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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深度 A 最大

F
C

G

B

E
接口尺寸

4mm 六角

ILML70203 REV D U.S. Patent No. 11,097,389

尺寸

型号 L4-7044-30 L4-7044-31 L4-7044-50 L4-7044-51

出厂预设压力
（MPa）

4 7 4 7

设置压力范围
（MPa）

2 - 6 4 - 10 2 - 5.5 4 - 10

接口尺寸X深度 G 1/8 X 15.16 G 1/4 X 18.72

A 28 34.5
B 16 19
C 20.3 27.4
E 17.5 21.0
F 5.6 5.0
G 14 17

A B

C

ILML70205 REV B

进油
口

出油口

接口X 深度

油口插装顺序阀
n	直接安装到元件油口，要求板式安装的。

n	可配以上法兰，下法兰旋转缸，杠杆缸和 
 高能力支撑缸一起工作。 
n	控制夹具上单个元件的时序。 
n	每个阀均可自出厂预设值开始调节。	
n	真正的顺序设计，开启后，出口压力为阀 
 的下游全系统压力。 
n	当元件启动时保持上游压力。   
n 有两个压力范围，在每个范围内都可调  
 节。 
n 可以在安装夹具之后添加，以确保有适当 
 的顺序。 
n	与单作用或双作用夹紧缸一起使用；在夹 
 紧口，松开口，或两者都可以。 
n	内部逆流单向阀使其更快地复位。	
n	配件有压力预设集流块和直通转换块。

*每个范围内的顺序数量取决于元件数量、泵流量和工作压力。

型号. L3-3011-70

型号 L3-1941-00 L3-1961-00

接口X 深度
G 1/8 X 
15.16

G 1/4 X 
18.72

进油口/出油口 G 1/8 G 1/4
A 41.3 54.0
B 22.2 28.6
C 22.2 25.4

注意：最大流量不得超过单个元件额定值或3.81/min，以较低者为准。
油口插装顺序阀的最大进油口压力为350bar，超过不予质保 。 请翻阅
双作用支撑缸，大能力支撑缸，旋转缸或杠杆缸的规格说明页，选择适
合您应用的阀。

阀压力预设集流块 

油口插装顺序阀直通转换块

n	可预设置所有G 1/4、G 
1/8和SAE 4顺序阀和流量控制
阀。

附属阀 

油口插装

新

A B

C

ILML70205 REV B

进油
口

出油口

接口X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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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板式安装O型圈。发货时，
 所有接口是堵住的。
**  最大输入压力10MPa。超过压力不予质保。
*** 延迟的时间可能会依应用中所使用油的粘度 
 而定。如需要更长的延迟时间（达20秒）， 
 请联系Vektek客户支持来协助。

松开延时阀
型号* L7-0431-00

设置压力范围** 2至10MPa

延时预设置***（秒）
3至7秒，使用ISO32

号油

过滤包含
25微米
所有接口

最大流量 11.4 l/min

作为独立的板式安装阀使用时，需要转换板L9-3197-00。

安装选项

松开时，暂时保持工件
n  控制单作用元件的松开时间。
 用于单作用或双作用系统。 
n  当松开支撑缸时，
 消除因背压而引起的工件变形。
n  在夹紧过程中，
 常开阀允许流体自由通过。
n  无需“B”先导管路来打开。
n  不锈钢内部组件，优越的耐腐蚀性。

27.3
30.6

7.7

45.3

13.9
47.2

17.9

37.2

62.7

88.1

104

41.3

11.8
29.6

20.3

34.4

ILML70430 REV C

6.7

2X

顺序阀板式安装进油口*

板式安
装出
油口*

进油口

G1/4 
进油口*

G1/4
出油口

通孔

板式安装
进油口*

顺序阀
板式安
装进油口*

为有良好的密封，所有的
配合面平面度为
0.08毫米范围内，表面粗
糙度为1.6μm R

a

工作原理: 在液压夹紧系统中，
 VektorFlo® 松开延时阀是作为 
 一个常开元件运行的。低压流 
 体通过此阀自由流到下游元 
 件。系统加压时，机械先导活 
 塞从单向阀上移动，使它关 
 闭。达到系统压力并且在系统 
 里停止流动。如果压力泄漏到 
 下游元件，单向阀会重新开启 
 并补充压力。在松开过程中， 
 进口压力随主压力下降，但下 
 游压力被单向阀保持恒定。在 
 进口压力较低，达到流量控制 
 阀设定的数率和油粘度时，弹 
 簧力开始移动机械先导到单向 
 阀。机械先导活塞通过它的行 
 程移动并碰到单向阀。弹簧力 
 打开单向阀，释放所有下游压 
 力到动力单元油箱。 

