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架油封BAUX2，BAUSLX2
根據DIN標準類型3760，與橡膠覆蓋的外徑，有或沒有附加的防塵唇（SL），
以防止輕度到中度污染。提供各種設計和材料。
標準材質：72 NBR 902。

骨架油封BAUM，BAUMSL
標準型為DIN 3760標準橡膠覆蓋外徑和彈簧密封唇由75 FKM氟彈性體585製成, 
有著高度的熱穩定性和耐化學性。
提供或不提供額外的防塵唇以防止輕度到中度污染。

骨架油封B1，B2， B1SL，B2SL
標準設計的開放式（B1）或關閉（B2）金屬外徑提供簡單的安裝。
可選項的防塵唇（SL）以防止污染。
標準材質：72 NBR 902。

骨架油封BABSL（經典壓力密封）壓力密封無需額外的支撐環，用於密封有壓力的流體，
如在液壓泵，液壓馬達和流體動力式離合器。附加的防塵唇（SL）以防止污染。
標準物質：72 NBR 902。用於高的熱穩定性和耐化學性：75 FKM 595。

骨架油封MSS 1（模組化密封解決方案）
該標準BA ... U...S1骨架油封結合內部緩衝密封具正弦波形密封唇，作為一個部分解決方案，例如用
於驅動器技術的使用。一個久經考驗的設計，在油腔具高度的抗灰塵性與高材料耐磨性。
有兩種材料組合作為標準配置：NBR / FKM和FKM / FKM。



骨架油封Radiamatic® - R 35，R 36，R 37，R 58密封圈用於法蘭孔中鋼廠，
大型重型機械變速箱和風力發電機的主要驅動器。
應用參數：壓力：2.5 MPa ;溫度：-30 / -10℃～100/180°C（取決於材料）;速度：0.5米/秒。
應用實例：鋼廠，造船等。

骨架油封MSC（模組化密封部件）
軸向緩衝元件對中度到高污染情況提供NBR和FKM用鋼板或不
銹鋼金屬支架部分。可以用作潤滑用或防塵密封件。

骨架油封密封完整單元，由一個骨架油封和防磨套管。整體設
計在嚴重污染的環境中使用合理的系統解決方案。內置的對立面滿足動態密封的
嚴格要求。使用主要集中在農業和建築機械。

骨架油封密封Combi 密封
組合密封包括至少兩個安裝元件，設計主要用於農業和建築機械的使用。
在這個系統中的PU元件還提供了輕微的軸向運動的有效的密封。

骨架油封B2PT專為極端的熱和化學應力，空轉，潤滑不良以及其他非滑動的特性等應用。
不銹鋼金屬外殼。聚四氟乙烯複合密封唇：PTFE 10 / F56101。



PTFE骨架油封Radiamatic®HTS II
低摩擦，優良的密封性能（CIP），易清潔，無洩露。
應用參數：壓力：0.6MPa ; 溫度：-70至200℃; 旋轉速度：18米/秒。

PTFE骨架油封 - Radiamatic®EWDR在同時高壓和高速操作下是安全的，低功耗，
低洩漏率，安裝簡單。
應用參數：壓力：3 MPa ; 溫度：-70至200℃; 旋轉速度：20米/秒。

GA和GSA式密封瓶蓋
彈性材料塗層推入式密封蓋用於孔或是縫隙的靜密封，
如：在齒輪。彈性體塗層提供的保護從孔的表面粗糙，熱膨脹到分裂套管密封。
標準材料：NBR;其他材料：FKM，ACM，AEM，等等。



骨架油封的特殊材料: 許多標準骨架油封密封件類型也提供特殊材料
的選項，例如氟橡膠化合物FKM有著高的熱穩定性，ACM材料用於
大體積的應用。

雙材料骨架油封密封可以在同一時間滿足不同的要求，產品的C/P 值相當高 
(cost and performance成本與表現值)，技術面來講 藉由幾種不同材料的組合
例如一個ACM外徑搭配FKM密封唇，而第三個元件，像是四氟PTFE防塵唇，
可以添加用於特殊應用。

