bar）
·连接尺寸：1/8”— 5”
·材质：碳钢、高压钢材、316SS、表层有防腐涂料
·直通滑配式接头设计
·零泄漏率

·最大工作压力：40000psi（2759bar）
·连接尺寸：1/8”— 2”
·材质要求：高压钢材、316SS、表层有防腐涂料
·满足大流量的要求

高压快速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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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croft公司成为全球仪器仪表行业的领先者，它的产品包括：工业压力计量仪器仪表、工业

特种温度计量仪器、工业压力控制器、工业温度控制器、工业传感器、压力温度数据记录仪器

以及其他与现场指示，安全生产和流程自动化控制密切相关的工业产品。我们的生产和服务基

地分布在世界各地，除了中国之外，还包括美国，德国，巴西，墨西哥，沙特阿拉伯，以及新

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在市场的强劲需求下，公司的产品被细分成为很多世界工业界的著名品

牌，例如 Ashcroft, Heise, Willy 以及 Weksler 。在石油化工领域、电力领域、废水处理领域、

制药领域、半导体领域、食物加工及工业管道输送领域， 您可以随时随地发现以上品牌的身

影，以及我们竭诚服务的踪迹。

产品系列®

压力表
·拥有157年的生产历史
·拥有多项专利技术
·拥有最长的使用寿命
·压力范围从250Pa至600MPa
·最高精度0.1%
·工业压力表，符合ASME B.40.1标准
·流程工业压力表，精度符合Grade 2A
·弹簧管压力表，精度符合Grade A/Grade B/Grade 1A
·波纹管微压压力表，精度符合Grade A

隔膜密封

压力传感器与变送器产品

·隔膜形式：螺纹，法兰，在线管道，快速连接等多种形式
·多种尺寸供选
·接液材料：不锈钢，哈氏合金，钽，钛，镍
·填充液：甘油，硅油，氟油，高温油

·液压专用压力传感器
·过程控制压力v传感器，具有多种输出以及接口配置，
用于广泛工业场合
·微差压变送器为高性能高灵敏度多晶硅可变电容原理

2074

1009 PLUS!

1259

1279 PLUS!

2174

2074

1279

1008S

1009

100

31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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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压力和真空仪表 ·机械式温度仪表 ·液位仪表  ·振动，计时和过速检测仪表
·仪表用继电器  ·控制阀  ·电动式仪表  ·发动机J1939 系统产品
·发电机组控制器  ·发动机控制器  ·压缩机控制仪表和面板

美国FW Murphy摩菲仪器仪表公司于1939年成立，总部位于美国OKLAHOMA州，60多年来公司一直
专注于研究及生产用于工业控制的各种仪器仪表，是全球知名的发动机监控设备制造商，成功地帮助
各个工业领域提高产量、效益和竞争力。产品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工程机械，发电机组，船舶等行
业。其业务遍及北美，南美，欧洲及亚洲地区。

摩菲仪表

Murphy产品范围：

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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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菲仪表：65年精心打造的世界仪表名牌

摩菲仪表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享有盛名，是因为耐用和可靠的品质。摩菲仪表准确性高，使用寿
命长。是我们的客户成就了摩菲仪表良好的口碑，我们只是持之以恒的制造出坚固可靠的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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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继电式压力表Swichgage®

及仪表类产品Murphygage®

产品特点：20P

绝大多数压力表产品采用标准的常开开关输出

·经典继电式仪表Swichgage设计

·带报警点输出的压力指示

·报警点可视并可从表盘正面调节

·报警点输出可用于触发警报和/或关闭设备

·符合SAE标准

20P/25P

A20P/A25P

20V/A20V/25V/A25V

20DP/A20DP/
25DP/A25DP

20VWC/25VWC/A25VWC
20BPG**

OPL系列

OPL-BP系列

45APE

PT167EX

压力

* 仅限指定型号

** 无开关信号输出

压差 2"
51mm

2.5"
64mm

4.5"
114mm

真空       危险区域* NO/NC* 膜片式 波登管式

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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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继电式温度表Swichgage®

及仪表类产品Murphygage®

产品特点：A20T
·耐腐蚀聚碳酸酯外壳

·带报警点输出的温度指示

·报警点输出可用于触发警报和/或关闭设备

·接地触点单独从背面引出

·继电器标准配置为开关常闭

* 仅限指定型号

** 无开关信号输出

20T/25T •••••

A20T/A25T • • • • • •

SPL系列 ••••

20BTG** • • •

45TE系列 •••••

SDB系列 • • • •

金属外壳       聚碳酸酯
                        外壳

2"
51mm

2.5"
64mm

4.5"
114mm

 直接
 安装

危险区域* NO/NC* 双金属片式膜片式 波登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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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继电式仪表Swichgage®