作为独立的板式安装阀
使用时，外部接管

作为独立的板式安装阀使用时，
用转换板安装到夹具上。

在新的或现有应用中，
在顺序阀下板式安装到夹具上。

L9-3197-00
在独立的应用中板式
安装的转换板

安装到顺序阀安
装板的延时阀 在顺序阀下

板式安装到夹具

附属阀

松开延时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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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最大系统流量
 是11.4 L/M。

流量过大无保修。

顺序阀
型号 L7-0412-00

描述 组装式

顺序阀
■ 100%不锈钢结构防腐能力强，其他型号产品无 
 法比拟 。
■ 直动式锥阀设计，可插装。

■ 插装式可直接安装到集流块中。

■ 压力调整范围：2MPa (20bar)~6MPa (60bar)。
■ 两通式设计无需第三回路从旁路排油（内部泄 
 漏）回至系统油箱。

■ 真正的顺序设计，开启后出口压力为全
 系统压力。

■ 建议的过滤：25微米（NOM）/40微米（ABS）
 (最小)。
■ 最高系统压力为10MPa（100bar）。

■ 当使用多个阀时，建议压力差使用范围  
 1-1.5MPa。

运行：VektekFlo® 顺序阀对压力敏感，通常在夹
 持系统中是关 闭元件。首先当流体以低压
 进入时，顺序阀关闭，阻止流体进入阀下游
 装置。当阀的上游装置 移动到位时，压力开
 始增加，增加的压力将克服将阀关闭的弹簧 
 力，打开（提升阀，阀芯），并允许
 流体流经顺序阀。下游装置定位和夹紧、下
 游压力 增加和上游压力相等后，系统压力
 将增加到液压动力供给设定值的最大值。释
 放时，压力下降，调节 弹簧的力将推动复
 位。被截止在下游回路中的流体
 将通过单向阀流回动力单元油箱。

Gage (Line Press)
70 Bar MAX

用于M6安装

可选
G1/4
压力表接口

约

G1/4
顺序出口

G1/4
油压入口

板式安装
顺序出口

锁紧螺母

微调螺丝

沉孔用于板式安装
（O型圈和堵头附带）

板式安装
油压接口

六角

通孔

为有良好的密封，所有的配合面平面度为
0.08毫米范围内，表面粗糙度为1.6μm R

a

滤板
对于以上阀门

型号

L7-0842-03

订购滤板以保护阀门免受碎

屑的影响

（更多详情请见第 K-2 页）

附属阀

顺序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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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装式顺序阀
型号 L7-0430-00

描述 插装

微调螺丝

锁紧螺母

六方

约

注意：如需要安装孔工具（多级铰刀和M20 X 
1.5丝锥）， 可订购工具包62-7040-00。

如果不再需要顺序阀，可使用30-6011-20堵
头盖住该孔，以便自由流体通过。 

30°±5°

30°±5°

31.75±0.76

 30.3 0.25

0.051 A
21.39 0.1

0.051 A
小 18.53 0.15

-A-
 15.04 0.02

3±0.13

 
.101 A0.25 0.13

16.66±0.13
45°±5°

5.2 0.38

5.2 0.38 33.02±0.25

11.88±0.25

34.9±0.25

16.76 0.13

ILML70402 REV C

0.101 A

螺纹 M20 X 1.5 11.3 最小
0.051 A

12.7 0.25

1.6

1.6

顺序阀标准插孔

顺序出口

油压入口

附属阀

插装式顺序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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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减压阀块型
n 控制定时和压力两用组合块型。
n 顺序阀和减压阀共用一个进油口
n 配合单作用或双作用元件使用。
n 阀块包含标准插装式顺序阀和减压阀。
n 直动式锥阀形式结构。
n 顺序阀压力调节范围： 
 2.0MPa to 6.0MPa (20bar 至 60bar), 
 PRV 减压阀调节范围：
 1.0MPa - 6.2MPa (10bar 至 62bar)
n 元件空间为安装压力表或排除故障提   
 供方便。
n 推荐过滤：25微米(NOM)/40微米（ABS）(最小）。