骨架油封AT，ATSL，ATD，ATDSL，BT，BTSL骨架油封密封件塗PTFE的密封唇
用於潤滑不良，高壓或高圓周速度的應用。可選項的防塵唇以防止污染。 
ATD / ATDSL設計用於壓力下的組件。其他的設計則可按客戶的具體要求來設計。

骨架油封BAPT骨架油封與崁入的PTFE密封唇，帶或不帶螺旋。
適合用作替代彈性體密封件和其他一些應用在高導熱穩定和耐腐蝕性介質是必需的。
主要用於發動機的曲軸密封。根據需要，所述防塵唇可以從彈性體或羊毛製成。

骨架油封BDPT版本有著低摩擦聚四氟乙烯PTFE密封唇可耐極端的熱和化學應力，
空轉和潤滑不足。附加靜密封通過部分塗膠外徑OD。



骨架油封B1 BA是有金屬為外殼的骨架油封。因為在外徑OD及背
面採彈性體套管以保持高張力。
主要用於商用車輛和建築施工機械使用。

骨架油封MSS 7（模組化密封解決方案）標準BA ...U ...SL骨架油封結合橡膠滑環與軸向防塵唇作為
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例如用於驅動器技術的使用。一個久經考驗的設計具有很高的抗灰塵，水，
外部環境的影響，而且是最佳匹配軸封一個對立面。提供材料選項有NBR和FKM作為專用解決方案。

Simmerring洗衣機骨架密封: 高性能密封在潤滑條件不好，高溫，
高圓周速度運動和高污染環境提供高耐久性水平。

在替代整理新的軸或修復磨損的運行表面提供節省成本的方法。
也有提供內徑的橡膠塗層，而大多數版本都沒有法蘭。

骨架油封PPS（頂級壓力密封）: 專利的耐壓，低磨損密封唇輪廓在靜液壓驅動器，例如液壓馬達和
泵和液力偶合器使用。與防止灰塵進入附加的防塵唇。
另有75 FKM 595材料應用於高耐熱和耐化學性。



骨架油封BAHDSN用於高壓力
由特殊材料製成，具有金屬增強的支撐跟一個很短的密封唇拉下接近軸。該設計配
有可選項的油嘴。主要用於在高壓和適中圓周速度在加壓部件，如液壓馬達和液壓泵。

骨架油封HLPS（高 - 低壓力密封），用於靜液壓傳動的新型骨架油封擅長以其可
靠的密封性能 - 尤其是在高壓力可達20MPa - 和它的低摩擦和功耗。
所用的材料 - HNBR – 是非常耐磨和熱穩定。

大直徑的骨架油封對於滾子軸承，軋機，造紙和鋼鐵等行業，
以及大型齒輪系統，大口徑的使用，封閉骨架油封密封件有五種不同的設計。
標準的材料是NBR和FKM。



U型圈NI 300
聚氨酯U形環有非對稱外形，根據內徑尺寸置放內唇和附加的保護和密封珠。NI 300提供了額外的防塵保護。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 溫
度：-30至110℃;速度：0.5米/秒。應用實例：推土機械，船舶液壓， 支撐缸，沖床。

U型圈T20
不對稱的U型環在活塞桿有較短的內唇。 T20是適合作為在密封系統的二次密封。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 溫度：-40～110℃; 速度：0.5米/秒。
應用實例：推土機械，地板輸送機，重型貨車裝載起重機，裝卸平台，農業機械，沖床，射出成型機，船舶液壓，支撐缸和標準氣缸。

LF 300
聚氨酯U型環在動密封側有非對稱外形和特殊開槽。該LF 300是低摩擦，並允許平滑移動。應用參數：壓力：32 MPa ; 溫度：-30至110℃; 
速度：0.6米/秒。應用舉例：移動液壓，射出成型機。

