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

停電時的安全對策也交給CKD

墊片型氣導式逆止閥
W4G2-PC-M
緊急停止時，氣源壓力減弱的情況下維持氣缸
壓力以防止掉落。

備有各種顧慮安全的機器
省空間

附防止掉落功能氣缸
USSD系列
停止運轉時、停電時、緊急時無論氣缸在任何位
置皆可防止掉落以確保安全。

附有滑動軸位置檢測功能
3口電磁閥 SNP系列

線性導軌鎖
LML系列

旋轉止動組
RTL系列

可做為空壓系統的電磁式餘壓排出閥使用。
利用滑動軸位置檢測功能確實檢測出開關狀態。

使用線性導軌時，在停止時維持或防止組件
掉落以確保安全。

停止運轉時、停電時、緊急時防止組件順
著旋轉方向的掉落以確保安全。

Website: http://www.ckdtaiw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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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裝機械、氣壓、 流體控制、電動等優越的工程設計能力為基礎，全面支援飲料食品的製造。
提供您各式各樣的 高機能產品，讓您製造出安全、安心的產品。

在各方面支援飲料食品製造的自動化。

流體控制

重視環境的流體控制就交給CKD

可視化

環保的流量、壓力管理交給CKD

多種流體電磁閥
KZV3系列

[SWD]

蒸氣也OK，是一款耐異
物、耐積垢、耐水的多
種流體電磁閥！
AC100V、200V兼用
耐熱等級180(H)
鑄模線圈
（相當於IP65）

CKD是世界一流的流體控制廠商

水用流量感測器
WFK系列
●
●

操作簡單，可管理水的瞬間流量與累積流量
也可檢測水溫

數位雙顯示提升辨識性。

實現各種流體的流量、壓力的可視化！
[MWD]

衛生閥
SWD/MWD系列

蒸氣用閥
SPK系列
蒸氣閥具有業界最高等級的
耐久度，可耐用100萬次！
提升外部密封性能。耐異物、
耐積垢。

水用閥
FWD系列

小型吹氣閥
EXA系列

輕量、大流量、低消耗電力有助於省
能源。並且也提升了耐蝕性！

大流量、低消耗電力有助於省能源。
另備有適合怕油污環境的去油型。

在高等級的無菌環境下，因應SIP、CIP。
利用不會囤積液體的水道構造實現高度
的清潔性。採用獨家的膜片構造，具有優
越的維護性。更小型的驅動元件與更低的
氣導壓力提升使用的方便性。

符合食品衛生法標準

省能源

消耗電力為以往的1/3

消耗電力0.6W

飲料

省能源

耐嚴苛環境

粉塵、耐水、高溫環境下也交給CKD

高速反應50msec以下

麵包

調速閥
不鏽鋼耐腐蝕型
SC3P系列

ZJ 固定接頭
不鏽鋼系列
在主體、螺帽、軸套採用耐腐蝕
性高的SUS316。具有高密封性
能。

配合環境、用途的豐富產品系列

●

省空間

粉末

流量感測器、控制器
FSM2/FCM系列

壓縮空氣用流量感測器
PFK系列

各種氣體（空氣、氬氣、氮氣等）的小型流量感測器。

消耗電力為以往的1/2

使用耐腐蝕性優越的不鏽鋼（相當
於SUS303）製成的速度控制閥。

●

可隨身攜帶，任何地方皆可輕鬆檢測空
氣的流量。

不需要直線管路

乳製品

省能源

省資源、省電力、長壽命就交給CKD

備有各種環保裝置

零食

ABSODEX 小型機種
AX6000M系列
方便使用的小巧機型。可輕鬆完成
自動化設備。

空壓閥
W4G系列
保護構造因應IP65（耐塵、防噴水型）。
● 在生產設備等無法降低連座整體壓力的環境下，可不停止氣壓源
進行單閥更換作業。（中截閥）
● 也可輕鬆檢測連座中的內部洩漏或外部洩漏。

刮環

多粉塵環境 G/G5系列 耐多水環境 G2/G3系列

耐高熱環境 T1/T1L系列

G ：強力刮環
G5：強力刮環+潤滑裝置

油封材質：FKM
潤滑脂：氟類

油封材質：NBR（G2）、FKM（G3）
活塞桿：SUS

※關於食品機械用潤滑脂（NSF H1）的因應問題，請洽詢本公司營業人員。
※活塞桿材質可選配不鏽鋼。詳細內容請洽詢本公司營業人員。

無桿缸 全罩型
SRL3-J系列
具有耐惡劣環境的防塵性能。附有防塵蓋

DSC系列

附有刻度盤針閥

DVL系列

可目視流量調整、控制。讓您隨心所欲調整流量！

調理加工品

利用2重濾心構造延長壽命
粒子

過濾器
F系列

省能源

纖維徑大
粗

自由調整分割數、速度
也可輕鬆設置
●因應安全規格認證（Safe Torque off功能）

纖維徑小
密
過濾器

洗淨區

低壓損

●
●

異密度奈米纖維過濾器媒介
階段性使用不同密度的媒介，
可提升過濾器壽命。

●

潤滑裝置

附有刻度盤調速閥

可看見速度設定的流速控制器。讓您隨心所欲調整速度！

利用獨家的化學纖維
結構大幅降低阻塞情
形。

省能源

旋轉定位組件
ABSODEX A X-T系列

刮環

數位壓力感測器
PPX系列

省能源

電動驅動元件 ERL/ESD系列

主管路過濾器
AF系列

單手輕鬆操作。可簡單操作「快速啟
動」的裝置。

實現低壓損、長壽命、
小型化的省能源過濾器。

省能源

省能源

低壓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