顺序/减压组合阀
组合阀型号 L7-0818-01

顺序阀型号 L7-0430-00

顺序阀调节范围 2.0 - 6.2MPa

减压阀型号 L7-0530-00

减压阀调节范围 1.0 - 6.2MPa

注：系统最大流量为5.7 L/MIN,
除非另有说明
  
流量过大不在质保范围内。

为有良好的密封，所有的配合面平面度为
0.08毫米范围内，表面粗糙度为1.6μm R

a

滤板
对于以上阀门

型号

L7-0842-01

订购滤板以保护阀门免受碎

屑的影响

（更多详情请见第 K-2 页）

减压阀压力调节螺丝

减压阀锁紧螺母

顺序阀调节螺丝

顺序阀锁
紧螺母

六角

六角

顺序/减压出口* 顺序
出口*

压力进口*

顺序/减压出口*

压力
进口

顺序出口

减压阀

顺序阀

通孔

顺序/减压出口

* M8 沉孔用于板式安装，进油孔直径2.29-3.3间

附属阀

顺序/减压阀组合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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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孔

板式安装
油压入口

沉孔用于板式安装
（O型圈和堵头附带）

油压入口

板式安装
油压出口

约

六方

油压出口

在减压回路
可选压力表
G1/4接口

锁紧螺母

微调螺丝

7 MPa组装式减压阀

注：系统最大流量为 
 5.7 L/MIN,除非另有说明。
  
流量过大不在质保范围内。

减压阀
■ 100%不锈钢结构防腐能力强， 

 其他型号产品无法比拟。
■ 直动式锥阀设计，可插装。
■ 插装式可直接安装到集流块中。
■ 压力调整范围：1MPa (10bar)~ 6.2MPa 
 (62bar)，重复性设定压力为±10%。
■ 两通式设计无需第三回路从旁路排油 
 （内部泄漏）回至系统油箱。
■ 最大入口压力20MPa（200bar）。
■ 用于单作用或双作用系统。

工作原理：减压阀是一种常开式的压力控制装置。到达压力设定值前， 
 阀一直开启，流体可以自由地流到下游装置。到达设定压力 
 后，阀关闭以阻止流体进一步流入下游装置。下游装置如果 
 有足够的压力损失，减压阀重新打开，允许流体通过阀， 
 压力增高，直到再次达到设定值。减压阀可用于单作用和双 
 作用系统。

为有良好的密封，所有的配合面平面度为
0.08毫米范围内，表面粗糙度为1.6μm R

a

此图表显示基于设
定压力的重复范围

此图表显示通过减压阀和
板式安装块的压力损失

ILML705405 REV A

0

1

2

3

4

5

6

7

0 2 4 6

压
力
差
（
M
Pa
）

流量（l/m）

压降与流量

ILML705406 REV A

0

1

2

3

4

5

6

7

0 1 2 3 4 5 6 7

重
复

压
力

范
围

(M
Pa

)
 

设定压力 (MPa)  
    

最
大

重
复

范
围

最
小

重
复

范
围

减压阀
型号 L7-0512-00

减压阀 组装式

设定压力范围
1.0 MPa (10 bar)

 to 6.2 MPa (62 bar)

系统压力 20 MPa (200 bar)

滤板
对于以上阀门

型号

L7-0842-02

订购滤板以保护阀门免受碎

屑的影响

（更多详情请见第 K-2 页）

附属阀

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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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锁紧螺母 微调螺丝

7MPa 插装式减压阀

六角

插装式减压阀
型号 L7-0530-00

减压阀 插装

压力调整范围
1.0MPa (10bar)

 to 6.2MPa (62bar
最大入口压力 20MPa (200bar)