U型圈TM20
用於重型機械液壓缸桿的密封。由耐磨聚氨酯製成，允許其在高工作壓力的使用。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 溫度：-40～110℃; 速度：0.5米/秒。
應用實例：沖床，射出成型機等。

紮實型密封KI320
聚氨酯密封紮實內建的支撐環，額外的支撐和密封邊，提供在安裝區塊的軸向安裝和壓接外徑的元件，即使在高壓力或大間隙寬度其性能可靠。
加強的密封邊防止灰塵進入。應用參數：壓力：50MPa ;溫度：-30至110℃; 速度; 0.5米/秒。應用舉例：重型推土機械，伸縮缸。



Syprim SM含兩個部分的密封套件用於密封系統內主桿密封與具有U形環（例如T 20）的組合。
應用參數：壓力：40MPa ; 溫度：-40～110℃;速度：0.5米/秒。
應用實例：推土設備，輸送機，農業機械，射出成型機，船舶液壓，標準氣缸。

緊湊型密封KI 310聚氨酯密封緊湊對稱分佈和壓接外徑 KI是特別適用於有限徑向空間的安裝區域。相較於U形環，KI 310允許在槽底部
有更大的表面粗糙度。應用參數：壓力：40MPa ;溫度：-30至110℃; 速度：0.5米/秒。應用實例：輸送機，伸縮油缸，轉向油缸，農業機械等。

Omegat - OMS-MR OMS-MR由一個輪廓環含ISC O型環作為緩衝元件。密封套件用於一般的密封系統內。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
溫度：-30 / -10到100/200℃（取決於材料）;速度：5米/秒。應用實例：推土設備，輸送機，重型貨車起重吊車，農業機械，機械手臂， 
沖床，射出成型機械，船用液壓，標準氣缸。

Omegat - OMS-S含兩個部分的密封套; OMS-S是專門設計用於更大的直徑。應用參數：壓力：40MPa ;溫度：-30至100℃;速度：5米/秒。
應用實例：輸送機，機械手臂，沖床，射出成型機械，船用液壓，支撐與標準氣缸。

U型圈T24 U型環不對稱的外型，設置內唇，額外的保護和密封邊緣壓合在外徑。 簡單的桿密封，專為伸縮缸和外殼窄半徑而設計。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30至100℃;速度：0.5米/秒。



緊湊型密封TFMI
兩個元件組成的緊湊密封（雙向）應用於較輕的負荷，涵蓋一個輪廓環和ISC O型環。
用於密閉空間和低摩擦的環境。對於新的設計，我們推薦更現代的範圍，如OMS-MR。應用參數：壓力：16 MPa;
溫度：-50℃～200℃（取決於ISC O型環材料）; 速度：2米/秒。

緊湊型密封KI 520
彈性體緊湊密封在動態與靜密封面有第二密封邊，在織物加固動態密封面和備份環作為間隙密封件。
應用參數：壓力：50 MPa;溫度：-30至100℃; 速度0.5米/秒。
對於新的設計，我們建議更現代的範圍，如KI 320。

U型圈NI 150 NI 250 NI 400
單一方向的彈性體U型圈有著不對稱密封唇輪廓。 NI 250/400有備份環為間隙密封元件。NA 400在動態密封面採用織物加強件。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溫度：-30至100℃; 速度0.5米/秒。對於新的設計，我們建議較先進範圍LF 300，NI 300和T 20。

帽狀包裝的H有或沒有彈簧
簡單的唇形密封用於二次應用和更換部件的需求。對於新的設計，我們建議更現代的範圍。
壓力1 MPa;溫度：-30至100℃; 速度：0.5米/秒。

U-RING組T 23
堅固，由兩部分組成U型圈鑲有縮短的內唇和經常性的支援密封活塞桿。應用實例：重型堆土設備，油壓爪，支撐缸。
對於新的設計中，我們建議採用KI 320範圍。應用參數：壓力：50 MPa;溫度：-40～110℃; 速度：0.5米/秒。



