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气调理组（三点式三点组合）PC2000 

 

产品名称 : 空气调理组(三点式三点组合) 

产品型号 : PC2000 

产品介绍 : 产品型号：PC2000 
组件：PF2000、PR2000、PL2000 
配管口径尺寸：G1/8、G1/4 
使用压力范围：0 ~ 9.9 kgf/cm2 
最大耐用压力：15 kgf/cm2 
☆本体材质铝合金压铸 

详细规格 : 订购标示 PC2000-01 PC2000-02 

空气过滤器 PF2000-01 PF2000-02 

调压阀 PR2000-01 PR2000-02 组件 

给油器 PL2000-01 PL2000-02 

口径 G 1/8 G 1/4 

最大供应压力 15 kgf/cm
2
(1.5MPa) 

最大操作压力 9.9 kgf/cm
2
(0.99MPa) 

调压范围 0.5 ~ 8.5 kgf/cm
2
(0.05 ~0. 85MPa) 

压力表口径 G 1/8 

最大空气流量 500 NL/min 

环境和介质温度 -5 ~ 60 ℃(无冻结状态) 

过滤孔径 标准：5μm    选项：2,10 μm 

建议用油 ISO VG32 

杯材料 聚碳酸脂 

重量 0.52 kgf  

配件 : 订购标示 名称 

AD62 差压型自动排水器 

K40110 PT1/8 压力表(0~10bar) 

B210L L 型托架 

B210T T 型托架 

Y20 O 型隔板  

订购标示 : 

 
 
 
 
 
 



空气调理组（二点式二点组合）PC2010 

 

产品名称 : 空气调理组(二点式三点组合) 

产品型号 : PC2010 

产品介绍 : 产品型号：PC2010 
组件：PW2000、PL2000 
配管口径尺寸：G1/8、G1/4 
使用压力范围：0 ~ 9.9 kgf/cm2 
最大耐用压力：15 kgf/cm2 
☆本体材质铝合金压铸 

详细规格 : 订购标示 PC2010-01 PC2010-02 

空气过滤器 PW2000-01 PW2000-02 
组件 

调压阀 PL2000-01 PL2000-02 

口径 G 1/8 G 1/4 

最大供应压力 15 kgf/cm
2
(1.5MPa) 

最大操作压力 9.9 kgf/cm
2
(0.99MPa) 

调压范围 0.5 ~ 8.5 kgf/cm
2
(0.05 ~0. 85MPa) 

压力表口径 G 1/8 

最大空气流量 500 NL/min 

环境和介质温度 -5 ~ 60 ℃(无冻结状态) 

过滤孔径 标准：5μm    选项：2,10 μm 

建议用油 ISO VG32 

杯材料 聚碳酸脂 

重量 0.42 kgf  

配件 : 订购标示 名称 

AD62 差压型自动排水器 

K40110 PT1/8 压力表(0~10bar) 

B210L L 型托架 

B210T T 型托架 

Y20 O 型隔板 

W335 按装架  

订购标示 : 

 

 
 



空气调理组（三点式三点组合）PC3000 

 

 

 

 
 

产品名称 : 空气调理组(三点式三点组合) 

产品型号 : PC3000 

产品介绍 : 产品型号：PC3000 
组件：PF3000、PR3000、PL3000 
配管口径尺寸：G1/4、G3/8 
使用压力范围：0 ~ 9.9 kgf/cm2 
最大耐用压力：15 kgf/cm2 
☆本体材质铝合金压铸 

详细规格 : 订购标示 PC3000-02 PC3000-03 

空气过滤器 PF3000-02 PF3000-03 

调压阀 PR3000-02 PR3000-03 组件 

给油器 PL3000-02 PL3000-03 

口径 G 1/4 G 3/8 

最大供应压力 15 kgf/cm
2
(1.5MPa) 

最大操作压力 9.9 kgf/cm
2
(0.99MPa) 

调压范围 0.5 ~ 8.5 kgf/cm
2
(0.05 ~0. 85MPa) 

压力表口径 G 1/8 

最大空气流量 1700 NL/min 

环境和介质温度 -5 ~ 60 ℃(无冻结状态) 

过滤孔径 标准：5μm    选项：2,10 μm 

建议用油 ISO VG32 

杯材料 聚碳酸脂 

重量 1.2 kgf  

配件 : 订购标示 名称 

AD53 浮子型自动排水器(常闭) 

K40110 PT1/8 压力表(0~10bar) 

B310L L 型托架 

B310T T 型托架 

Y30 O 型隔板 

Y31-02 T 型隔板(含分歧块)1/4 口径  

订购标示 : 

 

http://www.posu-pneumatic.com/products_pic_view.asp?id=89


空气调理组（三点式三点组合）PC3010 

 

产品名称 : 空气调理组(二点式三点组合) 

产品型号 : PC3010 

产品介绍 : 产品型号：PC3010 
组件：PW3000、PL3000 
配管口径尺寸：G1/4、G3/8 
使用压力范围：0 ~ 9.9 kgf/cm2 
最大耐用压力：15 kgf/cm2 
☆本体材质铝合金压铸 

详细规格 : 订购标示 PC3010-02 PC3010-03 

调压过滤阀 PW3000-02 PW3000-03 
组件 

给油器 PL3000-02 PL3000-03 

口径 G 1/4 G 3/8 

最大供应压力 15 kgf/cm
2
(1.5MPa) 

最大操作压力 9.9 kgf/cm
2
(0.99MPa) 

调压范围 0.5 ~ 8.5 kgf/cm
2
(0.05 ~0. 85MPa) 

压力表口径 G 1/8 

最大空气流量 1700 NL/min 

环境和介质温度 -5 ~ 60 ℃(无冻结状态) 

过滤孔径 标准：5μm    选项：2,10 μm 

建议用油 ISO VG32 

杯材料 聚碳酸脂 

重量 1 kgf  

配件 : 订购标示 名称 

AD53 浮子型自动排水器(常闭) 

K40110 PT1/8 压力表(0~10bar) 

B310I I 型托架 

B310T T 型托架 

Y30 O 型隔板 

Y31-02 T 型隔板(含分歧块)1/4 口径 

W423 按装架  

订购标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