ILML70500

注意：如需要安装孔工具（多级铰刀）， 可订
购工具包62-7050-00。

30°±5°

 S.F.31 1

0.051 A
24 0.1

0.051 A
20.55 0.14

14.3

2.54±0.13

 DP S.F.0.25 0.13

21.69±0.2537±0.76

0.101 A

30°±5°

45°±5°

5.1

5.1 0.4

38.4±0.76

19.55±0.25

 
35.5 0.76

45°

-A-
15.9 0.025

1.6

R0.76

ILML70502 REV B

M22x1.5-6h TAP 
15.75   DP 

0.101 A

0.051 A

1.6

最小

最小
压力源入口

油压
减压出口

附属阀

减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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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式节流阀
型号 L7-0200-14

接口 A G 1/4

接口 B G 1/4

精密节流阀
■ 精密流量调节0.4mm刻度针形阀。
■ 对于流量过度而保护易损元件。
■ 用于控制单个元件或系统。 
■ 节流阀在夹紧系统中被用作进口节流装置 
 来防止造成损坏
■ 最大流量为11.3l/min，压力为 350Bar。
■ 自由倒流单向阀。
■ 可用G1/4接口。
■ 阀内部为不锈钢材质。
■ 标准密封圈是氟碳密材料的。

接口 A

控制流量

自由流动

锁紧螺丝

接口 B

打开

附属阀

精密节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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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X 13

2X 7

217.5

82.8184.2

ILML50800 REV A

压力调节器
流量控制

压力开关

M12 5芯外螺纹接头1/4 BSPT内螺纹进气口
    1/4 NPT不带转换接头

1/4 BSPT出气口
1/4 NPT不带转换街头

气软管，4.6米
压力表

0-200 KPa 气过滤器
自动排气

M12 电缆
5 M

保护您的低压元件在高压系统中运行  

n  在超压的情况下，阀芯会自动 
 启动，放油来释放超出的压 
 力。 
n 旋进阀芯是在您必须使用压敏 
 元件的系统中添加了一个额外 
 的保险元件。
n G1/4 外螺纹接头 
n 阀芯有防篡改堵头。
n 复位状态前后，确保无泄漏运 
 行。 
n 唯一设计成通过放油来释放超 
 出的压力的阀芯，在设定值约 
 80%时复位。

n  可调节的气压和流量让您能监控 
 大多数确认阀、部件对准或夹紧 
 位置系统。
n 带有2个PNP*数字设定值和1个模 
 拟输出的简单的电子压力开关调 
 节能满足您的特定需求。
n 可与托盘分离器，气检确认阀， 
 零件对准传感支撑缸或自制零件 
 定位孔一起使用。
n 有您对所选择的确认信号需要反 
 馈的，随时可用的工具包！

气传感控制套件
型号 L5-0824-00

最大气压 （kPa） 1379

操作压力范围（kPa） 0-172

最大气流量（CM/H） 20

过滤元件（微米） 5

 电源（VDC） 15-32

耗电量（mA） 50

2个数字接触点
N/O 或

N/C

1个模拟输出
0-10V
或

4-20 mA

型号 L7-0638-71-02 L7-0638-71-03 L7-0638-71-04 L7-0638-71-05 L7-0638-71-06

设定值（MPa） 2 3 4 5 6
A (mm) 47 47 47 47 47

型号 L7-0638-71-07 L7-0638-71-08 L7-0638-71-09 L7-0638-71-10

设定值（MPa） 7 8 9 10
A (mm) 47 47 47 47

A19

ILML70630 REV B

超压泄压孔

G 1/4

* NPN应用中，需要订购信号转换器电缆27-
8420-00。 

气检确认系统的气传感控制套件新

新

附属阀

J-10



© Vektek 2021年5月 - 页码 72 - www.vektek.cn

注：不含安装配件

气动检测夹紧行程定位
 气检确认阀确认夹紧前或松
开后装载的阶段。适用于各种元
件，包括：旋转缸、杠杆缸、直
线缸和支撑缸。
   在运转机床前，通过确认具
体行动而避免机床崩溃。设计用
于冷却液和干燥环境，并且水平
或垂直安装都很容易。最佳的检
测确认！

n 轻松微调到您的夹具，给您 
 一个设置和压差的选择。
n 当测试功能存在时，确认信 
 号取决于气流限制。
n 如果元件在超行程模式上将 
 柱塞压得太远，超行程传感 
 将会重新打开。
n 气检确认阀几乎能与任何夹 
 紧元件一起使用。
n 可以帮您检测漏载或误载的
 零件。
n 在冷却液应用中建议使用远 
 程排气。