雪佛龍密封座 - ES ESV
多重零件的密封座用於密封活塞環，由一個壓環，密封環和支撐環組成。可安裝於可調和不可調節的密封腔室。
應用實例：鋼鐵行業，壓力機，油壓爪，船用液壓，鋼鐵水利工程，棒成型系統。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30/- 15～100/140°C（取決於材料），速度：0.5米/秒。

緊湊型密封 – S 8
替代U型圈T 20用於低起升速度。應用參數：溫度：-15至140 C：速度為0.2米/秒。

緊湊型密封SIMKO 300
兩個元件的緊湊型密封（雙向）用聚氨酯輪廓環和長方形的彈性接觸壓力的元件組成。
優點：高靜態和動態密封的表現，低摩擦，無沾黏滑動。接觸壓力元件用作抗旋轉裝置。
特別缺口防止竄出。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30至100℃;速度：0.5米/秒。
應用實例：堆土機，輸送機，農業機械等。

Omegat - OMK-MR，OMK-E 兩件式密封套用於密封雙重作用（OMK-MR）和單作用（OMK-E）
活塞，由一個輪廓環與ISC O型環作為緩衝元件。
應用實例：機器人，HGV裝載起重機，液壓控制裝備，沖壓機，壓力機械，塑膠射出設備和農業機械，標準氣缸。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30 / -10到100/200℃（取決於材料），速度：5米/秒。



Omegat - OMK-S
兩片密封密封雙作用活塞設置，OMK-S是專為比較大的尺寸。
應用實例：沖床，塑膠射出設備，鋼廠，鋼水利工程。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300～+ 100°C;速度：5米/秒。

Omegat OMK-ES
兩部分的密封座用於密封活塞，它由一個聚四氟乙烯活塞環和橡膠輪廓環作為緩衝元件。所述Omegat OMK-ES應在單動作用的活塞被使用。
這個範圍特別是對於較大直徑米和重型液壓應用而設計。應用實例：沖床，塑膠射出機，軋鋼，鋼水利工程。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30至100℃;速度：5米/秒。

U型圈NA300
單向聚氨酯U型圈與不對稱的外形，置回外唇壓入內徑。非常良好的靜態和動態密封。
應用實例：推土設備，支撐缸，壓力機。壓力：40 MPa; 溫度：-30至100℃;速度：0.5米/秒。

U型圈TM21
 活塞密封件用於重型機械用液壓缸。耐磨材料意味著它可以在較高的工作壓力使用。
應用實例：塑膠射出機，沖床，大型汽缸。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40～110℃;速度：0.5米/秒。

U型圈T 18
兩件式U型環有著活動備份環密封單動作用和“背對背”雙重作用活塞。
應用實例：推土設備，船用液壓，鋼鐵水利工程，支撐缸。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40～110℃;速度：0.5米/秒。



緊湊型密封L43
五件式緊湊型密封密封雙動活塞。應用實例：推土設備，農業機
械，標準氣缸。應用參數：壓力：40 MPa; 溫度：-30至+100℃; 速度：0.5米/秒。

緊湊型密封L27
四個部分的密封設置活動備份環密封雙動活塞。該密封可以彌合較大差距。
應用實例：推土設備，塑膠成型機，印刷機。
應用參數：壓力：50 MPa; 溫度：-30至+100℃;速度：1.5米/秒。

緊湊型密封SIMKO320
三件式緊湊密封（雙向），由纖維增強的彈性體密封元件和由高耐磨的聚酰胺製成兩個導向支撐環
。壓力：40 MPa; 溫度：-30至+100℃;速度：0.5米/秒。

緊湊型密封TFMA
兩件式緊湊密封（雙向）於輕量級應用，它由一個有ISC O形圈的輪廓環作為緩衝元件用於密閉空間和低摩擦。
對於新的設計，我們建議更現代的範圍，如OMK-MR。
壓力：16 MPa; 溫度：-50℃～200℃（取決於ISC O形圈材料），速度2米/秒。