及传感器系列产品

产品特点：EGS21P电动继电
式压力表

其他电动式仪表类产品: 
CANDrive：CAN总线J1939与电动式仪表的连接界面

·技术更新改善了仪表照明、接线及精确度

·符合SAE J1810标准

·可调报警设置点

·固式继电开关输出

EG21系列

EGS21系列

ESP系列 不适用 

EST系列 不适用

ESF系列 不适用

 仪表           传感器           压力   温度          燃油油位      电压和电流 继电式仪表 全密封设计

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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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小时表
产品特点：ATHA转速小时

·可接受转速传感器和电池发电机信号
·指针摆幅区间大，读数准确
·空心线圈驱动
·调校简单

MT90

MTH6

TM系列

AT系列

EGT/H系列

   转速表         小时表       数字显示      模拟显示   转速传感器 电动机械式 背光发电机信号 点火系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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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View™模拟仪表

产品特点：PVM20-T温度表

标准参数包括：压力、温度、运行时间、转速、电压、油位等。

·显示J1939参数的模拟仪表
·指针转动平稳
·全程270°指针摆幅
·可选多种表框和面镜方式
·可调LED背光
·除了PV101外， PVM系列模拟仪表还可由
其他产品驱动（配合PVS-5电源线）

PVA仪表                        6 - 32

PVAA报警仪表               8 - 32

PVM仪表                             5

电源输入电压 2”
51mm

3.5”
89mm

   显示
 J1939数据

PV101驱动 RS485 J1939 声响报警器

C A N 总 线 J 1 9 3 9 
PowerView™显示器

产品特点：PV101显示器
·显示SAE J1939标准和定制参数信息
·宽广的工作温度区间（-40至185℉/85℃)
·宽广的工作温度区间（-40至185℉/85℃)

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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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控制产品

液位维持计、液位控制开关

产品特点：EVSTM- 电子振动开关
·根据振动速率变化输出电子集成信号

·可调触发点控制

·基于加速传感器的高准确性和耐用性

·可选4-20mA输出用于监测连续振动状况

·部分型号可适用于class 1、div.1或2、grps.c

和d危险区域

VS2

VS2EX

EVS

CSS系列

VS94

振动开关 监测           4-20 mA 
 输出

危险区域* 

*仅限指定型号

产品特点：LM2000油位维持计
·自动维持油位

·无需停机，可显示油位状况

·Thumb-Valve™自控补液系统精确控制

LM2000

LM300系列

L150

EL150系列

L129

L100系列

OPLH系列

维持计            液位可视 仪表               危险区域*

*仅限指定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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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View™模拟仪表

产品特点：LS200液位控制开关

·304不锈钢浮球 适用于比重0.5或者更重液体 

· 额 定 工 作 压 力 ： 2 0 0 0 p s i （ 1 3 . 8 M P a ）

[138bar]

·可选电动或气动型号

·更敏感的开关动作

·所有型号均可直接安装在容器上，也可通过

外部浮球箱安装

排泄阀 
产品特点：DVU系列排泄阀

·适用于分离器/洗涤罐 环境压力范围至2000psi（13.8MPa）

[138bar]

·活接的应用使用户不用拆卸管线便可以更换软塞和基座

·工作压力范围 30-70 psi

LS200 2 NPT

LS200N 2 NPT

L1100 1.5 NPT

L1100N 1.5 NPT

气动          电动 单刀双掷
  SPDT

危险区域* DVO DVOR   可选
双刀双掷

连接尺寸

*仅限指定型号

150系列* 1 NPT 1/2 NPT 1800 psi

175系列* 1 NPT 3/4 NPT 1800 psi

2100系列 2 NPT 1 NPT 500-2000 psi

   安装管径                   排污管径                  最大环境压力

*可选316不锈钢型

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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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M50系列 燃气切断阀

产品特点：PXT系列压力变送器

·即时反应，切断气源

·完全的阀门关闭

·阀门关闭后，内部剩余气体可通过排泄孔排出

·0.25%的误差范围

·4-20mA信号输出

·准确的硅传感器

·防腐蚀结构

·稳定性极高

SV系列

CKV

PRV

M25 天然气

M50  

   关闭阀    止回阀 压力安全阀 通电打开 适用

柴油

柴油

天然气

柴油

燃气切断阀

压力、温度变送器

PSB （工厂预设置）

TSB （工厂预设置）

PXT

直接安装单刀双掷
   SPDT

温度压力 开关            变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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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图