应用程序设置：
调整执行器在阀体上方0.064±0.5，
夹紧缸定位在夹紧行程最底部。
如果夹紧缸超出行程，
这将会避免阀和执行器损坏。

定制执行器

为有良好的密
封，所有的配
合面平面度为
0.08毫米范围
内，表面粗糙
度为1.6μm R

a

ILML504088  REV  A

开 

  

2.00 8.25 

  

8.90 

 

 
 

  
2.00 

L5-0485-00 超行程感应

L5-0485-01 标准

过渡范围

过渡范围

开

夹紧

关

关

夹紧

以旋转缸
行程为例

以旋转缸
行程为例

旋转行程

旋转行程

夹紧行程

夹紧行程

 10.16阀行程

 10.16阀行程

气动压力开关建议回路图

气
源

气
压
调
节
器

流
量
控
制
阀

气
压
表

最多8个阀

气压传感器开关

气检确认阀
气源 L5-0485-00 L5-0485-01

类型 超行程感应 标准

最大气压
(kPa) 1000 1000

工作压力范围
(kPa ) 70 - 480 70 - 480

气流量
（L/Min）

10 - 20 10 - 20

压差*

@140 
bar 

系统压力
最小80 最小 310

@480 
bar

系统压力
最小 80 最小 310

柱塞杆行程
(mm) 10 最大 10 最大

弹簧力
(N) 6.6 - 13.3 6.6 - 13.3

公称直径
(mm) 2 2

接口类型 板式和M3 板式和M3

*当一个或多个阀打开时，压力下降。要确定压力， 
必须关闭所有的 阀。多阀并联连接。

29.8

8

6.3

4.5

15.97

31.8
22

35.8

32.9

22

5.3

2X 9.5

2X 4.7

2X 1.4

50.6

10.2

ILML504085 REV D

M3x.5-6H

注：不包含安装五金A

E

1/8硬管-M3接头 型号P3037020
可与气动确认阀配套购买

2X
M3x.5-6H

E=进口
A=出口（排气口）

E 口
M3 堵头

A 口
M3 堵头

1.7 行程
有气流
两个型号都是

7.3行程
无气流
L5-0485-00

总行程

8.5 行程
无气流
L5-0485-011.2 行程

有气流
L5-0485-00

附属阀

气检确认阀

J-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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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26.0
6.3

10.2

17 

18.9

9.3

1.7

R.5

1.7 行程
有气流

两个型号都是

7.3行程
无气流

L5-0495-00

7.3行程
有气流
L5-0495-00

8.5行程
无气流
L5-0495-01

ILML504096 REV BM3 X 0.5-6H

M12 X 1.5 6H

复位弹簧

O型圈

行程

六角

20.00

.51 .12

4.00

13.00

45

17.50 .12

5.61 .12

23.00 .12

2.80 
进口

13.00

2.70

2.0
出口

50

ILML504097 REV B

M12 X 1.5 6H

出口
允许以任何角度
连接到这些表面 

进口
允许以任何角
度连接到这些表面 

32

32

最大

最大

插装式气检确认阀
气源 L5-0495-00 L5-0495-01

类型 超行程感应 标准

最大气压
(kPa) 1000 1000

工作压力范围
(kPa) 70-480 70-480

气流量
(L/Min) 10 - 20 10 - 20

压差*

@140 
kPa
气压

最小 80 最小 80

@480 
kPa气压

最小 310 最小 310

柱塞杆行程
(mm) 10 最大 10 最大

弹簧力
(N) 6.6 - 13.3 6.6 - 13.3

公称直径
(mm) 2 2

最大扭矩
(Nm) 25 25

*当一个或多个阀打开时，压力下降。要确定压力， 
 必须关闭所有的 阀。多阀并联连接。

REV C

附属阀

气检确认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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