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这里所指注意事项，记载了产品应如何安全正确的使用，以防止对人身或（和）设备造
成损伤。根据其潜在的危险程度，将有关注意事项分成「注意」
、
「警告」
、
「危险」三种标志。
注 1)
注 2)
有关安全方面的重要内容，都记载在 ISO 4414 和 JIS B 8370 两项标准以及其他安全规
则中，必须遵守。

注意：误操作时，人和设备可能受到损伤的事项。
警告：误操作时，有可能造成人受重伤或死亡的事项。
危险：在紧迫的危险状态，不回避就有可能造成人受重伤或死亡的事项。
注1) ISO 4414 ：气压传动—传动和控制系统中气动元件的使用规则。
注 2) JIS B 8370：气动系统通则。

警告
1 请气动系统的设计者或决定规格的人员来判断气动元件的选型是否合适。
产品样本上登载的产品，其使用条件多种多样。应由气动系统的设计者或决定规格的人来决定所选气动元件是否适
合该系统。必要时，还应做相应的分析和试验。满足系统所期望的性能并保证安全是决定系统适合性的人的责任。
还应依据最新产品样本和资料，检查规格的全部内容，并考虑到元件可能会出现的故障情况，最终组成所需的气动
系统。

2 请有足够知识和经验的人使用气动设备。
压缩空气一旦使用失误，那是危险的。气动设备的组装、操作和维护等，应由有足够知识和经验的人进行。

3 在确认安全之前，绝对不许使用气动设备或从设备上拆卸气动元件。
1.在气动设备点检和维修之前，必须确认被驱动物体已进行了防止落下或暴走的处置。
2.在确认已进行了上述安全处置后，再切断电源和气源，排放掉气动系统内残存的压缩空气，才能从气动设备上拆
卸气动元件。
3.气动设备再启动之前，要确认不会发生活塞杆急速伸出现象。

4 在下列条件和环境下使用本公司产品时，出于安全考虑，请事先与本公司联系并持本公司的书面
承认。
1.样本上记载规格以外的条件和环境下使用或在室外使用。
2.使用于原子能、铁路、航空、车辆、医疗器械、食品及饮料机械、娱乐设备、紧急切断回路、压力机用离合器及
制动器回路、安全机器等。
3.预计对人和财产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安全方面有要求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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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通电磁阀／共同注意事项①
使用前必读。
各系列的详细注意事项，参见各系列单行本。

注意

设计上的注意

警告

1 瞬时通电
双电控电磁阀瞬时通电的场合，其通电时间应在 0.1s 以上。

1 关于驱动执行元件
用阀驱动气缸等执行元件的场合，事先应采取措施，防止执行元件动

2 漏电压

作时发生危险。

使用了与开关元件并联的电阻及

2 关于中间停止

使用阻容元件(C-R)作开关元件
的保护（过电压保护）的场合，由

用三位中封式或中止式换向阀进行气缸活塞的中间停止的场合，由于

于有漏电流流过电阻和阻容元

空气是可压缩的，想达到正确精密的位置停止是困难的。
另外，阀和缸不能保证无泄漏，故不能长时间保持在中间停止位置。

件，增加了漏电压。请注意，漏
电压的大小应限制在下列值以

想长时间保持在停止位置，请与本公司联系。

内。

开关元件

电
源

漏电流

漏
电
压

阀

3 关于阀集装时背压的影响
阀集装使用的场合，要注意背压造成执行元件的误动作。特别是使用

DC 线圈的场合

三位中泄式换向阀的场合和驱动单作用气缸的场合更应注意。担心有
这种误动作的场合，可使用单独排气隔板组件，或使用单独排气集装
式。

额定电压的 3% 以下
额定电压的 2% 以下

4 关于压力保持（含真空压力）
由于阀有微漏，不能用于保持压力容器内的压力（或真空压力）等用
途。

额定电压的 5% 以下
AC 线圈的场合

5 不能使用于紧急切断阀等上面

额定电压的 20% 以下

本样本上的阀，不是为确保安全用的紧急切断阀而设计的。这样的系
统，应选用确保安全的其他手段来解决。

额定电压的 15% 以下

6 确保维护点检的空间

额定电压的 12.5% 以下
额定电压的 10% 以下
额定电压的 8% 以下

7 关于残压释放
考虑维护点检的需要，应设置有残压释放的机能。特别是使用三位中
封式或中止式气阀的场合，必须考虑到换向阀和气缸之间的残压能释
放掉。

3 由 SSR 驱动电磁阀
一旦 SSR 的最小负载电流比电磁阀的负载电流大，会变成动作不良
的原因。

8 关于真空压力下的使用
将阀用于真空切换等的场合，应采取措施防止外部灰尘、异物从吸盘
及排气口吸入。另外，真空压力下应使用直动式或外部先导式换向阀。
使用内部先导式或气控式换向阀的场合，要与本公司商谈。