EG21系列电动式仪表
和EGS21系列电动继电式仪表

规  格 

·技术更新改善了仪表照明、接线及精确度
·全密封的外壳设计
·符合SAE J1810标准
·采用防腐蚀材料制造
·可适用于各种恶劣的环境：潮湿、高/低温、强腐蚀等

·柔和的、防反光的刻度盘
·指针上装有“冷光”二极管以增加夜间的可视度
·镜带设计，消除因视觉产生的读数误差 

·电源输入（所有型号及传感器）：12V直流电源或24V直流电源。

·外壳：聚酯（PBT），防撞击、防水。

·表框：抛光316不锈钢；可另选黑色或SAE型。

·镜面：防紫外线，透明聚碳酸酯。

·刻度盘：黑底，白色刻度（背光启动后，刻度显示为红色）；

·双刻度（℃、℉）显示；镜带设计消除视觉误差。

·电动继电式仪表传感元件：霍尔效应；输出接地信号（沉降输出）；

                                    额定：300mA恒定电流（EGS21型）；

·压力表、油位表、电压表为递减触发，温度表和电流表为递增触发；

·饱和输出电压（输出开关压降）：25℃时1.3-2.3V。

·电动继电式仪表触发点指示器：在镜带上显示；

·可在仪表背面进行调节（用1/16 in.六角扳手调节）。

·接线：插头和引线，线径：18AWG（1.0mm2），线长：8 in.（203mm）。

·工作温度：-40-185℉（-40-+85℃）。

·存储温度：-77-185℉（-60-+85℃）。

·过压保护（仪表装置）：最多可承受200%标称电压5分钟。符合SAE J1810标准。

·极性反接（仪表装置）：在工作温度范围内，可无限时承受极性反接。

·环境测试：符合SAE J1810标准。

EGS21系列电动继电式仪表在拥有EG21所有功能的基础上，还增加了一套可调基点的“霍

尔效应”开关输出，可触发报警或关闭机器。触发值可在刻度的90%范围内进行调节，并

可在仪表刻度盘上显示。你不但拥有了电动式仪表安装的简便，还享受到了摩菲公司著名

的继电式仪表的可靠性。

kPa
PSI

50 75
1000

0

25

350
700

电动继电式仪表可调触发点指示器

反射镜带

1-15/16 in.(49mm) 

1-15/16 in.
(49mm) 

面板厚度 3/4 in.(19mm) (最厚)
调整和接线的空间 2-1/2 in.(64mm) 

2-1/4 in.
(57mm) 

2-1/16 in.(52mm)
安装孔直径

插头和引线
18 AWG(1.0mm2);长2 in. (203mm)

电动继电式仪表触发点调节
1/16 in.六角扳手

安装架

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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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ESP: 一线接地传感器

ES2P: 两线非接地传感器

ESDP: 两线非接地传感器 

可驱动2个仪表

温度

EST: 一线接地传感器

ES2T: 两线非接地传感器

ESDT: 两线非接地传感器

可驱动2个仪表

油位

ESF: 一线接地传感器

ES2F: 两线非接地传感器

ESDF: 两线非接地传感器

可驱动2个仪表

不高于100 psi (689 kPa) [6.89 bar]。

压力表 80 psi (552 kPa) [5.52 bar]

100 psi (689 kPa) [6.89 bar]

200 psi (1.38 MPa)  [13.80 bar]

300 psi (2.07 MPa) [20.70 bar]

400 psi (2.76 MPa) [27.60 bar]

温度表 250℉ (121℃)

300℉ (149℃)

油位表 空 — 1/4 — 1/2 — 3/4 — 满

电流表 60 — 0 — 60A（内部分流）*

电压表 12V系统: 8 — 18V *    

24V系统: 16 — 36V *

量程

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油位传感器

面板

主杆

浮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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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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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模块化设计
客户个性化体现PV750

PV750以全模块化设计为特色，可重新设计和组装主要部件以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以最少的

工程成本来实现无限的客户个性化。

你可以改变面框和按钮的形状，你可以更改I/O模块以添加额外的输入量，你也可以在显示屏上

增加个性化图案和公司品牌标志。

PV750还有专为OEM提供的设置软件，因此你可以随时对屏幕显示作便捷的修改。

PV750具有极高的技术规格，全面的技术特性请参见背面的规格描述。

全模块化设计

按客户要求定制的面框、按钮、

高科技液晶粘贴技术，

在阳光直射下仍清晰可视

经久耐用、可靠的设计

基于CAN总线技术的显示器，

I/O 模块等

为OEM提供显示设置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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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8.37 in. (212.5 mm)

3.57  in. 
(90.8 mm)

6.0 in. 
(152.3 mm)

6.0 in. 
(152.3 mm)