緊湊型T19
三片緊湊密封雙動活塞。應用實例：農業機械，標準氣缸。
應用參數：壓力：21 MPa; 溫度：-40～110℃;速度：1.5米/秒。



U- rings NA150，NA 250，NA400簡單的彈性U型環與不對稱唇
輪廓。 NA250/400與備份環作為間隙密封件，NA400有織物強
化於動態密封邊。對於新的設計，我們建議現代的範圍，如
NA300和T18.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溫度：-30至100℃;速度0.5米/秒。

雪佛龍密封座 - EK，EKV複合密封套密封單作用和“背對背”的雙動活塞。
示範應用：鋼鐵行業，壓力機，液壓爪子，船用液壓，鋼鐵水利工程。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溫度：-30/-15～100/140°C（取決於材料），速度：0.5米/秒。

刮環AUAS/ AUASR 聚氨酯刮環採用金屬外殼，突出的防塵圈唇有鋒利的穿孔密封邊緣。
非常良好的刮除效果，堅固的密封座，刮環和密封件之間沒有壓力積聚。
應用實例：推土設備，輸送機，支撐缸，農業機械等。
應用參數：溫度：-30～110℃; 速度：2.0米/秒。

灰塵刮環 PU5，PU6，P6，PU7簡單刮環保護氣缸免受灰塵的侵入。
應用參數：溫度：-40/- 30/-10～110/100/200℃（取決於材料），速度：2米/秒。
所有的應用領域。



刮環AUPS
灰塵擦拭在液壓缸使用，提供了對灰塵和水的侵入高安全級別
的保障。另外，作為支點軸承的保護和密封。
應用參數：溫度：-30至100℃（在礦物潤滑脂）。

雙刮環 - P8，P9，PU11
雙刮環用於保護氣缸免受灰塵的侵入，並改善整體的密封。
應用參數：溫度：-40/- 30到100/110℃（取決於材料），速度：1米/秒。
所有的應用領域。

雙刮環®PT1，PT2
快速裝配雙刮環具有最佳刮除效果源自ISC O型環的支撐。
應用參數：溫度：-30/- 10至100/200°C [取決於材料），速度：5米/秒。
在重型機械方面提供極致的安全性，防止灰塵。

刮環AS和ASOB
橡膠刮環於輕型的應用。 AS有額外的金屬外殼，突出的刮環唇緣。
對於新的設計，我們建議更現代的範圍。
應用參數：溫度：-30至100℃;速度：2.0米/秒。

刮環AUASOB
高品質的聚氨酯灰塵刮環在背面有支撐，無須金屬加固。
用於輕中度的移動液壓和標準氣缸。
材質：T94 AU925。



導套Guivex SBK，KBK
凸硬面布料液壓導套，有最佳應力分佈。
應用參數：溫度：-50至120℃;速度：5米/秒。

硬布導套 - SB，KB
在活塞桿（SB）和活塞（KB）的導向襯套於高壓操作。
應用參數：溫度：-50至120℃;速度：5米/秒。

熱塑性導向環FRI/ FRA
活塞桿（FRI）和活塞（FRA）的導向環用於適度的壓力。

導向帶FB
材料用於生產活塞導桿（FBA）和活塞導桿（FBI）。
從青銅填充 PTFE（鋼汽缸）PTFE 40/177024，或碳填充PTFE（輕
及非鐵金屬汽缸）的PTFE 25/177025。
庫存有依每米長度計算的供應，或切成特定長度的要求。



Rotomatic - M15，M16
在液壓系統中往復運動產生雙向密封的作動。應用實例：挖掘機，旋轉傳輸。
應用參數：壓力：40 MPa;溫度：-30/- 10到100/200℃（取決於材料），速度：0.5米/秒。

Rotomatic - M17，M19，M33
雙向密封作用往復運動的液壓系統應用實例：挖掘機，旋轉傳輸。
應用參數：壓力：20/40 MPa;溫度（取決於材料）：-30～80℃（取決於材料），
速度：0.1/ 0.2米/秒（取決於材料）。

