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行业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定制产品和服务 – 覆盖整个价值创造链

从个性化标签的气管和预装配的单元到客户定制的产品和系统，Festo 提供各种产品和服务为您提供支
持。在任何我们可以发挥我们一技之长的领域，我们都本着双方共赢为目标。

Energy efficiency@Festo
我们的设计让您未来的生产经济
而可持续：Festo 完美协调一致
的节能技术涵盖您价值创造过程
的每个阶段。多数情况下，我们
的节能服务让您系统获得立竿见
影的节能改善效果。

分支机构遍布全球
我们提供创新的产品、解决方案
和服务。在 176 个国家设立了
250 个分支机构，在 61 个国家
设立了子公司，我们一直在您身
边。随时为您服务，绝对可靠。

对于特殊应用：
产品修改或开发新产品
根据您的特殊要求定制。只需稍
经修改就可优化标准产品，以用
于纺织机械中。有时，您可能需
要根据您明确的需求开发新产
品。我们的应用专家能与您合
作，在设计过程中，既能提出产
品修改，也能开发新产品。

缩短时间、降低成本、提高可靠
性：预包装和预装配
按照客户的要求备齐各种元件：
作为预包装或预装配的产品打包
提供，并已完全装配完毕且经过
测试，拿到即可安装。只需一个
订货号就可订购，以打包形式交
货，直接交付到您的工厂。这能
大大减少您在采购和物流环节中

Festo 定制的气缸/阀组合，用于纺织行业

预包装服务：预备齐打包标准元件

的过程成本，并减少装配所需的
时间。所有安装需要的元件一样
都不少，您大可以放心。质量绝
对经过测试。

即可安装的解决方案：
模块和系统
Festo 提供先进的技术和即可安
装的解决方案。出厂前经过测试
和检验 – 确保您的系统能获得最
大程度的可靠性和生产率。所有
元件都完美匹配，采用最新技
术。您专注于您的专攻术业。我
们来负责剩余任务。这不仅能节
省时间，而且更能节省金钱。

我们的专业

成就您的
竞争优势

作为即可安装解决方案的安装板

Festo 工程设计软件工具
我们让您每天的工作更轻松。只
需使用我们的工程设计软件。

不仅只是提供产品
我们提供的服务涵盖整个过程
链，包括售后服务。确保系统的
高利用率、过程的可靠性、不发
生计划外的停机时间。

抱负有多大，生产率就有多高
您与我们所见略同？我们将乐意帮助您实现这个目标 – 凭借我
们独树一帜的四大特质：
• 保障 • 高效 • 简单 • 核心竞争力
我们以提高生产率为己任。
来为贵公司发现新契机：
www.festo.com/whyfesto

www.fes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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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Festo
降低风险 – 预防思维。我们以安
全为导向的技术让您完全放心，
因为您的工作场所的安全性已臻
至完善。并符合欧盟机械指令。

预装配：预装配好标准元件

让您的纺织机器如虎添翼：Festo 产品

气缸
标准气缸 DSBC 和圆形气缸
DSNU
坚固耐用，价格不贵

Festo 的核心产品系列让您能轻松地提高自己纺织机的生产率。无论是纺纱、拉伸变形、编织、圆型针
织、横机编织，或是织物尾工 – Festo 都能为您的应用场合提供合适的产品。

• Festo 一流质量标准气缸，工
作性能佳，使用寿命长
• 最优自调节终端位置缓冲 PPS
• 派生型产品多，附件齐全，使
用灵活
• 可提供完整的单元，如带接
头、气管等
标准气缸 DSBC，符合 ISO 15552 标准

阀和阀岛
电磁阀 VUVG
结构紧凑，流量大，成本低 – 同
类产品的佼佼者

标准气缸 ADN
在很小的空间内让生产率最大化
• 模块化，多种派生产品，满足
您特定的要求
• 可提供电控或气控阀
• 可扩展成带单个接口的阀岛

您想要降低成本？
您需要更可靠的伙伴？
我们有您需要的百宝锦囊。

• 同时还能提供非标规格和结构
的产品，用途广泛
• 与符合 ISO 15552 标准的大气
缸相比，长度最多可缩短 50%
– 但行程相同
• 转换能量的能力更强
• 振动更小
• 交货时间短，价格优惠
标准气缸 ADN，符合 ISO 21287 标准

电磁阀 VUVG

电磁阀 VUVS
结构坚固，流量大，成本低 – 适
用于您日常生产任务的新通用型
阀

• 产品系列构成简单
• 通过气路板连接外先导气源，
易于装配和维修
• 结构紧凑：通过旋转电磁线
圈，可更改工作电压
• 非常适合用于真空和低压范围

气动肌腱
气动肌腱 DMSP
创新原理：非常适合用作气动弹
簧，用于精确地张紧经轴

• 输出力大，直径小
• 运动无摩擦，最大运动频率可
达 150 Hz
• 气密封，耐灰

气动肌腱 DMSP

电磁阀 VUVS

Festo 可靠的解决方案提高世界各地纺织行业的生产率
全球人口每年都在增长，进而也带动了对纺织品的需求增长。不过，尽管销售在增加，纺织
品的价格却逐年走低。纺织品厂商为了确保在纺织行业获得成功，必须确保生产的经济效
益。这就增加了纺织机械制造商的压力，促使他们制造出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生产率更高
的解决方案，可靠地达到最大产出。Festo 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推出了可靠耐用的
自动化技术，在全球各地均可采购到产品，并且提供完善的服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esto.com/textile

圆形气缸 DSNU，符合 ISO 6432 标准

过程阀和介质阀
阀岛 VTUG，快插式
通用型低成本阀岛

过程阀和介质阀
Festo 介质阀可用于气体、高粘
度流体、糊状介质或颗粒介质，
在冷却、润滑、清洗、洗涤、消
毒和配剂的过程中控制您机器中
不同的流体

• 可提供多针接口或现场总线接
口阀岛 – 接口更换快捷
• 通过现场总线和 LED 诊断
• 固定阀岛长度，最多可有 24
个阀位
• 快插式 VTUG 用于安全功能：
可选集成带单个接口的阀
VUVG
• 适合安装在控制柜内

• 灵活：特别适用于纺织加工和
尾工，如在染色工序中
• 坚固：还适用于受污染的或腐
蚀性的介质

角座阀 VZXF
阀岛 VTUG，快插式

夹管阀 VZQA

球阀 VAPB 和摆动驱动器 D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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