5 个Deutsch DT
6 针连接器

标准尺寸图

前视图

后视图

侧视图

THEPOWERVIEW TM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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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View™— PV101

·适用于采用J1939协议的电控发动机和其它设备

·可显示50多个来自发动机和传动系统ECU的J1939标准参数

·以文本方式显示动态故障和历史故障，设备故障一目了然

·安装、接线、和设置极其简单方便。无需编程即可使用。

PV101是MurphyLink™产品系列中一种功能强大的新型产品，为监控现代电控发动机和传动系统提供了一个窗口。 

PV101具备多种功能，它不仅可以让设备操作员看到多个标准的发动机和传动系统运行参数，同时可以观测到动态
故障和历史故障信息。

它既可以一屏显示一个参数也可以一屏显示四个参数。对于大多数常见故障以文字配合代码进行显示。超亮的一般
故障和停机故障指示灯（琥珀色和红色）更增强了报警功能。

PV101取代了它的前身 PV100，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并增强了产品的耐用性。其中包括：

◆ 封装设计：提高了装配工艺和外壳强度。相比PV100只有细微的尺寸变化，并不会影响产品的安装。

◆ 工作电压：范围扩展到6.5-32 VDC。

◆ 按钮响应：运用最新的技术，提高了按钮的灵敏度和可靠性。

◆ 亮度：增亮的背光和LED报警灯，提高了可视度。

◆ 显示语种：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和德语基础上新增了意大利语，并已推出中英文版本（中文、英文）。

◆ 燃油液位传感器输入：可选择外置调光器输入端作为液位传感器信号输入并直接在PV101上显示液位状况。

◆ 全面兼容性：PV101同我们目前所有的J1939标准仪表和J1939输入输出模块兼容。可直接替换PV100。

本系统的其它配件包括基于微处理器的模拟仪表和带继电功能的声响警报器。模拟仪表的功能是以传统指针表的形
式更直观地显示从ECU读取的关键数据，如发动机转速、机油压力、冷却液温度、系统电压等。用RS485按简易的
链式连接就能将多达32个组连接到PowerView上。

PowerView及所有连接的组件都可以使用12或24V的电源。

““有有了了POWERVIEW, 发发动动

机机的的运运行行情情况况就就一一览览无无遗遗了了””

◆ 发动机转速

◆ 发动机运行小时

◆ 燃油消耗率

◆ 系统电压

◆ 当前转速时发动机负载% 

◆ 冷却液温度

◆ 机油压力

◆ 燃油经济性

◆ 节流阀位置

◆ 发动机进气歧管空气温度

◆ 当前燃油消耗

◆ 传动油压

◆ 传动油温

◆ 传动齿轮位置

◆ 动态故障代码

◆ 历史故障代码（若支持）

◆ 发动机配置参数

参数显示
下列为PowerView以英制或公制单位显示的部分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参数。文字可选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

意大利语，中英文版本支持中文和英文。（使用时，请向发动机或传动系统制造商咨询其所支持的SAEJ1939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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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系列/Power View/过程控制

Murphy 控制类产品和仪器设备

TTD
SELECTRONIC® 

TTD 

48

MC Millennium

MC Millennium

MC

VS2

L2000/LM2000S M25 M50

SLS02

Murphy Nu-Matic™

Murphy Nu-Matic™ 

RTD
RTD

304

TDXM

SWICHGAGEMitter®

4-2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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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DEUBLIN杜博林公司是由鲁克.杜博乐和迪克.林于1945年成立的．从一个简陋的汽车维修间发展成为

当今世界最大的旋转接头制造商。总部位于美国伊利诺伊斯州的Waukegan，其生产部门，销售办事处及仓

储地遍及世界四大州十七个国家。生产线提供超过500品种标准接头及超过5000个独立型号。1989年杜博

林产品扩展到生产造纸机干燥机所用的蒸汽接头及虹吸管系统，和各类内部膨胀管的跨国性公司，这些精

密的工程产品，适用于无数的各种各样的使用场合，他们可使用于往往是高压力和高速度下的各种粘度和

温度的流体。

该公司产品设计新颖，加工精良，性能可靠，不易泄漏，使用寿命长，维护方便，型号系列化。DEUBLIN 

的接头用于几乎无限宽广的领域，最广泛地适用于各种材质、粘度、温度、压力及速度的应用。旋转接头

是一种独特专用的产品，因为它必须能够在非常高速旋转的同时承受非常高的压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

须使密封面达到几近完美的配合，即密封必须微搭接，不考虑介质的压力因素，而使加载在密封表面的负

荷或压力保持在最低限度，并且能够平滑稳定地旋转并将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延长使用寿命并保证无

泄漏。

气体，液压，冷却剂专用接头系列 (Air, Hydraulic ,Coolant Service) 

