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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示
n  为了达到良好地密封，当板 
 式安装VektorFlo®元件时， 
 配合面的平面度必须为0.08 
 毫米以内，最大的表面粗糙 
 度为1.6 μmR（除非产品 
 目录中另有说明）。
n 大部分元件（除电源供给 
 外）的密封也可以用氟橡 
 胶。在元件设计时未包含其 
 中。这些项目都可以在网上  
 或传真订购，在型号后面加 
 一个“F”作为最后一数。 
 订货时请向我们的订单 
 录入 专员注明您需要氟橡 
 胶的密 封件。
n 除非在我们样本里另有说 
 明，VektorFlo®需要一个最 
 小的34.5bar（3.4MPa）双 
 作用元51.7bar（5.2MPa） 
 单作用元件。
n 所有VektorFlo® 特殊功能 
 阀 的最大系统流量为5.7 
 升/分钟。溢流无质保。
n 为缸套或孔穴去毛刺来避免 
 由密封件损坏而引起的泄漏 
 是极为重要的。
n 通过过滤来净化油液中杂质 
 铁屑等，将会防止元件的泄 
 漏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n 预防性维护是必要的，使液 
 压系统和元件在经过数百万 
 次周期仍保持最高性能运 
 行。要确保至少一年一次清 
 洗您的整个系统，高污染的 
 环境更要频繁清洗。

支撑缸提示
n 液体推动式支撑缸上接触螺 
 栓的螺纹啮合长度决定弹簧 
 接触力。
n 只能用六角套筒来拧紧。使 
 用其它类型的扳手可能会损 
 坏支撑缸。

旋转缸提示
n 决不允许旋转缸旋臂在旋转 
 过程中接触工件。
n 所有单作用旋转缸型号使用 
 可选的底部端口可以显著降 
 低污染物的可能性。请联系
 

 您的Vektek客服代表来了解 
 可选择的底部端口的详细  
 信息。
n 旋转限制器可用在30，45和 
 60度角，请向您的Vektek销 
 售代表或订单录入专员订 
 货。在此之上的其它旋转角 
 度可作为特殊的要求。

配管提示
n   由于过多的管接头的限制，

使用标准橡胶软管和管接头
对许多装置的动作会不利。
如果您选择从其他供应商处
购买软管，请确保软管直径
和管接头不会造成过多

 的限制。
n  并非所有的VektorFlo®的旋 
 转接头都是可以板式安装 
 的。请确认您选的旋转接头 
 适合您应用的安装需求。 
 请参考样本中的配管方式 
 部分。

动力供给
n   Vektek泵发货时是有油箱 

堵塞的。使用前请先取下 
塞子，并安装附带的通 
气装置。

n 为了延长您的液压泵的 
 寿命：  
  * 液压油应该一年更换一 
   次并且油箱一年清  
   洗一次
  * 如果您的生产计划安排 
   得 非常满（每日 
   一班):一年换油两次。
  * 一日两班：一年换油 
   3次。
  * 一日三班：一年换油 
   4次。 
  * 在非常脏的环境中（铸 
   造厂）：每月换次液 
   压油 在极污染的环境 
   中，我们推 荐使用回 
   路过滤器套件 J-6页） 
   于中等容量 泵中。
n 泵的选型：
  1 流量：时间要求？
      系统容量÷流量=时间
  2 动力供给：手动，气动或 

   电动 
  3  系统要求：单作用，双作 
   用，持续连接，分离或托
   盘式

附属阀
n 我们的阀的安装面（板式连 
 接）是CETOP接口形式它 
 只允许一个方向安装。这种 
 接口有4个油口：P.T.A和B 
 口及4个安装孔。一端的安 
 装孔中心距（31 mm)和另一 
 端的安装孔距(32.5 mm）不 
 等。窄端安装孔中心连线到 
 P口的距离是21.5 mm，另 
 一端的距离是19 mm。
 这种不 
 相等的安装间距是为了防止 
 阀被错误安装。

方向控制阀
n 重新装配手动阀上的把手：
 1 移除掉阀把手“阀帽” 
  上的螺钉。
 2  小心地将阀帽提（拉） 
  起来，露出一边用球轴 
  承固 定的定位板和位
  于 球的 180°处的定
  位 销。在阀帽的下侧 
  有一 个小弹 簧推着球 
  顶着定 位板。小 心  
  别把弹簧 弄掉了，否
   则 它就 无 法固定阀 
   帽。）在 这一点 上， 
   你还会看 到 一个“ 
   方“形的主 轴从 阀中 
   心向上延 伸。不要 转 
   动主轴否 则内部 流体  
   的路径将 会被乱
   序的。 
 3  拆下定位板上的定位销 
 4 重新配置定位板在90° 
   以 上直到阀帽和把手 
   重 新安 装 所需
   位置。
 5   重新安装定位销、定位 
   球、阀帽和螺钉。

旋转臂/压板
n 防止旋转扭矩传到活塞杆 
 上，防止内部凸轮损坏。你 
 可以按照使用说明拧紧顶部 
 螺当安装旋转缸旋转臂时， 
 小心控制旋臂，钉，不损坏 
 油缸。

夹具应用提示

A-8

http://www.vektek.com/Members/CADLibrary/Default.aspx
http://www.vektek.com/Members/PartsLists/Default.aspx
http://www.vektek.com/t-international_reps.aspx


www.vektek.com +1-913-365-1045 Inside US 1-800-992-0236 © Vektek 2019年8月

(          x              ) 

(   ) 

施加的扭矩

螺栓
拉力

1/2 1/2 1/3 2/3

夹板的夹紧力输出

螺栓力
40 KN

夹紧力

20 kN
夹紧力

20 kN
夹紧力

27 kN
夹紧力

13 kN

螺栓力
40 KN

我要如何选择一个能产生与螺栓相同拉力的油缸？

调整液压缸的尺寸使其产生与螺栓力相同的拉
力很简单，这是简单的物理学：

力 (kN) =   压力(kpa)      活塞面积 (m2)   

通过改变压力和面积，可以产生任何大小的

力。
Vektek提供的许多油缸选项，请参阅直线缸缸
或推/拉缸部分。

您是否正在使用螺栓作为手动夹具上的夹

具，并且想知道产生了多少夹持力？

按照以下指示来计算您应用中的螺栓拉力。

第一步  你的螺栓尺寸和扭矩是多少？

第二步 查看表中的您的螺栓尺寸对应的最大

推荐扭矩和拉力。

例如： 一个M6 内六角螺钉被拧紧至10Nm， 产生 
 了多大拉力？
从表中可以查到，M6 内六角螺钉的最大扭矩为20 
N-m，产生的拉力为22kN。输入这些值和您的扭矩
到上面的等式中。

当M6 内六角螺钉扭矩至10N-m时，拉力为11kn

(            ) 您的扭矩 (N -m)
表中最大扭矩 (N - m)

最大扭
矩下产
生的拉
力 (kN)

您应用中
的力 = X

拉力 =
10 N-m
20 N-m

22 kN = 11 kNX

最大扭矩下的螺栓拉力

内六角螺
钉尺寸

最大推荐扭矩（N-
m）

最大扭矩下产生的拉力
（kN）

M4 6 9

M5 12 15

M6 20 22

M8 49 39

M10 98 62

M12 165 87

M14 265 120

M16 413 163

M20 825 261

M24 1425 375

最大推荐扭矩基于热黑处理表面和轻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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