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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动产品

有效冷却机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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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ch 气动技术
气动效率范围 
有效地降低了压缩空气的需求量和成本。 

Meech 气动技术 (MAT) 范围，旨在降低能源成本，通过将环境空气吸入压缩空气流，使用较少的压缩空气，达到同样

的效果。 

在有些情况下，压缩空气的需求量可以减少至 70%。这既节约能源又节约成本。 

节能安全喷枪

特性 优点

 � 节能 安全型喷枪最多能将压缩空气的需求量减少 70%，并 
能降低压缩空气的使用成本

 � 降噪 与标准喷枪相比，噪音可降低多达 30 dBA

 � 创新设计 提供的空气放大比率为 25：1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符合健康和安全标准 预防终端的喷嘴设计

 � 耐磨 铝制枪柄

 � 可调节 可用于专用设备

 � 铝或不锈钢材质 可在绝大多数环境条件下使用

 � 卓越的性能 推力级超过 250 克，而压缩空气耗气量仅为 15 cfm 
(425l/min)

节能安全喷嘴

特性 优点

 � 节能 空气喷嘴最多能将压缩空气的需求量减少 70%，并能 
降低压缩空气的运行成本

 � 降噪 噪音可降低多达 30 dBA

 � 创新设计 提供的空气放大比率为 25：1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符合健康和安全标准 预防终端的喷嘴设计

 � 易于安装 独特的喷嘴设计，喷嘴可连接 ⅛” 或 ¼” BSP 管接头

 � 可调节 可用于特殊用途

 � 铝或不锈钢材质 可在绝大多数环境条件下使用 

 � 卓越的性能 推力级超过 250 克，而压缩空气耗气量仅为 15 cfm 
(425l/min)

用作开口管的替代品。

标准喷枪的耐磨节能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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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大推力喷管

特性 优点

 � 节能 大推力喷管最多能将压缩空气的需求量减少 70%， 
并能降低压缩空气的使用成本

 � 降噪 与开口管相比，噪音可降低多达 30 dBA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标准 BSP 螺纹，使节能大推力喷管可与绝大多数

现有气源相连接

 � 可调节 可用于专用设备

 � 通用性 4 种不同尺寸的型号，使节能大推力喷管可应用于

各种气源设备

 � 卓越的性能 推力级超过 450 克，而压缩空气耗气量仅为 26 cfm  
(736l/min)

特性 优点

 � 节能 空气增流器最多能将压缩空气的需求量减少 70%，

并能降低压缩空气的使用成本

 � 降噪 与开口管相比，噪音可降低多达 30 dBA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标准管接头，可与绝大多数的现有气源相连接

 � 可调节 可用于专用设备

 � 铝或不锈钢材质制造 可在绝大多数环境条件下使用

 � 通用性 6 种不同尺寸的型号，使节能大推力喷管可应用于各

种气源设备

 � 卓越的性能 推力级超过 450 克，而压缩空气耗气量仅为 26 cfm  
(736l/min)

特性 优点

 � 节能 气幕最多能将压缩空气的需求量减少 70%，并能降低 
压缩空气的使用成本

 � 降噪 与钻孔管相比，噪音可降低多达 30 dBA

 � 创新设计 提供的空气放大比率为 25：1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在法兰运动整体长度上，可在任意位置钻孔，易于 
安装

 � 任选长度 可制造为 50 mm 到 2,500 mm 之间的任意长度

用于提供短时强节能空气的喷射。

可提供强空气流，而压缩空气消耗量最小。

提供适用于超宽区域的有效气刃

节能空气增流器

节能气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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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ch 气动技术
涡流冷却范围
有效的工业冷却效果

Meech 气动技术涡流冷却范围，旨在为任何领域的工业应用提供冷气流。 

仅使用压缩空气，与传统的冷却方法相比，涡流管技术具有更多优势。除了尺寸和通用性优势之外，涡流管

无活动部件，无需供电、无需维护。

涡流管

特性 优点

 � 创新设计 热空气温度可高达 50°C 以上，冷空气温度可以低于压缩

空气。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标准的 ¼” BSP 管接头，使涡流管可与绝大多数的现有