水专用接头系列   (Water Service) 

蒸汽，热油专用接头系列  (Steam, Hot Oil Service) 

轴连接接头系列   (Shaft Mounted Unions) 

多通道接头系列   (Multi Passages Unions)

产品范围：

DEUBLIN旋转接头 
— 适用于任何场合的旋转接头

通用 机床液压



【28】

旋转接头主要应用于下列各工业部门: 
(1) 造纸 各种纸张的加工设备,如造纸机的烘缸、蒸球、涂布机、压光机等。 

(2) 纤维制品 纺织、化纤及印染、麻纺工业，如床单炼漂机、丝光机、平洗机、真空干燥机、精

压设备、毛巾烫平机、调节器、纺织品印染烘干设备。各种化学纤维制品有关加工设备等。 

(3) 橡胶及塑料 压延机、螺旋挤出机、混合搅拌机、捏合机、旋转和层压机、橡胶用鼓式自动硫

化机和平板硫化机等、注射成型机、密炼机、发泡机、薄片制造机、开炼机、干燥机、漆布机、

漆纸机等。 

(4) 皮革、人造革及合成革 制革、人造革和合成革的加工制造设备：涂覆机、原布机、精洗机、

热辊压力机、辊筒干燥设备等。 

(5) 印刷 旋转式胶版和照相凹版印刷机、分层干燥设备、混料器等。 

(6) 化工及药品 圆筒形、圆台形和类似鼓形的干燥机、滚压试验设备、球磨机、层压机、电石炉

的电极提升、压放装置、煤焦油分馏用工业萘转鼓结晶机。 

(7) 食品 粮食、食品烘干设备、捏和机、泄放器、滚压粉碎设备、旋转烘干设备。 

(8) 炼钢、金属及合金制品 连续铸造机、热钢板矫直机、拉丝、轧钢机、精度较高的滚压设备、

挤压机、滚压机、线和管的滚压设备、装卸机械、制造硬质合金的湿磨机。 

(9) 电器 双水内冷发电机转子冷却、电线电缆的加工设备。 

(10) 卷烟 烘丝机、烘筋机。 

(11) 建材 塑料壁纸的加工设备、试验设备、印花机、压花机、沟底印花机、木材加工的热压

机。石棉制品的制板机。软木制品的加工设备。 

(12) 机械制造 油压机、水压机、气液动有关设备、冷却用螺旋压力机、冲和锻设备的夹紧和抓

牢装置、缩径设备、挠性软管的卷取设备、加转台机构、磨矿设备、机床、真空设备、镗床、组

合机床润滑及冷却装置。 

(13) 玻璃工业 滚筒式投料机。 

(14) 地质 石油或其他矿产钻探用的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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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悉尔接头通过快速连接关断来

处理各种各样的液体和气体，特

别是空气和液压油。所以泰悉尔

集团的新产品都是经过充分的研

究，精密的设计，使用最好的原

料精确加工并最终组装而成德。

泰悉尔集团的质量管理体系完全

符合IS09001，2000的标准，每

一道生序都致力于达到严格的质

量标准。泰悉尔为化工行业提供

了专业服务。

RA4000系列嵌入式单向阀用于液压回
路。该系列产品坚固，稳定，低压降且
通过橡胶密封阀实现 无泄漏运作。

主体尺寸：1/4”, 3/8”, 1/2”, 3/4”, 
1”, 1-1/4”, 1-1/2”, 2”

螺纹连接形式：NPT, BSP

工作压力：不锈钢接头最大可承受：
5,800psi(400bar)

钢接头最大可承受：10,000psi(700bar)

ST系列是一种无阀门接头，用于需要大
流量及最少降压的领域。

主体尺寸： 1/4”, 3/8”, 1/2”, 3/4”, 
1”, 1-1/4”, 1-1/22”, 2”, 2-1/2”

螺纹连接形式：NPT, BSP, 坡口连接

工作压力：不锈钢接头最大可承受：
7500psi(520bar)

达到并且超过API  16D和EUB 36的
标准

通过劳氏LLOYD’S船级社认证

可在最高温度700℃场合下工作

口径1/2”, 3/4”,1”

红色套筒标识，清晰明了

标配套筒锁防止误操作

HK系列产品符合ISO7241-1B的生产标
准。该系列接头为双向关闭。HK系列
产品具有极好的抗压能力，可以承受大
流量。在断开时母头和公头立即同时密
封。

主体尺寸：1/8”, 1/4”, 3/8”, 1/2”, 
3/4”, 1”, 1-1/4”, 1-1/2”, 2”

螺纹连接形式：NPT, BSP, SAE

工作压力：不锈钢接头最大可承受：
5000psi(350bar)