选定

警告

选定 SSR 的场合，请注意元件的样本规格。

4 过电压保护回路
使用稳压管、ZNR等一般二极管以外的过电压保护回路的场合，因为
有与保护元件及额定电压有关的残留电压，请留意控制器侧的过电压
保护。二极管的场合，残留电压约 1V。

5 在低温下使用
各系列阀的规格中未指示的场合，能使用到-10℃，但要采取措施，防
止冷凝水及水分的固化和冻结。

1 规格的确认
本样本上的产品，仅用于压缩空气系统（含真空系统），不要用于规
格范围以外的压力和温度下，以防产品动作不良或损坏。使用压缩空
气（含真空）以外的流体时，应与本公司联系。

2 关于长时间连续通电
除长时间连续通电型电磁阀外，对阀进行长时间连续通电，或通电时
间比不通电时间长的场合，应由本公司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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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用于吹气的场合
这种场合，应使用直动式或外部先导式电磁阀。给外部先导通口供给
在规格中被规定的压力范围的压缩空气。

7 安装姿势
弹性密封：参照各系列阀的规格栏。
间隙密封：单电控的场合，安装姿势不限。双电控及三位阀的场合，
阀芯应处于水平位置进行安装。

3·4·5 通电磁阀／共同注意事项②
使用前必读。
各系列的详细注意事项，参见各系列单行本。
配管时的紧固力矩

安装

合适的紧固力矩 N.m

连接螺纹

警告
1 漏气量大，元件不能正常动作的场合，请不要使用。
安装和维修时，接通气源和电源，进行必要的功能检查和漏气检查，
确认安装正确。

2 使用说明书
认真阅读并正确理解使用说明书的基础上，安装和使用产品。还要保
管好，随时都能使用。

3 喷涂的场合
产品上印刷着或贴着警告标记和规格标记，不允许去掉、揭下或损坏
文字。遇到喷涂时，由于有机溶剂给树脂材质的标记带来恶劣的影响
的场合，应与本公司商谈。

5 在产品上配管的场合
在产品上连接配管的场合，参照使用说明书，供给通口等不要接错。

配线

注意

配管

1 关于极性

警告

直流规格带（灯及）过电压保护电路的电磁阀上接线的场合，应确认
有无极性。

1 配管前的处置

有极性时，注意下面几点。
没有内置极性保护二极管的场合，一旦极性接错，内部二极管、控制
器侧的开关元件或电源元件会烧损。

配管前，充分吹净或洗净管内的切屑末、切削油或灰尘等。

2 密封带的卷绕方法
配管和管接头是螺纹连接的场合，不允许将配管螺纹的细末及密封带
的碎片混入配管内部。使用密封带时，螺纹前端应留出1.5～2个螺距
不缠绕密封带。密封带的缠绕方向如图所示。

2 外加电压

卷绕方向

留

出

带极性保护二极管的场合，一旦极性接错，电磁阀处于不被切换的状
态。

电磁阀通电时的外加电压应符合要求，以免造成阀动作不良或线圈烧
毁。

密封带

3 接线的确认

2个

螺

配线完毕，应确认接线无误。

距

3 使用中封式和中止式三位阀的场合
阀与缸之间的配管不得漏气，要仔细检查。

给油

4 管接头的螺纹拧入
把管接头拧入阀上，请按以下方法紧固。
1) M3、M5 的场合
①使用本公司接头的场合，按下述要领拧入。
用手拧入后，再用工具增拧，M3 增拧 1/4 圈，M5 增拧 1/6 圈。但
是，使用微型接头的场合，用手拧入后，再用工具增拧 1/4 圈。另
外，万向弯头、万向三通等密封垫有两处的场合，应增拧 2 个 1/2
圈。
注）螺纹拧入过度，接头螺纹部会折断或密封垫发生变形，造成漏气。
螺纹拧得不紧，螺纹连接处松动造成漏气。
②使用本公司以外的接头的场合，请遵守该接头制造厂家的使用要
求。
2) Rc 螺纹的场合
按右表中的合适紧固力矩安装。