气源相连接

 � 可调节 不同的压缩空气发生器，可用于特殊用途

 � 不锈钢材质加工制造 耐磨，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 2 种规格可选 中小型涡流管，适用于各种不同用途

为工业应用而设计。

机柜冷却器

特性 优点

 � 创新设计 外形尺寸小，可安装在空间紧张的狭小区域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可安装到任何柜内/墙上的任意位置

 � 可调节 配有 4 个压缩空气发生器（黄色、红色、蓝色和褐色），

可控制压缩空气量和温度

 � 不锈钢材质加工制造 耐磨，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 安全特性 安全阀可防止气柜压力过大

 � 噪音低 压力为 80 psi (5.4 Bar) 时，红色发生器噪音为 73 dBA

 � 机柜冷却器系统 最大化的冷却效率 

 � 防止灰尘进入 降低设备停机时间

 � 符合 NEMA 4/12 和 IP56 
标准

提供冷气流，防止工业气柜/气板、或其附件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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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气流喷枪

特性 优点

 � 创新设计 2 种规格可选，同时，使用消音器降低噪音水平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带有强磁铁，可将冷气流喷枪固定到任意磁性表面

 � 可调节 配有 4 个压缩空气发生器，可控制压缩空气量和温度（配 
备有一个用于调节冷气流的控制阀，是冷气流喷枪的一个

显著特征）

 � 不锈钢材质加工制造 耐磨，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 噪音低 红色发生器压力 80 psi (5.4 Bar) 时，噪音为 73 dBA

提供冷气流，普遍用于定点冷却，或冷却难以实现的区域。 

实验工具

 � 创新设计 热空气温度可高达 50°C 以上，冷空气温度可以低于压缩

空气。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修、易于安装

 � 可调节 8 个发生器适用于特殊用途，使用温度范围广

 � 不锈钢材质加工制造 耐磨，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 噪音低 冷端消音器可降低压缩空气的噪音

 � 两种规格 中小型实验工具，适用于各种用途

特性 优点

适用于各种冷却应用。

特性 优点

针式冷却器

 � 创新设计 热空气温度可高达 50°C 以上，冷空气温度可以低于压缩

空气。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标准管接头，可与绝大多数现有的气源相连接，并配有一

个强磁座

 � 可调节 配有两个发生器，高部分（黄色） 8 cfm 发生器和低部分 
（绿色） 8 cfm 发生器，设计为与小型涡流管共同使用

 � 不锈钢材质加工制造 耐磨，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 节管 将冷空气直接输送到难于冷却的区域

 � 噪音低 热端消音器可降低压缩空气的噪音

完美的定点冷却，适用于任何小型冷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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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涡流管

特性 优点

 � 创新设计 所供应的热空气温度可高达 50°C 以上，冷空气温度可以

低于压缩空气。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标准的 ¼” BSP 管接头，可与绝大多数现有的气源相连接 
小型涡流管配备有一个标准的管径 1/8” BSP 至 6mm 的 
推配适配器

 � 可调节 控制阀控制温度调节

 � 不锈钢材质加工制造 耐磨，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 小巧 特别设计的较小型产品，需要的空气流更少。小型涡流

管，耗气量更低

设计为更小、更精致和需要更少压缩空气流的产品。 

小型冷气枪

 � 创新设计 采用消音器降低噪音水平，可在大多数环境条件下使用 

 � 无活动部件 无需维护

 � 易于安装 带有强磁铁，可将冷气流喷枪固定到任意磁性表面

 � 可调节 配有 2 个压缩空气发生器（黄色和绿色），可控制压缩空 
气量和温度（配备有一个用于调节冷气流的控制阀，是

冷气枪的一个显著特征）

 � 不锈钢材质加工制造 耐磨，适用于各种工作环境

 � 噪音低 冷端消音器可降低压缩空气的噪音

 � 两种规格 小型和中型

 � 节管 将冷空气直接输送到难于冷却的区域

特性 优点

设计为更小、更精致和需要更少压缩空气流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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