DB系列产品用于需要最少外溢和内含
空气最少的流体处理。该系列接头以
316L不锈钢制成。

主体尺寸： 1/4”, 3/8”, 1/2”, 
3/4”, 1”

螺纹连接形式：NPT, BSP

工作压力：2030psi(140bar)

RA
4000系列  
单向阀

ST直通式 HKFR系列防火
/消防安全接头

1HK-20HK系列 
ISO7241-1B生产标准

DB-316不锈钢
钢质平面系列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

快速接头/真空系列/齿轮泵系列/润滑油泵/流体输送及计量系统/
洁净加油系统/高速发油和装载流量计/灌装系列/TVBS标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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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P泵是等螺距设计，可以从大气下开始全速抽吸
至压力为1Torr（1.3mbar a）,极限真空可达0.05Torr
（0.06mbar a）。

KDP抽气量从150-780 m3/hr，功率从5.5-22kw.

S D V 泵 是 可 以 从 大 气 压 下 开 始 全 速 抽 吸 至 压 力 为
1Torr（1.3mbara），而其极限真空可达0.01Torr
（0.013mbara）。

SDV抽气量从120-2700 m3/hr，功率从3.7-55KW。

KLRC液环真空泵是抽吸潮湿混合气体以及抽吸含微小
液滴气体的理想设备。该泵有标准料配置，全部铸铁材
料或316SS不锈钢材料配置。液环泵通常是水冷系统，
风冷系统供选择。

整套工程系统解决方案包括仪器仪表，控制装置，管路
和阀门，工作液非循环系统，工作液自身回流，工作液
再循环系统供选择。

KLRC液环真空泵抽吸压力可以低至4Torr(5.3mbara).

然而，低压下的工作性能会受工作液的饱和蒸汽压限
制，工作液可以是水，油或流程液体。

抽气量从60-1,680m3/hr,功率从3.7-75kw.

M-D Pneumatics 罗茨真空泵是在高真空

（50Torr~micron）工况下获得很大抽速而成本较低的
设备，它可以与各种真空泵结合组成真空机组。所有产
品在出厂前都做动平衡和泄露测试。

抽气量从85-21,590 m3/hr

干式螺杆真空泵运转时泵腔内完全无水无油，由于是直
通气路设计，KDP和SDV泵都可以处理含可凝性蒸气的
气体和含微小颗粒而不会残留在泵内的气体。由于泵腔
内没有金属与金属间的接触，磨损也就大大减少了。
KINNEY  KDP和SDV干式螺杆泵都是水冷系统，风冷系
统供选择。

KLRC液环真空泵 Vacuum Boosters 罗茨真空泵

干式螺杆真空泵

典型应用：
排气
挤压机
结晶
蒸汽回收
中央真空系统，化工和医疗流程

典型应用：
真空系统增压，真空干燥，真空脱水，真空包装

典型应用：
化工和医药流量，连续性蒸馏精馏溶剂回收，蒸气回
收，成型，结晶，干刻，溅镀，镀膜工艺，半导体流
程，中央真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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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茨-液环真空机组 罗茨-螺杆干式真空机组
KINNEY罗茨/液环真空抽吸系统很合适抽吸低压下的潮湿混合
气体。密封工作液可以是水，油或流程液体。工作液为油的
可以避免腐蚀，也可以避免密封液在较高温度下汽化。工作
液为流程液体可以避免流程气体被水或油污染。

我们提供广泛组合的两级或三级真空系统，整套工程系统解
决方案包括仪表，泠凝器，控制装置，管路和阀门，工作液
部分或全部循环系统。

我们专业的工程师会帮助您选择最适合的真空系统以满足您特定要求

该系统在高真空工况下也能保持很大的抽速，运行时无需
油，水和其他密封工作液。抽速高达10,000CFM(17,000m3/
h)，真空度高达10microns或更高。

提供整套工程系统解决方案，包括KINNEY  KDP或SDV真空
泵，罗茨真空泵，电机，直接驱动或V型皮带驱动，冷却液循
环系统，仪器仪表，控制装置，管路和阀门。

典型应用：
医疗化工流程
蒸气回收
蒸发除气
干燥机
高真空蒸馏
高真空精馏

典型应用：
医药化工流程
溶剂回收
冷冻干燥
结晶
高真空蒸馏
高真空精馏
蒸发除气
蒸气回收
半导体流程

快速接头/真空系列/齿轮泵系列/润滑油泵/流体输送及计量系统/
洁净加油系统/高速发油和装载流量计/灌装系列/TVBS标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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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干燥，输送颗粒
流量达148 m3/hr，
压差达27.88Bar
粘度达4400000cst