蓋子密封 - PU82, PU83
可供的選項的ISC O型環對高壓力峰值可以不使用備份環。



綑狀的液壓密封型材
模子或擠壓出無盡的長條狀U形圈輪廓。材料為生產應用在簡單的靜態
或動態密封件，特別是對於較大尺寸。根據要求，我們還可以利用此型狀提供
經硫磺及高溫處理的批次成品。

Forseal DUO活塞
完整的，雙向活動液壓活塞在食品工業流體工程。
由填充聚四氟乙烯志誠並搭配不銹鋼彈簧元件。低摩擦，沒有沾黏。
應用參數：工作壓力：高達30MPa; 溫度範圍：-150℃～200℃。

杯狀包裝的T，有或是沒有彈簧
單動唇密封。可作為替換用的輔助功能。我們建議更現代的零件用於新設計。
應用參數：壓力：1MPa; 溫度：-30至100℃;速度：0.5米/秒。

完整的活塞TDUO H
完整的，雙向活動活塞與鋼體和彈簧密封唇。
在輕型液壓應用中可做為更換件的二次應用。
應用參數：壓力最大 6.3 MPa;溫度：-30至100℃;速度：0.5米/秒。

U型圈N 1和N 100
桿密封件或活塞密封件具有對稱的密封唇型材，主要作為替代
部分舊液壓系統。材料：NBR，或T 94 AU 925 用於更嚴格要求。
對於新的設計，我們建議更現代的成分，如NI 300或T 20。



PTFE活塞環
低摩擦,耐磨損的PTFE環具有矩形的橫截面。一些型號帶有凹槽的壓力元件接觸作動的壓力
(如0型環)。應用包括液壓助力轉向系統。環與各種凹槽的幾何形狀主要用於自動變速箱作為
替代金屬活塞環。材料:用專用填充材料高負荷摩擦的特殊化合物。

PTFE Forseal F01 FOA
單動U型圈狀PTFE複合活塞或活塞桿密封件用金屬彈簧當成靜態預張力的元素。極端的流體和耐溫性,良好的乾
運轉性能和低靜態和動態摩擦係數。適用於0型環的凹槽(ARP568 MIL-P5514 特別版本有提供其他溝槽尺寸。
應用參數:最大工作壓力:30MPa;溫度範圍:-150至+ 220°C。

U型環PTFE制
在低排量匹配的彈簧力。力量分佈在多個邊緣;可用於動態和靜態應用。
應用參數:壓力:45 MPa(動態)/ 120 MPa 靜態)。溫度:-200°C～200°C;速度:10米/秒。

雪佛龍聚四氟乙烯密封(PTFE chevron seals)
用於連桿和活塞密封件,耐高壓,高溫,耐磨損,
可調密封外殼,無彈簧,耐高流體化學性。
應用參數:壓力:70 MPa;溫度:-200°C～260°C;速度:1.2米/秒。



聚四氟乙烯(PTFE)青銅導向帶 - SF,KF
導向帶在輕壓力下用於活塞桿(SF)和活塞(KF)。
應用參數:溫度:-50～200°C;速度:5米/秒

Simrit在活塞桿密封件的安裝工具
不可缺少的工具,便於卡扣U型圈和密封緊湊的。不同梢(pin) 的尺寸以及各個梢之間
有不同的距離,根據密封件的直徑和型材截面允許無損傷安裝密封件從30毫米到110毫米
的針腳之間的距離變化。

U型環NAP 300和NAP 310
活塞密封由耐磨聚氨酯製成不對稱的輪廓和特殊氣動密封邊。緊湊的靜密封唇保證在
凹槽底部的安全基座。
材質:80 AU 941和80 AU 20994.而NAP 300系列是適合安裝在密閉空間內。