注意
1 给油
［弹性密封］
①除下列阀必须给油外，其余阀有预加润滑脂，能在不给油的条件下
工作。
指定给油的阀
②给油的场合，应使用透平油 1 号（无添加剂）ISO VG32。一旦给
油，必须一直给油，不得中途停止给油。因预加润滑脂被冲洗掉，
会导致动作不良。

[间隙密封］
①能不给油使用。
②给油的场合，应使用透平油 1 号（无添加剂）ISO VG32。各公司透
平油 1 号（无添加剂）ISO VG32 的牌号参见下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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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通电磁阀／共同注意事项③
使用前必读。
各系列的详细注意事项，参见各系列单行本。

给油

维护点检

注意

警告

透平油 1 号(无添加剂) ISO VG32

1 维护点检，应按使用说明书的步骤进行。

运动粘度 ISO 粘度
运动粘度 ISO 粘度
cst(40℃)
cst(40℃)
等级
等级
透平油 P-32
九州石油
斯托透平油 32
出光兴产
透平油 32
三菱石油
三菱透平油 32
日本石油
宇宙透平油 32
昭和壳牌石油
透平油 32
宇宙石油
共同透平油 32
通用石油
通用透平油 32
共同石油
透平油 32
富士兴产
富士透平油 32
石油公司
关于透平油 2 号（加添加剂）ISO VG32，应由本公司确认。

一旦误使用，会导致元件和装置的动作不良或破损。

2 元件的卸下及压缩空气的给、排气
在确认被驱动物体已进行了防止落下处置和防止暴走处置之后，切断
气源和电源，气动系统内部的残存压缩空气通过残压释放机构已被排
空之后，才能卸下元件。另外，三位中封式或中止式换向阀，在阀与
气缸之间残存的压缩空气也同样要被排空。
元件更换或再安装之后再启动时，先确认气动执行元件已进行了防止
急速伸出处置后，再确认元件能正常动作。

3 低频率使用

气源

为了防止气阀动作不良，气阀应在 30 天内进行换向动作一次。请注
意气源质量。

警告

4 手动操作

1 使用洁净压缩空气。

用手动操作，被连接的装置应能动作。在确认安全之后再操作。

压缩空气中，不得含有化学药品、含有机溶剂的合成油、盐分、腐蚀
性气体等，以免造成气阀动作不良或损坏。

注意

注意

1 冷凝水排放

1 应安装空气过滤器。

空气过滤器内的冷凝水应定期排放。

靠近换向阀的上游侧，应安装过滤精度为 5 µm 以下的空气过滤器。

2 给油

2 设置后冷却器、空气干燥器及冷凝水收集器等。

弹性密封电磁阀，一旦给油，必须连续给油。应使用透平油 1 号（无
添加剂）ISO VG32。除此之外的润滑油，会造成阀动作不良等故障。

含有大量冷凝水的压缩空气，会导致气阀和其他气动元件的动作不
良，故气源系统应设置后冷却器、空气干燥器及冷凝水收集器等。

关于透平油 2 号（加添加剂）ISO VG32，应由本公司确认。

3 碳粉多的场合，在换向阀的上游侧应设置油雾分离器。
空压机产生的碳粉多时，附着在阀内，会导致阀的动作不良。
对压缩空气质量的详细要求，可参看本公司的《压缩空气清净化系
统》。

流量的求法（空气温度为 20℃时的流量）

使用环境

时为亚声速流动

警告
时为声速流动

1 不要用于有腐蚀性气体、化学药品、海水、水、水蒸汽的环境
或带有上述物质的场所。
空气流量[L/min(ANR)]
有效截面积(mm2)
压力降 P1-P2(MPa)
上游侧压力(MPa)
下游侧压力(MPa)

2 不要用于有爆炸性气体的场所。
3 不要用于引起振动和冲击的场所。各系列气阀耐振动、耐冲击
的性能参看各自的产品样本的规格栏。
4 日光照射的场所，应加保护罩，遮日光。

※空气温度不同时的修正为上式算出的流量乘以下表中的修正系数。

5 周围有热源的场所，应遮断辐射热。
6 有水滴、油或焊接的火花等附着的场所，要采取适当的防护措
施。
7 电磁阀装在控制柜内，长时间通电的场合，应采取散热措施，
以保证电磁阀处于规格允许的温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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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温度(℃)
修正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