HD系列  旋转活塞泵
磁力驱动，零泄漏
流量达21 m3/h
压差达13.8Bar
粘度达22000cst

MD系列   磁力驱动内啮合齿轮泵

工业流程泵
泰悉尔工业泵系列产品适用于化工流程中苛刻的应用，例
如高粘度介质，悬浮颗粒，浓缩的酸液，化学品，高温液
体，淤泥，树脂，废水，泡沫，残渣，涂料，聚合物，塑
料以及对剪切力敏感的液体。它采用模块化重载结构设
计，方便维护，HD系列可以干运转并输送大尺寸颗粒。
泵材料可以采用球墨铸铁，316不锈钢以及各种合金。

背拉式设计，便于维护
流量达124 m3/h
压差达13.8Bar
粘度达220000cst

GLOBAL  GEAR(GG)系列
内啮合齿轮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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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接头/真空系列/齿轮泵系列/润滑油泵/流体输送及计量系统/
洁净加油系统/高速发油和装载流量计/灌装系列/TVBS标准机组

泰悉尔具有超过75年历史的内啮合齿轮泵生产历史，具有泰悉尔发
明的反转特性（转向变，进出口不变），并且我们可以提供多种多
样的安装，驱动和密封形式供您选择。特别适用于润滑油及低粘度
树脂传输。

磁力驱动的外啮合齿轮泵，配以各种技术成熟的马达，该系列产品具有流量
无脉动，无动密封，无泄露的优点，结构特别紧凑，体积特别小巧。

多种密封及接口形式
流量~19L/H  最高压差20.7Bar
可提供轴头泵安装形式

L和C系列

磁力驱动微型齿轮泵

V系列旋片泵 D系列齿轮泵 T系列齿轮泵 P系列齿轮泵
流量范围~340L/h
压差达3.5Bar
粘度范围0.3cps到100cps

流量范围1ml/min~458L/h
压差达17.2Bar
粘度范围0.3cps到50000cps
通过ATEX认证

流量范围18.5L/h~2460L/h
压差达17.2Bar
粘度范围0.3cps到50000+cps
通过ATEX认证

流量范围~227L/h
压差达10.3Bar
粘度范围0.3cps到50000+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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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最大流量132升/分钟
DC最大流量76升/分钟

AC最大流量132升/分钟
DC最大流量76升/分钟

Fill-RITE提供系列标准油罐1 m3，3m3，5 m3（含泵，液位计，流量计，标准型，防爆型）

为您的工程设备（例如挖
掘机/卡车/发电机组/动力机
组）节约大量维修费用，
工程机械配套

其他
流量表，油管，过渡接
头，喷枪，胶管，过滤器

AC最大流量36qpm
DC最大流量36qpm

DC最大流量57升/分钟

FR系列（燃油）

BD系列（生物柴油）

洁净加油系统

LP系列（润滑油）

Sotera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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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P  METERS是一种理想的用于高速装载的计量设备。
无论是航空燃油，柴油，溶剂，液体或者液体肥料等
等，我们的产品可以涵盖大多数的需要。无填料密封
的脉冲输出方式可以与电子计数的需要，电磁阀配合使
用。

燃油添加剂加注，燃油监

控，润滑油监控

其他
批量控制
远程控制
信号调节
排气
过滤
法兰
阀门

LPG系统，无论是丙烷或者丙烷/丁烷混合物，我们轻
巧灵便，高耐压的TS20A流量计都是一个长期可靠并
且最小维护量的服务。我们已经获得NIEP证书（其他
证书正审批中），它的功能可以扩充到包含一个现场
的账单系统，LPG系统本身还可以和其他电子计数器
系统一起使用。

高速发油和装载流量计

灌装系列

LPG-系统流量计

快速接头/真空系列/齿轮泵系列/润滑油泵/流体输送及计量系统/
洁净加油系统/高速发油和装载流量计/灌装系列/TVBS标准机组

无论是用于高速输送，槽车车载或者在化工零售批发
中，在我们的产品系列中的不锈钢材质流量计将为您提
供长期和可靠的服务， 采用非金属转子，使得流量计
即使是运行在其容量的最高限，都不会有磨损的危险。
TS 系统流量计可以使用机械式和电子式的计数器。工
作方式，运行流程和运行的环境决定了选用代号种形式
的计数器。我们所能够提供的选择远远多于我们在这本
样本中所罗列的，所以请与我们的分销商接洽来选择最
合适于您的配置 。

化工运用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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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了先进的气体风机处理技术Competitor GT气体风机除了具有Competitor SL的特点，同时也具有PD Plus的特点
如气密型集装式平衡机械密封。