U型圈NAPN
活塞密封件有非對稱分佈。非常良好的密封和低摩擦的水平全因為特殊的氣動密封邊。
材質:72NBR 708和80 709 NBR。



完整的活塞TDUO P
準備迎合在雙作動活塞完整崁入的引導。簡單適合於活塞桿,而無需額外的密封元件。
該版本的徑向通風通道允許壓力被安全地轉移到末端。
材質:72 NBR708,本體必須符合DIN1624。

完整的活塞TDUO PM
準備迎合,雙作用活塞崁入的磁鐵使精確定位。簡單適合於活塞桿,而無需額外的密封元件。
該版本的徑向通風通道允許壓力被安全地轉移到末端。
材料72 NBR708。

完整的活塞NADUOP
準備迎合,雙作用活塞崁入鋼體,結合緩衝區和密封唇具有獨特的氣動邊緣。
徑向風道使得壓力被安全地轉移到末端。
材質:72 NBR708。

完整的活塞Pneuko G
準備迎合,雙作用活塞完全以非常低的高度安裝。非鐵金屬本體,卡入式密封和完整指引。
簡單以適合於活塞桿,而無需額外的密封元件。
密封材料:NBR72708。

緊湊型密封KDN
Pneuko G雙作用活塞密封件與背面的壓力活化槽的組成部分。緊湊的設計便於裝配活塞。
該圓形密封輪廓與撓性中間部分作用具有低摩擦水平良好的密封和便於維護的有效潤滑膜。
材質:72NBR708。



Airzet - PR，PK
雙作動緊湊密封（PR用於活塞桿，PK用於活塞）具有凹槽的背面為受
壓力端（只有PK）材料：80 NBR 245001。

Pneuko M210
馬上可安裝，雙重作動的完整活塞與內置磁鐵進行精確定位。
簡單安裝在活塞桿上不需要額外的密封元件。材質：75 FKM181327。

Pneuko M310
馬上可安裝，雙重作動的完整活塞與內置磁鐵進行精確定位。
簡單安裝在活塞桿上不需要額外的密封元件。材質：80 AU21000。



組合密封AUNIPSL
活塞桿密封採用耐磨聚氨基甲酸乙酯的集成式刮板，沒有金屬強化。
特殊氣動密封邊提供卓越的密封性能，低摩擦，同時維持有效的潤滑膜。
易裝修不須獨立維護，無需拆卸氣缸。材質：94 AU925。

組合密封NIPSL300（PU），NIPSL310（PU），NIPSL200（NBR），NIPSL210（FKM）
非金屬增強具有獨特的氣動密封邊的小圓柱組合密封/擦拭器元件。
在密閉空間內的組合密封。材質：高耐壓聚氨酯，AU809248020991 AU，80 NBR4005和75 FKM181327。

組合密封NIPSL
金屬強化活塞桿密封配有集成刮水器。特殊氣動密封邊提供卓越的密封性能，低摩擦。
材料：72NBR708。可以從外部嵌合不用拆卸缸。

組合密封NIPSL SF
非金屬增強組合密封/擦拭器元件用於微型氣動。
特殊氣動密封邊提供卓越的密封性能，低摩擦，同時維持有效的潤滑膜。材質：90 NBR108。

活塞桿減震器密封DIP
阻尼器密封崁入逆止閥具軸向密封，整體防撞和溢出渠道。
由於有自己定位的設計讓阻尼得以可靠。材質：90 NBR108。



活塞桿減震密封AUDIP
耐磨，高性能的聚氨基甲酸乙酯的阻尼器密封。
崁入逆止閥作軸向密封，完整的防撞與溢流渠道設計。
可靠的阻尼得益於自我定位的設計。
材質：94 AU925和90924 AU。

刮板AUASOB
高品質，耐磨刮板在非金屬增強聚氨酯與側面支撐珠作簡單的扣合。
材質：94 AU925。

刮板ASOB 
NBR活塞桿刮板無金屬加固輕量級應用在標準氣壓缸。輕鬆扣合。
材質：90 NBR101。

刮板 Wiper AS
金屬增強活塞桿刮板。不需要複雜的保持槽;簡單的扣合。
材質：90 NBR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