许多Competitor GT风机的结构特点都可以降低噪音，包括采用三叶转子，以及特别调整和加工壳体的进出口以降低
噪音。

PD Plus是高级重负荷风机，型号齐全，生产历史悠久。同步
齿轮中心距从3.25到12”,转子叶轮长度从2.5”到48”。该系
列风机以高质量，高可靠性，性能杰出而有盛誉。

Competitor GT

PD Plus

典型应用（Competitor GT）
污物蒸汽抽取
闭环气力输送
煤床甲烷气体抽取
天然气增压

典型应用（Competitor GT）
污物蒸汽抽取    增压压缩机
无为花要求或工艺流程  蒸汽回收
无油处理燃油，公用流程气体 消化池气体处理
流化床燃烧                                可移动的废物真空去除
气力输送                                  高性能工况下应用
高速气力输送

3003
3006
4005
4007
5006
5009

3202
3204
3206
3210
4006
4009
4012
5507
5509
5511
5514
5516
5518
5520
7010
7013
7017
7021
7026
9012
9016
9020
9027
1215
1224
1230
1236
1248

型号

型号

CFM/m3/h

CFM/m3/h

HP/kW

HP/kW

28-196/48-333
60-350/102-595
36-383/61-651
53-494/90-840
57-580/97-986
98-891/167-1515

8-90/14-153
12-146/20-248
21-220/36-374
37-368/63-626
39-338/66-575
49-497/83-845
87-682/148-1159
99-794/168-1350
128-956/218-1625
152-1171/258-1991
490-1522/833-2587
277-1743/471-2963
350-1962/595-3335
435-2185/740-3715
349-1690/593-2873
445-2148/757-3652
601-2807/1022-4772
783-3478/1331-5913
1052-4314/1788-7334
266-2277/452-3871
354-3028/602-5148
465-3986/791-6776
620-5315/1054-9036
284-3764/483-6399
494-6036/840-10261
618-7546/1051-12828
771-9065/1311-15411
1304-9273/2217-15764

1.7-13/1.3-10
2.1-15/1.6-11
1.8-22/1.3-16
2-20/1.5-15
1.9-38/1.4-28
2.6-36/2.0-27

0.8-8.6/0.6-6.4
0.9-13/0.7-9.7
1.0-18/0.8-3.0
1.2-28/0.9-21
1.5-30/1.1-22
1.7-45/1.3-34
2.0-51/1.5-38
2.5-70/1.9-52
2.7-48/2.0-63
3.0-96/2.2-62
3.5-95/2.6-71
3.8-100/2.8-75
4.1-94/3.0-70
4.5-84/3.3-63
4.3-143/3.2-107
6.0-183/4.5-136
7.2-226/5.4-169
8.3-244/6.2-182
9.8-242/1.3-180
4.6-163/3.4-122
5.5-215/4.1-160
6.5-280/4.8-209
8.0-371/6.0-276
6.3-271/4.7-202
8.6-427/6.4-318
10-496/7.5-370
12-385/9.0-287
15-267/1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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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标准的风机机组，主机采用PD Plus，Equalizer或
Acoustic Air风机，可以在两周内快速成交货。标准机组的设计也
有多种结合配置。校对过的工程图纸可以立刻交付给客户以供安
装布置和管路设计。

TVBS标准机组

定做机组

如果您有特殊要求需要定做的机组来满足，我们也很期望为
您设计并制作这样的机组。

仔细考虑风机设计，材料配置，密封以及所有的辅件以确保
选择正确的风机来满足您的运行条件。

塔海尔真空风机系统可以提供定做的两级风机机组，高真空
增压泵，特殊润滑系统，液体注入系统，还有更多：

风量从200-9000CFM（340-15300m/h）在100PSIG
（6.9bar g）的工况压力下能维持良好的密封性能，同样在
真空达1micron（0.13Pa）下仍然能保持良好的密封性能

提供校对后的图纸

快速接头/真空系列/齿轮泵系列/润滑油泵/流体输送及计量系统/
洁净加油系统/高速发油和装载流量计/灌装系列/TVBS标准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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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Barton Halliburton PMC
North Star Caldon

Polarteck 2000 Sentech

BARTON®  , NUFLO™ , CLIF MOCK™ CALDON®

Barton

Caldon®
 

2005

2005 5 NuFlo
(纽约证券交易中心代码: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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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Flo™ 1957

Nu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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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co® Flot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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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c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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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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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FLO™  &  BAR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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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Flo™

NuFlo™

Caldon®

Caldon LEFM Caldon®

/

NUFLO™

CALDON®

BARTON®

DPU( ) Barton®

Barto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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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Flo™ MVX® - II

DPE
MVX® - II

Clif M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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